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FOOD-CO 2.0 

获资助者 圣雅各福群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食 

主要受惠者 低收入家庭 

简介 

圣雅各福群会再获社创基金拨款推出第二阶段计划

「FOOD-CO 2.0」，以进一步提升本港食物援助界别

的效率和效益，并加强推动食物捐赠。2020年 3 月，

圣雅各福群会获社创基金额外拨款推出短期食物援助

项目，以帮助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弱势人士。 

效益/预期效益 

(i) 增加每日提供的餐数(ii) 增加每日食物援助服务受

惠者数目(iii) 增加 FOOD-CO 捐赠者数目(iv) 增加剩食

捐赠量(v) 加强支援食物援助服务的义工服务(vi) 加强

FOOD-CO 和「惜食共享」的品牌/市场推广 

获批资助额  港币 22,825,000 元 

资助期(月) 36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food-co.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FOOD-CO 

获资助者 圣雅各福群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食 

主要受惠者 低收入家庭 

简介 

项目目标是提升本港整体食物援助界别的效率及效

益。圣雅各福群会在 2017 年 5 月推出 FOOD-CO 平

台，让各持分者包括食物捐赠者及食物援助服务机构

分享有关食物供求情况及相关服务等资讯。 

效益/预期效益 

(i) 增加每日供应总餐数 83% (目标：+50%)(ii) 增加每

日受惠人数 78% (目标：+30%)(iii) 增加食物捐赠量

66% (目标：+25%)(iv) 增加食物援助点 191个（目标：

+100 个） 

获批资助额  港币 10,572,676 元 

资助期(月) 36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food-co.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会房屋共享计划 

获资助者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住 

主要受惠者 低收入家庭 

简介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社联)作为中介机构，于 2017 年 9

月推出此创新项目，与业主、非牟利机构、社会企业

及专业团体合作，推出过渡性可负担和适切的社会房

屋给基层市民，冀能改善他们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

素。这项为期三年的计划预计提供 500 个单位，让 1 

000 户受惠。社创基金联同公益金向此计划的中介机

构提供拨款以资助其三年的营运费用。 

效益/预期效益 
预期到 2020 年 8 月，项目可提供 500 个单位予 1 000

个低收入家庭 

获批资助额  港币 5,763,941 元 

资助期(月) 36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communityhousing.hkcss.org.hk/zh-hant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Impact Intermediaries Capacity Building 
Hong Kong 

获资助者 香港社会影响力数据联盟有限公司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项目透过为协创机构和社会创新项目度身订做社会效

益管理系统，协助它们更有效地管理社会效益。 另

外，计划亦会透过 “train the trainers” 方法，向参与的

协创机构教授社会效益管理的知识，再由协创机构传

授予旗下的社会创新项目。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透过为协创机构和社会创新项目度身订做社会效

益管理系统，协助它们更有效地管理社会效益。 另

外，计划亦会透过 “train the trainers” 方法，向参与的

协创机构教授社会效益管理的知识，再由协创机构传

授予旗下的社会创新项目。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28,425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www.idcc.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创校园通通识 

获资助者 丰盛社企学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教育与学习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由丰盛社企学会及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合

办的「社创校园通通识」计划自 2015 年 9 月起获社

创基金资助，该计划让中学师生深入认识社会创新及

创业精神，并探讨两者如何为社会问题提供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 

效益/预期效益 

计划目的结合本地政、商、学界的网络，为香港中小

学创设一套合用的「社创教育」范式， 让学生学习

社会创业的精神，关怀他人及以创意转化社会，为香

港的未来共同努力。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0 元 

资助期(月) 28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sense-program.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创设计室 

获资助者 启民创社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本培训计划由启民创社于 2017 年推出，目的在培训

年青设计师成为未来的社创栋梁；他们将会与长者、

社福界、商界和设计界的专才携手探讨和回应香港社

会的老龄创新议题，包括「死物习作」、「脑化城

市」和「老力生产」。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培训年青设计师成为未来的社创栋梁；他们

将会与长者、社福界、商界和设计界的专才携手探讨

和回应香港社会的老龄创新议题，包括「死物习

作」、「脑化城市」和「老力生产」。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128,189 元 

资助期(月) 27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enable.org.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创设计室 2.0 

获资助者 启民创社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启民创社于 2020 年再获社创基金拨款支持推出社创

设计室 2.0，项目为期 14 个月，目的是深入发展上阶

段三个主题中的「脑化香港」，促使年青设计师与长

者和社福界携手创作为认知障碍症病患者所提供的产

品和服务，并提升大众对认知障碍症的认知。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促使年青设计师与长者和社福界携手创作为

认知障碍症病患者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大众对

认知障碍症的认知。 

获批资助额  港币 2,760,000 元 

资助期(月) 1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www.enable.org.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黄金创新动力 2019 

获资助者 黄金时代基金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黄金创新动力 2019」由黄金时代基金会有限公司

推展，旨在连系和培训不同教育程度和经济条件的黄

金一代（泛指 45 岁或以上人士），成为社会创新的

新力量。此计划透过一系列的讲座、工作坊、实地考

察、体验学习活动、自主学习、影子工作体验和指导

会面，启发黄金一代就社会问题提出创新的解决点

子。 

效益/预期效益 
培育 50 位黄金一代人士，启发他们就社会问题提出

创新的解决点子。 

获批资助额  港币 1,755,000 元 

资助期(月) 2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golden-age-fellows-
2019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亚洲公益创投网络年会 2016 

获资助者 Asian Venture Philanthropy Network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总部设于新加坡的 AVPN 是一个连系区内公益慈善机

构和创效投资者的合作平台。2016 年 AVPN 首次移师

香港举行年会，而社创基金是活动的首席伙伴。有关

年会让参加者包括社创基金专责小组和秘书处得以和

业界交流，了解区内有关公益创投和创效投资的最新

发展并分享个案。 

效益/预期效益 

本项目旨在连系区内公益慈善机构和创效投资者的合

作平台，让参加者包括社创基金专责小组和秘书处得

以和业界交流，了解区内有关公益创投和创效投资的

最新发展并分享个案。 

获批资助额  港币 1,240,000 元 

资助期(月) 9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企民间高峰会 

获资助者 社企民间高峰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社企民间高峰会是一个汇聚跨界别合作的平台，推广

以创新创业方式带来社会改变，筹办活动包括一系列

的地区活动、国际研讨会及参观活动等。 

效益/预期效益 

(i) 国际研讨会期间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提供场地予社

创基金设置展览以介绍基金的工作﹔(ii)于高峰会相

关宣传媒介及刊物推广社创基金，包括于高峰会场

刊、网站、海报等，以达致扩阔接触面的宣传效益。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25,000 元 

资助期(月) 0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ses.org.hk/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能力提升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 

获资助者 黄金时代基金会 

项目类型 能力提升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把不同城市和不同界别人

士联系起来，一同创造共融的智龄城市，鼓励和协助

黄金一代（指四十五岁及以上人士）过丰盛、健康和

优质的生活。 

效益/预期效益 

(i) 安排黄金时代展览暨高峰会一位讲者出席另作安排

的分享会﹔(ii) 于互动体验区展出社创基金资助项目

「社创设计室」﹔(iii) 于高峰会场刊中刊登一整页社

创基金的广告，以及向高峰会出席者派发社创基金宣

传品，以达致扩阔接触面的宣传效益。 

获批资助额  港币 80,000 元 

资助期(月) 0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goldenage.foundation/expo-summ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