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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新創建集團夥拍社福機構為荃葵青區青少年提供生涯規劃培訓 
「創建生涯路」計劃正式啟動 

 
（2017 年 2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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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其多元化的業務網絡，與多間社福機構及荃葵青區內十間中學合作，推行「創建生

涯路」計劃，向區內高中生及青少年提供長期及多元化的生涯規劃教育支援，首階段為期四年

的計劃預計能惠及 400 多名青少年和 100 多位老師。計劃於昨天在集團一年一度的「創建社區

關懷日 2017」活動上舉行啟動禮，匯聚逾 300 名參加者和企業義工進行整天活動，到訪集團

和社福機構的多個辦事處，體驗各個不同行業的特點。 
 
新創建集團副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許漢忠於啟動禮上表示：「新創建集團植根香港，在本港的業

務涵蓋公共交通、建築、設施管理、免稅店等範疇，憑藉多元化的業務和商業網絡，以及與社

福機構的深厚合作基礎，我們為年輕人的發展提供支援，讓他們能親身了解各行各業，為升學

及就業作好準備。」 
 
「創建生涯路」計劃由新創建集團主辦，聯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保良局和香港遊樂場協會

合作推行，並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擔任顧問和為計劃進行全面社會影響評估。獲甄選的荃葵青

區內的高中生及青少年於三年內循序漸進地參與一系列培訓及活動，包括生涯規劃工作坊、企

業參觀、師友輔導、職場人語分享會、模擬面試、放榜輔導等，讓參加者能加深對本身的了解，

及早為日後職業作出準備，而表現傑出的參加者更有機會參與工作影子體驗。此外，計劃同時

支援荃葵青區該十間中學內負責推行生涯規劃的老師，除了培訓工作坊，更專為老師舉辦行業

認識和參觀活動，讓他們能有效地掌握行業資訊，為學生帶來更實用的生涯規劃培訓。 
 
許漢忠表示：「『創建生涯路』計劃體現了商、社、校合作的模式，三方合作發揮互助、互補的

精神。商界以其優勢和資源，配合社福界於社區的網絡和青年服務的經驗，為有需要的青少年

帶來實質的援助。」 
 
荃葵青區中學校長會主席張欽龍校長出席啟動禮時表示：「青少年對各行各業的認知有限，而

老師也因專注教學，難以向學生分享社會上不同行業的實際情況。因此，我們感謝新創建集團

舉辦這項計劃，為荃葵青區的學生提供難得的職場體驗，讓學生透過不同學習經歷擴闊眼界，

從而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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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計劃啟動禮上，集團動員逾百名企業義工，聯同合作社福機構為一班參加者提供一天獨特的

職涯體驗。參加者和企業義工分組走訪全港 17 個職場，體驗 12 種行業，如到集團旗下建築公

司認識工地上的不同工種和工業安全的重要性，又在模擬零售店體驗前線銷售員工的工作。 
 

 
相片一：新創建集團慶祝上市 14 周年，於一年一度的「創建社區關懷日」上，動員逾百名企

業義工參加社會服務，為超過 200 名來自荃葵青區的青少年提供一次獨特的生涯體驗，同時為

全新社區計劃「創建生涯路」揭開序幕。 
 

 
相片二：新創建集團和社福機構共開放 17 個辦事處，讓一眾年輕人體驗各行各業。圖為參加

者到集團旗下建築公司認識工地上的不同工種和工業安全的重要性。 
 

 
相片三：逾 300 名計劃參加者和企業義工分組參加「創建生涯全體驗歷奇活動」，走訪設於不

同地區的職場，體驗各行各業。圖為參加者到新渡輪船廠拍攝公民教育短片，體驗傳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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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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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訊經理 
許瀞文 
電話：2131 3817 
電郵：jasminehui@nw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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