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港與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合辦 

「賣 Innovation 嘉年華」 

 
數碼港暑期終極親子活動     匯集本地創意生活發明     體現科技普及生活 

 
(香港，2013 年 8 月 12 日)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數碼港)將聯同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

創意中心(新一代文化協會)於 2013 年 8 月 24 至 25 日，在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舉辦壓軸暑期

活動「賣 Innovation 嘉年華」。活動將匯集本地創意達人與青少年設計的生活發明，務求向青

少年以及廣大巿民推廣新進科技應用的普及生活；啟迪創意，寓學習於玩樂之中。 

 

數碼港及新一代文化協會希望透過這次暑期親子活動，譲參與者親身體驗到有趣而實用的發明如

何解決生活上大小難題。嘉年華內容十分豐富，當中包括 20 多個攤位，介紹或銷售各式各樣由

本地發明家和學生發明的產品、構念產品及相關的書籍刊物，訪客更可以將發明產品買回家。會

場內亦設有展示科學原理的遊戲項目和趣味 DIY 工作坊，小朋友可以一嘗自己動手製作，享受創

造的樂趣。此外，活動中亦展出多個在香港、中國，以至國際比賽中勝出的科技創意作品。相信

一家大小定能樂在其中、學在其中，一起經歷創意大激盪！ 

 

活動詳情 

 
日期： 2013 年 8 月 24 至 25 日(周六及周日) 

地點： 香港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時間： 上午 11 時至下午 6 時 

對象： 適合任何人士 

費用： 免費入場 

 
四大主題區域展示實用生活發明：有得買! 有得睇! 有得玩!  

 

創意發明 購物區 

 

將創意達人的發明買返屋企! 

 

一些生活用品在設計時注入創意元素或小智慧，就能便利生活、更省

時、更環保！例如：LED 神奇燈泡、環保水寫紙、冰堡能源冰袋、3D

打印機、智能門鈴、智能電話殼等。 

 
亮點： 

 環保水寫紙：用水替代墨汁，重複使用，節約紙張，保護環

境。 

 LED 神奇燈泡：將 LED 神奇燈泡接在標準的燈泡底座上，燈



               
 

泡中的內置電池將會把電儲存起來。電池充滿電後，即使停電

還可以繼續照明 3 小時，燈泡亦可變身成手電筒！ 

 冰堡能源冰袋：無需電力、無需凍塊，唔凍都可以雪凍，製冷

保凍長達８小時，在國際獲獎無數，神奇的保冷裝備。 

 3D 打印機: 3D 快速成形打印是一個最先進的技術。它把物品分

為不同形狀的面，然後一層一層地打印。這種技術可以創建幾

乎任何形狀的物件。這項技術目前正開始廣泛應用於不同行

業，例如製造珠寶首飾和限量產品。 

 耐用鋁質銀包: 不易破爛亦可防水 

 矽膠製 iPhone 套: 可掛於牆上或直放於檯上。創新設計的相機

帶，以及可以擦掉和重複書寫的便條紙 

 3D 打印首飾 

 糅合綠色與適合日常使用設計的樹葉形原子筆, 升級再造文件

夾，及得意便條紙 

 能提升 iPads 和 iPhones 用途的高端喇叭，套及用具 

 全新的小睡概念 – 有趣駝鳥枕頭 

 

創意發明 展覽區 

 

小宇宙大爆發!  得獎發明作品大晒冷! 

 
一次過飽覽從不同比賽獲獎的精英發明作品，從中學習如何把創意思

維轉化成真實作品。 

 
亮點： 

 展出香港中、小學生於本地及國際大賽中摘取殊榮的作品：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

賽」及「香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等大型科學創意比賽的得

獎作品。例如：聰明警報戒指、磁懸浮-垂直軸-旋扭式風力發

電機等。 

此外，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亦為大家展示一系列創意十足的作品，包括: 

 慳力除塵器: 打掃家居是日常生活的基本動作，但對於不少長

者來說卻是一件難事。慳力除塵器只需揮動輕巧和靈活的靜電

掃，便可輕易地抓住灰塵。既慳力之餘，又有理想的除塵效

果。 

 廚餘種植系統: 此項目旨在設計一個概念性的廚餘處理的種植

系統，轉動帶有齒輪的磨壓器以減少廚餘的體積，利用轉動的

螺旋棒去攪拌以發酵成養份，並透過螺旋棒和軟管去直接把養

份傳送到土壤。 

 擔架床: 一個適合任何舊式樓宇環境裡使用的擔架椅，能夠協

助救護人員在不轉換救護工具下拯救病人。擔架床和輪椅的功



               
 

能結合下可方便於狹窄的環境中行走，節省救援時間。 

 蒸品: 讓老人家或熱愛中國傳統美食的用家可以在家中輕鬆地

造出健康美味的腸粉。 

創意發明 遊戲區 

 

參與創意科學遊戲，領略箇中竅門! 

 
空氣炮、氣球穿梭機、電子迷宮 - 每個遊戲都蘊含豐富的科學原理，

小朋友一邊玩，一邊領略箇中竅門。 

 
亮點： 

 空氣砲連環發：運用氣壓射跌水樽，射跌愈多，得分愈多。 

 氣球穿梭機：通過氣球的噴氣使穿梭機沿著魚絲向前推進，穿

梭機成功穿過 3 個小圈為之勝出。 

 電子迷宮-冒險過電關：手持過電棒，於限定時間內穿過巨型電

關，眼定手定的你快來挑戰，如果電棒接觸到電關便輸。 

創意發明 工作坊 

 

自己動手製作   做個小小發明家! 

 
由導師教導小朋友學習自己動手做小相機、模型滑翔機和巨型肥皂

泡，齊來做個小小發明家。 

 
亮點： 

 新一代小相機：教授小朋友以小型鏡頭、硬卡盒製作新一代小

相機。透過光的折射，他們可學習相機拍攝的原理。 

 模型滑翔機：教授小朋友自製木質模型滑翔機，小朋友從中學

習滑翔機的結構及其飛行原理，更可即場試飛! 

 巨型肥皂泡: 利用高表面張力的特製泡泡液製作出大型泡泡

球。 

 

 
++++++++++++++++++ 
下載有關相片之連結: 

https://www.dropbox.com/sh/wvw1j5h84lv1k6p/ZiQSZlsVo2?n=190491841 
 
節目查詢: 3166 3111                      Facebook 專頁︰www.facebook.com/arcade.cyberport 

++++++++++++++++++ 
 
附件：銷售攤位、遊戲區、展覽區及工作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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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雲集科技與數碼內容業務租戶的創意數碼社區，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亞太區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的領先

樞紐，一直致力專注培育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界的新成立企業及企業家、推動協作以集中資

源及締造商機，以及推行策略性發展計劃及合作以促進資訊及通訊科技普及化，藉此推動

本地經濟發展。數碼港社區內設有頂尖的資訊及通訊科技設施及先進的寬頻網絡，四座甲

級智慧型寫字樓、一間五星級設計酒店及一個零售和娛樂商場。 

 

詳情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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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情請瀏覽 http://www.cyberport.hk/en/arcade/arcade_home   

 

 

關於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簡稱「科創中心」)成立於 2006 年 3 月，是全港首間以推廣科

學創意教育為主題的中心，致力為青少年提供「面向全國，走向國際」的科學交流平臺，主辦及

承辦本港、全國及全球最大規模的青少年科學賽事。此外，科創中心亦會舉辦一系列的科普講座、

創意工作坊、科學創意探究營、社區展覽、人才培訓計劃等，為全港中小學的師生和家長提供全

面而多元化的科學創意活動，進一步推廣科學創意，為教育界提供更有系統及更全面的支援。 

 
 

傳媒查詢，請聯絡: 

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市場部 Gary Leung (電話: 31663797)/ garyleung@cyberport.hk 

 
 
 
 
 

mailto:garyleung@cyberport.hk


               
 
 

附件 

賣 Innovation 嘉年華 

日期 : 24-25.8.2013 (星期六/日) 

時間 : 早上 11 時 – 下午 6 時 

地點 : 數碼港商場全天候廣場 
 
(一) 銷售攤位  

 
 產品 機構 

1 兒童科學讀物  (兒童的科學、大偵探福爾摩斯、名偵

探柯南科學常識檔案)  

匯識教育有限公司 

 

2 科學玩具套裝(模型滑翔機、機械人) 新力工作坊 

3 科學玩具套裝(巨型泡泡套裝、望遠鏡) 卓越策劃有限公司 

4 智能手機保護殼、3D 印表機 尖翱科特創新研社有限公司 

5 冰堡  冰堡有限公司 

6 LED 神奇燈泡 德普科技有限公司 

7 組合斜坡/ 雙制動輪椅  積智創新有限公司 

8 中文輸入法軟件 新以科技有限公司  

9 環保水寫紙 香港發明協會 

10 抗阻力運動功能訓練師 卓匯體識能訓練及營養顧問有限

公司   

11 一體化智能門鈴 馬基為達有限公司 

12 漸進「識」拼圖小冊子  港盛創意製作公司 

13 3D 立體相片、3D 立體眼鏡 香港仔工業學校 

14 枱燈、衣架 聖公會李炳中學 

15 善鼻脈動式鼻腔水療器  

16 創意思維用於演說及溝通的書籍  

17 科學玩具套裝(巨型泡泡、望遠鏡) Dan Joe Production House 

18 園藝 QQ 盆 滙澤綠色資源有限公司  

19 防水紙盒魚缸 森雅特新科技有限公司   

20 版圖遊戲/棋盤遊戲 正派遊戲有限公司 

21 
 

鋁製銀包; 掛牆矽膠 iPhone 套; 可重用便條紙; 3D 打印

首飾; iPad 咕臣和喇叭;樹葉形原子筆/升級再造文件夾

/得意便條紙; 提升 iPad 和 iPhone 的高端喇叭/套/用

具;駝鳥枕頭  

Buy Me Design 

  
 
 
 



               
 
(二) 遊戲區  

 內容 機構 

1 氣球穿梭機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2 空氣炮 

3 冒險過電關 

 
 
(三) 展覽區  

 內容 機構 

1 科學小實驗 香港新一代清華課程校友會 

2 學生得獎發明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3 慳力除塵器; 廚餘種植系統; 擔架床; 蒸品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四) 工作坊  

 內容 機構 

1 新一代小相機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科學創意中心 

2 巨型泡泡 卓越策劃有限公司 

3 模型滑翔機 新力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