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社创基金评估研究 

获资助者 香港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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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项研究将全面检讨基金整体工作成效并就基金如何

进一步加强效益提出建议。 

效益/预期效益 评估社创基金在达致其目标方面的举措所带来的效益 

获批资助额  港币 5,971,901 元 

资助期(月) 58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https://csrp.hku.hk/project/sie-fund/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Building Research Innovation for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Sustainability 

获资助者 英国文化协会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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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ICKS 全 名 Building Research Innovation for 

Community Knowledge and Sustainability，项目由英国

文化协会于 2018 年 8 月推出，旨在提升本地学术界

在社会创新方面的能力，同时创造一个能够促进本地

学术界、公民社会、商界和前线社会服务机构共同协

作的环境，并鼓励更多让本地学术界直接与目标受惠

社群连系的研究项目，借此发掘创新方案以应对本港

社会问题。BRICKS 项目由一个汇聚各方专业知识的联

盟管理执行，除了英国文化协会，其他伙伴包括英国

牛津大学 Saïd Business School 的 Alex Nicholls 教授、

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SIX)和好单位(Good Lab)。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提升本地学术界在社会创新方面的能力，鼓

励更多让本地学术界直接与目标受惠社群连系的研究

项目，借此发掘创新方案以应对本港社会问题。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530,380 元 

资助期(月) 14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britishcouncil.hk/about/press/%E8%8B%B
1%E5%9C%8B%E6%96%87%E5%8C%96%E5%8D%94%E
6%9C%83%E5%85%AC%E4%BD%88%E5%B6%84%E6%9
6%B0%E9%A0%85%E7%9B%AE%E3%80%8Cbricks%E3%
80%8D%E6%8E%A8%E5%8B%95%E5%A4%A7%E5%AD%
B8-%E3%80%81%E4%BC%81%E6%A5%AD%E8%88%87
%E9%9D%9E%E6%94%BF%E5%BA%9C%E6%A9%9F%E6
%A7%8B%E5%90%88%E4%BD%9C-%E7%99%BC%E5%B
1%95%E9%A6%99%E6%B8%AF%E7%A4%BE%E6%9C%8
3%E5%89%B5%E6%96%B0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以「共享价值」来做好生意：推动可持

续发展商机 

获资助者 社会创业论坛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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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创业论坛于 2019 年 7 月开展本项目，旨在探讨

商界由「最大利润化」转变成以「共享价值」理念来

做好生意的诱因和推动力、创造有利以社会公益理念

营运生意的社会，以及建议具体的发展步骤来培育本

地企业去做好生意。受惠者主要是尝试以「共享价

值」理念营运的本地大小企业，以及受惠于「共享价

值」生意模式的市民。 

效益/预期效益 

探讨商界由「最大利润化」转变成以「共享价值」理

念来做好生意的诱因和推动力、创造有利以社会公益

理念营运生意的社会，以及建议具体的发展步骤来培

育本地企业去做好生意。 

获批资助额  港币 1,937,250 元 

资助期(月) 1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乐龄科技概况研究 

获资助者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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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收集业界的看法、提升他们对相关课题的了解，

以及就著如何利用创新和科技应对目前和将来对长者

护理服务需求集思广益，鼓励业界把握市场机遇。 

效益/预期效益 识别乐龄科技生态圈中的不足与困难之处 

获批资助额  港币 690,350 元 

资助期(月) 5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https://www.ourhkfoundation.org.hk/sites/default/files
/media/pdf/healthtech_ch_cover_ss.pdf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日常. 边界.」香港城市环境通用设计

研习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社区参与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由医生、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团队将设计一个

适合长者徒步游历的香港，鼓励长者探索城市中的宝

藏、参与社区并表达他们对城市环境的看法。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通过由医生、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组成的团队，

设计香港成为一个适合长者的步行的城市，鼓励长者

探索城市中的宝藏，参与社区并表达他们对城市环境

的看法。受惠者主要包括长者及参与设计研习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软件希望之手」中风患者复康治疗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残疾人士 

简介 

开发一套中风复康训练方案，配合以 3D 打印技术制

造轻便、价钱相宜的多功能「软件希望之手」，提升

中风康复者的手部活动功能，协助他们重投社会。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研发「软件希望之手」，配合 3D 技

术，期望产品可以为每个人度身订造，而且更轻、更

舒适及更经济实惠的电动辅助仪器，以帮助中风患者

及长者强化脑部对手掌的控制，提升他们的手部活动

能力，从而改善他们的日常生活重新融入社会。受惠

者主要包括手部残疾人士(例如中风患者)及长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香港晚期照顾及死亡态度之概念舞台音

乐剧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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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以舞台音乐剧的形式，带出体验「好死」及有质

素的晚期照顾的困难，驳斥对死亡相关事宜的错误观

念和误解，并宣扬有关晚期照顾的研究结果。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以舞台音乐剧的形式，探讨有关晚期照顾及

死亡态度的概念，带出体验「好死」及有质素的晚期

照顾的困难，驳斥对死亡相关事宜的错误观念和误

解，并利用舞台音乐剧等创新创作形式宣扬有关晚期

照顾的研究结果。受惠者主要包括临终人士、其照顾

者及出席舞台音乐剧的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3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人工智能色盲辅助程式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残疾人士 

简介 

研究内容为开发人工智能色盲辅助程式，应用于不同

的电子平台例如智能眼镜和各种数码显示器，为色盲

人士实时矫正色彩，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分辨颜

色。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利用人工智能色盲辅助程式帮助有色盲的视

障人士来区分日常生活中的色彩，有色盲的视障人士

可以透过程式辅助，实时矫正色彩。程式可适用于不

同的电子平台，例如：智能眼镜，不同数码显示器。

受惠者主要包括视障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聋人精神健康计划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残疾人士 

简介 

透过将精神健康问卷翻译成手语以及构建一个手语和

中文双语的网上精神健康数据库等措施，项目提升本

港听障人士的精神健康，并帮助精神健康专家学习基

础手语。 

效益/预期效益 

透过将精神健康问卷翻译成手语以及构建一个手语和

中文双语的网上精神健康数据库等措施，项目提升本

港听障人士的精神健康，并帮助精神健康专家学习基

础手语。受惠者主要包括聋人及其亲友。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髋部保护器：预防医院和疗养院长者的

髋部骨折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项目旨在与各持分者共同研发高效用而价钱相宜的髋

部保护器并推广至医院及疗养院应用，以助长者预防

因意外跌倒而引致的髋部骨折。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与各持分者共同研发高效用而价钱相宜的髋

部保护器并推广至医院及疗养院应用，以助长者预防

因意外跌倒而引致的髋部骨折。受惠者主要是社区内

的长者及照顾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少数族裔学生实时中文句子学习平台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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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裔 

简介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中文网上学习平台，就用家输入的

中文句子，实时、有系统地分析其组成部份，包括

字、词和短语，期望帮助少数族裔更有效地学习中

文。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一个中文网上学习平台，就用家

输入的中文句子，提供实时解说，有系统地分析组成

句子的各部份，包括汉字及其部件、词语和短语，期

望帮助少数族裔更有效地学习中文，消除语言障碍，

提升他们的就业竞争力。受惠者主要包括少数族裔学

生、其老师/导师以及世界各地有兴趣学习中文句子

的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健康由我管」 轻度认知障碍自我管理

课程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本项目开发一个针对轻度认知障碍患者需要的自我管

理课程，参与的机构员工将接受培训，学习为有轻度

认知障碍人士提供涵盖饮食、运动、社交心理等支

援，帮助受助人士实践健康生活。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开发一个自我管理课程，帮助有轻度

认知障碍人士实践健康生活。参与项目的机构员工将

接受培训，学习为有轻度认知障碍人士提供涵盖健康

饮食、运动、社交心理等的支援。他们的支援体验将

被整合，供其他前线工作人员参考。受惠者主要包括

有轻度认知障碍人士及有关的前线工作人员。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18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丰盛生命：可持续市区实验室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社区参与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项目旨在透过举办一连串工作坊和实验来增强社区领

袖对建设可持续及人性化市区的认识和应用，藉改善

社区环境来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透过举办一连串工作坊和实验来增强社区领

袖对建设可持续及人性化市区的认识和应用，藉改善

社区环境来提升居民的心理健康。受惠者主要包括各

区区议员、区议员助理和一般市民大众。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12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跨文化教育：可持续的社区创新及女性

充权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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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裔 

简介 

透过从邻里层面出发，由不同种族背景的妇女共创跨

文化知识和体验，缔造长远的社区创新，并让妇女提

升能力。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让香港不同种族背景的女性通过： 

(一) 在不同族群之间建立伙伴关系；(二)跨文化体验

相互充权；及(三)可持续的跨文化教育，提高大众的

跨文化知识。多元文化项目让参加者组成跨文化团

队，运用多元文化的知识，设计及实行在 (1)手工

艺、(2)体育、(3)饮食文化及(4)电影和艺术这四方面

的社区创新项目，以唤起社会大众对香港的多元文化

和推动不同族群之间的合作和社会创新工作的关注。

受惠者包括文化导师、少数族裔女性及本地华人。 

获批资助额  港币 400,000 元 

资助期(月) 17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动」悉希望：以优势视角模式理解及

协助患有注意力缺陷/过度活跃症的儿

童及家庭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儿童及青少年 

简介 

项目通过开发心理教育动画，推广以优势视角理解和

协助患有注意力缺陷/过度活跃症的儿童及这些儿童

的家庭，使相关人士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介入模式加深

理解。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通过开发心理教育动画和推广以优势视角理

解和协助患有注意力缺陷/过度活跃症的儿童及家

庭，使相关人士对以家庭为中心的介入模式的的理

解。受惠者主要包括患有注意力缺陷/过度活跃症的

儿童及家庭。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9,978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叙述(香港)故事︰以数码人文学记录香

港的语言多样性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其他 

主要受惠者 少数族裔 

简介 

项目旨在创建一个数码图书馆，记录香港的语言多样

性，当中涵盖非华语族裔和听障人士的语言。这数码

图书馆将可促进相关教学和研究。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记录香港的语言多样性，并创建一个数码图

书馆。这个数码图书馆纪录的语言涵盖非华语族裔和

听障人士的语言，促进相关教学和研究，非华语族裔

和听障人士也可利用数码图书馆了解其它语言。受惠

者主要包括非华语族裔和听障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9,962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走进触不到的社区：推动全社区心理健

康活动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其他 

简介 

项目旨在透过走进社区接触居民，增强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推动大众提升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并以行动改善

心理健康水平。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透过走进社区接触居民，增强人与人之间的

联系，推动大众提升对心理健康的认知并以行动改善

心理健康水平。受惠者主要是一般市民大众。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9,058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尽展儿童语言发展潜能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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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互动应用程式分析儿童的文字处理能力，并为有需

要儿童（特别是来自弱势家庭）及早提供援助，改善

这些学童的语言发展。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识别容易有语言困难的儿童，透过互

动应用程式，为弱势儿童提供互动学习的机会，以提

高学前儿童广东话及英语的词汇量，并促进他们的中

英双语发展。受惠者主要包括学前儿童、其家长以及

老师。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9,003 元 

资助期(月) 3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香港手语基础医学常识资料库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残疾人士 

简介 

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包含手语影片及中文文字解释的网

上医学词汇数据库，听障人士不仅可以接触健康资

讯，亦能从数据库中挑选对所患病征的最佳描述，在

求医时向医生表达。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包含手语影片及中文文字解

释的网上医学词汇数据库。数据库将包括 100 个基本

医学术语的解释，让听障人士不仅可以接触健康资

讯，亦能从数据库中挑选所患病症的最佳描述，在求

医时向医生表达，以获更准确的诊症、药物处方及治

疗。受惠者主要包括听障人士、其家庭成员以及为听

障人士提供护理及服务的人士。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8,560 元 

资助期(月) 27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以虚拟现实识别青光眼以协助视力康复

和护理教育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残疾人士 

简介 

研究目的是以虚拟现实环境识别青光眼患者的视力障

碍，以便用更具成本效益和适切的方式协助视力康复

和护理教育。这些虚拟现实环境可以模拟现实世界中

的日常活动。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以虚拟现实环境识别青光眼患者的视力障

碍，以便以更具有成本效益和合适的方式进行视力康

复和护理教育。这些虚拟现实环境可以模拟现实世界

中的日常活动。受惠者主要包括视障人士以及其照顾

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8,140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为长者而设的口腔机能训练应用程式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本项目将研发一套名为「口肌健」的口腔练习软件，

以改善有口腔肌能衰退问题的长者的说话及吞咽能

力。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开发一个名为「口肌健」的口腔练习

软件，以改善长者的言语和吞咽功能。此软件不但可

以帮助有需要的患者，更将有助语言治疗师和言语治

疗学生设置各种训练强度和训练持续时间，以切合个

别治疗的需要。受惠者主要包括语言治疗师、言语治

疗学生及患有吞咽和言语障碍的长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7,934 元 

资助期(月) 36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探索社创发展的最佳模式 

获资助者 香港理工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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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创基金资助香港理工大学进行研究，以本地及海外

超过 200 个社会创新项目为对象探索社创发展的最佳

模式。研究结果将为社会创新在本港的进一步发展提

供重要参考，并有助启发更多创新方案。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以本地及海外超过 200 个社会创新项目为对

象探索社创发展的最佳模式。研究结果将为社会创新

在本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并有助启发更多

创新方案。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7,500 元 

资助期(月) 4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为运动性言语障碍的儿童而设的言语治

疗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儿童及青少年 

简介 

项目旨在实施一套新的评估方案及实证治疗方案，为

患有运动性言语障碍及以粤语为主的儿童提供言语治

疗服务，并培训言语治疗师运用这些新方案。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为患有运动性言语障碍及操粤语的儿

童提供言语治疗服务，并培训言语治疗师实施一套新

的评估方案 (assessment protocol)和实证治疗方案

(evidence-based therapy programme) ，以协助诊断语

障患者。研究团队会设计一套强化评估方案、为发展

性失用症(childhood apraxia of speech)这种运动性言语

障碍而订的诊断标准，以及专为粤语儿童而设的实证

治疗方案，帮助患有语音障碍的儿童。受惠者主要包

括患有严重语音障碍的儿童患者及其家人，言语治疗

师以及言语治疗学生。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7,253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已完成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机械人提升自闭儿童社交技巧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儿童及青少年 

简介 

透过机械人话剧治疗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早期支援，提

升他们的社交和学习能力。项目将以三个关于社交生

活的故事为内容设计互动话剧。 

效益/预期效益 

自闭症儿童经常在社交表现及生活技能上遇到困难，

本研究项目期望透过机械人话剧治疗（Robot drama 

therapy），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早期支援，提升他们

的社交能力，令他们更能适应在主流学校中学习。项

目将以社交生活的故事为内容设计互动话剧，并为老

师和家长提供培训工作坊及讲座，亦会举办其他推广

活动。受惠者主要包括自闭症儿童、其家长、导师以

及社工。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6,000 元 

资助期(月) 27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妙手致慧—小儿推拿治疗自闭症儿童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儿童及青少年 

简介 

项目旨在透过小儿推拿治疗改善自闭症儿童的身心健

康，同时为照顾者提供支援，令他们可以在家中为自

闭儿童进行日常按摩疗法。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通过为期 6 个月的小儿推拿治疗，以及协助照顾

者为自闭症儿童提供日常按摩疗法，以促进自闭症儿

童的心理健康和改善他们的行为问题。受惠者主要包

括自闭症儿童以及其照顾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5,810 元 

资助期(月) 30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通过听力筛查平台识别早期老年听力损

失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项目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听力筛查测试，目的是及

早识别早期老年听力损失，令患有听力损失的长者早

日重获沟通的能力和动力。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通过平台提供低成本和高效率的听力筛查测

试，及早识别早期老年听力损失，令受影响的长者及

早重获沟通的能力和动力，促进健康的老龄化和生活

方式。受惠者主要包括长者以及其照顾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4,443 元 

资助期(月) 18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情绪解码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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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疾人士 

简介 

藉著利用无线腕带收集和显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在课堂上的实时情绪状况，项目冀能加强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效益/预期效益 

藉著利用无线腕带收集和显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在课堂上的实时情绪状况，项目冀能加强教师和学生

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受惠者主要包括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学生及其教师。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4,382 元 

资助期(月) 24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个性化儿童故事频道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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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编制内容丰富及可度身订造的有声故事图书，借

此推广创意阅读和促进亲子关系，冀能帮助特别是来

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编制内容丰富及可度身订造的有声故事图书，借

此推广创意阅读和促进亲子关系，冀能帮助特别是来

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受惠者主要包括八岁以下小童

及其家长。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93,150 元 

资助期(月) 18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长者「肩」强行动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创新计划 不适用 

阶段 不适用 

项目性质 医 

主要受惠者 长者 

简介 

项目旨在设立第一所流动肩膀诊所，在社区提供免费

肩膀诊断，并提升公众对预防及处理长者肩膀问题的

关注。 

效益/预期效益 

项目旨在设立第一所流动肩膀诊所，在社区提供免费

肩膀诊断，并提升公众对预防及处理长者肩膀问题的

关注。受惠者主要是社区内的长者。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83,048 元 

资助期(月) 18 

状况 推展中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与社群谈性别公义：少数族裔女性领袖

发展 

获资助者 香港中文大学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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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裔 

简介 

项目为年轻回教妇女提供培训，让她们可以在社区为

自己及性别平等议题发声，从而消除大众对少数族裔

妇女的成见。 

效益/预期效益 

本研究项目旨在加强年青回教妇女对两性平等观念的

认知，透过参与不同的合作计划，加强回教妇女（主

要是 16 至 25 岁）与本地回教妇女团体之间的联系，

并为回教妇女提供一个空间探讨不同方面的性别问题

（如工作、婚姻、性别观念、两性平等等）。此外，

项目还会促进少数民族家长，宗教领袖以及不同的持

份者沟通，以消除公众对少数民族女性的错误观念，

从而促进她们融入社会。受惠者主要包括回教妇女、

其家长以及少數族裔社群。 

获批资助额  港币 337,442 元 

资助期(月) 19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社会创新及创业发展基金 

所资助之研究项目详情 

(资料截至2020年8月) 
 

项目名称 探讨幼稚园教导少数族裔学生的需要 

获资助者 小彬纪念基金会 

项目类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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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族裔 

简介 

透过了解幼稚园在教导少数族裔学生方面的需要，并

收集幼稚园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意见和个人经验，以便

日后研究制定适切有效的介入措施。 

效益/预期效益 
概述幼儿园工作人员在向少数族裔学生提供教学方面

面临的挑战 

获批资助额  港币 100,000 元 

资助期(月) 9 

状况 已完成 

项目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