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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發佈 

1,500名跑手參與第 10屆「新創建香港地貌行」頭炮活動 

齊心響應「山野不留痕」 

 

(2017年 12月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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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在西貢啟動「新創建勇跑地貌王」賽事，超過 1,500 名跑

手齊集，跑經世界知名的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為第 10屆「新創建香港地貌

行」旗艦活動揭開序幕。「新創建香港地貌行」於 2008 年推出，10 年間舉辦不同形式活動，

吸引 30,000多名公眾人士參與。 

 

今年第三年舉辦的「新創建勇跑地貌王」貫徹推行環保，加強減廢措施。是次活動不使用任何

紙杯，賽道水站提供可回收再造及可循環再用的水杯。主辦機構亦鼓勵跑手自備水樽及餐具享

用食物和飲品。可回收的物資經收集後已運往社區回收中心作妥善處理，水果殘渣則送到非牟

利有機農場作堆肥之用。 

 

新創建集團行政總裁曾蔭培在起步禮上說：「集團參與地質保育十年，一直致力推動香港成為

更理想的居住環境和旅遊勝地。為了讓是次活動做到『山野不留痕』，我們今年加強實施一系

列的環保措施，並與跑手及活動夥伴攜手合作，希望樹立榜樣推動致力減廢的綠色賽事。」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主禮時表示，香港地質公園為香港市民及旅客提供一個獨特的郊

遊地點，而相關的科普教育活動亦有助提高公眾的保育意識。他指出，香港未來要進一步促進

綠色旅遊，當中有關保育的公眾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漁農自然護理署助理署長（郊野公園及海岸公園）黎存志表示：「長遠保持香港珍貴的地質資

源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政府推行保育措施固然重要，市民的支持和參與更是不可缺少。

主辦單位在活動中加入環保元素，實踐從源頭減廢，推動戶外活動的環保文化，甚具意義。」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蔡慕貞指出：「我們的地質公園不僅擁有世界級的地貌，而且滿載

文化故事，足以成為旅遊熱點，有助鞏固香港作為旅遊之都的地位。從旅遊角度細看本港自然

遺產是廣泛推動地質保育的其中一項最佳方法。」 

 

第 1頁，共 4頁 

 

 



 

 

主辦機構將於未來數星期內舉行兩場公眾導賞團，包括參觀馬鞍山荒廢礦場及擁有數百年歷史

的荔枝窩客家古村。這些廣受歡迎的導賞團將由地質公園推薦導賞員「R2G」及歷屆「青年地

質保育大使」帶領，預計將吸引約 1,000人參與。全年的「青年地質保育大使」培訓計劃是「新

創建香港地貌行」旗下另一重點項目，旨在培育和啟發未來的環保倡導者。 

 

有關新創建香港地貌行的活動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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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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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 

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 主席 

陳熙 蔡慕貞 

電話：2131 3801 電話：9370 4914 

電郵：graychan@nws.com.hk 電郵：cindy@rock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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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約 1,500名跑手在西貢北潭涌起步，跑向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地質公園，藉此宣

揚地質保育。 

 
 

圖二：10公里賽事主禮嘉賓包括：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第二排右三）、新創建集團

行政總裁曾蔭培（第二排右四）、執行董事麥秉良（第二排左四）、獨立非執行董事李耀光（第

二排左三）及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主席蔡慕貞（第二排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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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大會加強環保措施，包括在沿途水站使用「We-use」可循環再用水杯。 

圖四：新創建集團企業義工及香港心理衞生會的受助人攜手完成 3公里的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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