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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業會乃推動有志創業人士創業和培訓的團體，自成立以來，承蒙各界賢達支持，會務才得以蓬勃發展。近年，
政府大力推動並支持創新創業計劃，除了設立創業計劃比賽外，更鼓勵企業以香港為本，面向海外巿場，藉「一帶一
路」、「粵港澳大灣區」等倡議之政策，拓展企業邁向國際化。今年，本會獲樂風集團資助舉辦「樂風成就您想創意
創業計劃 LOFTER Startup Achiever Competition 2018 - 2019」，並成為是次計劃的合辦單位，藉通過成功的企業
家與有志創業的中小企交流企業營運心得，以助有志創業人士創業。

「樂風成就您想創意創業計劃 LOFTER Startup Achiever Competition 2018 - 2019」目標提供合共26萬創業資金，
以及10個一年免租的單位，給予香港有志創業人士，並為參賽者提供培訓及CEO伴您同行計劃。計劃將通過創業比賽
甄選出10隊優勝隊伍，並希望充分利用本會的資源及平臺，協助香港初創企業瞭解本港的巿場發展，以及
國內的市場及促進跨界別有志創業人士合作業務，為創業者發展奠下基石。計
劃更邀請了HKMA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為實戰培訓
合作伙伴。

【HKMA培訓課程】【與CEO對話】【陪行實戰】
第二屆「樂風成就您想創意創業計劃2018-2019啟動典禮」

管理團隊 商業模式及

發展可行性

社會責任創新創意

產品服務

參加比賽報名表截止日期

2019年3月31日（星期日）

查詢

電子郵件: sec@idance.com.hk (Ms. Ma) / momoko@iea.org.hk (Ms. Yin)

1年免租使用LOFTER星級工作室（10名勝出者）

港幣$40,000元創業資助基金（第1-3名勝出者）

港幣$20,000元創業資助基金（第4-10名勝出者）

評審
準則

豐富
獎項

25% 50% 20% 5%

10個LOFTER星級工作室全年免租單位及26萬獎金助你實現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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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業計劃啟動禮

專業評審團

2017年12月8日

2018年1月27日

上屆活動花絮

陪行實戰培訓課程 2018年4月21日

2018年5月26日

啟動禮嘉賓——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進行開幕剪綵儀式。

專業培訓課程講師分享創業心得。（左起：草姬國際有限公司創辦人及行政總裁Ms. Gammy Kwok、
Estée Lauder香港區市場總監Mr. Leo Wong、正企業顧問有限公司董事Ms. Loretta Lee及樂風集團項目發展
總監Mr. Eric Lam）

▼

專業評審團商議比賽結果
左起：德國寶(香港)有限公司副總裁及德
國寶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陳嘉賢女士、香
港市務學會主席凌羽一博士、HKMA香
港管理專業協會董事Mr. Glover Chan、
創意創業會董事Ms. Grace Tse及樂風集
團董事總經理梁智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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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創業計劃2017-2018頒獎典禮 （2018年7月21日）

 Chelz Studio Limited (Blank Concept)

冠軍

AureliaCare Limited

亞軍

Baby Leather Engineering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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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為得獎者頒獎，並恭喜所有勝出隊伍！（前排左起：創意創業會董事Ms. Grace Tse、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麥美娟, BBS, JP、樂風集團創辦人周佩賢小姐及樂風集團董事總經理梁智基先生）

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商務及經濟
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
頒獎予10組得獎隊伍。



創意創業計劃2017-2018頒獎典禮 （2018年7月21日）

Emma's

優異獎

handsbox 皮革學堂

優異獎

執波仔足球

優異獎

Swimguard

優異獎

鍊金易拾手工房

優異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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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mas Breast Milk Accessories

優異獎

Green Accessory Gallery

優異獎



評審細節

參賽者可1人或組成10人或以下之團隊參加，於2019年3月31日（星期日）前提交參賽表格。
評審面試參賽團隊後，選出最優秀隊伍邀請參與培訓計劃，並於4月中以電郵通知參賽隊伍出席培訓。
入圍隊伍將參與一系列商務培訓課程裝備自己。課程包括啓發創新思維、企業營運、創業財政預算、人事
管理、品牌策略、及市場推廣等。
完成培訓課程後，入圍隊伍要在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前提交計劃書。
正式成立公司，並獲得指定的全年免租LOFTER星級工作室、及總值26萬元港幣作營運之用。

計劃流程

獎項

報名參加：
評審篩選：
培訓課程：

提交計劃書：
勝出10隊：

‧1年免租使用LOFTER星級工作室（10名勝出者）
‧港幣$40,000元創業資助基金（第1-3名勝出者）
‧港幣$20,000元創業資助基金（第4-10名勝出者）

申請須知

 1  申請資格 
a. 申請人須爲香港永久居民（即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 
b. 申請人不限於是否具備創業經驗。
c. 申請人在申請期間無破產記錄和法律訴訟。
d. 每隊只可提交1份申請表格，否則大會將取消該申請人的申請資格。

2  於填寫申請時，請遵守以下要求，資料不足之申請恕不受理： 
a. 除非另有規定，請使用中文填寫申請； 
b. 當信息是不適用或無法使用時，填上“NA” ; 
c. 可按需要加紙填寫；
d. 表格內之英文字請以正楷填寫，並於適當位置加     號。

  
3  申請手續

第一階段： 提交 (1)申請表格、(2)身份證明文件副本、(3)過往曾經創業的公司證明（如適用，如公司商業登記證）
此乃申請表格，同時此表格亦可於「創意創業會」網站（http://www.iea.org.hk）下載，
申請表截止日期為2019年3月31日（星期日）。
‧郵寄報名：請郵寄至以下辦事處，以郵戳日期為準，如有寄失，主辦單位概不負責；

‧網上報名：申請人可於網上申請，請填妥此表格後以PDF格式電郵至 info@iea.org.hk，並於網上申請後５個工作
    天內提交1份已簽名打印文本之書面申請及證明文件。

第二階段： 提交計劃書
參加隊伍經過創業培訓後，須於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前遞交一份創業計劃書，有關計劃書架構詳情請參閱附
件。恕不接受任何遲交之申請表及計劃書，所有遞交之申請表格及創業計劃書均不獲退還。

  
4  公佈結果 
經評審團評審後將於6月底前公佈結果，並於7月中進行頒獎典禮。

香港尖沙咀麼地道77號華懋廣場10樓1005室
 請註明：《樂風成就您想創意創業計劃 LOFTER Startup Achiever Competition 2018 - 2019》

電子郵件: sec@idance.com.hk (Ms. Ma) / momoko@iea.org.hk (Ms. Yin)查詢

6



樂風成就您想創意創業計劃 LOFTER Startup Achiever Competition
2018 - 2019 參賽表格

團隊名稱：           經營行業：     團隊人數：

創業概念：

創業原因：

閣下創業計劃的過人之處：

說明預期面臨之挑戰及解決方法：

創業計劃資料

姓名：     (中文)                (English)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dd/mm/yyyy)       香港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團隊內職責：

地址：

電郵：

申請人資料

學歷：

年份 程度 課程名稱（如適用） 學校名稱

申請人履歷

工作經驗：

年份 工作崗位 公司名稱 工作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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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保證遞交之計劃書乃由其自行創作，並擁有該計劃書的知識產權，內容並無侵犯第三
者的知識產權。
大會將舉辦培訓課程及交流節目，優勝團隊必須安排最少1名成員出席。
入圍隊伍將被要求出席此計劃相關之宣傳活動及傳媒訪問。
入圍隊伍須同意授權主辦單位將其代表姓名、創業公司簡介等資料公開作宣傳及推廣之用。
主辦單位不會公開有關公司之財務資料。
評審結果以評審團及大會之決定為最終決定。主辦單位保留解釋及更改比賽條款之權利，而
不另行通知。
依照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私隱條例』)，主辦單位承諾妥善處理個人
資料以保障申請人的個人私隱。
創業及營運涉及風險，主辦單位不承擔參加計劃書引起之風險與法律責任 。
保障知識產權或參加者其他權利的責任完全在於參加者身上，主辦單位不會為參賽者的知識
產權或其他權利的保障負上任何責任。
如入圍隊伍未能按其計劃依期實行創業計劃，主辦單位有權取消發放獎金，而得獎隊伍亦不
得異議。
如參加者違反或未有履行任何比賽條款及細則，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參加資格，所頒贈的獎
項（如有）亦須立即全部退回給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會保留權利向其追討一切損失、開支和
損害賠償。

日   期：

條款及細則：
．

．
．
．
．
．

．

．
．

．

．

本人已細閱、明白、接受並同意遵守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
本人謹此同意並授權主辦單位將本人 / 吾等的姓名、創業公司簡介等資料公開作宣傳及
推廣之用，亦同意此計劃內容有可能被刊載於主辦機構刊物及網頁上作宣傳之用。
本人明白如違反或不履行此計劃之條款及細則，主辦單位有權即時取消本人 / 吾等的參
加資格。獲贈的獎項(如有)亦須立即全部退回給主辦單位，主辦單位並可保留一切追究
權利。
本人謹此聲明，此申請表內所填報之各項資料，均屬真實無訛。本人明白如有任何虛報
或誤導資料，則本人所作之申請均會被取消。 
本人明白在活動期間所拍攝的圖片及影像有機會被主辦單位在不同的活動及渠道用作推
廣宣傳。 
如有任何爭議，主辨單位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申請人謹此聲明及確認他 / 她有權代表所屬團隊簽署本申請表格。

申請人聲明：
．
．

．

．

．

．
．

申請人簽署：

申請人履歷

團隊成員資料

獲知此計劃途徑

請填寫所有合夥人/股東/董事資料 （可依成員人數自行加紙填寫）

姓名 聯絡電話性別 出生日期 (dd/mm/yyyy) 團隊職責

曾獲頒發獎項或勳銜：

年份 獎項或勳銜名稱 活動名稱

創業經驗：（如無，請移至團隊成員資料）

年份 公司名稱 經營行業 營運詳情

參與商會或組織：

年份 組織名稱 年份 組織名稱

創意創業會網站

創意創業計劃資訊日

朋友介紹

合作團體

創意創業會會員

其他：

報紙廣告

Facebook 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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