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聞稿，請即發佈] 致：港聞／副刊／慈善／企業資訊／教育版 採訪主任／編輯 

 

 

 

2020 社企民間高峰會以「新常態·凝聚力」為主題 

免費登記，與 70 多位社創領軍人物線上會面交流 

(香港，2020 年 9 月 15 日) 第十三屆社企民間高峰會（SES 2020）將於今年 11 月 19 至 21 日舉行，

主題為「新常態·凝聚力」。此年度國際研討會旨在激發和推動社會創新，在 20 場會議中邀請 70 多

位國際和本地講者，今年將免費登記參與，開放讓更多人士參與及交流，共同創造新常態。 

年度社創盛事 今正式啟動 

社企民間高峰會啟動儀式上，社會企業家黃岳永教授與年僅 12 歲的「同享童分」創辦人黃皜翹之間

進行了一場特別的對話，分享二人雖來自不同的背景、經歷及人生階段，如何擔任凝聚集體力量角

色，並對社會產生影響。啟動儀式由高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容蔡美碧女士、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

志先生，以及兩位嘉賓一同為今年的主題設計填上色彩，揭開今年主題「新常態·凝聚力」。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容蔡美碧表示：「2020 年世界正經歷動盪時期，社會各界更需要凝

聚力量來自民間社會、企業、決策者和學術界的力量；通過對話和創新方案，共同創造新常態。」 

 

以「新常態·凝聚力」為主題  推動新一輪創變及革新 

2020 年社企民間高峰會三天講者有來自美國、澳洲、菲律賓、印尼、新加坡、南韓、泰國、中國內

地、香港等多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70 位的領軍人物及學者。 

 

美國《New Power》合著者、美國 Lincoln Center 主席及行政總裁 Henry TIMMS，以及美國《New Power》

合著者、美國 Purpose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Jeremy HEIMANS，將討論如何在超連結世代動用新力

量的崛起為世界帶來變化。 

 

專題研討「迎難而上 2.0 -- 重建城市抗逆力」，講者為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

香港 Green Monday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楊大偉、香港 MWYO 創辦人及總監及香港華人置業集團主席

劉鳴煒博士及香港「一個人一首歌」共同創辦人馮穎琪等。（更多資料詳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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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研討主題 

國際研討會藉着連結商界、社會創新者、政策決策人、學者和年輕人，在「賦權予社區」、「數位社

創力」、「永續與營商」和「教育闢新路」四大議題下共商解決方法。 

 

賦權予社區 數位社創力 永續與營商 教育闡新路 

以一系列三個環節，

希望為參加者沉澱思

緒，集民眾智慧，將

過去一年所「慮」積

的壓力轉化為正能

量，用以啟發社區在

新常態下不可被低估

的潛能。 

透過公開數據、公

民科學和其他數位

工具，將數位技術

融入個人、專業和

社交界面，在網絡

世界找尋無界限的

溝通空間。 

將就策略、實踐及商

業模式等不同範疇，

兼容各方智慧，期望

為社會的全面復甦做

好準備同時，亦建立

更具韌性及永續性的

系統，以抗衡未來的

同類危機。 

將探索有助加速教育創

新進程的幾種不同方

法：以技能為主導的社

創教育；開展教育變革

運動以改變學校的傳統

教育模式；利用行為科

學優化社會。 

 

「社會創新周末工作坊」及「亞洲青年企業家交流會」  

SES 2020「新常態‧凝聚力」引起大眾對工作、學習、通勤或社交活動方式變化的關注。需要共同努

力，將重點重新放在促進相輔相成的解決方案上；持續溝通以達成共同共識，並通過社會創新解決

最迫切的社會問題。 

 

周末工作坊（11 月 21 日）將以 Jeremy Heimans 和 Henry Timms 撰寫的暢銷書《New Power》（中

譯：《動員之戰》）為基礎向參加者介紹以新力量思維作動員運動的精髓、挑戰和巨大潛力。 

 

同日並舉行「亞洲青年企業家交流會」，讓參加者與一眾來自亞洲各大城市的青年社會創業家互相

學習、分享、探索和合作。 

 

研討會閉幕環節以「傳承昨天，蛻變今天和創新明天」作結，邀請跨年代跨界別的嘉賓就「未來生活

新常態」作出分享和討論。 

 

連串外展活動 深入社區研討社創 

除國際研討會外，SES 2020 繼續走進社區，於 8 月至 11 月期間舉辦連串活動，包括社創實驗室、「社

創追月記」社創體驗日、校園講座和工作坊，以及社區導賞等，深入中西區、葵青、觀塘、深水埗、

南區、黃大仙、元朗及油尖旺八個社區，實踐社企及社會創新的理念及思維。為鼓勵及推動社區參

與，9 月將舉辦一個為期 30 天「再思 30」的在線挑戰賽 Joys30.ses.org.hk。 

 

報名詳情 

SES 2020 各活動由即日起接受公眾登記參與，網址: http://bit.ly/SES2020Reg 

 

活動詳情，歡迎網上閱覽或下載高峰會活動概覽小冊： 

https://ses.org.hk/content/ses-2020-registration-brochure 

 

特別鳴謝 The Garage, Deloitte 贊助啟動儀式場地。 

 

圖片說明  (高清圖片 :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CHsb7ExM1lJ3bIaQuPmJbWIBs2Qa-

53?usp=sharing)  )  

1.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容蔡美碧希望

藉着高峰會，探討如何運用社會創新與凝聚力應對

新常態。 

 

 

 

http://bit.ly/SES2020Reg
https://ses.org.hk/content/ses-2020-registration-brochure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CHsb7ExM1lJ3bIaQuPmJbWIBs2Qa-53?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jCHsb7ExM1lJ3bIaQuPmJbWIBs2Qa-53?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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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reamStarter 共同創辦人及執行主席黃岳永教

授、「同享童分」創辦人黃皜翹於社企民間高峰

會 2020 啟動儀式上，以「新常態‧凝聚力」為題，

分享社會創新的經驗。 

 

3. 一眾主禮嘉賓一起為今年的主題設計加上不

同色彩，象徵凝聚各方力量，開創更美好的未來。 

 

4. 一眾嘉賓於社企民間高峰會2020啟動儀式上合

照。 

 

5.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先生(左中)出席社企民

間高峰會 2020 啟動儀式。 

 

 

此新聞稿由文心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代社企民間高峰會 2020 發放。傳媒查詢，請聯絡： 

巫凱宜(Christy Mo) | + 852 3749 9878 / 9315 0111| christy.mo@mansumpr.com 

陳可茵(Charisse Chan) | + 852 3749 9878 / 9228 4531 | charisse.chan@mansumpr.com  

 

- 完 - 

 

關於社企民間高峰會 

 

社企民間高峰會(SES)是一個跨界別的社會創新和社會企業平台。其旗艦活動年度｢國際研討會｣邀請

超過 70 位來自 15 個地區的演講嘉賓，凝聚來自香港、中國、亞太區及海外的民、商、學、官以及

其他不同界別人士參與，以激勵、創新、聯繫和協作，共同推動建構更美善的社會。 

 

2020 年主題：「新常態·凝聚力」︱ 19-21. 11. 2020 ︱ 網上國際研討會︱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不僅引起人們對健康和環境的關注，亦改變了我們工作、學習、通勤及社交的

模式。擺脫現況需凝聚社會上每位成員的力量，持續地就共同議題討論，根據當前數據與標準作出

迅速的決定，促成互利共贏的解決方案。國際研討會將探討以下四大範疇：賦權予社區、數位社創

力、永續與營商，以及教育闢新路。 

 

社企民間高峰會本年度亦在香港八個社區舉辦一系列的社區活動，歡迎各界人士參與，將社會創新

的內容及知識，以社會企業和創新思維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官方網址：http://ses.org.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EnterpriseSummit/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esummit/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ses_socialinnovation/ 

mailto:charisse.chan@mansumpr.com
http://ses.org.hk/
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EnterpriseSummit/
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esummit/
https://www.instagram.com/ses_soci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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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企民間高峰會 2020 重點演講嘉賓簡介 

 

Jeremy HEIMANS 

美國《New Power》合著者及美國 Purpose 共同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Purpose 是一個全球性組織， 致力透過開展社會運動締造更開放、公正和宜居的世界。他是澳洲政治

組織 GetUp！的共同創辦人，該組織的成員數量超過了澳洲所有政黨的總和，他同時亦創辦了世界最

大的在線公民運動 Avaaz。他作為運動先驅的成就令他獲得了福特基金會 75 週年遠見獎，並被 Fast 

Company 選為「商業界創意百傑」之一。他與 Henry Timms 合著的《New Power》是 2018 年最暢銷書

籍。該書被《紐約時報》David Brooks 譽為「通往這個新世界的最佳視窗」，並被《衛報》評為「如何

駕馭 21 世紀的手冊」。他們的「新力量」思想已被《哈佛商業評論》評為「大創意」。Jeremy 在該主

題上的 TED 演講，瀏覽次數更高達一百四十多萬次。 

 

Henry TIMMS 

美國《New Power》合著者及美國 Lincoln Center 主席及行政總裁 

國際暢銷書《New Power》的合著者，《紐約時報》的 David Brooks 將其描述為「通往這個新世界的最

佳窗口」，併入選為《FT/McKinsey Business Book of the Year 》。他是美國 Lincoln Center 的主席及行政

總裁。該中心的三個主要職責是：作為世界一流藝術節目的展現平台，國家的藝術、教育和社區關係

的領導者，及 Lincoln Center 校園管理。在此之前，他曾擔任 92nd Street Y 的主席及行政總裁。該團體

是一個文化及社區中心，致力於製訂促進學習和公民參與的計劃與運動。他還是全球慈善運動

#GivingTuesday 的共同創辦人。該運動吸引了近 100 個國家的人參與，為慈善事業創造了超過 10 億美

元的款項。 

 

楊大偉 

香港 Green Monday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以多元化社會企業模式推動素食，緩和氣候變化、糧食危機 及公眾健康等逼切性世界問題。結合 

Green Monday 全球性運動推廣、OmniFoods 和 OmniPork 新豬肉的嶄新食物科技、Green Common 綜

合性綠色飲食零售、餐飲服務和批發市場、以及創效投資的 Green Monday Ventures，讓百萬計的受眾

和公私營機構，以簡單易行的方式提升環保意識，邁向綠色經濟。提倡綠色經濟，環保與企業並行。 

 

馮穎琪 

一個人一首歌共同創辦人 

超過 20 年流行音樂經驗，從曲、詞、唱作，開辦 Livehouse 及音樂廠牌，擔任經理人、製作人、策展

人。曾與各大歌手合作，包括鄭秀文，容祖兒，麥浚龍，Gin Lee，陳奕迅，謝安琪，林二汶等，曾獲

得各大電臺頒獎禮及專業協會獎項。曾擔任西九「自由約」客席策展人及大館「洗衣台階」現場音樂

系列策展人，亦被委任為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委員會的現任成員。2018 年與駐名作詞人周耀輝創立了

音樂社企「一個人一首歌」。 

 

劉嗚煒   

香港 MWYO 創辦人及總監及香港華人置業集團主席 

美國紐約州註冊律師及特許財務分析師，熱心於香港公共事務，現為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海洋公

園公司董事局副主席、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轄下的金融基建委員會委員、行政長官創新及策略發展顧

問團成員等。於 2017 年獲頒金紫荊星章。 

 

麥曉暉 

香港/緬甸 MM Community 共同創辦人 

麥曉暉先生是香港和緬甸的社會企業家。他熱衷於公共政策及政治，並且對如何重建對民主和公共機

構的信任這個課題特別感興趣。2017 年，他成為了 MM 社區的共同創辦人。MM 社區是一家社會企

業，旨在通過群眾外包技術促使社區發展進程和公民參與渠道民主化。2018 年，他被選為首屆奧巴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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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會學者。他視自己為跨越文化、政治背景及年齡界別的橋樑。他屢獲獎項和殊榮，其中包括《福

布斯》30 位 30 歲以下精英，及亞洲協會頒發的亞洲 21 青年領袖，亦是世界經濟論壇全球塑造者和前

TEDx 演講者。他擁有芝加哥大學的公共政策和國際發展碩士學位，以及杜倫大學的政治、哲學和經濟

學學士學位。 

 

駱怡君 

台灣王道銀行董事長 

駱怡君女士為王道銀行董事長，本著企業應善用商業的力量做好事以及承擔社會責任的理念，帶領王

道銀行深耕 CSR，並大力支持社會企業與新創公司，領導王道銀行成為台灣第一家通過 B Corp 企業認

證的金融機構。駱怡君女士曾獲選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全球青年領袖和美國艾森豪獎 (EF)等殊

榮，目前為美國麻省理工學院亞洲執行委員會委員。 

 

David CHRISTIAN  

印尼 Evo & Co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David Christian 是 Evo＆Co 的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旗下有 Evoware、Evoworld 和 Rethink Campaign 3 個

品牌。公司願景是提供一站式解決方案，為一次性塑膠產品找尋代替品，創造一個無塑潔淨世界。他

在加拿大完成學業後回到印尼，有感雅加達的環境污染問題嚴峻，於是立即採取行動去解決它。現在，

他銳意透過Evo＆Co為環境和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除此之外，他亦領導印尼年輕企業家協會（HIPMI）

西雅加達分會的天然資源、能源、礦產和環境部；更創辦了專注環境管理系統的 Terra BePro。2020 年，

他當選《福布斯》印尼與亞洲的《30 位 30 歲以下精英》，希望藉此啟發及鼓勵其他人積極參與社會的

可持續性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