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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新創建集團社區關懷日慶祝上市 15 周年 

逾 300 名長者及義工為居家安老社區計劃揭開序幕 
 

（2018年 2 月 4日 ── 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或「集團」；香港股份代

號：659）今年慶祝上市 15 周年，其中一項慶祝活動為昨天舉行的「創建社區關懷日 2018」，

集團動員近百名企業義工，與 200 多名地區長者參與名為「生活藝術體驗館」的交流活動，體

驗來自不同年代的生活藝術。集團同時宣佈與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福利協會」）合

作啟動全新「『傳』靠你 - 居家長者服務計劃」，集結職業治療師、退休工匠與企業義工的力

量，為長者維修輪椅及進行小型家居改善，提升他們的家居生活質素。 

 

新創建集團行政總裁暨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曾蔭培於活動上表示：「集團自 2003 年上市以來

業務持續發展，並取得豐碩成果，與此同時，我們積極回饋社會，為最有需要的弱勢社群提供

支援，並推動義工文化，貫徹體現集團的關愛精神。今天的活動以『傳承』為主題，各位參加

者來自不同年代和生活背景，但透過分享不同生活藝術，可以促進跨代交流。」 

 

活動同時為全新社區項目「『傳』靠你 - 居家長者服務計劃」舉行啟動禮，計劃針對黃大仙區

內缺乏經濟能力和家庭支援的長者，由職業治療師為他們進行居家安全評估，再由具備專業技

能的退休工匠及企業義工按長者的個人需要進行家居改善和製作復康家品。計劃鼓勵退休工匠

及企業義工把傳統工藝傳承下去，更為受惠長者建立一個更為安全、舒適的家居，並將透過不

同培訓工作坊和活動，把家居安全和跨代傳承的訊息廣為宣揚。 

 

福利協會副總幹事文孔義表示：「我們很高興能與新創建集團合作展開這項創新的長者服務計

劃，響應政府以居家安老為先的服務方針，以及善用退休人士建立社區資本。此計劃能提升長

者的家居安全意識和舒適度，讓他們可在家中安享晚年，減輕社區醫療和照顧系統的負擔，是

一項具前瞻性的計劃。」 

 

為慶祝集團上市 15 周年，集團近日啟動一連串員工參與活動，包括邀請香港及中國內地的員

工自行拍攝創意短片傳達對集團的祝福，並將之輯錄播放。集團更於上周五舉辦 15 周年慶祝

派對，透過視像會議連繫了各成員公司的辦公室，讓身處不同地方工作的員工一同分享喜悅。 

 

– 完 – 

此新聞資料可於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網頁 www.nws.com.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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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新創建集團」；香港股份代號：659）是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香港股

份代號：17）的基建及服務業旗艦，其多元化的業務和投資項目集中於香港及中國內地，涵蓋

收費道路、環境管理、港口和物流設施、鐵路集裝箱中心站、商務飛機租賃、設施管理、醫療

保健服務、建築及公共交通。詳情請瀏覽集團網頁 www.nws.com.hk。 

 

 

 

如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高級經理 

許瀞文 

電話：(852) 2131 3817 

電郵：jasminehui@nw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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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新創建集團慶祝上市 15 周年，於一年一度的「創建社區關懷日」上，動員近百名企業

義工參加社會服務，為逾 200 名長者提供不同的生活藝術體驗，同時為全新社區計劃「『傳』

靠你 - 居家長者服務計劃」揭開序幕。 

 

 

圖二及三：以「生活藝術體驗館」為主題的整天活動設有不同的生活藝術工作坊，讓參加者和

企業義工體驗傳統及新一代的生活藝術。圖二為企業義工隊「新創建愛心聯盟」的成員帶領長

者在共創藝術空間共同填上色彩，推廣跨代共融；圖三為共創藝術的製成品。 

  

 

圖四及五：新創建集團上下一同參與慶祝上市 15 周年共創短片活動，傳達對集團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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