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稿 

实时发布 

 

数码港与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科学创意中心合办 

「卖 Innovation 嘉年华」 

 
数码港暑期终极亲子活动     汇集本地创意生活发明     体现科技普及生活 

 

(香港，2013 年 8 月 12 日)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数码港)将联同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科学

创意中心(新一代文化协会)于 2013 年 8 月 24 至 25 日，在数码港商场全天候广场举办压轴暑期

活动「卖 Innovation 嘉年华」。活动将汇集本地创意达人与青少年设计的生活发明，务求向青

少年以及广大巿民推广新进科技应用的普及生活；启迪创意，寓学习于玩乐之中。 

 

数码港及新一代文化协会希望透过这次暑期亲子活动，譲参与者亲身体验到有趣而实用的发明如

何解决生活上大小难题。嘉年华内容十分丰富，当中包括 20 多个摊位，介绍或销售各式各样由

本地发明家和学生发明的产品、构念产品及相关的书籍刊物，访客更可以将发明产品买回家。会

场内亦设有展示科学原理的游戏项目和趣味 DIY 工作坊，小朋友可以一尝自己动手制作，享受创

造的乐趣。此外，活动中亦展出多个在香港、中国，以至国际比赛中胜出的科技创意作品。相信

一家大小定能乐在其中、学在其中，一起经历创意大激荡！ 

 

活动详情 

 

日期： 2013 年 8 月 24 至 25 日(周六及周日) 

地点： 香港数码港商场全天候广场 

时间： 上午 11 时至下午 6 时 

对象： 适合任何人士 

费用： 免费入场 

 

四大主题区域展示实用生活发明：有得买! 有得睇! 有得玩!  

 

创意发明 购物区 

 

将创意达人的发明买回家! 

 

一些生活用品在设计时注入创意元素或小智能，就能便利生活、更省

时、更环保！例如：LED 神奇灯泡、环保水写纸、冰堡能源冰袋、3D

打印机、智能门铃、智能电话壳等。 

 

亮点： 

 环保水写纸：用水替代墨汁，重复使用，节约纸张，保护环

境。 

 LED 神奇灯泡：将 LED 神奇灯泡接在标准的灯泡底座上，灯



               
 

泡中的内置电池将会把电储存起来。电池充满电后，即使停电

还可以继续照明 3 小时，灯泡亦可变身成手电筒！ 

 冰堡能源冰袋：无需电力、无需冻块，唔冻都可以雪冻，制冷

保冻长达８小时，在国际获奖无数，神奇的保冷装备。 

 3D 打印机: 3D 快速成形打印是一个最先进的技术。它把物品分

为不同形状的面，然后一层一层地打印。这种技术可以创建几

乎任何形状的对象。这项技术目前正开始广泛应用于不同行

业，例如制造珠宝首饰和限量产品。 

 耐用铝质银包: 不易破烂亦可防水 

 硅胶制 iPhone 套: 可挂于墙上或直放于台上。创新设计的相机

带，以及可以擦掉和重复书写的便条纸 

 3D 打印首饰 

 糅合绿色与适合日常使用设计的树叶形原子笔, 升级再造活页

夹，及得意便条纸 

 能提升 iPads 和 iPhones 用途的高端喇叭，套及用具 

 全新的小睡概念 – 有趣驼鸟枕头 

 

创意发明 展览区 
 

小宇宙大爆发!  得奖发明作品大晒冷! 
 

一次过饱览从不同比赛获奖的精英发明作品，从中学习如何把创意思

维转化成真实作品。 
 

亮点： 

 展出香港中、小学生于本地及国际大赛中摘取殊荣的作品：
「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及「香港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大型科学创意比赛的得

奖作品。例如：聪明警报戒指、磁悬浮-垂直轴-旋扭式风力发

电机等。 

此外，香港知专设计学院亦为大家展示一系列创意十足的作品，包括: 

 悭力除尘器: 打扫家居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动作，但对于不少长

者来说却是一件难事。悭力除尘器只需挥动轻巧和灵活的静电

扫，便可轻易地抓住灰尘。既悭力之余，又有理想的除尘效

果。 

 厨余种植系统: 此项目旨在设计一个概念性的厨余处理的种植

系统，转动带有齿轮的磨压器以减少厨余的体积，利用转动的

螺旋棒去搅拌以发酵成养份，并透过螺旋棒和软管去直接把养

份传送到土壤。 

 担架床: 一个适合任何旧式楼宇环境里使用的担架椅，能够协

助救护人员在不转换救护工具下拯救病人。担架床和轮椅的功



               
 

能结合下可方便于狭窄的环境中行走，节省救援时间。 

 蒸品: 让老人家或热爱中国传统美食的用家可以在家中轻松地

造出健康美味的肠粉。 

创意发明 游戏区 
 

参与创意科学游戏，领略个中窍门! 
 

空气炮、气球穿梭机、电子迷宫 - 每个游戏都蕴含丰富的科学原理，

小朋友一边玩，一边领略个中窍门。 
 

亮点： 

 空气炮连环发：运用气压射跌水樽，射跌愈多，得分愈多。 

 气球穿梭机：通过气球的喷气使穿梭机沿着鱼丝向前推进，穿

梭机成功穿过 3 个小圈为之胜出。 

 电子迷宫-冒险过电关：手持过电棒，于限定时间内穿过巨型电

关，眼定手定的你快来挑战，如果电棒接触到电关便输。 

创意发明 工作坊 
 

自己动手制作   做个小小发明家! 
 

由导师教导小朋友学习自己动手做小相机、模型滑翔机和巨型肥皂

泡，齐来做个小小发明家。 
 

亮点： 

 新一代小相机：教授小朋友以小型镜头、硬卡盒制作新一代小

相机。透过光的折射，他们可学习相机拍摄的原理。 

 模型滑翔机：教授小朋友自制木质模型滑翔机，小朋友从中学

习滑翔机的结构及其飞行原理，更可即场试飞! 

 巨型肥皂泡: 利用高表面张力的特制泡泡液制作出大型泡泡

球。 

 

 
++++++++++++++++++ 

下载有关相片之连结: 

https://www.dropbox.com/sh/wvw1j5h84lv1k6p/ZiQSZlsVo2?n=190491841 
 

节目查询: 3166 3111                      Facebook 专页︰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 
 

附件：销售摊位、游戏区、展览区及工作坊资料 

 
 
 

https://www.dropbox.com/sh/wvw1j5h84lv1k6p/ZiQSZlsVo2?n=190491841


               
 

关于数码港 
 

数码港为一个云集科技与数码内容业务租户的创意数码小区，由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数码港的愿景是成为亚太区信息及通讯科技业界的领先

枢纽，一直致力专注培育信息及通讯科技业界的新成立企业及企业家、推动协作以集中资

源及缔造商机，以及推行策略性发展计划及合作以促进信息及通讯科技普及化，藉此推动

本地经济发展。数码港小区内设有顶尖的信息及通讯科技设施及先进的宽带网络，四座甲

级智能型写字楼、一间五星级设计酒店及一个零售和娱乐商场。 
 

详情请浏览 www.cyberport.hk   

 

 

關於數碼港商場 

 
數碼港商場位處數碼港的中心地帶，總面積超過 27,000 平方米，設有豪華舒適的電影院、雲集各

國特色美食的食肆、各類生活時尚零售店舖及大型超級市場，是港島南區罕有的高級購物消閒中

心。 

數碼港商場以劃時代而創新的意念為設計藍本，建築風格融合了自然與科技，並結合零售、娛樂

、趣味教育及展覽等元素，數碼港商場為香港市民及海外遊客帶來嶄新的娛樂和消閒體驗，更為

區內社群提供暢聚、舒展身心、休憩以及營商的理想環境。同時，數碼港商場內配備先進完善的

多媒體設施及無線網絡，顧客可隨時隨地接收新聞及最新資訊。無論身處數碼港商場內任何角落

，一樣連繫無間。 

 

详情请浏览 http://www.cyberport.hk/en/arcade/arcade_home   

 

 

关于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科学创意中心 

 

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科学创意中心(简称「科创中心」)成立于 2006 年 3 月，是全港首间以推广科

学创意教育为主题的中心，致力为青少年提供「面向全国，走向国际」的科学交流平台，主办及

承办本港、全国及全球最大规模的青少年科学赛事。此外，科创中心亦会举办一系列的科普讲座、

创意工作坊、科学创意探究营、小区展览、人才培训计划等，为全港中小学的师生和家长提供全

面而多元化的科学创意活动，进一步推广科学创意，为教育界提供更有系统及更全面的支持。 

 
 

传媒查询，请联络: 

香港数码港管理有限公司市场部 Gary Leung (电话: 31663797)/ garyleung@cyberport.hk 

 
 
 
 
 

mailto:garyleung@cyberport.hk


               
 
 

附件 

卖 Innovation 嘉年华 

日期 : 24-25.8.2013 (星期六/日) 

时间 : 早上 11 时 – 下午 6 时 

地点 : 数码港商场全天候广场 
 

(一) 销售摊位  

 
 产品 机构 

1 儿童科学读物  (儿童的科学、大侦探福尔摩斯、名侦

探柯南科学常识档案)  

汇识教育有限公司 
 

2 科学玩具套装(模型滑翔机、机械人) 新力工作坊 

3 科学玩具套装(巨型泡泡套装、望远镜) 卓越策划有限公司 

4 智能手机保护壳、3D 打印机 尖翱科特创新研社有限公司 

5 冰堡  冰堡有限公司 

6 LED 神奇灯泡 德普科技有限公司 

7 组合斜坡/ 双制动轮椅  积智创新有限公司 

8 中文输入法软件 新以科技有限公司  

9 环保水写纸 香港发明协会 

10 抗阻力运动功能训练师 卓汇体识能训练及营养顾问有限

公司   

11 一体化智能门铃 马基为达有限公司 

12 渐进「识」拼图小册子  港盛创意制作公司 

13 3D 立体相片、3D 立体眼镜 香港仔工业学校 

14 枱灯、衣架 圣公会李炳中学 

15 善鼻脉动式鼻腔水疗器  

16 创意思维用于演说及沟通的书籍  

17 科学玩具套装(巨型泡泡、望远镜) Dan Joe Production House 

18 园艺 QQ 盆 汇泽绿色资源有限公司  

19 防水纸盒鱼缸 森雅特新科技有限公司   

20 版图游戏/棋盘游戏 正派游戏有限公司 

21 
 

铝制银包; 挂墙硅胶 iPhone 套; 可重用便条纸; 3D 打印

首饰; iPad 咕臣和喇叭;树叶形原子笔/升级再造活页夹

/得意便条纸; 提升 iPad 和 iPhone 的高端喇叭/套/用

具;驼鸟枕头  

Buy Me Design 

  
 
 
 



               
 

(二) 游戏区  

 内容 机构 

1 气球穿梭机 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科学创意中心 2 空气炮 

3 冒险过电关 

 
 

(三) 展览区  

 内容 机构 

1 科学小实验 香港新一代清华课程校友会 

2 学生得奖发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科学创意中心 

3 悭力除尘器; 厨余种植系统; 担架床; 蒸品 香港知专设计学院 

 

(四) 工作坊  

 内容 机构 

1 新一代小相机 香港新一代文化协会 

科学创意中心 

2 巨型泡泡 卓越策划有限公司 

3 模型滑翔机 新力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