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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社企民間高峰會
逾 80 位社創精英聚首一堂交流對話
（香港，2019 年 11 月 21 日）第十二屆社企民間高峰會今天在數百名嘉賓見證下，以一場
別開生面而活力澎湃的開幕式，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揭開序幕。為期三天的國際研討會，
將匯聚超過 80 位來自 16 個國家和地區的社創精英擔任講者與主持，藉超過 20 場論壇、工
作坊、互動會議及圓桌會議等，進行真切的交流。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由 20 家來自不同界別的民間團體組成，主席容蔡美碧致辭表示：
「我們的目標是致力於透過社會創新設計，以實用、可擴展又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更有效地
促進社會大眾的福祉與社會發展。快樂不只是一種感覺，它象徵着透過新思維、耐心與毅力，
以幸福為依歸，從而克服當前充滿挑戰的生活環境。」
國際共益企業 B Corporation 運動、B Lab 共同創辦人 Bart HOULAHAN 為高峰會發表主題
演講。共益企業 B Corporation 的概念是，透過法律要求商業公司在作商業決定時，考慮到其
決定對員工、客戶、供應商、社會和環境的影響。Bart HOULAHAN 表示：「我們希望以商
業為手段達到共益效果，鼓勵大家重新設計公司的運作模式，平衡商業目的和利潤。」
開幕式當日亦舉行兩場專題研討。
首場專題研討以「CSV：以持份者需要 創增長新契機」為題，邀請到英國 SIX (Social
Innovation Exchange) 執行董事 Louise PULFORD 作研討嘉賓，及創不同協作主席、好單位
召集人及董事黃英琦作回應嘉賓，發表最新針對本地及海外企業案例研究的初步結果。
另外，近月香港以至世界各個地方充斥着大大小小的爭拗，面對這些挑戰我們需要一些創新
的解決方案，引領我們走出困局。第二場的專題研討以「跨界智慧 克服挑戰」為題，由來
自不同界別的講者，以遠景為前提，為社會提供方案，減少分歧，同時含有多樣性和包容性，
以重新連結和設計一個快樂的社會。專題研討由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
先生帶領，與來自不同界別的研討嘉賓，及台下聽眾一起討論。
第二天研討會將舉行涵蓋四大主題的一連串研討會。四大主題包括：「快樂營商」，檢視企
業的公司理念、經商模式及商業生態環境；「樂在融資」，研究「可持續發展目標」、社會
金融及具改革性的融資模式；「樂在共融」，探討多元人才、退休人生規劃及共融力量等方
面的議題；「快樂協作」，以廣闊的角度從發掘才華、以科技推動社會創新，及學術論壇：
工業革命 4.0 中的平台合作運動等，帶動社會公益。
最後一天研討會將先舉行亞洲青年創業家交流會及兩埸工作坊。閉幕互動環節將邀請到多位
成功的社會企業創辦人、年輕社會企業家及年輕領袖，包括香港冒險教育慈善基金非執行理
事麥明詩女士等，絕對不容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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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連描述：
主禮嘉賓及代表高舉象徵快樂的球為國
際研討會揭開序幕。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主席容蔡美
碧表示，「快樂是憑耐心與毅力，勇於
接受新思維。」

一眾主禮嘉賓於開幕禮上合照。
左起：
• 「全城街馬」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 梁百行先生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
主席 李正儀博士，JP
• 社企民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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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
黃英琦女士，JP
• 香港社會創業論壇主席 張益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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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PULFORD 於專題研討「CSV: 以
持份者需要 創增長新契機」中發言

「跨界智慧 克服挑戰」專題研討嘉
賓。
左起：
•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
裁 魏華星先生
• G For Good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及
新世界發展助理總經理–共享價值
劉家駿先生
• 香港年輕企業家及作家梁珮珈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 蔡海偉
先生
• 「薯片叔叔共創社」創辦人 曾俊華
先生，GBM，JP
• 「要有光」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余偉
業先生
• GLOs 創辦人 沈旭暉博士
•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專責小組
主席 李正儀博士，JP
高清圖片下載：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WZpZH74LcBMAuO0EcUTneWpYSCP2wa0z?usp=
sharing
- 完 –

關於社企民間高峰會
｢社企民間高峰會｣是一個跨界別的社會創新和社會企業平台。其旗艦活動｢國際研討會｣邀請
超過 80 位來自 16 個國家及地區的演講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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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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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活動主題：「設計快樂」
為了共建更快樂的社會，社企民間高峰會凝聚各界別的協作，於國際研討會探討四大範疇：
快樂營商；樂在融資；樂在共融；快樂協作。
社區計劃亦於七個地區舉行，以擴展市民的參與，將高峰會的內容及知識，以社會企業和創
新思維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官方網址：http://www.ses.org.hk
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SocialEnterpriseSummit/
Linkedin：https://www.linkedin.com/company/sesummit/
Instagram：https://www.instagram.com/ses_socialinnovation/
此新聞稿由文心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代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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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社企民間高峰會 2019 重點演講嘉賓簡介
Bart HOULAHAN (主題演講嘉賓)
美國 B Lab 共同創辦人
Bart Houlahan 和他的合作夥伴 Jay Coen Gilbert 和 Andrew Kassoy 於 2006 年共同創立了 B Lab
。
B Lab 是一個非牟利機構，為人們以商業來解決社會問題，創造共享經濟。B Lab 重新定義了
企業的成功，通過企業認證為領導者發光發亮，（B Corporation 在 50 多個國家/地區擁有 2500
多家認證），並為其他人提供簡單便利的途徑。B LAB 鼓勵所有公司使用 B 影響評估（70,000
多家公司參與）來衡量和管理其社會和環境影響。它致力於為公司創造機會，使其使命與管
治保持一致（在 37 個州已通過企業立法和 11 個國家正進行中）。
在加入 B Lab 之前，Bart 是 AND 1 的總裁，這是一家價值 2.5 億美元的籃球鞋類和服裝公司。
Bart 是 Henry Crown Fellow of the Aspen institute ， 獲 得 2014 Skoll Award for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及 2015 John P. McNulty 獎項，同時為杜克大學 Cente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ASE) 顧問委員會成員。
黃英琦女士，太平紳士
社企民間高峰會籌備委員會副主席及香港好單位召集人及董事
黃英琦太平紳士身兼數職，除了是執業律師，也是創意教育推動者、文化倡議者及社會創新
者。她在2010年創辦Make A Difference創不同，鼓勵亞洲青年推動社會正面改變。在2012年，
她更開設好單位，一個行動型智庫、共享空間及推動社會創新的平台，致力推動社會創新及
跨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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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e PULFORD
英國SIX執行董事
Louise Pulford 是社創平台SIX 的執行董事。SIX於2008年創立，原是英國研究機構Young
Foundation一部分，而Louise在過去六年致力拓展SIX的網絡。就全球建立網絡、交換價值、社
創等題目，她經常發表演講，亦為世各地政府、基金會和大學提供社創培訓項目設計及執行
的意見。此外，她不時發表有關網絡和社創的文章。自2010年起，她與歐盟委員會合作推動
社創項目，現時是韓國首爾市長社創顧問團成員。
魏華星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魏華星先生為《香港社會創投基金》之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從事商界多年後，於2007年創辦
非牟利慈善創投基金，致力香港社會創新之發展，曾參與始創項目包括《鑽的》無障礙的士、
《綠色星期一》、《Bottl ess》、《全城街馬》、《光房》可負擔房屋、《合廠》共享工廠空
間、《遊樂道教育》等。他亦同時擔任《亞洲公益創投協會》副主席，閒時最愛跑步， 曾挑
戰北極馬拉松，新加坡Sundown100公里超級馬拉松及戈壁沙漠250公里超級馬拉松。魏先生畢
業於香港城市大學，於2013年獲頒授榮譽院士；並榮獲2011年度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12年
度世界經濟論壇全球青年領袖、2014年度 《亞洲目標性經濟100名》及2018年度香港教育大
學榮譽院士。
沈旭暉
香港GLOs創辦人
沈旭暉於香港土生土長，中學後留學海外，取得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學位，並牛津大學博士
畢業，主修國際關係，先後任職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等，曾於清華大學
、美國布魯金斯研究所、英國華威大學、日本立教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任訪問學者或研
究員，任職期間創立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全球政治經濟碩士課程、
全球研究課程等，並擔任創辦主任，曾於包括《China Quarterly》、《Pacific Affairs》、《Pacific
Review》等國際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出版《解構中國夢》（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in the World》(Imperial College Press) 等十多本著作。
曾俊華，大紫荊勳賢，太平紳士
香港「薯片叔叔共創社」創辦人
曾俊華先生於香港土生土長，在就讀香港喇沙書院中學二年級時，全家移民美國，並於美國
紐約的史岱文森高中學 校畢業。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攻讀建築學，其後繼續進修，先後獲得波
士頓州立學院的雙語教育碩士學位和哈佛大學 甘迺迪公共行政學院的公共行政碩士學位。他
曾於波士頓公立學校任教及專責課程發展。曾先生於1982年加入香港政府成為政務官，其後
擔任商務及財經事務有關的職位。回歸後，他曾出任海關關長、 規劃地政局局長、工商及科
技局局長、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並自2007年起出任財政司司長至2017年離職，於同 年競選
特首但落敗。 曾先生參與不同的活動。他是非牟利機構「薯片叔叔共創社」的始創人，從事
投資科技的金融機構 Ion Pacific 副主 席，虛擬保險公司保泰人壽的資深顧問，商業電台音
樂節目的主持人和喇沙書院的劍擊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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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m KYBIRD
英國 The Young Foundation 創新投資團隊總監(社創和投資)
Adam Kybird 領導 Young Foundation 的創新和投資團隊，與不同企業家和機構合作以解決社
會問題。他管理的團隊專責促成實踐初創概念，為高增長和高社會影響力的組織提供種子前
資金和準項目融資。他原是 Bridges Fund Management 的影響力投資經理，專注於社會影響力
債券，以投資來幫助無家者、曾受監護的青年以及推動教育。他亦領導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兒
童旅遊培訓項目，支援影響力管理計劃。過去兩年，他是 Young Academy 的投資委員會成員，
支援 Young Foundation 向教育初創企業提供可負擔的貸款。
Sarah Miriam ALBERT
中國偉創力社會企業環境責任部門總監
Sarah Albert 來自奧地利，自 2011 年以來一直在中國工作和生活。她是美國跨國公司財富 500
強企業「偉創力」的社會企業環境責任部門總監，負責該公司珠海園區的社會企業環境責任
事務。她的部門不僅負責合規性項目，還包括合規性專案之外的工作，例如多元、共融。2014
年，「偉創力 - 珠海園區」開始招聘殘疾人士加入公司。Sarah 所獲的學位（研究碩士、碩士
和學士）領域包括教育學、國際商務以及社會企業責任。
Manjeet SINGH
印度 Buddy4Study 行政總裁
社會企業家 Manjeet SINGH 現時領導印度最大的科技為本獎學金平台 Buddy4Study，幫助學
生解決財政困難，從而有機會接受教育實現夢想。畢業於印度加爾各答海洋工程研究學院工
程系，他成功建立一支科學人才團隊，利用人工智能、機械學習和數據科學，研發「獎學金
管理系統」、「學者追蹤系統」等產品，使 Buddy4Study 成為印度的教育科學前沿平台，並
榮獲多項本地和國際獎項，包括 2019 最具影響力社企、Nasscom 創新公司 50 強、Capgemini
頂尖科技社企二之一。
Mariko MCTIER
日本 Social Innovation Japan 共同創辦人及董事
Mariko Mctier 是 Social Innovation Japan 的共同創辦人兼總監，亦是一位獨立的商務發展和
營銷策略顧問。她曾任職記者，並為政府、企業和社企籌劃管理和完成跨國項目，包括：英
國政府促進英日創新合作的項目經理、社企 Earth Company 的海外營銷主管。她運用其經
驗創建跨界別旳合作，以 Social Innovation Japan 為平台改善社會和環保問題，並向商界和
社企提供顧問服務。她現時亦是 Circular Economy Club 的東京主管。
麥明詩女士
香港 Adventurous Global Schools 非執行理事
2015 年香港小姐麥明詩現為 Adventurous Global Schools (AGS) 的非執行理事，負責公關工
作，早前曾加入 Danny and the AGS 單車團隊，由香港山頂踏單車至柬埔寨馬德望 AGS
School 校址，這次冒險之旅是為該校 擴建築款，同時令港人更關注低下階層的教育需要。
她 2014 年於英國劍橋大學法律系畢業，後當上無線電視藝員，同時繼續學業，2018 年獲紐約
州執業律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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