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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就像籽識慈善基金的血

脈和骨幹，四年來，帶著我們心跳和感動，支持

著籽識的發展，向夢想進發。看著不同參加者、

得獎者不同的夢想故事，令我們忽發奇想：計劃

是否一定要有限期報名、評審、選十個得獎者？

除了這樣，我們還可以怎樣令更多人夢想成真，

更有效地做到當初所想 ? 很多想法，暫未歸納，

卻令我很興奮地幻想一個沒有競爭性、走進來就

找到所需、大家互相鼓勵支持那一個美好的畫面。

我知道要實現很難，也覺得沒有必要為翻天覆地

把原本美好的抹去，浪費人力物力和已累積的經

歷。但我想，從實際情況中改善，因為參與者的

需要而作出恰當調整是每一個活動主辦者必須有

的意識。所以，大家就放長雙眼看我們明年怎樣

把這件事呈現吧。要是你有意見或有興趣以不同

形式參與其中，歡迎聯絡我們。

感謝各位捐助者、支持者，也借助大家的掌聲，

予我們全年不斷努力的籽識團隊、籌委和義工。

轉眼又一年，明年，繼續約定你。

王仲傑

籽識慈善基金有限公司主席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策劃人



籽識慈善基金

關於我們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於2014創立，並於2015年成為《稅務條例》第88條下的一個正式慈善團體，

主力為教育、青少年成長及發展、追求夢想三大方向的項目籌募經費，策劃

及舉辦有義意的活動，並撥款支持其他機構舉辦相近理念的慈善活動。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是籽識慈善基金的年度重點活動，計劃向全港

徵集夢想故事， 以「不限年齡、不限類型、不限規模」為宗旨，選出其中

10 個符合「突破自我、貢獻社會、創意創新」的追夢者，為他們提供定額資

助 1萬元，鼓勵及支持他們實踐夢想，宣揚「今生不做機械人」理念。

願景 Vision

希望「今生不做機械人」成為新的香港人精神

使命 Mission

推動生命教育，讓每個人都找到自己擅長的崗位，發揮創意，積極回饋社會，

並同時宣揚「活出真我」理念。

信念 Values

相信夢想是生活一部分，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可以付諸實行的。在最適合的

崗位做最喜歡的事，便是成功。





組織架構

王仲傑先生

王仲勳先生

陳杏儀小姐

伍進超先生

王仲傑先生

王仲勳先生

李采穎小姐

 

董事 Directors

公司成員 Member



活動成效

2017 年第四屆「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報名人數 

150

得獎故事到校分享 

2017 年系列式分享，共

有 20 次，受惠中學共

有 17 所，所接觸學生

人數約 4500 人。

頒獎禮參加人數

 300

傳媒報導

2017：得獎者與及夢想計劃

宣傳訪問及報導合共超過

50次。

宣便效果、社交平台接觸 

次數 >300,000

(統計數據 )



「今生不做機械人夢想計劃」

歷屆得獎者發展動向

第
一
屆

曾燕紅

・成功登上珠峰，成香港首
位登頂女性。近年繼續挑戰
自己，在不同國家參與極限
運動。

花香藝術館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幫助
一位四川受 512 大地震影響
的小孩，重建了家園。

關紹烽

・作品獲得在遊輪上展覽並
教授畫畫。

・與飲食業界合作，作品作
餐廳主題。

・透過獎金資助，與廠商聯
繫把作品製成不同產品，打
做個人品牌。

小花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舉辦
了第一次的個人畫展 - 小
花個人畫展「我的小小大世
界」，並把畫展收益全用作
購買飯票供有需要人士享用。



陳恩琳

・獲安排接受 TVB 互動新聞
台訪問，讓更多人認識她的
理念。

MyMailBox852

・團體於 2015 年聖誕節「聖
誕傳情」活動獲得廣泛報導
及支持，訪問包括晴報、星
島日報、大公報、蘋果日報
等，並舉辦義工交流營。

岑幸富

・成功透過計劃資助，得以
繼續學習小提琴，現更學習
鋼琴。

・透過計劃得到蘋果日報和
一百毛訪問，現已脫離失業
大軍，獲得全職工作。

・獲不同學校及機構邀請分
享，並參與微電影拍攝，現
正計劃出書。

傷健魔術團

・透過計劃資助，全數作購
買大型道具之用 , 令學員有
更進一步的表演經驗及方法，
亦明顯比其他同類團體更顯
專業。他們更參與了青年夢
想家協會頒獎禮表演嘉賓及
於教育大同「我要真假期」
教育論壇分享表演。
 



第
二
屆

香港花式足球隊

・一位成員在資助下前往海
外比賽，榮獲全國第七名及
香港錦標賽冠軍，今年有資
格代表香港前往捷克參與世
界賽。

滾動力量

・接受商業電台和經濟日報
訪問，持續開展不同活動體
驗社區環境設計跟輪椅使用
者日常生活的關係。

黃葦琪

・透過計劃資助，把部份資
助報讀了著名美國蛋糕裝飾
學校 Willton 一系列蛋糕裝
飾課程，提升個人在蛋糕製
作的造詣。另一部份資助則
投放在自己的甜品製作義工
隊上作購買用具。



搞作 STIR

・獲安排到香港電台節目
「教育有心人」作受訪嘉賓。

小半

・作品插畫於大型書局發售。

・與會第一屆得獎者有不同
合作。

楊恩華
・與「黑暗中對話」合辦音
樂表演。

・透過蘋果日報聯絡其二胡
偶像，讓他夢想成真。

・獲安排成為青協「讚好人
物」。



第
三
屆

王海如    
 
・運用獎金和輪椅上的媽媽
暢遊日本，一圓媽媽的出國
夢。

張東正    
 
・安排到蘋果日報作專題採
訪，後獲環球廚神菁英賽、
團體獎銀獎和最佳演繹大
獎 ! 

We-cycle    
 
・喚醒社會大眾對毒品的關
注 及協助戒毒人士重投新
生，被東方日報、香港電台、
毛記電視等傳媒報導，備受
社會各界關注。

鄭尉莉   

・剛籌組的電影文化推廣公
司正在申請成為慈善機構， 
亦為基層小學生舉辦了電影
欣賞會及工作坊。

零企音樂    
 
・為鼓勵年青人創作而籌備
的唱片快將完成；多次應電
台、電視及音樂活動邀請進
行訪問或演出。零企歌手更
於葵青劇院舉行約兩個小時
的零企音樂會，演出非常成
功。

精英社有限公司  
 
・在計劃資助下為更多的青
年拳擊助教提供工作機會，
同時將泰拳活動推及至不同
年齡層，帶來無數正面回響，
獲無線電視、商業電台及蘋
果日報等媒體採訪。



李睿軒 

・在不同中學校園設立模擬
咖啡閣；參與青年市集與社
區教室，與街坊分享咖啡拉
花技術，讓街坊能嘗試到咖
啡拉花活動。

袁曉珊    
 
・《索罟周末藝遊》計劃在
期內舉行的藝術活動包括：
演出作品《與鯊共舞》、周
日市集、台灣藝術家交流會
及 放映會等等。

摩菲亞    
 
・出版繪本《我從鯊魚口中
長大了》和《超能英雄之人
間望遠鏡》， 並在嶺南大學
舉行畫展。新繪本正在創作
中。獲獎後多次接受傳媒訪
問，包括商業二台節目《你
好嘢》。

譚博文    
 
・獲獎後半年內完成了親自
執導的微電影，拍攝出香港
那份舊有的人情味。



第
四
屆

盲蹤踪
﹣透過計劃資助，成功在香
港舉辦一連四日的攝影展。
今年成員更飛往台灣盲攝，
正積極籌備第二次攝影展。

親和藝術
﹣得獎後，接受了親子王的訪
問， 更 舉 辦 慈 善 讀 書 會， 宣
揚 以 " 尊 重 ”、“ 平 等 ”、 
”被容許”、”聆聽”、“溝通 "
為親子關係的基石。

築夢電競（右）
﹣持續推動香港電競，現已加入政
府於財政預算案公佈的數碼港電競
發展計劃，為籌劃香港甚至全球首
個電競多用途場館努力。

Impact HK( 左一 )
﹣接受明報訪問，持續為露宿者提
供免費洗衫服務令其重拾自信。

香港腕力協會
﹣持續在香港推廣腕力運動，成功
舉行「超級英雄拗手瓜大賽」，也
接受電視台邀請作節目演出。



呀周電視 (左一 )
﹣持續推廣專屬長者的網上娛樂平
台，製作適合銀齡的資訊性節目，
也在計劃協作下，舉辦不同的線下
活動。

翔青體育會
﹣透過計劃資助，持續推動冷門運
動「巧固球」，至今已成功舉辦全
港小學軟式巧固球比賽。

築。動力
﹣得獎後，持續舉辦中小學生社區
共融藝術項目，包括壁畫創作活動。

鄭詩韻
﹣透過計劃資助，成功開設小畫室
為自閉症兒童提供課後藝術活動。

鄭紫芊
﹣在計劃協助下，以自身經歷分享，
找消除社會對年輕媽媽的偏見，並
得到支援。



 

活
動
點
滴 得獎者:呀周電視

得獎者:香港腕力協會

得獎者:築夢電競

得獎者:翔青體育會

得獎者:盲蹤踪

第四屆得獎者



得獎者:Impact HK

得獎者:鄭詩韻

得獎者:親和藝術

得獎者:築。動力

得獎者:鄭紫芊



 

活
動
點
滴

頒獎典禮花絮

「夢想成真」流行曲創作計劃得獎者 主題曲表演

入圍夢想計劃單位

創辦人：王仲傑

第四屆籌委團隊

司儀：鄭真朗



*第四屆得獎者大合照



 

活
動
點
滴

入圍夢想計劃：小物館星矢 入圍夢想計劃：佐伊

入圍夢想計劃：耆易果工作室

入圍夢想計劃：愛比 入圍夢想計劃：樂街

市集花絮





「認識香港另一面」
樂施會贊助 -「認識香港另一面」扶貧及世界公民教育計劃
由樂施會贊助 , 籽識教育策劃 , 帶領 15 間中學的學生認識香
港貧窮議題,學習設計思維,進入社區,了解不同群組的需要,
以創新方案回應不同需要。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嶺南中學

     拔萃男書院



中華基督教會方潤華中學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



中電校園工程師

航拍工作坊

3D Printin
g工作坊

航拍進階工作坊

太陽能車工作坊

為 50 間中學舉辦講座及工作坊，學生透過 3D Printing、App 
design，航拍及太陽能車製作，了解工程師的工作及增加對環境保
護、再生能源的認識。



中電校園工程師

校園講座大合照

中電工程師講者 

校園講座

App desig
n工作坊



其他資助項目

有定堂慈善基金有限公司贊助，鼓勵學校帶領學生出隊
做義工，另外亦資助貧困學生學習。

1）學校義工項目（共資助 13 間中學舉辦義工活動）
2）扶貧助學項目（共資助 3間中學的貧困學生學習）



其他資助項目 財務報告
收入

支出 

*董事酬金：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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