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 MaD 年會？ 注意：

MaD 全寫是 Make a Difference，意思是「創不同」。
MaD 年會是每年舉行的節目，今年是第六屆，
叫「MaD 2015」，會有 1,300 位年青人參加。

主辦：創不同協作

 「MaD 2015」

地點：香港葵青劇院

有活動會在其他地方進行

活動有不同語言

有好多活動同時發生

日期及時間：
2015 年 1 月 30 日傍晚（開幕講座）
2015 年 1 月 31 日全日
2015 年 2 月 1 日全日

 「MaD 2015」的主題是甚麼？
主題：「立村有時」，意思是：

 「MaD 2015」是一條幻想的村落 參加者是村民

活動內容、時間及地點，要到
MaD 網站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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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mad.asia/category/view/6



村民要做甚麼？

參加不同活動

團結

一起建立村落

互相關心

MaD 年會想做甚麼？

想辦法令世界變好

想大家一起參與

想鼓勵創意

想不同地方的人互相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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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在年會做甚麼？ 我可以在年會做甚麼？

認識新朋友，交流自由選擇想參加的活動

參加村民會議，聽主持人講解
 （有問題可以在適當時候舉手發問）

參加開幕及閉幕講座，看多媒
體表演

參加工作坊

一齊砌模型

跟大隊去參觀農場 跟大隊去參觀社會企業

跟大隊去參觀藝術工作室 

在自由市場欣賞或交換物品
 （可以帶自己的物品同人分享，
須事先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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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論壇，一起討論

看電影，看完一起討論 
 （小心強光）



我可以在年會做甚麼？ 甚麼是「立村時報」？

注意：有人影相和錄影與其他人合作 有「MaD 2015」參加者感想

免費派發的「MaD 2015」通訊 有「MaD 2015」活動消息

有工作人員在劇院內派發

有電郵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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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世界不同地方的新事物聽到不同地方的人分享



我在年會可以使用甚麼通達服務？我想分享感想，可以……

廣東話、英文及普通話即時傳譯

手語傳譯（活動日前，電郵至 
enquiry@jcaasc.hk 預約）

手語傳譯

口述影像服務（活動日前，打
電話 2777 1771 預約）

口述影像服務（活動日前，打
電話 2777 1771 預約）

在葵青劇院演藝廳：在葵青劇院演藝廳：

在葵青劇院演藝廳：

在葵青劇院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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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立村報社」

登入「MaD 2015 Portal」

到「立村報社」在劇院的櫃
枱，將感想告訴櫃枱工作人
員（說話、文字、圖畫或相
片都可以）

登入「MaD 2015 Portal」（要完成網上登
記及付款後才能知道登入方法），在「MaD 
2015 Portal」發表感想

登入

在葵青劇院「藝術通達服務處」：

發聲及可放大資訊 簡易圖文版資訊

我在年會可以使用甚麼通達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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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如果我需要經濟幫助，怎麼辦？

信用卡 到銀行存入年會戶口 支票

進行網上登記時，在「你是否需要申請減免參加費用？」一欄
中，選「是」

選擇門票

三天全票
（2015 年 1 月 30 日至 2 月 1 日）

兩天全票
（2015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1 日）

票價

「看顧者」即是「陪同者」 「看顧者」即是「陪同者」

票價
殘疾人士及看顧者：

全日制學生：

35 歲或以下：

36 歲或以上：

殘疾人士及看顧者：

全日制學生：

35 歲或以下：

36 歲或以上：

港幣 600 元正

港幣 800 元正

港幣 1,100 元正

港幣 1,800 元正

港幣 550 元正

港幣 550 元正

港幣 750 元正

港幣 1,350 元正

付款方式：（三選一）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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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或

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購買門票方法：網上登記
http://www.mad.asia/application/20?lang=zh_tw

填寫基本資料

填寫「MaD 2015 網上登記」下的資料

回答「讓我們瞭解你更多」
下的問題

按「選擇檔案」，上載學費資助證明或綜緩證明，然後按「開啟」

如果需要經濟幫助，在「你是否需要申請減免參加費用？」
選「是」（如果不需要，選「否」，然後跳至步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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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6

PayPal：即是用信用卡付款，要付額外費用（票價的 7%）

選擇付款方式   (1)PayPal   或   (2) 線下銀行轉帳   或   (3) 支票付款

三天全票 兩天全票

每張額外費用 每張總金額 每張額外費用 每張總金額
殘疾人士及

看顧者 $42 $642 $38.5 $588.5

全日制學生 $56 $856 $38.5 $588.5

35 歲或以下 $77 $1,177 $52.5 $802.5

36 歲或以上 $126 $1,926 $94.5 $1,444.5

到「上海商業銀行」，找櫃枱職員，將門票金額存入：

戶口名稱：創不同協作有限公司
戶口號碼：328-82-55052-3

完成存款後，櫃枱職員會給你收據，要將收據電郵
或郵寄給 MaD 年會（二選一）

電郵地址：MaD2015@mad.asia
郵寄地址：香港西九龍通州街 500 號星匯居 L1 樓　
創不同協作有限公司收（信封面要寫「MaD 2015
年會參加費用」）

線下銀行轉帳：即是到銀行將費用存入年會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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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然後按「遞交」 在彈出小視窗，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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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支票抬頭：創不同協作有限公司
注意：在支票上寫上正確的門票金額
注意：在支票背後寫上參加者名字及聯絡電話（一張支票可以交多
過一個參加者的費用）

將支票放入信封，郵寄給 MaD 年會

郵寄地址：香港西九龍通州街 500 號星匯居 L1 樓　創不同協作有
限公司收（信封面要寫「MaD 2015 年會參加費用」）

支票付款：即是寫支票，然後將支票寄到 ／親自交到：

如果在「你是否需要申請減免參加費用？」選「是」

工作人員會打電話或電郵找你，跟進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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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按「付款」，完成付款

網頁自動進入
 「MaD 2015 網上登記」頁面，
表示「報名成功」

網頁自動進入 PayPal 頁面 填寫信用卡資料、個人資料

檢查電郵信箱
MaD2015@mad.asia
會寄電郵給你

如果選擇用「PayPal」付款：

如果選擇「線下銀行轉帳或支票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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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怎樣參加年會？
完成付款後，要留意電郵信箱，MaD2015@mad.asia
會在不同時間寄電郵給你！

12 月頭

12 月尾至 1 月頭

1 月中

1 月中至尾

收到提示，報名參加自由市場及水滴論壇（如有興趣）

收到自由市場及水滴論壇第二輪報名資料

收到自己的「村民」戶口資料，用來登入年會網站
 「MaD 2015 Portal」

登入後，可以與其他村民交流

收到提示，要登入年會網站，選擇和登記參與活動

收到登記的時間、地點

收到二維碼（QR code）

收到參加者編號

注意：要將二維碼及編號列印出來，或儲存在電話、
平板電腦（在年會入場時用）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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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樣去年會？

通達路線：由葵芳站行路去

坐港鐵到葵芳站，找近 C 出
口的閘口出閘

出閘後直行，看到 C 出口旁的 
 「美心西餅」轉右

看到 C 出口，出外面，轉左 靠左直行到行人路盡頭

1 2

3 4

C美心西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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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升降機，轉左左面有升降機，搭升降機落隧
道（在升降機內按「LG」）

直行，留意右面，在第一個路
口轉右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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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怎樣去年會？

看到升降機，搭升降機上地面
（在升降機內按「G」）

一直行，穿過一支支銀色柱出升降機，反方向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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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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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到了劇院，我要……我要怎樣去年會？

到地下警告磚位置停一停，
玻璃門會自動打開，進入劇院

見到右面半圓玻璃窗，
轉右

沿地下引路徑直行

找「個人參加者登記處」，
向工作人員展示二維碼 (QR 
code) 或參加者編號

直行入有蓋行人路，轉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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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輪椅使用者及其他不同能力
參加者，可到「藝術通達服
務處」（輪候時間會短些），
向工作人員展示二維碼 (QR 
code) 或參加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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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攜帶參加者通行證，才可
參加活動

準時出席自己預先登記的活動

20

取參加者通行證



我有問題，可以找誰？

找 MaD 團隊

打電話：3996 1950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至 下午 6 時）

找「藝術通達大使」

打電話：2777 1771

（星期一至五，上午 10 時 至 下午 5 時）

  找「藝術通達大使」

打電話：6762 8246

（1 月 30 日，晚上 7 時半至晚上 9 時）

（1 月 31 日，上午 9 時半至晚上 9 時）

（2 月 1 日，上午 9 時半至下午 5 時）

票務和節目

1 月 30 日之前

1 月 30、31 日及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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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問題，可以找誰？

找「藝術通達服務處」

找穿著這些衣服的
 「藝術通達大使」

到了 MaD 年會



主辦

通達伙伴

始創贊助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僅為本項目提供資助，除此之外並無參與項目。在本刊物／活動內（或由項目小組成員）表達
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均不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通訊及科技科、創意香港、
創意智優計劃秘書處或創意智優計劃審核委員會的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