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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集團員工刊物《新語》會回顧集團周

年晚宴的精彩內容，勾起大家很多難忘

回憶。

新創建集團為新世界發展之基建及服務

旗艦，聲譽日隆。適逢新創建集團上市

10周年，《新語》邀得新創建集團執行董

事鄭志明分享新創建集團成功之道。

自古以來，武漢就是兵家重地與商業重

鎮，發展迅速。今期《新語》將

與大家遊走集團在這個一線城

市的發展，讓大家認識武漢的

另一面。

五月，一個屬於母親的季節。

《新語》特別訪問了集團三位已為人母的

同事，細說與子女相處的樂事。與此同

時，集團重點可持續發展社區計劃「飛

躍新世界」繼續向學員送暖。一班師友陪

同學員前往海洋公園，讓學員學習環境

保育，同時加強學員的團隊性和溝通能

力。「新世界籃球飛躍計劃」學員學有所

成，在五區籃球賽中更與集團籃球隊切

磋球技，戰況激烈，精彩片段盡在今期

《新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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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other’s Day around the corner, three 
colleagues of the Group share their unique 
experience of being a working mother. Meanwhile, 
other members of the Group continue to stay 
active as they visited Ocean Park with participants 
of “New World Springboard” programme, 
showing them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teamwork and 
communication. Talented young players nurtured 
by the New World Basketball League won much 
applause as they played a great game against the 
Group’s basketball team in an open competition.

With its well-received revamp, New World • New 
Words will continue to delight readers with more 
exiting stories and upd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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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11星級服務  文化品味新體驗
 Embark on a Journey of Art and 

Taste with K11 Art Mall Curators

革新後《新語》獲得不少正面回響，在此

謝謝大家的讚賞！今後《新語》將繼續為

大家放送更多精彩報導和故事，希望大

家多多支持！

The New World Group’s staff magazine, New World 
• New Words will revisit the wonderful moments of 
the Group’s annual dinner.

As NWS Holdings celebrates its 10th listing 
anniversary, B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shared the secrets of the company’s success. We 
will also have a glimpse of the other side of Wuhan, 
where the Group plans to strengthen its presence 
even further.

飛躍
SpringboardNew World

新世界

•  集團活動—參觀「溱岸8號」
 Group Activities – Site Visit to  

The Riverpark

•  集團2013年度周年晚宴    亮點處處
 齊心同賀上市40周年
  A Dazzling Celebration
    New World Group Annual Dinner 2013

•  留下浮光掠影飛舞　
 除夕倒數攝影比賽冠軍誕生
  “New Year • New World - Hong Kong 

Countdown Celebrations Photo 
Competition” Announces Winners

•  K11展示時尚藝術新勢力
 K11 Supports Rising Young Artists with 

Fascination/Imagination Exhibition

04

06

08

10

焦點新世界
Spotlight

協力
Achieving

新成就
Team Success

•  學員、師友跳出泳池、籃球場
 踏上「飛躍新世界」保育之旅  

“New World Springboard” 
 Mentorship Programme Organises 

Conservation Guided Tour

20

• 我眼中的飛魚計劃
 Swimming Academy in Their Eyes...

• 五區籃球飛躍比賽
 全面展現體育精神 
 Basketball Games 
 Manifest Sportsmanship

23

24

•  新世界集團參觀萬科建築研究
 中心及深圳大梅沙總部
 Group Visit to Vanke Architectural 

Research Center and Da Mei Sha 
Headquarters

•  集團動向盡在「全心述」  
 「新意圈」鼓勵員工創意
 Innovative Ways to Encourage Ideas 

• 集團快訊
 Group News

• 成就肯定
 Achievements



品味·家

Style is a subjective aesthetic concept that 
varies from person to person. Our style is 
shown through how we explore the world, live 
and dress. Now that everyone pursues quality 
living, our home should also reflect our style.  

Style and Home

撰文：鄭志剛
By: Adrian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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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是一種美學的概念，而每個人對品味的判斷均有不
同見解。個人的品味偏好，不但可從其日常對事、對物
的探索追求，以及對生活習慣、對衣著打扮之中體現出
來。在日益追求優質生活的今日，他 /她的品味也應該
能藉個人的居所，即他 /她的家實踐出來。

「家」豈只是「家」
根據維基百科的解釋，「家」的其中一個含義是指房屋，是人類

所建築以供居住的建築物，一般有牆壁和屋頂，並可抵擋各種

天氣變化，以至入侵的人或動物。但隨著時代的變遷，生活質

素的提升，每個人對「家」的要求、追求，自然更高、更多。

「家」不再只是一個為我們遮風擋雨、提供保護之所，更可實踐

個人風格、反映生活素養及品味。透過在設計及佈置時花上的

心思，「家」可以展現出獨特的個人風格及生活品味。

一般來說，利用現有的設備設施，通過美學的配搭、空間的利

用以及藝術品的擺設，便可布置出一個符合個人心意的家居，

但若然要建構一個無論是私人空間或整體佈局，都呈現出理想

又兼具品味的家，就必須要有專業人士的協助。因為他們於美

學、藝術及工程等擁有專業知識，能將居所於空間、色彩、照

明及功能等各方面的需要融入到家居設計當中，將品味的層次

進一步昇華，塑造一個既能反映屋主性格，又能兼顧日常生活

所需的家。

品味家居　時尚所需
有見於現代客戶對「家」的要求越來越高，走在時代尖端、觸覺

敏銳的新世界集團，今年旗下即將推出的住宅物業，亦特別配

以不同的設計風格，並加入創意及巧妙的心思，以迎合不同人

士的喜好及需要。其中包括綠色建築理念的「自然家居」、簡樸

帶禪意的「藝術之家」、時尚年青的「型格的家」等，務求讓每一

位住戶都能擁有一個能反映個人品味喜好的時尚居所，並兼具

功能、安全與美學的家。

集團專業的團隊，在為自己的家努力工作及打拼的同時，亦在

為我們的客戶及住戶，打造優質、五星級的品味之家。因為我

們相信，辛勞工作過後，回到自己喜愛的家，就是每一個人努

力工作最大的原動力。

Home Beyond Home

According to Wikipedia, one of the definitions of “home” is a 
house where people live and usually consists of walls and a roof. 
It can shelter the people living in it against severe weather or 
intruders. As time changes, better living standards prompt us to 
ask for a much better home. Instead of being merely a shelter, 
our home should be able to manifest our personal style and 
taste through special design and furnishings.

A nice home can usually be created by using modern 
equipment and aesthetic furnishings, as well as the clever 
use of space and decorations. However, an ideal and stylish 
home that stands out in terms of private space and overall 
design will require the help of professionals.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tise in design, art and engineering will ensure the 
best layout, palette, lighting and functions that fit our needs, 
creating a truly stylish home that shows the personality and 
meets the needs of the owner.

Stylish Home Catering to Modern Buyers

In light of the higher expectation of “home” of modern buyers, 
New World Group, known for its sensibility and vision, will 
answer the preferences and specific needs of different buyers 
by offering creative and smart interior designs for its upcoming 
developments. Brilliant designs include “Natural Home” that 
manifests the green building concept, “Artistic Home” that 
shows a Zen-like simplicity and “Chic Home” that impresses 
with its modern and youthful vigor. The Group hopes that every 
resident can have a home that not only reflects their style, but is 
also functional, safe and appealing.

While working hard for their homes, our professional team 
also strive to create five-star stylish homes for our customers 
as we believe that nothing compares to returning to a home 
that we love. 

拼發
InnovationAdvancing through
新思維



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博士（右）於2013年4月26日參觀「溱岸8號」
Dr Henry Cheng (Right), Chairman of the Group, visited The Riverpark on 26 April, 2013

集團活動－

參觀「溱岸          號」

嘉賓於2013年4月27日參觀「溱岸8號」
Guests visited The Riverpark on 27 April, 2013

「溱岸8號」作為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和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合作發展的
地鐵上蓋物業，座落於沙田城門河畔，該發展項目是新世界發展管理
團隊和協興建築精工打造的大型住宅項目，共981個單位。經過四年
多時間的努力，終於近日完成，將陸續交付業主。

2013年4月26日，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博士親臨現場檢查項目完成情況。鄭家純博士對項目的銷

售和建造結果表示十分滿意，他感謝「溱岸8號」的各方管理團隊通力合作，發揮團隊合作精神，通

過不懈的努力，為集團打造優質的住宅項目，令項目圓滿竣工。鄭博士更希望集團的團隊能繼續努

力，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產品及服務。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特發信感謝整個「溱岸8號」的建築和管理

團隊。

為了讓集團員工和New World CLUB會員體驗該發展項目的優秀品質，集團於2013年4月27日邀請了

近200位會員以及集團員工，開放參觀「溱岸8號」及會所，讓大家了解該發展項目的各項資訊和質

素。集團希望能藉此與員工溝通，聽取員工意見，以增加員工的歸屬感，並營造了一套無分你我、

廣納意見、開明開放的企業文化。與此同時，為New World CLUB會員提供貼心的服務，並了解顧客

需要，從而提高集團產品及服務水平。

之前，集團投資者關係部分批組織部分基金經理和分析員參觀考察該發展項目，得到良好的評價，

其中美銀美林更發表分析報告，認為新世界發展的項目質素改進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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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員工於2013年4月27日
參觀「溱岸8號」後合照
Staff group photo on 27 April, 2013

Site Visit to The Riverpark
Group Activities –參觀「溱岸          號」

嘉賓於2013年4月27日參觀「溱岸8號」
Guests visited The Riverpark on 27 April, 2013

會所泳池景攝於2013年4月11日
View of swimming pool on 11 April, 2013

The Riverpark, a project jointly developed by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and MTR Corporation Limited, takes pride of place beside Shing Mun River in Sha Tin. With 
981 flats in total, this large-scale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is a joint effort between the 
management team of NWD and Hip Hing Construction. The development finally came 
to fruition after more than four years of hard work and buyers will own their flats soon.

On 26 April, 2013, Dr Henry Cheng, Chairman of the Group, visited The Riverpark to in-
spect the completed project. Dr Cheng is pleased with the completed project’s sales and 
construction and appreciates the collaborative efforts between the management teams, 
who demonstrate hard work, professionalism and teamwork that ensured the smooth 
completion of this high-quality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He also encouraged the teams 
to excel further to offer better products and services. MTR also expressed their gratitude 
to the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teams with a letter.

On 27 April, 2013, staff members of the Group and New World CLUB members witnessed 
the excellent development, about 200 New World CLUB members and also staff mem-
bers were invited to visit The Riverpark and the clubhouse of the development on the 
following day. The visit offered them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quality de-
velopment’s  features. The Group hopes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staff members and listen to their opinions to strengthen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and to 
create a culture of listening that is fair, receptive, and open-minded.  The Group also aims 
at enhancing its product and service quality by delighting New World CLUB members 
with attentive services. 

Earlier on the Group’s Investor Relations department arranged site visits for fund manag-
ers and analysts, who all gave good comments. Merrill Lynch issued a report which states 
that the quality of NWD’s developments have marked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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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集團主席鄭家純博士致開幕辭，感謝每位員工的付出
Dr Henry Cheng expresses his gratitude to colleagues in his welcome speech

一眾管理層向嘉賓及員工祝酒
Management drinks a toast with guests and staff members

「10年服務獎」得主
10-Year Long Service Award recipients

「20年服務獎」得主
20-Year Long Service Award recipients

40
年度周年晚宴 亮點處處集團2013

齊心同賀上市 周年

管理層感謝同事努力付出
集團主席鄭家純博士於晚宴之始致辭，形容過去一年為集團既充實又豐盛的一年。

適逢新世界發展上市40周年，憑藉集團的精英團隊，以及全新的企業核心價值UNITI

為集團建構了一套合作無間、廣納意見、開明開放的企業文化，同時透過創意思

維，為集團帶來新的方向和動力。其後，鄭博士率領一眾管理層向台下的員工及嘉

賓祝酒，舉杯同賀。現場金光彩帶四射，預示着集團業務繼續再創新高。

集團一年一度的周年晚宴已成為了
同事們熱切期待的盛事，更為大家
製造了不少歡樂的話題。今年集團
的周年晚宴於2013年2月28日假
會展中心新翼大堂舉行，當晚出席
的包括集團及旗下公司管理層、員
工以至一眾業務夥伴及友好機構代
表，共1,400多人，齊心同賀新世
界發展上市40周年，歡度了一個難
忘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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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大獎送出
10萬元現金
在晚宴壓軸大抽獎中，得獎的幸

運同事喜獲港幣10萬元大獎，笑

逐顏開，一眾同事亦上前祝賀。

集團周年晚宴2013雖已完滿結

束，但晚宴的歡樂片段會繼續成

為同事間的美好回憶，感動人心

的團隊大大推動我們一起共建美

好新世界！

The New World Group Annual Dinner 2013 took the stage at HKCEC on 28 February 
2013, inviting over 1,400 guests and staff members to celebrate the fruitful year and 
the Group’s 40th listing anniversary. 

In his welcome speech, Dr Henry Cheng recapitulated the Group’s major achievements 
in the past year, including the new corporate values UNITI introduced in 2012. He also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colleagues for their contributions.

Incredible Talent Show pushed the night to its climax as six finalists gave their best on 
the stage, while the Lucky Draw with fabulous prizes spiced up the evening further. 

Everyone had a great time and brought home countless happy memories.

中港才藝比賽冠軍由新世界發展（香港）— 張樹強與春暉8號物管部同事組成
的舞蹈團表演一曲New York New York奪得
The champion of the talent show goes to Frankie Cheong and his dancers

新世界集團籃球聯賽2012 - 女子組冠軍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New World Group Basketball League 2012 - 
Women's Group Champion, New 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 NW iMedia

新世界集團Sports & Recreation Club年度
大獎2012 - 冠軍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New World Group Sports & Recreation Club 2012 
Annual Award - The Champion, New World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新世界集團籃球聯賽2012 - 男子組冠軍 
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得

New World Group Basketball League 2012 - 
Men’s Group Champion, New World China Land Limited

精彩環節　
歡呼聲不絕於耳
當晚節目豐富，動靜兼備，當

中的中港才藝比賽，六隊同事

各出奇謀，盡展團隊精神以爭

奪冠軍寶座，贏得台下連番掌

聲。集團更邀請了陳豪、馬國

明及官恩娜三位藝人紅星為表

演嘉賓，將整晚的氣氛推向高

峰，而森美及朱凱婷擔任司儀

亦令晚宴生色不少。

中港才藝比賽亞軍新創建集團的合營公司 — 京珠高速公路廣珠段有限公司孫振平、
唐文健、涂慧、張佳麟、陸捷
The first runner-up goes to a group of talented staff from Beijing – Zhuhai Expressway 
(Guangzhou-Zhuhai Section) Company Limited, a joint venture of NWS Holdings

Annual Dinner 

A Dazzling Celebration

New World Group

2013
中港才藝比賽季軍由新世界中國（長沙）羅珍奪得
The second runner-up of the talent show Luo Zhen

終極大抽獎由集團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

頒發港幣10萬元給得獎者徐振德（右）
Adrian Cheng, NWD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presents the lucky draw grand prize 
to Chui Chun-tak (right), the winner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義務秘書王敏超

Ronnie Wong, Hon. Secretary of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很感受到新世界集團員工之間相處融洽，
有一股很強的凝聚力。」

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公民事務 )1馮浩賢
Vincent Fung , Prin AS(Civic Affairs)1 of Home Affairs Bureau

「在這兒遇見了老朋友，更認識了新朋友，
是一場很深刻的盛宴，感受到新世界集團的
熱情和誠意。」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委員會義務秘書長彭冲

Pang Chung, Hon.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Sports Federation 
& Olympic Committee of Hong Kong, China

「知道新世界集團一直很關顧香港退役運動員，
今晚更體驗到新世界集團創意無限的一面，
是一個很感動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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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接2012年除夕倒數煙火匯演
的光芒，由新世界發展主辦、
香港旅遊發展局全力支持的 
「新年 • 新世界 • 香港除夕倒數攝
影比賽」已順利舉行。是次比賽反
應熱烈，吸引了一眾攝影愛好者
踴躍參與。經過專業評審團的多
輪甄選，冠、亞、季軍及五名優
異獎得主經已誕生，並於2013年 
3月16日假愉景新城 — 購物商場
舉行頒獎典禮。

除夕倒數攝影比賽冠軍誕生

留下浮光掠影飛舞

冠軍 Champion

亞軍 First runner-up

季軍 Second runner-up

優異 Merit

得獎者：廖慶強
Awardee: Liu Hing-keung

得獎者：周澔琛
Awardee: Chow Ho-sum

李業興
Lee Yip-hing Terry

得獎者：張偉權
Awardee: Cheung Wai-kuen

得獎者：
Award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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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的頒獎典禮，邀得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

兼聯席總經理陳觀展、香港旅遊發展局企業

事務總經理梁美寶作頒獎嘉賓。陳觀展表示： 

「集團多年來一直努力建設香港，近年舉辦多

項香港本土運動盛事及可持續發展社區計劃，

包括『新世界維港泳』及『飛躍新世界』。集團

很高興能夠於上市40周年這個別具意義的重要

日子，贊助『新年 • 新世界 • 香港除夕倒數』煙火匯演，為香港人打氣。與此同時，我們特別舉辦『新年 • 新世

界 • 香港除夕倒數攝影比賽』，延續煙火匯演的璀璨畫面。」

至於梁美寶則肯定了集團在支持旅遊業發展方面的努力。除夕倒數當晚，大批市民及旅客於維港兩岸一同觀賞以會

展中心作焦點的煙火匯演，並得到跨國媒體的廣泛報道，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英國廣播公司（BBC）等，直

接提升了本港「亞洲國際都會」的形象。

榮膺是次攝影比賽的冠軍廖慶強，獲得港幣10,000元的K11購物藝術館現金禮券。他表示會展中心的獨特外觀有助

構圖，只要多運用想像力，把它與五光十色的煙火扣在一起，所有人都可以拍攝出亮麗的照片。他還笑言，如能再

提早去尋找有利位置，更有助選擇最佳拍攝角度。

得獎作品分別於愉景新城 — 購物商場、K11購物藝術館和新世界大廈作巡迴展覽，供更多市民一同欣賞，回味當

晚除夕倒數煙火匯演的璀璨時刻。

Sponsored by NWD and supported by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KTB”), the 
“New Year • New World – Hong Kong Countdown Celebrations Photo Competition” 
concluded with a huge success with many outstanding submissions. The prizes 
were presented on 16 March 2013 at Discovery Park – Shopping Centre.

Gary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was glad that 
photography lovers had a chance to show their talent and the spectacular moments 
were perfectly captured. Cynthia Leung, General Manager, Corporate Affairs of 
HKTB, was also pleased that the countdown celebration was widely cover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Thrilled for winning the competition, Liu Hing-keung thought 
imagination is the key, and, of course, a vantage point also helps.

The winning pieces were on exhibition at Discovery Park – Shopping Centre,  
K11 Art Mall and New World Tower.

一眾得獎者與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陳觀展（後排左三）、新世界發展企業傳訊總經理張一心

（後排左二）及香港旅遊發展局企業事務總經理梁美寶（後排右三）合照
Gary Chen (third from left, back row),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Maria Cheung (second 
from left, back row), General Manager of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f NWD, and Cynthia Leung (third from right, 
back row), General Manager, Corporate Affairs of the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meet the winners

得獎作品於愉景新城 — 
購物商場、K11購物藝術館及
新世界大廈巡迴展覽
Winning pieces are exhibited at 
Discovery Park-Shopping Centre, 
K11 Art Mall and New World Tower

冠軍廖慶強（右二）、亞軍張偉權（左二）及季軍周澔琛（左一）分享他們當日如何挑選拍攝煙

火的地點和準備功夫
Champion Liu Hing-keung (second from right), first runner-up Cheung Wai-kuen (second from left) 
and second runner-up Chow Ho-sum (first from left) share tips on capturing pyrotechnics

Announces Winners

New Year • New World –
Hong Kong Countdown Celebrations

Photo Competition

呂小煒
Lui Siu-wai

陳維俊
Chan Wei-tsun Ricky

廖梓達
Liao Zida

詹銳明
Chim Yui-ming

攝影師黃曉初的專業分享：
（一） 構圖和角度：善用維港

四周的建築物，增加構
圖特色

（二） 器材：三腳架和快門繩
為煙花攝影的必要工
具，另可用廣角鏡拍攝
整場煙花的場景

（三） 感光度（ISO）：光圈可用較細的8至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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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ent attracts fashion and cultural icons

多位設計師及藝術家的作品於香港K11展出，引發超越六感魅力聯想
K11 showcases the creativity of young designers and artists

K11 展示

Fascination / Imagination帶來超越六感魅力聯想
時裝往往被稱為	「第八視覺藝術」，就如繪畫、戲劇、舞蹈或建築，其
生命力既可以將剎那的光輝化為永恒，又可以歷久而常新。時裝與藝術
亦在尋找著各自新鮮、自由、個性、純粹的現代時尚取向中不期而遇。

作為全球首個購物藝術館，K11一直致力提供互動藝術平台，倡導所有藝術
形式的融合，不斷向前發展，今年就再度藉著巴黎時裝周這個國際時裝界的
年度盛事，將時裝與藝術的光輝推向高峰。

帶領中國藝術與時裝界的閃亮新星走向國際
自2011年起，K11成功在巴黎時裝周年度展覽期間，提拔中國新晉時裝設計師如Masha 

Ma、蕭渝及張卉山等，K11今年連續第三年載譽歸來，以Fascination / Imagination為題，
再度將中國藝術與時裝界的閃亮新星帶到巴黎。

時裝藝術展於
2013年3月5日在法國巴黎Le Pavillon 

Vendôme舉行
Fascination / Imagination exhibition 

kicks off at Le Pavillon Vendôme in Paris 
on 5 March 2013

藝術組合Cocho Take於
巴黎Le Pavillon Vendôme
舉行的活動上作舞蹈表演，
為觀眾帶來另一層次的 
藝術感悟
Inspiring dance performance 
by Cocho Take

時尚藝術新勢力

時尚潮人雲集
The event attracts fashion  
and cultural 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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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d to promoting ar t,  K11 
brought fashion and art to a new level 
at the Paris Fashion Week with the 
Fascination/Imagination exhibition 
held at Pavillon Vendôme on 5 March 2013. The seven art units included 
emerging fashion designer Simon Gao, Meng Baishen, Artist of the Year 
endorsed by K11, photographer Charles Guo, cinematographer Rain Li, 
installation art unit Luxury Logico, artistic performance group Cocho Take 
and figure designers Jeffrey Koh x Francesco de Molfetta, helping them to 
shin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11 also continued the inspiring creativity in Hong Kong by staging the 
exhibition in K11 Art Mall from 21 March  to 21 May 2013, featuring creations 
by Simon Gao, Meng Baishen, Charles Guo and LuxuryLogico. 

Fascination / Imagination
Exhibition

K11 Supports
Rising Young Artists with

LuxuryLogico為是次於K11 的展覽精心策劃了
眾多高科技數碼軟件合成的跨界混合作品
LuxuryLogico and their installation art

由中國版Numéro、周末畫報和K11提名的年度設計
師高楊，其作品於K11廣場展出，風格前衛時尚
Works of Simon Gao displayed at K11

K11 Stage of the Arts 
展出中國時尚攝影
師郭濮源的作品
Charles Guo and his works

K11年度藝術家 —
畫家孟柏伸於香港K11 art space

展出的作品以古典文本為元素，讓觀眾重新
思考物質與文明、精神與原始的對話

Meng Baishen and his works

LuxuryLogico — 作品於K11 art space（L107）及 
K11 Stage of the Arts（B207）展出
四位核心藝術家陳志建、林昆穎、張耿豪及張耿華合組的
LuxuryLogico承擔變形金剛的角色，像可以折疊和重建的分子
化玩物，以力學、計算、音樂、雕塑、舞台設計、燈光和攝
影，精心策劃了眾多高科技數碼軟件合成的跨界混合作品。

高楊 — 作品於 K11廣場展出
時裝設計師高楊為中國版Numéro、周末畫報和K11提名的年度設計師，於2009年建立自己品牌
SIMONGAO，及後即獲君子雜誌頒發時裝設計師大獎，2012年更獲Vogue頒發Talent Award，不
論是男女裝系列均被海外傳媒廣泛報導。高楊從時裝出發，發掘各種創新的可能，把作品化作立
體的雕塑，讓設計變成可穿著的藝術。每件衣服都釋放著能量，既靜且動。

孟柏伸 — 作品於K11 art space（L107）展出
K11推選年度藝術家，北京新晉藝術家孟柏伸，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壁畫學系，作
品曾在中港兩地多間著名畫廊展出。他的創作以古典文本為元素，並受時事所啟
發，製成凸字印刷模板，之後在捲筒素描紙上用鉛筆拓印，通過解構經典文本，再
以盲文的形式整合重新組構，讓觀眾重新思考物質與文明、精神與原始的對話。

郭濮源 — 作品於 
K11 Stage of the Arts（B207）展出
郭濮源擅於利用光暗，以別樹一格的視覺風格成為中國時尚界最令
人期待的攝影師，敢於把藝術、工藝、時裝、科技結合，凝聚成一
股創新的力量，散發在服裝和穿衣者身上，難怪作品屢見於頂尖的
時尚雜誌，當中包括Numéro、Vogue、Harper’s Bazaar、GQ。

活動於2013年3月5日在巴黎Pavillon Vendôme舉行的時裝與藝術
展覽率先展開，並邀得多綫發展的形象造型師Alvin Goh為策展人
兼創意總監，展示七個藝術單位的作品，包括中國版Numéro、周
末畫報和K11提名的年度設計師 ─ 時裝設計師高楊、K11年度藝術
家 ─ 畫家孟柏伸、攝影師郭濮源、電影攝影師Rain Li、裝置藝術組
合LuxuryLogico、藝術表演團隊Cocho Take以及人形首辦創作組合
Jeffrey Koh x Francesco de Molfetta，讓這些新晉藝術家在國際舞台上
首先迸發耀目光芒。

將熱潮延伸至香港 K11 感受藝術新世代力量
承著這股藝術熱潮，Fascination / Imagination 於2013年3月21日
至5月12日期間移師至香港K11，展出高楊、孟柏伸、郭濮源、
LuxuryLogico的作品，讓大家可以一睹這些作品的時尚創意及新藝術
勢力的風采。幾位的作品風格獨特，各具特色，充分展現出中國藝
術及時裝新勢力的澎湃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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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嚴肅的Brian其實為人十分親切
Brian is indeed a friendly leader

Brian熱心公益，積極參與
新創建集團的義工活動

Brian always participates in 
volunteer works of NWS Holdings

專訪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鄭志明

誠懇務實
創建企業

「要積極擴闊業務領域，在世界各地找尋新的投資機
遇，創建企業是不應受任何地域空間所限制。」為人
誠懇、說話斯文有禮的新創建集團執行董事鄭志明
(Brian)，只用了十數字便道出他於拓展業務方面的理
念，憑著其獨到的分析能力及眼光，已成功地為新創
建集團收購多個項目，且讓我們細聽Brian道出其中
的的哲學。

Great People
實力新世界

Qualit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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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光獨到　 
抓緊跨地域商機
Brian表示：「早前新創建集團收

購的杭州繞城公路項目可說其中

一項十分成功的投資，主要是由

於項目處於極其有利的地理位

置。杭州位於長江三角流域，交

通四通八達而且地區較為富庶，

再加上旅遊業的帶動下，商業車

輛和私家車往來的運輸流量十分

龐大，為公路項目帶來可觀的收

益和利潤。」只要項目具備良好

的發展及增值潛力，任何地區的

項目都有機會成為Brian 眼中的

目標。

實戰經驗較書本知識更寶貴
曾於投資銀行的基建及財團部任職研究分析師的Brian告訴我們：「我從前任職分析師時，學會運用Bottom-up

的方式去分析項目的基礎成分是否吸引，然後再研究其產業是否具成長續航力，並根據整體經濟來判斷該項目

是否值得投資。」Brian續說：「以新創建集團在黃竹坑投資的醫院項目為例，由於香港大部分的醫院都由政府經

營，私立醫院較少，故此希望通過新的醫院項目，讓服務使用者有更多選擇之餘，亦可享受到更便捷及價錢較

相宜及具透明度的私營醫療服務，同時為公司帶來有效的收益，達至最理想的雙嬴局面。」

雖然Brian最擅長通過有系統的理論分析，判斷項目的投資潛力，但他認為實戰經驗較書本上的理論及知識更

為重要。「我曾到訪歐洲多個城市，參考當地的基建發展項目，尋找具升值能力的投資，包括一些優質的再生

能源業務。通過實地考察及親身了解有關項目，能有助汲取更多經驗，對日後進行收購活動有莫大得益。同時

更進一步引證，業務發展空間真的沒有地域上的限制，世界到處都有商機。」 

Interview with B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of NWS Holdings

Growing Business with a 
Down-to-earth Approach

Brian（前排右四）在國際婦女節向女同事送贈紅棗茶包及「關懷女性的小錦囊」
Brian (Fourth from right, front row) presents gifts to female colleagues on Women’s Day

Brian Cheng, summarised his approach to business expansion as “breaking boundaries to 
explore new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worldwide”. With a strong analytical mind and vision, 
Brian has been helping NWS Holdings achieve significant growth in various aspects.

Formerly an analyst of an investment bank, Brian employs the bottom-up approach in identifying promising projects, which, he believes, 
should have exceptional qualities and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wherever they may be. Yet he thinks hands-on experience is more 
valuable in expanding business and keeps learning from the success of overseas companies. 

As a member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mittee, he understands the importance of sustainability and endeavours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the company’s water treatment project. He also encourages colleagues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through volunteer work. 

Outside office, this friendly leader has a penchant for football, Thai boxing and local delicacies—a testament to his down-to-earth 
approach to work and life. 

Brian（左三）曾親自帶領多間傳媒機構和分析員參觀新創建集團旗下的鐵路集裝箱
中心站及污水處理廠
Brian (third from left) introduces the rail container terminals and sludge treatment 
facilities of NWS Holdings to media and analysts 

愛護生態環境　保育貢獻社會
身為新創建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成員之一的Brian，積極

將環保及義務工作融入公司的業務運作之中。Brian認為，保

育工作其實也是可持續發展中一項重要的投資。新創建集團

在中國內地的污水處理業務，除了在經濟有所得益外，亦能

有助減低環境污染和污水對生態的破壞，更加強了內地在環

境保護方面的意識。

工作以外 實而不華
不說不知，Brian除了熱衷於許多男士都喜歡的足球運動外，

近來亦愛上泰拳 (Thai boxing)這項日趨普遍的潮流運動。

Brian認為，泰拳是很好的帶氧運動，更是減壓的好方法。除

了運動外，平易近人的Brian原來也很喜歡品嚐美食，特別鍾

愛粥粉麵飯這些平凡的中國「四大發明」，而菠蘿油、港式漢

堡包及燒雞腿等港式美食就更讓他精神一振！

看似嚴肅卻親切有加的Brian，一直秉持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來

工作和生活，並以清晰的目標邁步向前。在此祝願他工作順

利，生活健康美滿。

鄭志明（前排右六）與屬下員工參與大型義工活動
Brian (Sixth from right, front row) and colleagues actively support volunteer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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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武漢市，由武昌、漢口和漢陽三個鎮
組合而成。武昌的文教科研味道、漢
口的商業消費模式，以及漢陽的製造
業，為這個城市譜出80多年的歷史。
作為中國華中地區的第一重鎮，除長
江和漢江在此交匯，鐵路、公路網絡
四通八達，武漢市長久以來都是中部
地區的交通樞紐，亦是中國淡水資源
豐富的城市之一。

武

光谷新世界
Wuhan Guanggu New World

新世界集團一早放眼這個

由縱橫湖泊、九省通衢構

建成的華中城市，著力打

造成為集團在中部發展的

旗艦基地。1990年代初期，集團已與武漢市政府合作先行發展基建，先後投資

人民幣8.6億元興建長江二橋，又投資人民幣3.5億元建設天河國際機場和人民幣 

4.5億元興建機場高速公路，為城市打通交通經脈。

與在其他中國內地城市發展不同，新世界集團選擇了百貨業作為進軍武漢市的第

一擊，1994年開設武漢新世界百貨，至今仍屬當地最高級的百貨店。時至今日，

新世界百貨已在武漢設有六間百貨店，為公司重要市場之一。品牌更加融入了當

地人的生活當中，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提升城市商業和品味，並不限於百

貨，重點還有佔地達4,400畝、自1994年起在近郊地區動工興建的「常青花園」造

城項目。時至今日，已有超過10萬人在內居住，包括不少原居於當地的中低收入

家庭，目前項目仍然有大片土地可供開發，預料可以容納額外10萬名居民。

2003年起，集團啟動了新世界中心都市綜合體項目，在市中心大展拳腳，經過多

年的發展，目前集團的項目已涵蓋普通住宅、中高檔住宅、酒店、商場和寫字樓

等領域。到了2011年，為把握可持續發展的世界潮流，新世界中國在當地，推出

了「光谷新世界」小區項目，透過把科技和自然結合，打造一個5E*生態之城。

光谷新世界
光谷新世界項目佔地200畝，地上總建築

面積52萬平方米。項目由A、B兩大地塊構

成。A地塊是集五星級酒店、甲級寫字樓、

高檔商場、精裝公寓於一體的多功能、綜

合性建築群，其中包括樓高220米全光谷

最高的寫字樓、頂級商務會所、全華中最

大的五星級宴會廳、恒溫游泳池和屋頂花

園；商場內設有首座22米全幅LED天幕；

另外B地塊則由15棟高層住宅及商業、會

所、幼稚園等組成，並採用了垂直綠化牆

等環保元素。

光谷新世界是武漢首座將兩座LEED金獎建築納入其中的項目

（由美國綠建築協會頒發的LEED認證為全球公認最完善和最具

影響力的綠色建築評估標準），以「科技 • 自然」為建築理念，

將建造成為武漢市第一個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建築商務區；社

區按照「國家綠色建築評價標準二星級」認證要求，使用採暖系

統、超大水景、外牆內保溫系統、外窗系統、遮陽系統、屋頂

綠化系統、隔噪隔聲系統、排水雜訊處理系統以及垃圾集中處

理系統等節能體系，改變傳統住宅觀念和生活方式，旨在打造

社區綠色生態環境。

藝
術
項
目

* 註：5E包括了人文居住（Esteem）、低碳辦公（Energy）、節能公寓（Emblem）、綠色酒店（Enjoy）、生態商場（Ecology）

常青花園
Wuhan Changqing Garden

Great People
實力新世界

Qualit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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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南園 
常青南園提倡環保、健康的生活模式，導入綠色科技元素新風

系統及LOW-E中空玻璃，創造低碳健康生活。

常青花園
常青花園是武漢市人民政府為改善城市人民居住環境，實現老城區人口轉

移，促進城市經濟發展而打造的大型社區。常青花園由14個社區、一個中

央公園及一個中心商業街組成。目前正在建設的「常青1/2中心」更設高端

百貨商場、優質寫字樓及星級酒店。

夢湖香郡
夢湖香郡項目是武漢唯一擁有香草園景的別墅社區，區內種植10多種名貴

香草，座落在政府規劃的永久生態保護區，500餘套別墅呈珊瑚式圍繞武

漢市漢口地區最大的自然保護湖泊 — 塔子湖而建。項目共分三期，分別

有獨棟別墅、雙拼別墅、公寓等。

常青南園
Wuhan Changqing Nanyuan

夢湖香郡
Wuhan Menghu Garden

武漢新世界中心
Wuhan New World Centre

武漢K11藝術村
為讓喜歡藝術、卻沒有雄厚經濟支持的年輕藝術家能夠有一個展

示自己的平台，K11在武漢新世界常青花園開設K11藝術村（K11 

Art Village），向當地有熱情，有思想，有獨到觀念的年輕藝術家

免費提供15間，每間60至80平方米的藝術工作室，以及600平

方米的公共展覽空間。同時亦藉此藝術村的展覽及開放活動豐富

該區居民日常生活的內涵，培養他們的藝術素養，讓藝術成為

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外，部分工作室亦歡迎其他各地 K11 Artist 

Klub 會員申請使用，以作為K11跨城市藝術交流計劃的一部分。

武漢新世界中心 
武漢新世界中心為集團在武漢市核心地段最具代表性的項目，當

中包括百貨商場、五星級酒店、甲級寫字樓和豪華住宅，並曾獲

「中國房地產 TOP10研究組」評為「2006-2007 TOP10中國城市建築

新地標」。新世界中心寫字樓的租金標準及出租率在武漢市寫字

樓市場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出租率已達99%，受到企業租戶青

睞。為進一步實踐綠色建築理念，項目更斥資進行一系列節能環

保升級改造，並於2012年榮獲美國綠建築協會頒發的 LEED金獎

認證。

武漢K11新食藝
武漢K11新食藝是武漢K11一期的項目，

位於武漢新世界中心西側，以藝術 • 人

文 • 自然為建築設計主題，為市內最具風

格的特色美食中心，匯聚中餐、西餐、西

式速食、商務正餐等飲食業界全部主流餐

飲業態。以獨特文化風格的用餐環境為賣

點，打造引領江城飲食文化風尚，宣導全

方位感官享受的唯一餐飲集群中心。 

武漢新世界國貿大廈
項目分為高級百貨商場和出租的甲級寫

字樓兩部分，是華中地區經濟中心的標

誌。早於2004年便憑藉優越的地段及

硬體、配套，在全國性的評選中，榮獲

「中國十大新地標建築綜合體」殊榮，成

為華中地區唯一入選的項目。集團亦投

入巨資按國際甲級寫字樓標準為大廈進

行設備提升，於2012年榮獲由美國綠建

築協會頒發LEED金獎認證。

武漢K11新食藝
Wuhan K11 Gourmet Tower

武漢新世界國貿大廈一 / 二座
Wuhan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Trade Tower I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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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新世界酒店
New World Wuhan Hotel

武漢新世界酒店
武漢新世界酒店位於漢口繁

華中心商業區。 酒店與5A級

寫字樓、新世界百貨、K11

新食藝及酒店式管理豪華公

寓組成了武漢新世界中心。 

酒店距離武漢國際會展中心

僅數步之遙，距離武漢天河

機場只需30分鐘車程。酒店

擁有327間客房，配備健身

設施、室外游泳池、完善的

商務設施以及餐廳和酒廊， 

為賓客提供豐盛的美饌及各

國美酒。

武漢新世界百貨
漢口江漢區是武漢市的商業中心，建設大道是市

區內主幹道之一，周邊除此百貨外並無其他大型

百貨商場，因而成為附近多個高檔生活社區居

民、外資企業寫字樓職員及高級酒店顧客的首選

購物之地。

武漢新世界時尚廣場
位於武漢市最繁華地段 — 漢口百年老街江漢路

步行街，周邊商舖林立，人氣極旺，交通四通八

達，連接武漢三鎮各鬧市區，是理想的經商旺地。

武漢新世界時尚廣場
Wuhan New World Trendy Plaza

武漢化學工業區污水處理廠 
提供工業水、污水處理服務及相關

業務予武漢化學工業區內用戶。

港口及物流 
新創建集團透過合資公司中鐵聯合

國際集裝箱有限公司，於中國內地

發展及經營18個大型樞紐性鐵路集

裝箱中心站。營運中的武漢中心站

提供場站、班列及物流服務。

武漢化學工業區污水處理廠模擬圖
Wuhan Chemical Industry Park Water Treatment Plants renderings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武昌店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Wuchang Branch Store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橋口店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Qiaokou Branch Store

武漢集裝箱中心站
Wuhan Rail Container Terminal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武昌店
武昌店位於武漢市武昌洪山區珞瑜

路、珞獅北路交叉口，鄰近省政府、

區政府等黨政機關，地理位

置優越，交通便利。眾多高

新科技企業、高等院校在周

邊雲集，為消費群薈聚之處。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橋口店
橋口店位於橋口區解放大道航空路口，是城市中心交

匯處，也處於武漢最成熟的百貨商業圈，與五星級酒

店、高檔寫字樓及高檔公寓相鄰，交通便利，客流量

大，是理想的消費場所。

熱乾麵
Hot dry noodles

Great People
實力新世界

Qualit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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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的飲食文化 — 早點夜宵

武漢有「早嘗戶部巷，夜吃吉慶街」之說，可見當地人對早、夜二食極其重

視。武漢的早點種類繁多，並以四大早點最為聞名，依次是蔡林記的熱乾

麵、五芳齋的湯圓、四季美的湯包、老通城的豆皮。夜則是指吃「夜宵」。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空調還未普及，生活在三大火爐之一的武漢人，在晚飯

後有上街乘涼的習慣。有些人則在此時於街

邊開始販賣食物，比如涼麵、米粉、米飯、

雞蛋、涼菜、自己鹵好的牛肉、牛肚、牛

筋、肥腸、雞鴨等等。吉慶街的夜宵，除了

吃喝，更有吹拉彈唱的藝人們助興，遊人可

以喝酒，欣賞藝人表演，品嘗武漢各種特色

夜宵食物，如鴨脖子更是當地人十分喜愛的

特色美食之一。

武漢新世界百貨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武漢新世界百貨 — 徐東店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Xudong Branch Store

鴨脖子
Marinated duck neck

武漢新世界百貨 — 徐東店
徐東店是武漢市內武昌、漢口、洪山、青山的交通

咽喉要道。徐東路沿線酒店、商鋪、百貨、超市、

家電店、家居建材店等林立，是政府規劃的重要商

業副中心之一，消費潛力巨大。

遊人必到的武漢名勝 — 黃鶴樓

位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武昌蛇山上的黃鶴樓是江南四大名樓之

一，中國國家旅遊勝地40佳之一，曾被中國歷代許多著名詩人

吟詩頌讚，享有「天下絕景」的盛譽。

黃鶴樓共五層，高50.4米。始建於三國時代吳黃武二年（西元

223年），歷代屢修屢毀，現時的建築是於1985年重修的。

黃鶴樓原址在湖北省武昌蛇山黃鶴磯頭，由於兵火頻繁，僅在明

清兩代，就被毀七次，重建和維修了10次。最後一座建於同治

七年（1868年），毀於光緒10年（1884年）。現在遺址上只剩下清代黃鶴樓毀滅後唯一遺留下

來的一個黃鶴樓銅鑄樓頂。

1981年10月，武漢市政府決定根據歷史資料重建黃鶴樓，在距舊址約1,000米左右的蛇山

峰嶺上重建新的黃鶴樓，並於1985年6月落成，時至今日，黃鶴樓已成為武漢市的標誌性

建築以及遊人到訪武漢必到的著名景點。

黃鶴樓
Yellow Crane Tower

The Group extended its reach to Wuhan in early 1990s in light of its prime strategic location and abundant resources. 
While it worked with the local government in variou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the Group officially entered the market by 
establishing high-end department stores. In 2003, the Group already boasted a strong portfolio of residential projects, 
hotels, malls and offices, and started to build eco-cities in 2011.

Residential Projects

• Wuhan Guanggu New World Centre: featuring two buildings with LEED Gold certification
• Wuhan Menghu Garden: a villa community with a unique herb garden
• Wuhan Changqing Nanyuan: a low-carbon community 
• Wuhan Changqing Garden: a large-scale community that offers better living

K11 Art Village

The K11 Art Village offers free studios for young artists and exhibition venues to bring art closer to local people. 

Commercial Projects

• Wuhan New World Centre: landmark with LEED Gold certification
• Wuhan K11 Gourmet Tower: international cuisines in a unique setting
• Wuhan New World International Trade Tower: high-end department store and offices with LEED Gold certification

Hotel

• New World Wuhan Hotel: comprehensive facilities at prime location

Water Services, Ports and Logistics

• Wuhan Chemical Industry Park Water Treatment Plants
• Wuhan Rail Container Terminal operated by NWS Holdings

Department Stores

•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top shopping destination
• Wuhan New World Trendy Plaza: a highly accessible shopping paradise
•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Wuchang Branch Store: unparalleled location with high traffic
•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Qiaokou Branch Store: the heart of key business district
•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Xudong Branch Store: capturing the huge potential of new city centre
•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Hanyang Branch Store: popular shopping destination with ideal location

Eating in Wuhan

Visitors will find it hard to resist the many tantalising choices for breakfast and night snack in Wuhan as local people know 
how to start and conclude a day with some delicious dishes, for example, hot dry noodles and marinated duck neck.

Tourist Attraction – Yellow Crane Tower

As the most iconic landmark of Wuhan, the Yellow Crane Tower was originally built in AD223 and destroyed later. The 
existing one was rebuilt in 1985.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漢陽店
Wuhan New World Department Store – Hanyang Branch Store

武漢新世界百貨 — 漢陽店
漢陽店位於漢陽區的核心地帶－鍾家村商圈，地理位置優越，交通十分便利。

此店周邊住宅及商廈雲集，面對閩東國際、背靠都市蘭亭、斜倚漢商銀座，為

區內熱門的購物之地。

Wuhan



有朋友在閒聊時抱怨，假日到各大小商場逛街購物，面對的消費選擇及
模式品種都分別不大，有時寧願呆在家中，落得逍遙自在。然而，大家
有沒有想過，在逛商場消磨時間、滿足購物慾的同時，商場內會突然有
人在你身旁高歌一曲、或者彈一下結他，為你帶來不一樣的聽覺享受，
亦可讓你彷如置身藝術墟市，細聽專人講解不同藝術家和其作品，提升
個人對藝術和美感的體會。

說的正是全球首個結合藝術和購物的K11購物藝術館，為顧客和遊人帶
來「品味文化時尚之旅」。

文化品味新體驗

K11星級服務

獨有K11藝術導賞團
K11一班具專業知識、充滿熱誠的前線同事，化身成為K11導賞員「K11 Art Mall 

Curator」，提供更具個性化、更高層次的購物體驗，透過藝術設計及文化的陶

冶，為繁忙都市生活帶來一股清泉。

包括你在內的任何一位顧客來到K11，都可隨時隨地到禮賓部報名參加K11獨有的

藝術導賞團遊走K11。旅程期間， Curator會向大家介紹商場內設置的藝術品，並配

合該期之主題展覽作出相應介紹，希望顧客能從中接觸及親身體驗藝術設計，進

一步提升文化生活層次。除此以外，Curator更會與顧客分享及推介館內各商戶最

新最具品味的產品資訊，讓大家可以於館中盡享時尚購物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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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1 Art Mall Curators
Art and Tastewith

Embark on a Journey of

豪華轎車盡享舒適購物旅程
K11一直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尊尚的服務，周末及假日期

間只需於館內消費滿特定金額，即可尊享由專業司機接

載的豪華轎車服務，直達香港、九龍、新界任何一處，

甚或遠至深圳各口岸，讓顧客的購物旅程更加舒適。

Committed to offering a refreshing and unconventional shopping 
experience, K11 delights visitors with the unique “K11 Art Mall Curator” 
that focuses on personalised services and an inspiring art journey. 

Visitors can sign up at the concierge and join the guided tour led by a 
curator who will introduce the exhibition staged in the mall and other 
artwork displayed. They will also get the latest updates of tenants to 
enjoy a stylish shopping spree.

Curators wearing a badge showing the image of a famous artist will 
introduce the background, works and achievements of such artist in an 
interactive and informative way. Various workshops will also be held to 
share the joy of creating art.

The multi-talented curators will also surprise visitors with various 
musical and talent performances during weekends and holidays, 
immersing them in the unique theatrical experience.

Klub 11 members spending a designated amount in the mall can enjoy 
complimentary porter service and have their purchases delivered to 
their hotel rooms in Tsim Sha Tsui.
 
To enrich the privileged shopping experience further, customers 
spending a designated amount during weekends or holidays can also 
enjoy complimentary limousine service to any part of the city.

精選著名藝術家介紹
為加強K11的藝術文化體驗，館中每位

Curator都會佩戴印有不同著名藝術家模樣

的襟章，他們會向每一位客人深入介紹該藝

術家的背景、作品及成就，使顧客在購物過

程中，亦能夠融入文化藝術之旅。Curator亦

會與顧客一同參與館內舉行的各類工作坊，

分享創作的樂趣及設計文化的最新資訊。

化身演藝人員送上驚喜
為增加與顧客的交流，及帶動整個商場的歡樂氣氛讓大

家流連忘返，一班 Curator會於周末及假日期間不時為大

家送上驚喜，隨時化身成演藝人員進行不同音樂才藝表

演，盡顯他們的多才多藝之餘，更務求讓每一位來到K11

的來賓都獲得非一般的劇院式體驗，度過愉快難忘的時

刻。例如利用小結他（Ukulele）彈奏一曲為你帶來夏威夷

的祝福和問候。

免費購物提送尊貴體驗
為讓尊貴會員進一步感受K11貼心及

高質素的服務，Klub 11會員凡於館內

消費滿指定金額，即可免費享用尖沙

咀區內任何一間酒店之購物提送服務

（Porter Service），並直接將貨品送抵

房間，讓會員盡享尊貴非凡的星級購

物禮遇。

19



20

飛躍
SpringboardNew World

新世界

踏上「飛躍新世界」

保育之旅
繽紛多樣的保育活動

「飛躍新世界」學員繼早前出席於香港科學園舉辦之迎新會後，於 2013 年 4 月 6 日

在一行 78 名師友陪同下，到海洋公園遊玩，寓學習於遊樂。活動不但增加了學

員對動物保育的知識，更大大增進了學員與師友間的情誼。

當日活動內容豐富，學員於早上時段先分班參加富教育意義的保育課程，包括

「海洋小精英」、「保育大使」、「海豚浪接浪」、「小海豹日記」及「竹林奇遇」，由

香港海洋公園學院導師介紹各種動物的特性，再傳授保育的知識及理念。當中學

員更獲難得機會跟動物作近距離接觸，如聆聽海豚歌唱、餵飼海獅及觸摸海星

等，窺探生物的奧秘。

師友、學員把臂同遊
師友當天亦陪伴學員「上山下海」，參與各項精彩活動，包括一起遊覽「南極奇

觀」企鵝館、雪狐居，並到「北極之旅」探訪海獅、海豹、海象等極地動物，大開

眼界，亦認識牠們的生活習性和品種。此外，師友跟學員在海洋劇場大快朵頣，

進行午飯聚餐，並分享保育課程中的得著，加深雙方的認識。他們隨後更一起欣

賞海豚及海獅的精彩表演，其中部分學員更獲邀在表演中與海豚及海獅作近距離

交流互動，大家在歡笑聲中渡過了愉快而難忘的周末。

當日參與學員人數眾多，而海洋公園的場地偌大，活動的流程較為繁複，全賴各

師友義工幫忙照顧學員。師友們看顧學員忙得不可開交，但仍耐心地以慈愛的笑

容照顧學員，彼此時而像兄弟姊妹，時而像父女母子般交往，處處洋溢著親情的

幸福味道。不少師友及學員亦玩作一團，逗得學員哈哈大笑，為大家締造了甜美

的回憶。

超過 200 名學員及師友結伴暢遊海洋公園，場面開心熱閙

Over 200 mentees and mentors enjoy a great day in the Ocean Park

學員、師友跳出泳池、籃球場

「飛躍新世界」可持續發展社區計劃為缺乏
資源的學員提供專業運動培訓，同時亦著重
他們的德育發展、人際關係技巧，以及擴闊
他們的視野。新世界集團為此特意為學員度
身訂造遊學參觀活動，海洋公園保育之旅便
是其中一項。學員在師友的陪同下暢遊海洋
公園，更參與了香港海洋公園學院的保育課
堂，不但增進他們對動物保育的知識，更大
大增進了學員與師友間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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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Morality

美 Social skills

智Academics

Aesthetics

培育學員的「德」、「智」、「體」、「群」、「美」，

是「飛躍新世界」計劃的終極目標

學員 ─ 周余　10歲
「海豚聰明而善良，是人類的好朋友。

剛才第一次觸摸海豚，

我真的感到很興奮！我

摸了摸它的肚部位置，

沒有想像中那麼滑，很

有趣。我亦明白到要細

心保護海豚，因為牠們

需要潔淨的水源才能生

存，人類發展會污染海

洋，影響海豚棲息。」

學員 ─ 譚凱婷　9歲
「大熊貓需要在寧靜的環境下生活 , 並且

要有充足的竹林空間生活和覓食。而因

為社會發展，人類大量砍伐樹木及開墾

土地耕作，導致大熊貓生活地區減少，

影響了牠們活動和覓食，希望大眾可以

保 護 牠 們 的

棲 息 地， 減

少破壞。」

師友義工 ─ 陶國威（新世界發展） 
「師友計劃有助小孩的德育發展，今次的參觀活動讓來

自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小朋友學習互相了解及包

容，師友亦可在適當時候作出指導，讓他們明白平等和

尊重的重要性。小朋友在參觀及上動物學堂後，更可

了解尊重人的同時亦要尊重動物和大自然。學習保護環

境、珍惜天然資源是培育小孩德育發展的重要一環。」

學員 ─ 蔡展鴻　8歲
「今天的參觀活動讓我學會要愛

護環境、愛惜資源和關心社會。

好開心可以到海洋公園，我認識

到更多朋友，又可以接觸多些新

事物。將來長大後我也想做義工

幫助其他小朋友。」

師友義工 ─ 譚雪貞（K11）
「現在很多小朋友均於一孩家庭中成長，群體相處的經驗較少， 體活

動可為他們日後待人接物的技巧打好基礎。今天活動最深刻的是與小

朋友一同午膳並欣賞海洋劇場。從中可與小朋友閒談更多，了解他們

更多。我亦可從他們欣賞海獅、海豚表演時的即時反應，看到他們真

摯的笑容。」

學員 ─ 鄧富嵐　10歲
「在海洋劇場，我第一次近距離與海獅

接觸。海獅身形龐大，初時我也有一點

緊張。但走近之後，看到牠胖胖的身軀

十分可愛，我還對牠發出指令，指揮牠

做出不同動作，我覺得好開心。」

 

學員 ─ 賴潔茵　11歲
「假若可以與熊貓一同居住，我相信會

相處得十分融洽，我也會用心照顧牠

們。如果能夠跟熊貓玩遊戲，我會和牠

們玩『猜包剪揼』，可惜熊貓可能不懂得

出「剪」，那我會遷就牠們，希望友誼

第一，保持和諧關係。熊貓愛睡，我也

可與牠們比賽鬥快睡

覺。雖然熊貓應該會

勝出，但能夠與牠們

玩，我已經很滿足！」

「飛躍新世界」以激勵缺乏資源的青少

年、改善社會流動為目標，初期以游泳

及籃球為主，為合資格的基層青少年提

供為期最少五年的免費專業運動培訓，

從運動中讓他們發揮潛能，栽培他們成

為將來積極貢獻社會的新動力，並期望

學員透過計劃，學習以正面及堅定的態

度迎接人生挑戰。

體 Sports

陶國威（右）與他的學員
Mentor Kelvin To (right) and his mentee

周余（右）來自香港社區

組織協會
Chow Yu (right) from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sation

譚雪貞（左）與她的學員
Philomena Tam (left) and her mentee

「新世界飛魚計劃」學員蔡展鴻（中）
Choi Jin Hung (middle), from New 
World Swimming Academy

「新世界籃球飛躍計劃」學員賴潔茵
Lai Kit-yan, participant of New World 
Basketball League

群

師友義工 ─ 鄺嘉豪（新世界發展）
「師友計劃是個軟硬兼備的計劃，除了為學員策劃運

動訓練，亦安排師友貼心陪伴他們成長。我也期望把

自己的所知所識與小朋友分享，希望在他們的成長歷

程中帶來正面影響。今天來海洋公園的心情跟平時很

不一樣，不單純是遊玩，更有責任看顧學員。其中一

位學員於活動中顯得較為被動，我也嘗試鼓勵他盡情

投入，後來我們更玩作一團，我覺得很有滿足感。」

鄧富嵐近距離與海獅接觸
Tang Fu-lam gets close to the sea lion

鄺嘉豪（左二）與他的全組學員
Mentor Kelvin Kwong (second from left) and his group

譚凱婷（左）希望大家可以保護環境
Tam Hoi-ting (left) hopes everyone 
can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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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ees and mentors of the “New World Springboard” Mentorship Programme set out 
to a conservation guided tour organised by Ocean Park Academy on 6 April 2013. The 

tour not only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nature, but also brought them closer 
to each other. 

After meeting the dolphins, baby seals and pandas, they visited the cute penguins, 
seals  and arctic foxes to gain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The 
inspiring day also allowed mentors and mentee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better, 
creating endless wonderful memories for everyone. 

學員及師友拍照亦不忘盡顯活力充沛的一面
The group shows their energetic side

學員參觀海洋奇觀水族館，讚歎之聲此起彼落
The mentees are amazed by the underwater world

能在保育課堂中觸摸海星，

學員表現格外踴躍
The mentees are excited to 

touch the starfish

學員十分投入參與活動，

露出精靈鬼馬的笑容

A great day filled with fun and laughter 

部分學員在海洋劇場表演中被邀與 
動物近距離接觸，興奮不已

Some mentees have an up-close animal 
encounter at the Ocean Theatre

學員與師友同遊「冰極天地」，

探訪企鵝、海豹及雪狐
Meeting penguins, seals and arctic 
foxes at the Polar Adventure 

師友與學員打成一片
A mentor is adored 

by his mentees

活動中師友跟學員加深了解， 
成為學員的良師益友

Mentors become get to know more 
about their mentees after the tour

飛躍
SpringboardNew World

新世界

Organises Conservation
         Guided Tour

“New World Springboard”
Mentorship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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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Chan, mother of Au Chiu-yong

“I am touched to see my girl to go through such a transformation that 
she overcomes the fear of water and becomes more sociable.”
 
Lo Wood-ming, Coach, Hong Kong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

 “Chiu-yong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with the help of some games. I feel 
great to support children from low-income families to have an all-round 
development.”

Sze Lai-shan, Community Organiser, Society 
for Community Organisation

“Chiu-yong treasures every opportunity to learn and now enjoys 
swimming very much. I hope that under-resourced children can unleash 
their potential through this project.”

釗熔的教練
香港業餘游泳總會   盧活明教練
 「釗熔你初期參加游泳班時，跟其他小朋友一樣很怕水，加

上你又不愛說話，在學習初期比較難掌握基本技術。我們改

用遊戲方式，將物件掉入泳池中，讓你跟其他小朋友鬥快

潛水取回，你愈來愈投入游泳的樂趣了。後來你更進步

神速，所以你在下學期毫無疑問可以晉升高班了。

這群來自缺乏資源家庭的小孩子比較團結，懂得珍

惜機會，練習的決心和熱誠都較一般學生大。我有

幸參與此計劃，看到小朋友們默默地努力，雖然

我付出較多時間與精神，但實在欣慰。我明白在

香港，學校一般較重視書本上的知識而忽略了運

動，其實在學習的同時，也需要強壯的體魄來應

付功課，因此運動除可增強他們的體質外，對小

孩全面發展都有幫助。」

我眼中的
飛魚計劃

in Their Eyes…
Academy

Swimming

家長的獨白
區釗熔母親   陳女士

「釗熔，你從小膽子就非常細，就算肚餓也不會找東西吃，又十分怕水，

怎料在參加了『新世界飛魚計劃』後，只是短短數月時間，已經由完全

不諳游泳及怕水，轉變成風雨不改也要準時出席游泳訓練的『小飛魚』。

起初，見到你每次落水也嚇得發抖，兩隻手拼命的抓住泳池旁邊，上堂

前總找藉口放棄。幸好，遇到盧教練的執著與熱忱，奉上無限愛心與鼓

勵，讓你克服對水的恐懼，還完成了初、中班訓練；現在見到你與班上

的小朋友互相照顧，性格也較開朗。你知道嗎？現在你

每次練習完畢回到家中，便嚷著肚餓要找東西吃；

到訓練日時更會主動換好泳裝，在家中等待出

發，即使下雨也照常練習。看到你這麼大的轉

變，我真的很感動，亦非常感激教練的付

出及贊助這計劃的新世界集團！」

快升上游泳高班

的「小飛魚」區釗熔
The little swimmer 
(Au Chiu-yong) will join 
the advanced course soon

釗熔與她的教練盧活明
Chiu-yong and her coach Lo Wood-ming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社區組織幹事   施麗珊 

「印象中的區釗熔一向較文靜，也很守規

矩，並懂得珍惜學習的機會，自從她參

加『新世界飛魚計劃』學習游泳後，對游

泳運動興趣越來越濃厚，而且從不缺席，

臉上的笑容多了，人也變得開朗起來。

社區中心裡的小朋友對『飛魚計劃』都非常踴躍參與，

我們在揀選小朋友時，首先考慮家庭經濟或資源有困

難的小朋友，希望他們能透過這計劃發展潛能及幫助

鍛鍊身體，發展其個人興趣。」

「新世界飛魚計劃」自去年成立以來，獲得不少正面的
評價。今期《新語》特別找來其中一名「小飛魚」區釗熔
的母親、社工代表及「新世界飛魚計劃」教練，談談釗
熔參加計劃後的轉變，並說出他們眼中的「飛魚計劃」。



「飛躍新世界」可持續發展社區計劃下的「新世界籃球飛

躍計劃」，於 2013 年 4 月 27 日在九龍灣室內運動場舉辦

了「五區籃球飛躍比賽」。一批正接受「新世界籃球飛躍

計劃」訓練的小學員，經過四個月的籃球刻苦訓練後，

有機會踏上比賽舞台，將學到的籃球技術盡情發揮。

賽事分男、女子組別，分別來自東涌、觀塘、天水圍、

深水埗及葵青五區的小健兒在籃球場上施展渾身解數，

場外的啦啦隊員搖旗吶喊，落力為各區打氣，開心興奮

的呼叫聲洋溢整個場館，好不熱鬧。是次比賽旨在讓學

員們培養堅毅不屈的精神，明白輸贏並不是比賽的最終

目標，大家盡全力發揮體育精神，才是比賽的真締。

The “New World Basketball League” organised the 
Basketball Games on April 27 2013 where agile players 
from Tung Chung, Kwun Tong, Tin Shui Wai, Sham Shui 
Po and Kwai Tsing showed their skills after the four-
month training and demonstrated true sportsmanship.

Basketball Games 
Manifest Sportsmanship

最佳啦啦隊
深水區

最有價值
球員

男子組 女子組

冠軍

觀塘區

亞軍

葵青區

季軍

天水圍區

冠軍

觀塘區

亞軍

天水圍區

季軍

東涌區

男球員

蘇俊霖（觀塘區）

女球員

黃婉婷（觀塘區）

五區籃球飛躍比賽圓滿結束，小學員與導師及集團管理層大合照
Players, coaches and Group management celebrate the successful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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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
SpringboardNew World

新世界

全面展現體育精神
五區籃球飛躍比賽



小學員認真的態度可媲美

NBA 職業籃球賽的健兒
Young players give their best

啦啦隊落力地為自己隊友打氣
The enthusiastic cheering teams 

新世界集團執行董事兼

聯席總經理陳觀展施展

渾身解數，與小學員 
大玩投籃競技遊戲

Gary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tests his skills

女子組巾幗不讓鬚眉，個個化身籃球健將
Girls are great players too

Manifest Sportsmanship

教練指導學員比賽策略
Coaches instruct students on 
the competition strategy

各學員當日享受比賽和

競技遊戲，各人盡興而回
Everybody has fun

Basketball Dream Comes True
Inspired by the encounter with Jerry Lin, seven-year-old Marcus was 
determined to be a basketball player and has now realised his dream.

籃球續夢篇

在去年 8 月「飛躍新世界」計劃的啟動禮上，一名七歲

小男生 Marcus 被邀上台與 NBA 巨星林書豪玩遊戲後，

深深被偶像的籃球造詣和傑出成就所吸引。活動當日，

Marcus 更得到集團執行董事紀文鳳的鼓勵，努力朝著夢

想勇往直前。經過數月苦練，Marcus 成功入選學校的籃

球隊，及後更親自撰寫電郵給紀文鳳道謝，亦分享他對

籃球的熱誠。Marcus 揚言會跟隨偶像的步伐，努力為實

現自己的夢想而奮鬥。

Marcus 已成為了學校籃球隊隊員
Marcus is now a member of the 
school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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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tainability
持續
Corporate

新發展

「助學獻愛心捐贈計劃」
收集學習物資幫助基層學童
新世界百貨於2013年3月舉行了全線可持續發展活動「助學

獻愛心捐贈計劃」，獲得顧客熱烈的響應，成功收集約二萬

件學習物資，如書籍、文具、筆記本、電腦和棋類，其中

東南區更籌得人民幣近35,000元捐款。收集到的物資已轉

贈相關的慈善機構或學校，再送到有需要的學童手中。

“Care for School Children” Campaign
Collects School Supplies to Help Under-resourced School Children
NWDS completed its nationwide sustainability activity “Care for School Children” donation campaign in March 2013 with flying 
colours. With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customers, the campaign successfully collected approximately 20,000 pieces of school 
supplies such as books, stationeries, notebooks, computers and chesses while donations totalling approximately RMB35,000 
were raised by stores in South Eastern China Region. Materials collected were donated to relevant charitable organisations and 
schools for further distribution to school children in need. 

新世界集團藉婦女節向女同事表達關愛
新世界集團連續兩年支持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所舉辦的「『棗』日

傳情ChariTea慈善計劃」，於今年婦女節向同事送贈紅棗茶包及

「關懷女性的小錦囊」，傳遞關愛。集團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陳

觀展更特意舉辦女同事午間茶聚，讓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中小休片

刻，為她們打打氣。

The Group Shows Appreciation to Female 
Colleagues
Supporting the “ChariTea” programme organised by HKYWCA for the second 
year, the Group distributed red dates tea bags and “Caring Tips for Women”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Female colleagues also enjoyed a relaxing tea 
gathering with Gary Chen,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the 
Group, and took a short break from their busy lives.

「愛心新世界」義工會推動集團的關愛文化
2013 年 3 月，「愛心新世界」義工會參加由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所舉辦的《香港人  香

港心》義工大使行動。義工們親手編制了 50 隻手工蝦，並送贈予「飛躍新世界」學員，給他們送上關

心和溫暖。

另集團宣布員工可於一個年度（即1月1日至12月

31日）運用最多六小時辦公時間做義工，鼓勵員工

積極參與慈善活動。 

“Love • New World" Volunteers Club 
Manifests Caring Culture
In support of the “Hong Kong Citizen-Hong Kong Heart” 
Volunteer Ambassador Programme held by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n Promotion of Volunteer Service under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the “Love • New World" Volunteers Club 
extended love and warmth to members of the New World Springboard programme with 50 hand-woven shrimps.

The Group encourages its staff to contribute to the community by allowing its staff to spend up to six working hours per year 
on volunteer work.

新世界集團積極支持環保
2013年3月23日，集團再度全力支持「地球一小時2013」行動，

在香港及中國內地旗下共百個辦公室、商場及百貨公司等商業項

目，於晚上八時半至九時半關掉不必要的照明設備一小時，彰顯

集團對愛護地球的承擔。

同月24日，集團贊助員工及其親友組隊參加「環保觸覺慈善步行

籌款」，讓同事在享受生態遊的同時，亦為綠色生活作出貢獻。

活動途經鶴藪水塘及沙羅洞等著名生態景點，而終點為蝴蝶聚居

地大埔鳳園。

New World Group Protects Environment
The Group switched off unnecessary lighting systems of its offices, shopping 
malls and department store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on 23 March 
2013 for one hour to support the Earth Hour 2013.

Actively promoting green living, the Group sponsored its staff and their families 
to join the Green Sense Walkathon 2013 on 24 March. Participants walked pass 
Hok Tau Reservoir and ended the trip at Fung Yuen Butterfly Reserve.

廣州新世界義工隊投入社區服務
2013年3月，廣州新世界義工隊陪同東方新世界和東逸花園96名獨居老人前往白雲湖公園旅遊，渡過

了愉快的一天。同月，義工隊為廣粵尊府居民聯合第十二人民醫院提供義診服務。

Community Services by NWCL Guangzhou Volunteer Team
In March 2013, volunteers of NWCL Guangzhou spent a wonderful day with 96 senior residents living alone in New World 
Oriental Garden and Dong Yi Garden at Baiyun Lake Park. They also joined hands with the Guangzhou No.12 People’s Hospital 
to provide free consultation service to the residents of Canton Mansion.

新創建集團啟動北區長者
服務計劃
新創建集團為慶祝掛牌上市10周年，於

2013年2月23日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合辦「創建社區關懷日2013」，逾百名義

工走訪北區，探訪近200名區內長者，

同時為雙方合辦的「創建耆樂」長期計劃

揭開序幕。

NWS Holdings Kicks off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me
Celebrating its 10th listing anniversary, NWS Holdings held the NWS Caring Day together with HKYWCA on 23 February 2013 
and visited around 200 seniors living in the North District, kicking off its long-term elderly services programme “Joyful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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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oe Leung from Customer Services of NWT is known for her motorbike and loving spirit. Believing 
that action is better than words, she has been an active volunteer in various projects organised 
by “Love • New World Volunteers Club”, “Green New World Volunteers” and “NWS Volunteer 
Alliance”. 

This loving biker regards volunteer 
work as a way of living a meaningful 
and fulfilling life. Proud of what she 
is doing, and having recently joined 
“New World Springboard” Mentorship 
Programme, Zoe is determined to 
brighten up more lives and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

Zoe 曾經帶同寵物鸚鵡做義工，逗得

服務對象樂也融融
Zoe’s pet parrot cheers up many people  

把義工活動看成朋友聚會，令 Zoe（後排右一）更享受服務過程
Zoe (first from right, back row) regards service recipients as friends

跟缺乏資源家庭的青少年一起踏單車，

Zoe（右一）沿路跟他們交流心得
Zoe (first from right) and under-resourced 
youngsters take a joyful ride

Zoe（左一）與「飛躍新世界」師友計劃

的小朋友在海洋公園歡聚

Zoe (first from left) with her mentees of 
“New World Springboard” Mentorship 

Programme in Ocean Park

Zoe （左）在匡智環保農莊的農夫指導

下，與學員一起進行有機耕作
Zoe (left) at the Hong Chi Farmstead

Zoe （左二）出席集團

於「2012/2013 秋冬上

環假日行人坊」中

擺放的遊戲攤位，

小朋友的活力讓 Zoe
感覺年輕了
Zoe (second from left) 
meets energetic kids 
at the “2012/2013 Fall/
Winter Sheung Wan 
Promenade”

視騎電單車為生活享受的她，認為

做義工也是她感受生活的一種方

式。每當「愛心新世界義工會」、

「綠色新世界義工隊」、「新創建愛心聯盟」舉辦活動，大家見到有電單

車駛來時，便知道是她，說的是任職新世界電訊客戶服務部的梁智恩

（Zoe）。「從加入新世界集團開始，我便開展了義工生涯，認識了志同

道合的義工好友，每次義工服務都如同朋友聚會。」

身為客戶服務主任，Zoe 深深體會助人為快樂之本，而義工活動更給予她工

作以外的成功感。「電話上的溝通跟面對面的接觸是兩碼子的事，人與人之

間的溝通並不建基於話語，一個簡單的笑容、輕輕扶一扶對方，已能讓對方

感受到關心，行為有時比話語更能表達情感。」做義工無疑是一種付出，但

Zoe 有另一番見解：「做義工讓我生活過得更充實，更加善用時間。」

Zoe 憶起一次探訪獨居老伯的難忘經歷：「當伯伯提到已去世的老伴時，不禁

眼泛淚光，充滿傷感。幸福不是必然的，我們只能努力為未來籌謀，但見到

的只是當刻的光景，將來有太多難以預計的事情了。」正因如此，Zoe 更熱愛

生命，享受生活的每分每秒，同時把關愛帶給更多有需要的人。

「當上義工，不應該看成是一件刻意的差事，反而是我盡自己能力，隨心活

出燦爛人生的一種方式。」Zoe 為義工身份感到自豪，最近還加入「飛躍新世

界」師友計劃。但願這位女鐵騎士保持這份享受義工工作的心情，把快樂和

愛帶給更多受助者。更重要的是，她同時亦樂在其中。

Zoe（首排右五）

早前到澳門帶領當地

單親家庭參觀澳門水廠

Zoe (fifth from right, front 
row)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visit the facilities 
of Macao Water

Volunteering
A Way of Enjoying Life

義行日記

做義工 ─

的方式

「轟隆轟隆……」電單車在面
前停下，一名女車手徐徐脫
下頭盔，露出友善的笑容。

一種享受生活

做義工和騎電單車，

都是 Zoe 享受生活的方法
Zoe enjoys both volunteering 
and motorcyc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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廚餘

廚餘從字面上看來很自然聯想到來自
廚房裡的食物垃圾，但其實超級市場
的過期蔬果、自助餐或飲宴中煮好但
未經客人享用的食物、餅店賣剩的
蛋糕等等都是廚餘。就如部分來自農
務、園藝或畜牧業的廢棄物，廚餘也
是有機廢物的一種。

香港每日丟棄約

3,500噸 
廚餘

相等於超過 

150輛

雙層巴士的重量

廚餘佔香港都市 
固體廢物超過四成，

對堆填區構成沉重壓力。

全港 

87﹪
的人每周浪費在廚餘
上的金額近

香港每日丟棄約3,500噸廚餘1，相等於超過150輛雙層巴士
的重量。廚餘佔香港都市固體廢物超過四成，對堆填區構
成沉重的壓力。七成廚餘來自家居，三成來自工商業 2，而
來自工商業的廚餘更於過去10年間增加了2.5倍。

浪費食物不但帶來垃圾處理的問題，更會帶來經濟上的損
失。根據一項調查 3，按港人每星期平均花費港幣150元
於午餐上計算，全港87%的人每周浪費在廚餘上的金額接
近港幣1.38億元，足以助養282萬個貧困地區的小孩子。
同時，政府每日要從納稅人的錢包掏出港幣240萬元處理
廚餘，一年也就花去了港幣8.7億元，足夠給全港50萬名
長者出「生果金」雙糧。

足夠給全港50萬名 

長者出「生果金」雙糧

七成廚餘

來自家居

三成廚餘來自

工商業

政府一年就花去了

870,000,000
處理廚餘

HK$

HK$138,000,000



Food waste includes organic waste from kitchens and various sources. The 3,500 tons of food waste produced in 
Hong Kong every day not only burdens the landfills, but also causes huge economic loss.

Committed to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dvocated by the Group, HML has implemented a holistic food waste man-
agement system that focuses on procurement, storage, menu design, staff training and food waste processing. It 
also joins hands with Food Angel and Giving Love to share the unconsumed food with those in need.

Meanwhile, K11 contributes to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collecting food waste produced by its tenants as well 
as restaurants nearby and turning it into fish feed. Discovery Park – Shopping Centre also runs a pilot project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food waste collection.

In fact, everyone in the Group can help reduce food waste by ordering the right portion, keeping the leftover, stor-
ing food properly or preparing healthy lunchboxes. 

K11每日收集商場內及區內周邊食肆所產生的廚餘
K11 collects food waste produced by restaurants in and 
near the mall daily

 資料來源 Source:

1
 環境保護署網頁：

 Official websit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epartment: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b_solutions/owt_food.html
2
 地球之友網頁：

 Official website of Friends of the Earth:
 http://foodwaste.foe.org.hk/html/chi/c_cause_remain_food.php 
3 綠領行動（前稱為綠色學生聯會 )：
 Official website of Greeners Action (formerly known as Green Student Council): 
 http://www.gsc.org.hk/gsc/public/foodwaste/20070314/20070314_FW_complaintletter.pdf

K11不但中央收集商場內食肆產生的廚餘，更提供收集服務予區內周邊食
肆，為締造一個可持續發展社區盡一點力。所收集的廚餘亦會轉化為魚
糧，減輕對堆填區的負荷。愉景新城－購物商場亦正進行收集廚餘試驗
計劃，為將來翻新工程後收集廚餘的可行性作出研究。

身為新世界集團的一份子，我們在日常生活習慣中只要作出適量微調，
便可支持集團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並且為香港寶貴堆填區資源「減壓」。
• 吃剩食物代表「有體面」是過時的想法，宴客時不要點過量的菜；
• 自備食物盒，打包剩餘食物；
• 在快餐店用膳時，有需要時叫餐廳「少飯」；
• 在家用餐時，買適當份量的食材，煮適當份量的飯菜；
• 不要因減價而大量購買食物，妥善儲存及留意食物的有效日期；
• 如屋苑有收集廚餘，應積極參加及鼓勵鄰居參加；
• 為在學子女提供更健康及更環保的「愛心午餐」。

採購
盡量利用「及時採購」模式，以減低囤積 

食材至過期而需要棄置。

Food Waste

食物儲存
盡量採取「先入先出」原則，
減低食材過期機會。

菜單
提供六道主菜菜單 

給宴會主人選擇，
以减低廚餘產生。

員工培訓
員工會主動提醒客人可能點了過量食
物，用膳後員工會主動詢問客人是否

需要取走剩餘食物。

處理廚餘
安裝了廚餘機，將「不可避免的廚餘」（如菜頭菜尾）
轉化為堆肥，經承辦商分發給有需要的組織。 

至於尚可食用的食物（如自助餐或飲宴未獲派出的食物），
會與「惜食堂」及「Giving Love」合作，將食物分派到有需要的機構如老人院。

會展管理公司同事將廚餘放進廚餘機
HML processes food waste with  

the food waste processor

環保小百科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不少雜誌和書刊都會印
有FSC和Soy Ink的標誌，其實它們是一些環
保認證。

FSC全名為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監督委員會），其目的
是透過獨立的認證制度，使森林資源能得到更有效的管理，達至可
持續發展。FSC認證產品基於10項原則，主要針對環境保育及保障
開採當地森林周邊社區利益。FSC認證亦保障材料可追溯性，使消
費者可放心使用來自根據可持續發展原則管理之森林之產品。PEFC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則是另一個
森林認證組識。

大豆油墨（Soy ink）是以大豆油為材料所製成的工業印刷油墨。相比
於傳統以石油為材料的油墨，大豆油墨被認為較為環保，因為不會
耗用石油資源及在印刷過程中，不會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空氣
污染源主要成份）。

The certifications of FSC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and PEFC (Progra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 ensure effective an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forests.  Soy ink made from soy bean oil is considered more 
eco-friendly as it does not emit air pollutants (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

新世界集團一向身體力行，落實 
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於旗下的
管理公司及商場積極實行廚餘管理
措施。集團旗下會展管理公司從採
購至處理廚餘都花盡心思去減少廚
餘產生及對堆填區的影響：

HK$138,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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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年 3 月 15 日，應萬科之邀請，由新世界集團執行

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及陳觀展，率領集團工程項

目管理層和新世界中國地產區域總監及見習行政人員

一行 40 多人的團隊，到東莞及深圳參觀萬科建築研究

中心和總部，藉此促進雙方的了解和交流。

萬科集團郁亮總裁、副總裁張旭及執行董事闕東武等

高級管理人員，向新世界發展考察團介紹創新綠色節

能科技，使用可再生的建築物料，將建築項目揉合了

科研成果和自然設計的概念，以及標準化設計控制生

產成本和提升產品品質。

作為中國內地房地產開發的龍頭企業，萬科從建築設

計、選地、建造到營銷手法，都針對客人的需要而釐

定方案，提供多元化的家居配套，迎合不同客戶要

求，與現時新世界集團提出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一

致。是次參觀更啟發了「可持續發展」及「以人為本」理

念的可行性，新世界考察團的同事對此獲益良多，雙

方探討了加強合作發展的可行性和計劃，有助日後拓

展商機及業務。

2013年1月初，新世界發展與萬科置業（香港）有限公司（「萬科」）聯手共同成功
投得香港荃灣西站六區物業發展項目，並表示今後要加強雙方在兩地房地產項目
的合作，引起中國內地和香港的高度關注，反應良好。

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 
聯席總經理鄭志剛（右）

與萬科集團總裁郁亮
Adrian (Right) and Yu Liang 

(Left) are happy to strengthen 
their cooperation

新世界考察團與萬科管理層合影
Management of Vanke and NWD delegate take a group photo

萬科職員向新世界考

察團介紹情況
Vanke’s representatives 

introduce their latest 
innovations

歐展銓 (Sam Au)：
「參觀所見的綠色建築非常創新，我們可以嘗試在集團未來的商業發展
加入類似的設計理念。」

見習行政人員
觀後感

王雪平 (Sharon Wang)：
「見識到萬科集團很多設計理念與新世界集團不謀而合，為藝術、
人文與自然的和諧及平衡，提供了很好的參考價值。」

陳東陽 (David Chan) ：
「萬科以不一樣、因循的經營手法發展地產項目，達至世界前列，
其意識形態值得借鏡。」

Adrian Cheng and Gary Chen,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s of the Group, led a 
delegate of over 40 members to visit the research 
center and headquarters of Vanke Property (Hong 
Kong) Company Limited (Vanke) on March 15. They 
were received by Yu Liang, President of Vanke, Zhang 
Xu, Vice President, and Que Dongwu, Managing 
Director, and introduced to Vanke’s green innovations 
and standardised design approach, inspiring them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sustainable and people-
oriented development. 

 Da Mei Sha Headquarters

Group Visit to
Vanke Architectural

Research Center and

集團動向盡在「全心述」
「新意圈」鼓勵員工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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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意圈」計劃於 3 月 27 日正式啟動
UNITI Circle is inaugurated on 27 March 有關「新意圈」計劃及「管理層全心述」視頻的詳情，請瀏覽集團內聯網 iii.nwd.com.hk，

如對「新意圈」計劃有任何查詢，可電郵至 UNITIcircle@nw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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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動向盡在「全心述」

新世界集團一直以卓越的人才、創新的產
品、優質的服務和專業的流程作為40多年來
成功和持續發展的基石，憑著集團的核心價
值「UNITI」（您、新世界、創新、互信和改進）
和內部企業家精神（Intrapreneurship），積極

尋求進步。「管理層全心述」第二輯
已經推出，希望藉此促進集
團上下之溝通及了解。此
外， 集團亦十分重視員工
意見，特意設立「新意
圈」計劃，期盼與大家
邁步向前。

眾講者和來賓都非常支持「新意圈」計劃
Speakers and guests support UNITI Circle

同事們出席第二輯「管理層全心述」影片的首播會
Colleagues support the launch of 
chapter two of the Management Video

「管理層全心述」第二輯，由新

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

理鄭志剛和陳觀展，暢談集團

的焦點和發展方向
Adrian Cheng and Gary Chen, 
Executive Directors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s share the 
Group’s direction in chapter two of 
the Management Video

創意來提升集團品質。

計劃於 2013 年 3 月 27 日在逾 300 名集團同

事及管理層見證下正式啟動。當日更邀請

了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和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作分享，而新世界百貨亦向在座同事

介紹自 2006 年起推行的同類計劃－「新思

匯」計劃，並分享當中的成功例子。

Innovative Ways to 
Encourage Ideas 
Outstanding people, innovative products, quality 
service and professional processes have been the 
cornerstones of the Group’s success and continuous 
growth. The Group launched chapter two of 
the Management Video to explain its policies 
from the management perspective, motivating 
colleagues to innovate and set new goals. The 
Group’s commitment to continuous improvement 
is also evident in the introduction of UNITI Circle, 
which builds upon its core values “UNITI” (You, New 
World, Innovation, Trust and Improvement) and 
“Intrapreneurship”. 

管理層全心述
集 團 於 2012 年 9 月 推 出「管 理 層 全 心 述」視

頻，由管理層與同事分享集團焦點、成就及

發 展 動 向。 第 二 輯「管 理 層 全 心 述」於2013年 

3 月隆重推出，由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

經理鄭志剛及陳觀展為大家回顧集團 40 多年來

的重要里程碑，講述集團來年繼續全力推動之

可持續發展社區計劃，並剖析集團培育人才的

計劃及內部企業家，致力構建一套正面、開放

及鼓勵溝通的企業文化，以創新思維不斷前進。

「新意圈」計劃
「新意圈」乃一個由員工主導

的計劃，員工可自發組成「新

意圈」，主動發掘集團內任

何可以改進的機會和解決方

案。傑出的提案可獲獎勵，

並將考慮於有關部門實施。

集團期望計劃能增強員工的

滿足感，同時藉眾人的創新、

觀閱「管理層全心述」後的思考

作為一個有著全球化視野的企業，每天要都思考著「基業長

青」的未來。

透過「管理層全心述」，鄭志剛先生、陳觀展先生在款款的話

語中，為新世界人展現了一幅波瀾壯闊的畫卷，讓所有員工

都更清晰地看了集團的未來，也看到了新世界集團每名員工

未來的人生場景。

「UNITI」核心價值，讓我們有了職業規劃與努力工作的動力，

激勵我們構築著心中的夢想。而且「管理層全心述」拓展了集

團戰略執行與管理溝通的管道，是集團上下員工培育共同願

景的有效方式，這種方式讓集團的基層員工能最直接地聆聽

到集團決策團隊的「管理聲音」。

我們體會到了新世界集團對社會、對員工「內外兼修」的企業

文化理念，看到了 UNITI 的核心價值在推動著新世界集團向著

更高遠的目標前行。我們每個新世界人都會一同承擔起 UNITI

賦於我們的責任，在實現集團管理戰略的同時，堅持將個人

的職業規劃與「New World」融為一體，讓我們的思想與 UNITI

一同踏上新的行程。

陳 明 君
瀋陽新世界中心— 瀋陽美利物業管理公司

2013 年 4 月 9 日

「新意圈」鼓勵員工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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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大學 — 「與CEO對話」
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應嶺南大學邀請，與

學生分享其成功之道。鄭志剛論及過往工作經歷，集團運作及

推動品牌形象的關鍵；並闡釋集團的長遠目標，包括建立優質

品牌形象、提升企業文化、培訓人才及實現集團全新企業核心

價值「UNITI」。

“Dialogue with CEO” at Lingnan University 
Ad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shared with students his work experience and success in managing the 
Group’s businesses and rejuvenating its brand image at “Dialogue with 
CEO” at Lingnan University. Adrian Cheng also talked about his mission 
to build an excellent brand, enhance corporate culture, strengthen talent 
development and realise the new corporate core values “UNITI”. 

《遊玩 • 四季》 ─ 
一個原生而嶄新的生活藝術項目
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理鄭志剛，聯同香港土生土長

藝術家林東鵬及藝術項目總監許劍龍舉辦《遊玩 • 四季》生活

藝術項目，希望作品喚醒觀眾對周邊環境生態的關注，以開達

的視野觀看城市的發展及新的景貌。此藝術項目的製作過程更

拍製成微電影《翠綠有時》，歡迎大家到YouTube網站觀賞。

“Travel and Leisure in Four Seasons” –An Origi-
nal and Innovative Art of Living Project 
Ad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Lam 
Tung-pang, an artist born and raised in Hong Kong, and artistic project 
director Calvin Hui bring artists’ appreciation of nature, people and art 
to real life scenes through the Art of Living Project “Travel and Leisure in 
Four Seasons”, hoping to awaken public awareness of our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nd to open up a broader perspective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new cityscapes. Creative process of this art project is presented in a 
microfilm named “Evergreen Foliage”, which could be enjoyed on YouTube.

New World CLUB活動精彩絕倫
2013年3月9日，New World CLUB邀得資深教育工作者、維多

利亞教育機構總校長孔美琪博士主持《聰明的起步 正確的開

始》兒童發展講座，與 Infinity會員歡聚午餐，分享兒童教育心

得，讓會員瞭解兒童發展歷程，掌握各種方法激發小孩潛能。 

同月28日，New World CLUB舉辦了「遊玩 • 四季 — Paint Jamming

自由創藝 X 朱古力品嘗會」，安排專業導師指導會員作畫，更

有比利時朱古力品牌Goossens的代表介紹朱古力知識，並有多

款手造朱古力讓會員品嘗。

Fantastic Activities of New World CLUB
On 9 March 2013, New World CLUB invited Dr Maggie Koong, well-known 
education expert and Chief Principal of Victoria Educational Organisation, 
to share her experience in infant and toddler development with Infinity 
members. Dr Koong and club members also enjoyed a private lunch 
together. 

On 28 March, the Club brought members an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in 
art during an event on paint jamming and chocolate tasting. 

建議分拆及將NW Hotel Investments獨立上市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於2013年5月2日宣布，建議分拆其於香港君悅酒店、香港萬麗海景酒店及香港尖沙

咀凱悅酒店之權益，並擬於香港聯合交易所獨立上市。NW Hotel Investments將成為一項固定單一投資信

託，擁有及投資亞洲已落成的國際知名品牌酒店，並以香港為初步重點發展市場。NW Hotel Investments 目

標是向投資者作出分派，及通過主動的資產管理及收購新酒店物業以逐步提升酒店組合之資本價值。

Proposed Spin-off and Separate Listing of NW Hotel Investments
On 2 May 2013, New Worl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announces the proposed spin-off listing on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of its interests in Grand Hyatt Hong Kong, Renaissance Harbour View Hotel, Hong Kong and Hyatt Regency Hong 
Kong, Tsim Sha Tsui. NW Hotel Investments will be structured as a fixed single investment trust established to own and invest 
in internationally branded hotels in Asia, with an initial focus on Hong Kong. NW Hotel Investments aims to provide investors 
with distribution payments, as well as capital appreciation of the hotel portfolio over time through active asset manage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new hotel properties.

新創建集團投資興建港怡醫院
由 新 創 建 集 團 及 百 匯 班 台 有 限 公 司 合 組 的GHK Hospital Limited成 功 投 得 香 港 黃 竹 坑 私 家 醫 院 用

地， 並 將 興 建 一 間 名 為「港 怡 醫 院」的 私 營 醫 院， 預 計 於2016年 底 投 入 運 作。 項 目 總 投 資 額 約 

50億港元，其中40%由新創建集團承擔。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將會作為醫院的臨床合作夥伴，負責港

怡醫院的臨床管理、專業水準監督、人才聘用及醫護人員的培訓。

NWS Holdings Invests in Gleneagles Hong Kong Hospital
GHK Hospital Limited, a partnership between NWS Holdings and Parkway 
Pantai Limited, has been granted the land in Wong Chuk Hang 
to develop and operate a private hospital named 
Gleneagles Hong Kong Hospital, scheduled to 
be opened in late 2016. NWS Holdings 
would contribute 40% of the total 
investment  o f  approx imate ly  
HK$5 bi l l ion whi le the Li  K a 
Shing Faculty of Medicine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ill play the role as a clinical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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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中國貴陽、長沙及大連各盤熱賣
2013年2月，位於貴陽的金陽新

世界「水悅清華」全新組團公開發

售，推出約300伙住宅單位，面

積介乎101至126平方米三房間

隔，開盤當日旋即售出 200伙單

位。

2013年1月，長沙新城新世界項

目三期 — 「名仕匯」A11棟公開發

售，共推出136伙單位，面積由

90至94平方米的兩房間隔。另位

於大連市中心人民路的新世界 •

名瀧項目正式發售，推出168伙

精緻裝修公寓單位，面積介乎65

至125平方米間隔。兩盤於開售

當日均錄得逾九成單位認購。

NWCL Records Outstanding Sales in Guiyang, Changsha and Dalian 
In February 2013, the new phrase of “Water View” of Guiyang Jinyang Sunny Town was open for public sale. 
About 300 housing units were launched, with three-bedroom units ranging from 101 sq m to 126 sq m.  
200 units were sold on the first day of launch. 

In January 2013, Phase III – “Elite Club” 
Block A11 located in Changsha La Ville 
New World was open for sale, with a total 
of 136 residential units with two-room 
layout ranging from 90 sq m to 94 sq m. 
Also, the New World Tower • Minglong 
project in Dalian was launched, with a 
total of 168 finely-decorated apartment 
units ranging from 65 sq m to 125 sq m. 
The two projects sold over 90% of their 
units on the first day of launch.

K11推出全新拍賣網站 Klub Auction 11

K11為Klub 11尊尚會員推出拍賣網站Klub Auction 11，首項競投禮品

為限量版勞力士腕表，先到先得。由2013年4月13日起， Klub 11每

月會挑選不同禮品於Klub Auction11拍賣網站內進行競投。豐富的拍

賣禮品包括鑽飾、腕錶、設計師家品、美容產品、

餐飲及旅遊套票等。

Klub Auction 11 
for Privileged 
Members
K11 makes a debut of its Klub 
Auction 11 programme with a 
limited edition of Rolex watch. 
Conducted on a first-come-first-
served basis, the programme is 
exclusively enjoyed by Klub 11 Gold 
membership holders. From 11 April 2013 
onwards, auction item(s) for the month will be posted on the Klub 11 auction website 
for bidding by eligible members. Gift items to be put up for auction will include 
jewellery, watches, designer homeware, beauty products, food and beverages and 
travel packages.  

新世界百貨首席贊助之電影
「愛神」全國正式上映

為慶祝新世界百貨20周年，新世界百貨特別首席贊助的都市愛情電影

《愛神》於2013年3月8日在全國上映，破天荒成為中國內地第一間以

首席贊助商身份與電影公司進行跨界合作。

NWDS Chief-sponsored Movie “Fall in Love” On Screen 
In celebration of its 20th anniversary, NWDS chief-sponsored movie, “Fall in Love”, 
has been playing in theatres since 8 March 2013 across the nation. NWDS has 
broken new ground by pioneering the cross-industry cooperation as a chief 
sponsor of a movie.

新創建團隊培訓課程
新創建舉辦的「團隊培訓課程 – 創新思維與解難能力」於2013年1月加

開第二期課程，並於香港迪士尼樂園酒店進行。培訓目的除了提升跨

部門之間的有效溝通及默契、團隊決策解難效能及團隊合作性外，更

希望幫助同事突破傳統

思維，激發無限創意及

發掘多元化溝通模式。

參與同事均十分享受是

次團隊培訓課程，對創

意、溝通、信任和團隊

協作的重要性均有深刻

體會，對日後的工作實

有莫大裨益。

NWS Corporate Teambuilding Programme 
NWS Corporate Teambuilding Programme – Innovation and Problem Solving had 
been held at Hong Kong Disneyland Hotel in January 2013. During the training, 
staff faced challenging tasks which not only enhanced their team effectiveness in 
solving problems in challenging times and managing change effectively, but also 
helped staff to build and discover different means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their creativity. Through this experiential training programme, participants truly 
demonstrate that innovation, open mind communication, trust and team spirit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Such valuable experience will be a great benefit to their jobs.  

青年廣場全新品牌形象   
燃點青春之火•展現無限可能 

青年廣場的全新品牌形象以「火」為主題，

「火」，代表著青年人熾熱的生命、深藏的潛

能、永不放棄的熱誠。重點活動「全民街舞

2013」已於2013年4月份舉行，包括香港及韓國

舞蹈名師執教的工作坊及舞蹈匯演，當中出色

的學員更於4月27日的匯演與其他嘉賓及20多

個本地及海外舞蹈團體一同演出，讓青年人在

舞台盡展所長。

A Brand New Image for Youth Square
Ignite The Fire • Discover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Youth Square inspired its new brand image in “Fire” which “Fire” represents the vibrancy, potential and passion of 
youths. The featured event “Dancing Fest 2013” was held in April 2013 with a series of dancing workshops and a 
finale performance, featuring a very special guest from Hong Kong, Korea and other professional dancing experts. By 
completing the workshop, our young dancing talents are expected to learn and hone their skills that they will have a 
chance to hit the stage with other special guests and more than 20 dancing groups, both from local and overseas, during 
the finale performance at Y-Studio on 27 April. 

集團快訊
Group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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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集團囊括11個 
國際Mercury Awards獎項 
新世界集團於第26屆國際Mercury Awards

中成績驕人，勇奪以下獎項：

New World Group Garners  
11 Mercury Awards
The Group receives the following honours in various areas in 
the 26th International Mercury Awards:

集團公司 
Company

組別 
Category

獎項 
Award

新世界發展 
NWD

「推廣 / 市場」 — The Green Book
“Promotion/Marketing” :  The Green Book

榮譽大獎
Grand Award

「推廣 / 市場 — 地球 / 環境」 — The Green Book
“Promotion/Marketing – Earth/Environment”:  The Green Book

金獎
Gold

「推廣 / 市場－網頁 / 新媒體：投資者 / 股東關係網頁」
“Promotion/Marketing - Websites/Emerging Media: Investor/Shareholder Relations Site”

銅獎
Bronze

「年報 — 封面：概念 / 圖像」
“Annual Reports - Cover: Abstract/Graphics”

銅獎
Bronze

「設計 — 海報」 — 新世界維港泳2012

“Design - Poster” : New World Harbour Race 2012
榮譽獎

Honours

新世界中國 
NWCL

「年報 — 內頁設計」
“Annual Reports – Interior Design: Traditional Format”

榮譽大獎
Grand Award

「年報 — 內頁設計：傳統格式」
“Annual Reports – Interior Design”

金獎
Gold

「年報 — 封面：摘要 / 圖像」
“Annual Reports – Cover: Abstract/Graphics”

榮譽獎
Honours

「年報 — 整體表現：房地產發展商」
“Annual Reports – Overall Presentation: Real Estate Developer”

榮譽獎
Honours

新創建集團
NWS 

Holdings

「年報 — 整體表現：基建及服務」
“Annual Reports – Overall Presentation: Infrastructure & Services”

銅獎
Bronze

新世界百貨 
NWDS

「年報 — 整體表現：百貨」
“Annual Reports – Overall Presentation: Department Store”

銅獎
Bronze

鄭志剛獲頒Future 
Business Luminary Award 
2013亞洲殊榮
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兼聯席總經

理 鄭 志 剛 獲Channel NewsAsia 頒

發 Future Business Luminary Award 

2013 ，表揚其超卓的領導才能，及

對社會貢獻良多的傑出成就。一直

以來，鄭志剛積極革新香港及中國

內地的地產和零售業務，成功帶領

集團業務推至國際化，充分體現亞

洲企業家精神。

Channel NewsAsia 每 年 均 選 出 一 位 

45 歲或以下的年輕商家接受這項亞

洲殊榮，有關得獎者的集團總部須

設於亞洲，且業務必須具前瞻性。

新世界發展榮獲四項 
企業管治及投資者關係榮譽
新世界發展憑著卓越的企業管治兼出色的投資者關係，於由亞洲最權

威的企業管治刊物《亞洲企業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 Asia）主辦的 

「第三屆亞洲卓越大獎」中勇奪四大獎項，包括：

• 亞洲最佳 CEO （投資者關係） — 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及聯席總經理 

鄭志剛

• 最佳投資者關係企業

• 最佳投資者關係網站╱推廣

• 最佳投資者關係專員 — 新世界發展投資者關係總經理趙志方

 

NWD Receives Four Honours for Excell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vestor Relations
NWD wins four awards at the 3rd Asian Excellence Recognition Awards for its excellenc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investor relations. The accolades are:
• Asia’s Best CEO (Investor Relations) – Ad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NWD 
• Best Investor Relations Company
• Best Investor Relations Website / Promotions
• Best Investor Relations Professional – Aldous Chiu, General Manager, Investor Relations, NWD 

Adrian Cheng Receives 
Future Business Luminary 
Award 2013
Adrian Cheng, Executive Director and 
Joint General Manager of NWD, receives 
from Channel NewsAsia the Future 
Business Luminary Award 2013 for his 
outstanding leadership and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drian 
has been reforming the real estate 
and retail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establishing the 
Group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manifesting Asian entrepreneurship. 

Channel NewsAsia grants this highly-
coveted honour to a young business 
leader under 45 every year. The recipient’s 
business must be headquartered in 
Asia and supported by a visionary 
development plan. 

協力
Achieving

新成就
Team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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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集團於國際Astrid Awards傳訊大獎囊括15個獎項 
新世界集團於 2013 年度憑著企業傳訊方面的出色表現，於國際 Astrid Awards 中榮獲 15 個獎項。

New World Group Wins 15 Titles in International Astrid Awards
New World Group garners a total of 15 titles in the International Astrid Awards for its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professional communication.

集團公司 
Company

組別 
Category

獎項 
Award

新世界發展 
NWD

「廣告 — 活動：新世界維港泳廣告2012活動」
“Advertisements – Campaign: New World Harbour Race Advertising Campaign  2012”

金獎
Gold

「年報 — 企業 — 傳統格式：2012年報」
“Annual Reports – Corporate – Traditional: Annual Report 2012”

銀獎
Silver

「年報－封面－藝術：2012年報」
“Covers – Annual Reports – Artistic: Annual Report 2012”

銅獎
Bronze

「海報 — 活動海報：新世界維港泳2012海報」
“Posters – Event Posters: New World Harbour Race Posters 2012”

榮譽獎
Honours

「綠色推廣：The Green Book」
“Green Marketing: The Green Book”

榮譽獎
Honours

新世界中國 
NWCL

「年報 — 封面 — 特別處理：2012年報」
“Covers – Annual Reports – Special Treatment: Annual Report 2012”

銅獎
Bronze

「平面設計：2012年報」
“Graphic Design: Annual Report 2012”

銅獎
Bronze

「年報 — 企業 — 傳統非英語年報：2012年報」
“Annual Reports – Corporate – Traditional – Non-English Annual Report: Annual Report 2012”

銅獎
Bronze

「年報 — 封面：中國剪紙藝術」
“Covers – Annual Reports – Chinese Paper Cutting : Annual Report 2012”

榮譽獎
Honours

「年曆 — 房地產發展：2012年曆」
“Calendars – Real Estate/Development : Calendar 2013”

榮譽獎
Honours

「年報 — 企業 — 傳統格式：2012年報」
“Annual Reports – Corporate – Traditional : Annual Report 2012”

榮譽獎
Honours

「攝影：產品」
“Photography – Product/Things”

榮譽獎
Honours

新創建集團
NWS 

Holdings

「廣告 — 戶外廣告： 新創建香港地貌行戶外廣告板」
“Advertisements – Outdoor Billboard: NWS Hong Kong Geo Wonders Hike Banner”

銀獎
Silver

新世界百貨 
NWDS

「年報 — 封面 — 藝術：2012年報」
“Covers – Annual Reports – Artistic: Annual Report 2012”

銀獎
Silver

「年報 — 企業 — 傳統格式：2012年報」
“Annual Reports – Corporate – Traditional: Annual Report 2012”

銅獎
Bronze

集團公司 
Company

特別獎項 
Special Award

燃油效益
百分百改善 

Fuel E�ciency 
Percentage 

Improvement

燃油用量
百分百減幅 
Fuel Saving 
Percentage 

Improvement

新世界發展 
NWD

最佳燃油效益
改善大獎亞軍

Most Significant Fue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irst runner-up

金獎
Gold

銀獎
Silver

新創建集團
NWS Holdings – 金獎

Gold
金獎
Gold

新世界中國
NWCL – 金獎

Gold
金獎
Gold

新渡輪
NWFF – 金獎

Gold
金獎
Gold

協興建築
Hip Hing 

Construction

最高燃油持續
節約大獎

Highest Sustained Fuel 

Consumption Saver

優異獎
Certificate of Merit

金獎
Gold

惠保（香港）
Vibro (HK) – 金獎

Gold
金獎
Gold

「免稅」店
Free Duty – 優異獎

Certificate of Merit
優異獎

Certificate of Merit

富城停車場 
管理有限公司
Urban Parking 

Limited

– 優異獎
Certificate of Merit

金獎
Gold

新世界集團榮獲企業公民嘉許標誌
新世界集團於香港生產力促進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主辦的「第三屆香港企業公民計劃」中廣獲認同，

新世界發展、新創建集團、新巴 / 城巴獲頒「企業

組別」嘉許標誌，肯定了集團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新創建集團旗下的新創建愛心聯盟更獲計劃的「香

港傑出企業公民獎」中義工組別金獎，成績輝煌。

New World Group Earns Corporate 
Citizenship Logo
The Group’s commitment to corporate citizenship was recognised 
at the 3rd Hong Kong Corporate Citizenship Programme organised 
by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and the 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ivic Education. While NWD, NWS Holdings, and 
NWFB / Citybus received the logos of the Enterprise Category, the 
NWS Volunteer Alliance of NWS Holdings won the Gold Award of 
the Outstanding Corporate Citizenship Award – Volunteer Team 
Category.

新世界集團囊括
「放駕一天 — 企業綠色駕駛獎勵計劃」18個獎項

新世界集團於香港地球之友主辦的「放駕一天 — 企業綠色駕駛獎勵計

劃」，勇奪 18 個獎項，肯定其在節約能源方面的努力，積極履行對環保

工作的承諾。集團得獎項目如下：

The Group Amasses 18 Awards in “Take a Brake – 
Corporate Green Driving Award Scheme”
The Group actively supported the “Take a Brake – Corporate Green Driving Award 
Scheme” organised by Friends of the Earth (HK). The Group’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in saving energy and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arners it 18 awards: 

新世界電訊獲頒「ERB人才企業
嘉許計劃 - 人才企業」
新世界電訊一直重視僱員在職培訓及自我增

值，並再次成為僱員再培訓局舉辦的「ERB 人

材企業嘉許計劃」的得獎機構，獲頒「人才企

業」，以表揚公司致力人才發展的卓越表現。

僱員再培訓局於 2009 年 12 月推出「ERB 人才企

業嘉許計劃」，表揚在「人才培訓及發展」工作

有卓越表現的機構，並授予「人才企業」的尊

稱。

NWT Awarded “ERB Manpower 
Developer Award Scheme - Manpower Developer”
NWT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ees’ on-the-job training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NWT is 
accredited for the second time as “Manpower Developer” under the “ERB Manpower Developer Award Scheme” 
by the Employees Retraining Board (ERB), recognising the company’s commitment to manpower development. 
ERB launched the “ERB Manpower Developer Award Scheme” in December 2009 to acknowledge organisations 
which have outstanding accomplishments in manpower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as Manpower Develop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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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聽人說「女人能頂半邊天」！何謂半邊天？是單
指照顧家庭、養兒育女嗎 ? 在這個男女愈來愈平等
的世代，在國際銀行也發表報告，支持增加上市

公司女董事比例的今天，女性對促進社會進步的貢獻毋庸置
疑。今期《新語》卻想回歸傳統，看看女性柔情的一面，一起
聽聽我們集團中其中三位媽媽的心聲，特別是對待摰愛的兒
女時，如何去克服電腦世界卻些難明艱澀的術語、去「爭」取
在三人世界的主動權，以及對一度失去女兒之後更懂得珍惜
的心情。

在女兒 10 歲那年，人稱「吳總」的吳建芝曾經「失去」了女兒。

天愈來愈黑了、女兒已經不見了大半天，吳總的心情跟瀋陽的冬

天一樣冰冷。「一定是我早前責怪她測驗成績不好，所以她在學校

午飯時間溜走了。」到了晚上七點，終於收到女兒的電話，那是從遼

寧大學電話亭、一個距離她們位於澤南的家有20多站以外的地方打來的。

吳總立刻趕過去，見到女兒便緊緊擁抱著她，淚中含笑說：「 你是媽媽最優秀的孩子，是家裡很

重要的一份子。你要懂得好好保護自己，這就是對媽媽的愛。」事件讓吳總記上了一輩子，同時也

讓她深深體會到這份永恆而濃厚的母女之情。

吳健芝
 新世界中國地產  瀋陽項目管理中心常務副總經理

母女感情昇華新世界
失而復得

談到母女之情，吳總回憶起自己都是受母親慈祥、平和的性格和處事態度，深深影響到她日後的育兒之道。文革時

期，吳總家裡渡過了一段艱難的日子，家裡有錢的東西都給沒收了，在瀋陽也沒有親屬。「在那時候，我的媽媽要面對

的壓力真不少，但她從來不會表現出不好的心情，盡心照顧家庭，讓一家人喜樂融融地生活。」

母親在逆境時期體現出對生活的態度，在吳總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象。「身教是最重要的，還要有愛心、品德。只有女

兒要求不過分，不影響到她的人格，我都會盡量滿足她，讓她快樂地成長。」

時光飛逝，吳總的女兒現在已經 20 歲了，很快要獨個兒前往澳洲唸書。「擔心一定有吧！但孩子

要學會獨立，在中國內地，外來公司愈來愈多，去外國留學對她將來發展有幫助。」

吳總心裡亦知道女兒確是愈來愈懂事。「寒假的時候，本想跟女兒一起到廈門旅遊，但因

為工作上突然有事要處理，所以沒法跟女兒作伴。有一天，我在公司收到了她寄給

我的明信片，上面寫著：『老吳同志，今年我要出國了，媽媽你的工作那麼忙，

身體又不好，你要好好照顧自己，不要讓我出門以後有太多的牽掛。』」吳總看

著看著，一股暖意湧上心頭，還珍而重之地把女兒的每字每句記下來。

在事業上，吳總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神，女兒有抱怨過嗎？「有！一直以

來，工作都很忙。在女兒小時候，沒怎麼帶她去公園玩，其實我很內疚。

所以，現在無論如何，我都會盡量陪伴女兒，一起去逛街、做飯，什麼都

聊，就像朋友一樣。」

原來，失而復得，比一直擁有更易令人學懂珍惜和體諒。

吳總十分疼愛女兒
Wu and her daughter

從小到大，吳總一有時間便

會與女兒結伴旅遊
Wu takes time to spend holiday 
travelling with her daughter

吳總從媽媽身上學會了做母親要慈祥、

平和，兼有高尚的品德
Wu’s mother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her 

聽聽媽媽

心底話

當吳總收到女兒寄來的 
明信片，百般滋味在心頭
Wu treasures the postcard 
from her daughter

New World
我的新世界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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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形容二人世界？浪漫、甜蜜……相信大家都各有心屬。但大家又會如何去感受「三人世界」呢？和丈夫、女兒過了 

八個月三人行生活的 Cathy 選擇了一個「爭」字。「爭」抱抱女兒、「爭」取工作時間外與女兒相處，「爭」取在女兒面前去扮

演「好人」的角色，令 Cathy 對母親這份新工作當中的責任，有全新的體會。

「以前說母親有多偉大，其實從來沒有真正感受過，更不知道真正的意義是甚麼，母愛的份量到底有多重，以往只會

送點禮物給媽媽或吃一頓晚飯便算慶祝母親節。」添了小女兒後的 Cathy，便有著這深深的體會。

新生命的來臨帶來許多歡樂，同時也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格局。因為小寶寶的出現徹底改變了 Cathy 及丈夫

的種種，從享受二人世界無拘無束的生活，變成了小寶寶的爸爸和媽媽；責任也突然變得非常大。

Cathy 說：「現在我有了小寶寶，感受完全不同，養育一個小孩到長大成人，包括品行、生活技能、教

育等都是由母親培養出來；要多少個年頭才能把一個人培養成人，做母親真是不容易，現在我才真正

明白母親到底有多偉大，為了養育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對 Cathy 來說，今年的母親節有了特別的感受。

「孩子沒有出生之前，還只是一種想像，想像有了孩子以後，會很有趣。現在有了孩子以後，感受完全不同

了。看著孩子可愛的小臉蛋，心中猶然產生強烈的責任感，同時也深感媽媽撫養我的不容易。」

Cathy 說：「做了新手媽媽後，除了要學習如何做好媽媽的角色外，還要每天上班工作，真的有點吃力。縱使身體上的疲

累，當回家看到女兒可愛的笑容時，總給我心靈和精神上支持和力量。想起當時痛苦的生產過程，母親在我出生時也承

受一樣的痛苦，真正感受到做媽媽的偉大。」

談到育兒的方法，Cathy 形容由二人世界轉變成三人世界，自己和丈夫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女兒身上，有時兩人甚至會爭抱女兒呢。「我亦會跟丈夫分別扮演好

人與惡人的角色，賞罰分明，訓練她正確的人生觀；對小孩子需要用愛心

和耐性，所以我認為身教是非常重要，必須以身作則才能使孩子健康

成長。」

「養兒方知父母恩」，就是當 Cathy 養育過子女後，才能領會到這句說

話的意思。

享受三人新世界
新手媽咪

Cathy 與爸爸媽媽及丈夫

Cathy with her husband and parents

Cathy 女兒六個月大的生日會
Six-month birthday party for Cathy’s daughter

徐梓嘉 (Cathy)
新世界發展  人力資源部經理



好姐正在檢查電腦，孫女們也來「偷師」
Kwok’s granddaughters learn computer skills from her

「好姐」（中）攜同孫女（左）參加集團的義工活動
Kwok (middle) and her granddaughter (left) do 
volunteer work together

一家人齊齊整整吃晚飯
Kwok and her family 

have dinner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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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working moms make the best of 
family time? Three working moms share wih 
us their stories.

Wu Jianzhi, Deputy General Manager of NWCL Shenyang Project 
Management Centre, makes every minute count by seizing every 
chance to be with her daughter who was once lost at 10.

Realising the greatness of motherhood after her baby’s arrival, 
Cathy Tsui,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of NWD tries talking about 
how her baby has sweetened her busy work life.

Administration staff Kwok Lam-ho who had no clue to fix a 
computer transformed herself an IT savvy person all because of 
the love for her daughter. She also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her 
grandchildren through actively taking part in volunteer work.

在新創建集團行政部工作超過 10 年的「好姐」郭林好，每

天穿梭於茶水房及各樓層之間，為各同事提供茶水和文

件送遞服務。下班後，好姐繼續忙個不停，不過專注的

卻是「砌機」— 自己動手裝嵌電腦。當大家發現她原來是

位「IT 潮人」時，好姐只是淡淡地告訴你「最初學電腦只是

為了幫女兒……」。母愛原來可以戰勝電腦世界的艱澀術

語。

頭上帶著縷縷銀絲的「好姐」，最初原來是在女兒的鼓勵

下，成為電腦達人。「我以前完全不懂電腦，數年前，因

女兒的電腦壞了，送去維修卻要花上數天，看著女兒沒

有電腦可用，心裡非常焦急。後來，我嘗試從電腦書籍

中自學，但因我的教育程度不高，很多電腦英文生字都看不明白，遂請教女兒、孫女或同事。經多番

嘗試後，終於成功裝嵌了人生第一部電腦，我更漸漸對裝嵌電腦產生濃厚興趣。現在，家中各人的電

腦都是由我一手裝嵌而成的！」

自從懂得裝嵌電腦後，兩名女兒及四名孫女，甚至親戚朋友，每當遇上什麼電腦問題，便向「好姐」求

救。「好姐」還會「潮玩」最新通訊科技。「我跟女兒及孫女通訊大都使用流行的網絡通訊軟件，與家人

分享相片和資訊。我和女兒、孫女更開了一個通訊群組，大家在互通消息之餘，對家裡日常瑣事也無

所不談，令大家的生活圈子更加緊密及融洽，沒有半點隔膜。」

談及管教女兒的心得，「好姐」說：「在以前的生活環境，父母都忙於謀生，沒有太多時間管教，但媽

媽常常提醒我們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要行差踏錯。後來我當了母親，仍然緊記母親教誨，除了關懷和

照顧女兒外，更會尊重和聆聽她們所求，給她們自由發揮的空間，恩威並施，到她們長大後結婚，一

直都十分懂事，沒讓我有半點擔心，令我十分安慰。」

除了喜歡鑽研電腦知識外，「好姐」也利用工餘時間攜同孫女參加義工活動，既能幫助別人，亦能與家

人享受親子之樂。問到「好姐」今年母親節有什麼願望，「好姐」說：「我希望今年的母親節，能攜同多

些家人參與義工活動，因施比受更為幸福。」

這位 IT「潮」婆婆，不但擁有豐富的電腦知識，也身體力行積極參與義工活動，其好學不倦和熱心公益

的情操，實在值得我們尊重。

勇闖電腦新世界
IT「潮」婆婆 

郭林好 
（好姐）
新創建集團行政部

Love

The
M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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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面孔@集團總辦事處 
New Faces@Group Corporate Office

姓名 Name 部門 Department 職位 Position 

劉翊霆
Lau Jik-ting, Derek

企業籌劃及人才發展部
Corporate & Talent 
Development

助理 — 企業籌劃及 
人才發展
Assistant – Corporate & 
Talent Development

潘耀文
Poon Yiu-man, 
Raymond

財務部
Finance & Accounts

經理 — 財務及會計
Manager – Finance & 
Accounts

何嘉穎
Ho Ka-wing, Sophia 

企業傳訊部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助理主任 —  
品牌及內部傳訊
Assistant Officer – 
Branding & Internal 
Communication 

陳建中
Chan Kin-chung, Paul

物業發展部
Property Development

經理 — 社區聯絡
Manager – Community 
Liaison

黎梓燊
Lai Tsz-san, Sam

行政部
Administration

辦公室助理
Office Assistant

   由左至右 From left to right 

康樂活動新世界
Recreation World

一眾同事及其親友一同享受遠足的樂趣
Colleague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enjoy hiking together

新世界集團康體會攝影工作坊
新世界集團康體會於 2013 年 4 月在青年廣場舉行了兩場攝影工作坊，並邀得香港

專業攝影師公會會員余衛聯及吳偉雄擔任導師。課程針對不同程度的同事所需，

分為「手機攝影工作坊」及「專業攝影工作坊」。是次課程的反應非常踴躍，活動當

日更加入「青年廣場導賞團」，加深一眾員工對集團旗下物業的認識。

Photography Workshops from Sports and Recreation Club of 
New World Group 
Sport of Recreation Club of New World Group organised two workshops for colleagues interested in 
photography at Youth Square in April 2013. The Workshop for Mobile Photography and Workshop 

for Professional Photography taught by 
Leo Yu and Hung Ng, both members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s Ltd., were well received 
by colleagues, who also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Group’s portfolio 
through the guided tour at Youth Square.

香港K11 Kare Klub舉行「春季遠足燒烤樂」 
香港 K11 Kare Klub 於 2013 年 3 月 23 日舉行「春季遠足燒烤樂」。當天， 一眾香

港 K11 及愉景新城－購物商場的同事帶同親友到鳳坑家樂徑遠足及大尾篤享

用豐富自助燒烤晚餐，渡過一個輕鬆愉快的周末。

Hong Kong K11 Kare Klub Spring Hiking and BBQ Day
Members of Hong Kong K11 Kare Klub enjoyed a fun-filled weekend of hiking and barbeque 
on 23 March 2013. Colleagues of K11 and Discovery Park - Shopping Centre and their families 
and friends enjoyed the nice views along the Fung Hang Family Walk and concluded the 
relaxing day with a sumptuous BBQ buffet.

新創建剪紙藝萃
工作坊
為提倡員工於工作及生

活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新

創 建 集 團 於 2013 年 3 月

舉辦了「剪紙藝萃工作

坊」。20 位 同 事 學 習 基

本剪紙技巧，並製作傳

統吉祥圖案及祝福字句

等，參加者均十分享受

這個課程。

NWS Paper Cutting Leisure Class
Promoting the work/life balance of its staff, NWS Holdings held the Paper Cutting Leisure Class 
in March 2013. 20 colleagues had so much fun in learning the basic paper-cutting skills and 
creating auspicious patterns. 

學員全神貫注，希望製作出美味可口的蛋糕
Participants concentrate on making the best tasting cakes

上海 K11 Kare Klub 蛋糕麵包製作課程
上海 K11 Kare Klub 於 2013 年 1 月舉行兩場蛋糕麵包製作

的課程。同事們學習如何親手製作蛋糕，並與家人及

知己共享。此次活動增進了彼此間的友誼，大家均滿

載而歸。

Shanghai K11 Kare Klub Bakery Classes
Two bakery classes were held by the Shanghai K11 Kare Klub in 
January 2013 to allow colleagues to share the fun of baking with 
families and friends. The experience of making cakes and friends at 
the same time was truly unforgettable. 

同事學習調製雞尾酒
Colleagues learn to mix cocktails

新世界中國（華南）
雞尾酒主題活動 
2013 年 3 月，30 名新世界中國（華南）同事參加國

際生活俱樂部雞尾酒主題活動，員工們親身學習

正確調酒步驟及製作創意雞尾酒。

Cocktail Class of NWCL 
(Southern China) 
In March 2013, the “About Cocktail” event held by International 
Club of NWCL (Southern China) attracted 30 colleagues to 
experience the fun of mixing and creating some signature 
cocktails.

學員與導師（中）合照留念
Photo of the tutor (middle) and the participants

在導師（前排中）的耐心指導下，同事們都能製作出精美的吉祥圖案
Colleagues learn to create traditional auspicious pattern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tutor (middle, front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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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把填妥的表格傳真至 (852) 3723 6856或電郵至新世界
集團企業傳訊（編輯部）收（電郵︰ editorial@nwd.com.
hk）。答中全部問題而又被抽中者，將有機會獲得由香
港君悅酒店送出時尚圍巾一條（價值約港幣300元），名
額共10名。截止日期為2013年6月30日，結果將於下
期《新語》公布，得獎者將由專人通知領獎。

上期答案：

1.  2013 年推出8個新盤

2.  New World CLUB的會藉分為 In�nity 及 Viva兩個級別

3.  元朗大棠路項目 – 尚悅共提供 2,580 個單位

4. 2012年除夕舉行的「新年．新世界．香港除夕倒數」
 煙火匯演，一共用了54,000 顆燈泡組成

5. 元朗唐人新村項目 – Park Villa 共提供51個單位 

得獎者：

鄔志豪 新世界發展

胡鈺靈 K11 Concepts Limited

葉志偉 新創建集團

徐林林 新世界中國（成都）

霍麗婷 新世界中國（逸彩項目部）

溫永勝 北京新世界彩旋百貨

江秋娜 新世界百貨鄭州店

尤萃茵 協盛建築

余健恩 會展管理公司

伍秀麗 新世界電訊

姓名（中文）：

所屬公司（中文 ) ：

部門（中文 )：

電話：

電郵：

辦公室地址 ：

齊來找不同 請找出下列照片五個不同之處（於圖二圈出答案）：
圖一

圖二

考考你
Little Quiz

冠軍
陳志峰　
會展管理中心

冠軍得主攝影心得：一幅令人留下印象
的相片，必須把注意力投放在被攝主
體，這是相片核心，而那些不能凸顯主
題及分散注意力的元素則要排除或淡化。

屏山鄉橫洲六村
太平清醮
2012 年 11 月，屏山鄉橫洲

六村舉行八年一度的太平

清醮，由一條金龍及三頭

南獅帶領一眾村民及親友

拜訪各個村落，氣勢浩瀚。

投稿方法

請將相片連同中英文全名、所屬公司、聯絡電話、電郵

地址及辦公室地址，電郵至 editorial@nwd.com.hk。歡

迎遞交多於一張相片，如若獲選，將由《新語》編輯決定

最終獲刊照片。

相片格式：

須為 JPEG 格式，高於 300 萬像素及大於 1 MB
提供 10 字以內的標題及約 50 字的相片分享（中英皆可）

獎金：

冠軍：港幣 500 元         優異獎：港幣 200 元

截止日期：2013 年 6 月 30 日

註：新世界集團保留所有相片刊登的權利，或作其他用途。

孫軼君
新世界百貨武江漢店

李欣
成都新世界百貨

歡樂江南 style
在新春員工聯誼會上，美女環繞著

我們的鳥叔，一曲永不冷場的江南

style，將氣氛推向高潮！

張寧
寧波新世界百貨

優異

《三國歪傳》劇照
成都新世界百貨賣場管理部在 2013 年

團年晚會中的小品劇照，是否頗具賀

歲片的范兒？

迎新年，吃餃子嘍！
我們都是「出得廳堂，入得廚房」的

人才啊，希望大家在 2013 年都能幸

福滿滿！

優異
優異

分享天地
Sharing Z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