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續擴食物援助 義賣「Show me your love 飯」支援餐廳派飯
下月推「餐餐送愛」募捐 全港近 220 間食肆響應
（2022 年 5 月 30 日，香港）第五波疫情重挫本港多個行業，當中飲食業尤為嚴重，基層
生計亦大受影響，即使一盒粟米肉粒飯，都可能是他們的經濟負擔。不過部分餐廳疫境存
愛，抵住經營壓力，堅持向基層免費派飯，故 新世界發展策動的大型捐贈配對平台
「Share for Good 愛互送」發起「Show me your love 飯」義賣行動，呼籲公眾支持 7 間疫境
派飯的餐廳，購買飯券轉贈基層。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會率先向該 7 間餐廳，每間購買
1000 份「Show me your love 飯」以示支持，估計逾萬人次受惠。此外，「愛互送」下月將
推出大型捐贈計劃「Share a Meal 餐餐送愛」，全港近 220 間食肆響應參與，公眾可於餐廳
「食一餐捐一次」，善款將用作購買食品等物資，給基層多一餐溫飽。
疫情衝擊無奈減派飯日數

喜獲「愛互送」支持

「Show me your love 飯」義賣行動為期一個月，支持的餐廳共 7 間，遍及港、九及新界，
當中 6 間一直有向基層派飯，包括千樂燒味餐室、好運燒臘飯店、花月宮、金佛園素食、
Manna。嗎哪及廚尊。雖第五波疫情期間，飲食業經營越趨困難，部分餐廳無奈減少派飯
日數，甚至萌生放棄派飯的念頭，惟得悉「愛互送」發起「Show me your love 飯」行動，
各餐廳均積極參與。至於開業近廿載的著名粉麵店華姐清湯腩，則眼見失業率及物價續升，
基層生活百上加斤，故決定加入「Show me your love 飯」行動，向有需要人士送上溫飽。
認購數目不限

捐助者會獲贈小證書「打卡」

所有參與「Show me your love 飯」的餐廳，將會於收銀處、餐桌等當眼處，展示由「Share
for Good 愛互送」平台提供的海報及卡紙。有意捐助的善心人士光顧堂食或外賣後，可到
收銀處購買「Show me your love 飯」，亦即免費派飯的飯券，每買一張就等於贊助一個飯
盒，認購數目不限，價錢以飯盒成本來釐定，介乎 30 元至 60 元。成功購買後，捐助者將
獲贈一張小證書，並有二維碼供掃瞄後上載 Instagram 限時動態「打卡」，作為紀念之餘，
亦可讓更多人支持「Show me your love 飯」行動。
「愛互送」平台亦為當中兩間餐廳花月宮及華姐清湯腩，分別連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
服務部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由兩間社福機構安排受惠者領取飯盒。策動「愛互送」平台
的新世界發展亦身體力行，透過旗下的新世界集團慈善基金，率先向該 7 間餐廳，每間購
買 1000 份「Show me your love 飯」，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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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中旬推出「餐餐送愛」計劃

掃瞄二維碼「食一餐捐一次」

此外，「愛互送」平台繼上月底展開第二階段，加入五項食物援助，包括食米、食油、罐
頭食品、包裝麵食及餅乾，下月 15 日起，將推出為期兩個月的「Share a Meal 餐餐送愛」
大型計劃，捐助者只需用手機掃瞄食肆展示的「餐餐送愛」二維碼，或登入「愛互送」網
站，便可透過 AlipayHK 或 PayMe 輸入捐助金額，捐款滿 100 港元更可申請免稅收據。而
平台主要合作伙伴仁濟醫院將捐款用以代購物資，再按需要分配予 60 間受惠機構，轉贈
有需要人士。
「餐餐送愛」計劃已獲本地餐飲業界熱烈支持，共有近 220 間食肆參與，當中更包括多間
米芝蓮星級食府，如 ZEST by Konishi、Beefbar、Takumi by Daisuke Mori、夜上海、Sushi
Wadatsumi；位於香港瑰麗酒店、香港君悅酒店、香港萬麗海景酒店、香港尖沙咀凱悅酒
店、香港沙田凱悅酒店內多間食肆；連鎖餐飲品牌美心 MX、錦麗、茶木，以及 Preface
Coffee & Wine 和 Potluck Eatery 等餐廳。至於新世界旗下的 K11 MUSEA、K11 ART MALL、
D•PARK 愉景新城及 THE FOREST 內的餐廳亦同樣熱烈響應，攜手送愛。食肆詳細名單
可瀏覽「愛互送」網站︰https://shareforgoodhk.com/。
-完參與「Show me your love 飯」餐廳列表 (以筆劃順序排列)
餐廳名稱
千樂燒味餐室
好運燒臘飯店
花月宮
金佛園素食
華姐清湯腩
Manna。嗎哪
廚尊

地址
灣仔軒尼詩道 352-354 號昌業大廈地下
筲箕灣金華街 21 號
屯門良德街 8 號珀御坊 1 樓 101 號
紅磡差館里 41-43 號地下
天后電氣道 13 號 A 地舖
觀塘翠屏道 11 號 1 樓
旺角上海街 618 號 2 樓 201-2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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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

「愛互送」發起「Show me your love 飯」義賣行動，呼籲公眾支持 7 間抵住疫境經營壓力
派飯的餐廳，購買飯券轉贈基層。

每位支持「Show me your love 飯」義賣的捐助者將獲贈小證書，並有二維碼供掃瞄後上載
Instagram 限時動態「打卡」。
高清圖片下載連結
https://nwdrive.nwd.com.hk:443/link/D24FFC9E0817CD6888E60725D28CF572
有效日期：2022 年 6 月 8 日
密碼：ue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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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新世界發展企業傳訊部
夏永欣
電話: +852 3110 4701
電郵: janeha@nwd.com.hk

林裕華
電話: +852 9081 6759
電郵: justinlam@nwd.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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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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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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