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全港 70 間中學高中生展開地質保育之旅 

新創建青年計劃環境文化並重 
 
（2017 年 7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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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合辦的「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 2017-18 正式展開，

來自 70 間中學的 240 名學員將參與全年多元化活動，包括暑假期間的地質理論課及戶外考察；

而傑出學員更能參加領袖訓練營及海外考察等活動。本年度的培訓主題為「地質與文化」，內容

圍繞本港地質、地理環境與歷史文化的相互關係，以宣揚保育環境及傳承文化的重要性。 
 
「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自 2011 年開辦以來，培育超過 1,100 名來自全港 200 間中學的

高中生，學員累積培訓時數超過 30,000 小時。計劃一年一度的嘉許禮暨迎新會昨日於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共有 400 多名新舊學員、中學校長及老師參與。 
 
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麥秉良於嘉許禮上表示，新創建集團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這項計劃反映

集團和合作夥伴對教育及環保的重視。他指出：「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是本港目前唯一專

為高中生而設的大型地質教育項目，通過全年環環相扣的活動，加上配合社會脈搏的專題探討

及全人培訓活動，計劃歷年來得到學界積極支持，我們會持續投放資源，為培育香港青少年出

一分力。」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黎存志為活動主禮時表示：「青年地質保育大

使培訓計劃是一項十分有意義的活動，在推廣地質保育訊息的同時，提升了本地青年人對地質

保育的興趣及增加相關知識。署方一直支持及推廣地質保育，並會繼續與不同持份者合作舉辦

科學普及活動。」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蔡慕貞指出：「不同的地質地貌產生了各種文化，包括聚落、建築物、

祭祀、節日、風水林等。地質保育與文化傳承互為一體，因此我們希望透過今屆的主題活動，

讓學員了解到地質地貌與文化是唇齒相依，繼而加以珍惜。」 
 
參與去年計劃的聖士提反女子中學團隊，憑著出色的校內地質保育推廣活動及主動投入參與，

囊括 2016-17 年度計劃的「金獎」及「最積極參與團隊獎」兩個獎項。該得獎隊伍於典禮上分

享培訓心得，並即席獻唱以舊曲新詞方式創作的保育歌曲。計劃同時頒發「星級青年導賞員」

獎項，嘉許八位在帶領公眾導賞團表現優秀的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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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計劃於本年 4 月公開報名時提倡網上報名，以減少用紙，而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會按每

份網上報名提供港幣$100 的捐款，以茲鼓勵。總額港幣$8,200 款項會撥予土沉香生態及文化保

育協會，作推廣土沉香保育用途。 
 
有關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的資料，可瀏覽網頁 http://geo.nws.com.hk 或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geo.nws.h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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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是一慈善機構，成員全屬義務性質。協會的使命是保護香港的地貌岩石；普及地

球科學知識；促進可持續地質及生態旅遊，讓香港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居所。協會工作包括舉辦研討會、

地質導賞、推廣活動及出版刊物宣傳地質保育、監察發展及工程項目，以免破壞珍貴的地質遺產；並與

政府及保育團體合作保育香港地貌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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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熙 
電話：2131 3801 
電郵: graychan@nws.com.hk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 
主席 
蔡慕貞 
電話: 9370 4914 
電郵: cindy@rock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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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左起）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蔡慕貞、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麥秉良、漁農自

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黎存志及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

教授伍世良一同主持「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2017-18啟動禮。 

 PR2017071601.jpg 

圖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的三名學員周奕彤、潘穎彤及湯子瑩獲頒計劃「金獎」及「最積極參

與團隊獎」，她們於典禮上獻唱以地質保育為主題的改篇歌曲。 

 PR2017071602.jpg 

圖三：土沉香生態及文化保育協會總幹事何佩嫻（圖左）向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麥秉良（圖右）

致送紀念品，以感謝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捐款支持該會的工作。 

 PR2017071603.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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