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新創建集團推廣無塑生活習慣 

夥新渡輪及 BottLess 於長洲推出餐具借用服務 共創無塑好日子 

 
（2018 年 7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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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同社會創效企業 BottLess 一起推廣無塑生活習慣，於今年八月一連四個周六及周

日，在長洲舉行「無塑好日子」活動，提供餐盒及餐具借用服務，更聯合多家長洲小店提供優

惠，讓廣大市民在享用街頭美食的同時，更可身體力行支持環保。 
 
香港的塑膠廢物問題日漸引起廣泛關注，而品嚐街頭美食的「掃街」文化，令即棄塑膠餐具的

問題更為嚴重。有見及此，新創建集團與合作夥伴在旗下新渡輪服務接近 20 年的長洲舉辦「無

塑好日子」活動，讓市民及遊客以港幣 20 元按金借用可重用的摺摺餐盒及餐具，並可享指定食

肆提供的折扣及優惠。活動更得到藝人唐寧支持，拍攝短片呼籲市民參與。 
 
新創建集團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總監鄧祥兒表示：「新創建集團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除了

在業務營運上積極減少耗用塑膠外，集團更舉辦一系列社區活動推廣『無塑』生活習慣。『無塑

好日子•長洲』是我們今年的頭炮活動，希望能動員市民由自身生活出發，養成減廢除塑好習

慣，實現香港的可持續發展。」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行政總裁兼 BottLess 創辦人魏華星表示：「我們近年來看見香港人的環保意識

已很足夠，卻欠缺行動力。BottLess 相信要改變香港一次性耗廢問題，必須由源頭做起——就是

大家的生活習慣。是次活動由個人、商戶以至當地團體等不同持份者共同支持，為『無塑』掃

街帶來完善的對策。我們期望這次經驗能帶給社會新的想像，類似模式能在不同企業和地區擴

展，為社會帶來持續的改變。」 
 
支持是次活動的長洲食肆種類非常多元化，由必吃的平安包、大魚蛋、傳統餅家以至文青咖啡

店也有參與。所有餐盒及餐具均會交由長洲一間洗碗公司負責清洗及消毒以供循環再用。大會

攤位內亦設有免費飲用水設施及特備「無塑」攤位遊戲讓大家參與。是次活動完結後，所有餐

盒及餐具將捐贈予其他本地團體繼續提供借用服務，持續培養無塑生活習慣。  
 
欲了解「無塑好日子•長洲」的活動詳情，請瀏覽：https://connect.nws.com.hk/plastic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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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塑好日子•長洲」 
日期：八月所有周六及周日（8 月 4-5、11-12、18-19 及 25-26 日） 
時間：上午 11 時至晚上 6 時 
地點：長洲中央廣場（長洲碼頭附近） 
網址：https://connect.nws.com.hk/plasticfree 
詳情：只需支付港幣 20 元按金，即可借用摺摺餐盒及餐具，並享有指定長洲食肆提供的折扣及

優惠，於同日下午 6 時前到攤位歸還餐盒及餐具，便可取回按金。同場設有免費飲用水設施及

特備「無塑」攤位遊戲供市民參與。 
 

– 完 – 
 
此新聞資料可於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網頁 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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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ttLess 
社會創效企業 BottLess 於 2015 年由香港社會創投基金發起，致力改善香港嚴重的塑膠廢物問題，提供

創新、便利及多元化的「減塑」選擇給香港市民，如創新的飲用水系統、環保的用餐器具和零包裝日常

用品，希望推動社會大眾減少使用即棄塑膠產品，一同為居住的城市出一分力，讓大家實踐無塑生活上

有無塑可能。 
詳情請瀏覽 BottLess 網頁 www.bottless.hk。 

 
如欲查詢詳情，請聯絡： 
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 
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 
李晞彤 
電話：2131 3801 
電郵: helenlee@nw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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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向注重環保的唐寧已親身試用摺摺餐盒，並與長洲地膽姊妹花一起發掘多款長洲街頭

小食。唐寧認為「掃街」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但同時製造大量即棄塑膠垃圾。是次「無塑好

日子•長洲」活動既可讓她嚐了多款美食，也可走塑，實屬一舉兩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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