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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創全港首個大型捐贈配對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  

首階段 34 間非牟利機構參與 

鄭志剛：高效配對物資助基層抗疫 

 

（2022 年 3 月 17 日，香港）鑑於第五波疫情依然嚴峻，不少市民需留家隔離或檢疫，普

遍基層家庭對抗疫物資有殷切需求，新世界發展秉持創造共享價值理念，今日宣布推出香

港首個大型捐贈配對網上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促使捐助者和受助人能迅速配

對，令抗疫物資用得其所，亦令整個物資配送過程更加精準及高效。集團與主要合作伙伴

仁濟醫院及逾 30 間非牟利機構攜手協助基層抗疫，並由即時送貨平台 Lalamove 提供物流

支援。「愛互送」平台不會收取行政費用，物流支出則由新世界及 Lalamove 共同承擔，

而新世界已率先向平台捐出 20 萬件抗疫物資，盼集腋成裘，萬涓成水，「愛互送」平台

定必將物資穩妥地送到每一個有需要人士手上。 

 

鄭志剛：疫情更嚴峻，我們更團結 

 

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表示：「第五波疫情為香港帶來嚴峻的衝擊，我們希望透過

『愛互送』網上平台，集合社會力量，透過科技將捐助者和受助者快速配對，善用抗疫物

資之餘，亦更精準及高效協助到最有需要的基層。疫情更嚴峻，只會令我們更團結，展示

更巨大的愛心。每次捐贈，都是香港人一趟愛互送的旅程。」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是全港首個大型捐贈配對網上平台，旨在將捐助者、非牟利機

構以及受助者三方無縫連結。平台設有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首階段邀請逾 30 間非牟利

機構及社企合作，當中包括兒童癌病基金、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新家園協會、九龍樂善

堂、仁濟醫院、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基督教靈實協會、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銀杏館、

香港單親協會、匡智會、聖雅各福群會及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等 (機構名單請參閱附

表)。服務對象涵蓋低收入家庭、劏房戶、獨居長者、癌病兒童、智障及傷健人士、露宿

者及少數族裔等。 

 

逾 30 非牟利機構參與   涵蓋不同基層 

 

參與的非牟利機構及社企向其服務對象了解亟需支援的抗疫用品後，整理出 13 項最為殷

切的物資清單，當中包括快速檢測包、血氧計、數據卡、超巿現金券、快餐店現金券、防

護面罩及退熱貼等；當網上平台配對到捐助者後，將盡快由各機構將有關物資分發給有需

要人士。我們會因應疫情變化，持續檢視清單上的物資種類及非牟利機構名單，以緊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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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者的需要。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平台開放予全香港巿民參與，歡迎個人、團體或私人機構登記

成為捐助者，擴大並集結這個網上平台的力量，匯流集川。平台操作簡易，已登記的捐助

者可先瀏覽物資清單或各非牟利機構的物資需要，然後選擇直接捐贈物資，或捐款後由平

台代購。如選擇直接捐贈物資給指定的非牟利機構或社企，確認所有選項後，捐助者將與

受惠機構透過平台直接溝通，商討物資詳情及運送安排。 

 

捐助者亦可選擇以現金捐款代購，由仁濟醫院統籌代購及派發服務。捐助者只需輸入捐贈

金額，選擇欲將捐款變成的指定物資，以及心儀的非牟利機構或社企，仁濟醫院將負責代

購指定物資，並分發給受助機構再送到受助者手上，過程百份百遵從捐助者意願，充份發

揮配對平台的優勢。若捐助者並無特定捐助對象，「愛互送」平台及仁濟醫院將因應各非

牟利機構的緩急需要，統籌及配對運送物資。 

 

捐物資或捐款代購送基層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平台及仁濟醫院均不會在捐款中收取任何行政費用，確保一分

一毫均用於協助受助者。至於物流支出則由新世界及「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的物流伙

伴 Lalamove 共同負擔。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黃楚淇表示：「香港第五波疫情肆虐，本院董事局全力支援弱勢社群

攜手抗疫。因應社會迫切需要，本院緊急撥款 1,000 萬元設立『仁濟抗疫基金』，並透過

向外界呼籲捐款及捐贈防疫物資及生活用品，以開展及推出多項務實的抗疫工作。本院非

常榮幸獲得新世界發展邀請成為『愛互送』的合作伙伴，讓大眾一起將防疫物資化作愛心

和力量，為社會上不同的弱勢社群解決燃眉之急，同心抗疫。」 

 

Lalamove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周勝馥表示：「自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Lalamove 團隊一直

以各種方法支援社區，包括於疫情初期率先提供物流支援，確保各種抗疫物資及生活必需

品能夠適時送到有需要人士手上。我們亦決定成為新世界發展『愛互送』官方物流合作伙

伴，繼續運用我們的物流網絡及不同的車型服務，以應付各式各樣物資的運送需求，希望

與香港一同戰勝疫情。」 

 

多項措施助社區共同抗疫 

 

自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新世界已先後推出多項措施，全方位協助社區抗疫。為紓緩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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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系統的沉重壓力，新世界於今年二月，無償借出粉嶺一幅 3.5 公頃土地予政府興建方

艙醫院並提供緊急物資，又借出九龍貝爾特酒店及沙田凱悅酒店分別用作社區隔離設施及

供前線醫護免費使用，並無償提供會展中心二期總面積超過 50 萬平方呎的空間，作為政

府抗疫倉儲物流中心之用。集團並率先派出義工隊支援「全港社區抗疫連線」及「香港義

工同盟」的社區抗疫工作。 

 

另外，集團亦向基層市民免費派發 30 萬套快速抗原檢疫包及逾 2,000 萬個⼝罩，並向包

括醫護人員、清潔工、安老院舍職員及確診者等，分別捐贈 7 萬套保護衣物和逾 1 萬部醫

療設備級別的血氧計。早前寒流襲港，集團亦有為多間公立醫院、圍封屋邨採樣站、社區

檢測中心及疫苗接種中心的輪候人士，緊急安排 200 部大型暖爐。近日集團亦與多個非牟

利團體合作，捐贈逾萬張數據卡予基層學童及獨居長者，以免他們因資源匱乏，而未能在

家進行學習，或與社工和家人維持聯繫。集團旗下的新創建集團、富通保險及港怡醫院亦

分別推出一系列措施協助社區抗疫。 

 

集團會繼續密切留意社區抗疫的需要，盡我們所能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最適切支援及關

懷，與廣大市民同心打贏這場世紀疫症。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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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首階段參與非牟利機構名單(以筆劃順序排列) 

九龍樂善堂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中華傳道會基石社會服務中心有限公司 

五旬節聖潔會筲箕灣堂有限公司基列社會服務中心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 

仁濟醫院 

加減乘除基金 

匡智會 

宏施慈善基金 

沙田婦女會有限公司 

兒童癌病基金 

南葵涌社會服務處 

香港老年學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香港單親協會 

香港婦女中心協會 

香港傷健協會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香港家庭福利會 

啓愛共融基金有限公司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基督教勵行會 

基督教靈實協會 

救世軍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新家園協會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聖雅各福群會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銀杏館 

離島婦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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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捐助物資清單 

抗疫用品 - 快速抗原檢測包 

抗疫用品 -  成人口罩 17.5cm x 9.5cm 

抗疫用品 -  中童口罩 14.5cm x 9.5cm 

抗疫用品 -  小童口罩 12.5cm x 7.5cm 

抗疫用品 -  消毒搓手液 (便攜裝) 

抗疫用品 -  成人防護面罩 32cm x 22cm 

抗疫用品 -  兒童防護面罩 28cm x 19cm 

抗疫用品 -  血含氧量機 

抗疫用品 -  退熱貼 

電子用品 - 數據卡 100 GB 

電子用品 - 平板電腦 

現金券 - 超市現金券 $50 面額 

現金券 - 快餐店餐券 $10 面額 

 

 

圖片說明 1 

 
新世界推出香港首個大型捐贈配對平台「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平台將開放予全香港

巿民參與，歡迎個人、團體或私人機構登記成為捐助者。「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網

站：https://shareforgoodhk.com/  

 

https://shareforgood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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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2 

 
新世界發展行政總裁鄭志剛。 

 

 

高清圖片下載連結 

https://nwdrive.nwd.com.hk:443/link/15B1D8A27A0895968ED6CD9053D22761  

有效日期至: 2022 年 3 月 28 日 

提取碼: bGW3 

 

傳媒查詢 

新世界發展企業傳訊部     

林浚源        林裕華  

電話: +852 6652 7360              電話: +852 9081 6759 

電郵: martinlam@nwd.com.hk   電郵: justinlam@nwd.com.hk  

 

 

 

 

 

 

https://nwdrive.nwd.com.hk/link/15B1D8A27A0895968ED6CD9053D22761
mailto:martinlam@nwd.com.hk
mailto:justinlam@nw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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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集團」；香港股份代號：00017）於1970年成立，並於1972年在

香港上市，為香港恆生指數成份股之一。作為一個散發著The Artisanal Movement獨特個性

的品牌，集團的主要業務包括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投資及/或經營公路、商務飛機租賃、

建築、保險、酒店及其他策略性業務，業務遍佈大中華，特別是在粵港澳大灣區。截至

2021年12月31日，集團資產總值合共約6,397億港元。集團擁有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香

港股份代號：0659）約61%實際權益、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香港股份代號：0825）

約75%的實際權益以及全資擁有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 

 

關於仁濟醫院 

仁濟醫院自 1973 年起服務香港市民，由最初的區域醫院發展成為一間提供多元化服務的

慈善機構，並成為香港六大慈善團體之一。截至 2022 年 3 月，服務單位共 99 個，包括 1

間醫院、19 間綜合醫療服務、中醫、牙科、眼科及血液透析診所；23 間中小學及幼稚園/

幼兒中心；55 個社會服務單位，為幼兒、青少年、長者、殘障人士提供照顧服務。此

外，本院亦有提供靈灰安置服務，更設有不同的援助基金，為嚴重殘疾、癱瘓、更生人士

及遇到天災意外的家庭提供經濟援助。如欲查詢更多資料，請瀏覽 www.yanchai.org.hk。 

 

關於 Lalamove  

Lalamove 成立於 2013 年，透過創新科技，積極應對全球物流業瞬息萬變的挑戰。每日有

數以百萬名用戶，透過 Lalamove 手機應用程式配對司機，運送各式各樣的貨物。自成立

以來，Lalamove 配對超過 150 萬名司機及 800 萬名用戶，車隊涵蓋電單車、客貨車及噸

車，並不斷提升服務質素，為用戶提供 24/7 送貨服務、即時訂單配對、GPS 實時追蹤、

司機評分系統等功能，務求使本地物流變得更簡單快捷，為企業帶來業務增長。 

http://www.yanchai.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