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隆堡愛心傳遞．有營熱飯活動 

 

(香港訊，2014 年 4 月 16 日) - 4 月 15 日 (星期二)，隆堡國際酒店集團假隆堡蘭桂坊酒店頂層

的 Azure Restaurant Slash Bar 舉行「隆堡愛心傳遞．有營熱飯活動」新聞發佈會，正式宣布

與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 (www.foodbank.sjs.org.hk) 合作。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獲得 Visa 的支持，於旗下兩間餐廳——尖沙咀的 AVA Restaurant Slash Bar

及中環蘭桂坊的 Azure Restaurant Slash Bar 推出歡樂時光禮遇，憑 Visa Signature 及 Visa 

Infinite 信用卡，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5:00 至晚上 8:00 可以港幣$100(已含服務費)二人共享四杯

飲品及小食無限供應。 

 
歡樂時光禮遇的部分收益將撥捐予聖雅各福群會，支持其熱食服務為有需要人士提供營養飯盒

援助。透過今次活動，隆堡目的捐助 26,840 個飯盒。 

 

隆堡集團與聖雅各福群會的合作，除了熱食服務捐獻以外，隆堡的員工更參與聖雅各的義工活

動。於 3 月 1 日去到觀塘熱食中心，幫忙飯盒包裝。發佈會當日，隆堡國際酒店集團、聖雅各

福群會及 Visa 的「義工」更為在場的嘉賓及媒體示範飯盒包裝。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的創辦人及總裁麥繼良先生表示：「隆堡一直竭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盡我

們一點綿力幫助有需要人士。是次活動為 Visa Signature 及 Visa Infinite 持卡人提供尊貴禮

遇，更重要是可以支持聖雅各福群會的社會服務工作。」 

 
聖雅各福群會的助理總幹事張達昌先生於新聞發佈會中表示：「非常感謝隆堡集團及 Visa 邀請

參與這次別具意義的活動，用心關懷社會，為貧困人士提供營養飯盒，舒緩飢餓問題。」 

 
Visa 香港及澳門地區總經理陶偉邦先生 (Mr. Tom Tobin) 表示：「根據 2014 年『Visa 用戶經

濟情況研究』1顯示，三分二的香港富裕人士有意將每月部分可支配開支作慈善捐贈。這反映出

香港人的善心，積極尋找機會回饋社會。透過隆堡愛心傳遞．有營熱飯活動，Visa Signature 及

Visa Infinite 持卡人在到訪與良朋共享美酒小食之餘，隆堡也同時作出捐獻，共襄慈舉。」 

 

                                                 
1
 2014年「Visa用戶經濟情況研究」由 Visa委託 TNS Singapore 於 2013年 11月至 2014 年 1月期間

進行。香港巿場的調查訪問了 500 位年齡介乎 25 至 55 歲、家庭總收入為港幣$480,000 或以上的信用

卡持卡人。 

 



 

 
上圖(左至右)：Visa 香港總監-產品開發 羅格知女士； 

Visa 香港、澳門及台灣消費品副總經理 王正平先生；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營運總監 陳淋女士； 

Visa 香港及澳門區總經理 陶偉邦先生；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創辦人及總裁 麥繼良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助理總幹事 張達昌先生； 

聖雅各福群會高級服務經理 吳雯賢女士 

 
上圖：眾嘉賓及媒體鼎立支持「隆堡愛心傳遞．有營

熱飯活動」新聞發佈會 

 
上圖：張達昌先生、陶偉邦先生及麥繼良先生 

 
上圖：陳淋女士致辭 

 
上圖：張達昌先生致辭 

 
上圖：陶偉邦先生致辭 

 
 
 
 
 
 
 

 
 
 
 
 
 
 
 
 
 
 
 
 



 

 

 
此外，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嘉許為 2013/14 年度「商界展關懷」公司，

承諾與社會服務界建立伙伴合作關係，攜手建設共融社會。隆堡集團一直熱衷履行企業社會責

任，其他合作伙伴包括： 

 
十字路口基金會 / 樂施會 / 救世軍：隆堡集團捐贈物資予這些非牟利機構，如衣物、枕頭、

毛毯、浴室磅秤及傢具。 

 
膳心連：隆堡集團旗下的餐廳收集剩餘的食物捐贈予膳心連，再轉送給露宿者和有需要的人士，

改善香港的饑餓和貧窮的狀況，同時減少食物浪費。 

 
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 (UNICEF HK)：由 2011 年，隆堡集團鼓勵酒店住客捐出零錢予 

UNICEF HK，以支持 UNICEF 在全球 190 多個國家的工作，幫助有需要的兒童。UNICEF HK

捐款箱設於酒店大堂，以收集住客用專用信封包好的捐款。 

 
「源」慈善基金：自2012年，隆堡集團於旗下的酒店及餐廳推行兩項慈善計劃—客人惠顧餐廳，

其賬單會自動增收港幣$1；客人入住酒店客房，其客房賬單會自動增收港幣$5，目的是為中國

內地的貧困人士提供資金援助，幫助該機構在中國內地的貧困山區建設和提供教育設施或其他

基礎建設。 

 
 

  
 
 
 

 
上圖(左至右)：麥繼良先生、陳淋女士、陶偉邦先生

及張達昌先生示範飯盒包裝 

 
上圖(左至右)：麥繼良先生、陳淋女士、陶偉邦先生

及張達昌先生展示包裝完成的飯盒 

 
上圖：Azure 的調酒師 Vince 悉心調配歡樂時光的 

創意雞尾酒 

 
由左至右：麥繼良先生、陶偉邦先生、張達昌先生及

陳淋女士與嘉賓及媒體進行祝酒儀式 



 

 
 
 
 

再皂福：隆堡集團旗下的酒店收集未完全消耗的肥皂，捐贈予再皂福，再運到工廠消毒並造成

新的肥皂，分發給亞太貧困地區的家庭和學校，以改善他們的環境及個人衛生，尤其是減少東

南亞地區兒童可預防疾病死亡人數。 

 

公益金 / 百萬行：由 2009 年，隆堡集團的員工一直積極參與「百萬行」活動，支持公益金籌

集善款，建設共融社會。 

 

歡樂時光訂座請電： 

AVA Restaurant Slash Bar  (852) 3550 0262 
Azure Restaurant Slash Bar  (852) 3518 9330 
 
 

主辦單位: 

 

     
 
 

受惠機構:                                      支持夥伴: 

 

         
 

                     

-完-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有關資料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以豐富的經驗，致力為業主提供卓越的酒店營運及顧問服務。以北美洲為根基，隆堡

集團於加拿大、歐洲及亞洲擁有超過 27 年豐富的酒店管理經驗。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 2013/14

年度「商界展關懷」公司、《Hong Kong Business》頒發「2013 年領先的酒店管理公司」大獎、Madiazone 

Group 2014 年度香港最具價值企業大獎頒發「最佳酒店管理公司」及 2013 年中國酒店投資人聯盟五星

鑽石獎頒發「中國最佳酒店集團公司」等，成績驕人。集團旗下業務包括位於中國香港的隆堡麗景酒店、

隆堡蘭桂坊酒店、隆堡雅逸酒店及隆堡柏寧頓酒店，及位於中國成都的花樣年隆堡成都酒店。隨著酒店

的成功營運，隆堡國際酒店集團致力將業務擴展至國際版圖，為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優質及多元化的酒

店服務。 

www.rhombusinternational.com 
 
 
 
 
 
 
 
 

http://www.rhombus-group.com/


 

 
 
 
 
 

中國香港 

隆堡麗景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麗景酒店榮獲 2013 年粵港澳金珠獎頒發「最具特色商務酒店」大獎、《Let's Go 粵港直通》雜誌

頒發 2009 至 2012 年「最受粵港澳商旅人士歡迎的商務酒店」大獎，及 TripAdvisor 頒發「2012-2013

年度卓越獎」。此外，居高酒店之 AVA Restaurant Slash Bar 亦榮獲由《Wine.Luxe 酒派》月刊頒發的

「香港十佳餐酒配對餐廳獎」、Asia Tatler 讀者一致評賞為 2012-2014 年度「香港及澳門最佳食府」之

一的殊榮及 2012 冬季版 DiningCity 香港餐廳週的「最佳餐廳」。隆堡麗景酒店是尖沙咀獨有最高的三

角形豪華商務酒店，坐擁一覽無遺的維港景致。酒店位處優越地段，距離港鐵尖東站只需兩分鐘步程，

往返港鐵紅磡站只是一站之距；而往返中港客運碼頭只需五分鐘車程。酒店毗鄰為香港主要購物熱點，

包括 K11、國際廣場﹝iSQUARE﹞、DFS 環球免稅店、The ONE 以及 IMAX 電影院等。 

www.hotelpanorama.com.hk   
 

隆堡蘭桂坊酒店有關資料 

隆堡蘭桂坊酒店是位於中環蘭桂坊中心地段的豪華精品酒店，開業以來，憑藉酒店五星級的個人化服務、

時尚優雅的設計及寬敞舒適的客房，一直深受國際品味人士的愛戴。隆堡蘭桂坊酒店獲獎無數，獎項包

括獲 2013 年 NOW Travel Asia 大獎頒發「亞洲最佳商務酒店」之一、2012 世界豪華酒店大獎之「豪華

精品酒店」、2012 年 TTG 旅游雜誌之「最佳精品酒店」及 TripAdvisor 頒發「2012-2013 年度卓越獎」。

此外，位於酒店頂樓的 Azure Restaurant Slash Bar 獲 Asia Tatler 評選為 2008-2014 年度「香港及澳

門最佳食府」之一的名銜、DiningCity 頒發 2013 年冬季版香港餐廳週「最佳酒店餐廳」之殊榮，亦獲

南華早報頒發「2013 年 100 Top Tables」、CityLife 雜誌頒發「2013 年游客至愛食府大獎」、2012 夏

季版 DiningCity 香港餐廳週的「最佳餐廳」之第三位，及由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評選為「全球 20 大最

佳空中酒吧」之第七位。 

www.hotel-LKF.com.hk     
     
聖雅各福群會有關資料 

聖雅各福群會於 1949 年成立，為一間非牟利的多元化社會服務機構，由聖公會何明華會督及一班熱心

人士於 1949 年創辦。本會一向致力為社區內不同需要人士，提供高質素的綜合服務，協助其自助助人，

從而建立一個融合、和諧的社會。本會總會大樓樓高 13 層，座落於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現時總會以外

服務單位發展超過 50 間。聖雅各福群會一直致力將服務延展至社會上每一個有需要的人，對象包括兒

童、青少年、家庭、露宿者、智障人士及長者等。我們的服務由社區支援到院舍照顧；由康健人士至殘

障人士。每天所提供的服務超過 10,000 人次。作為一所非牟利的社會服務機構，聖雅各福群會一直堅持

扶助「軟弱和貧窮人」，縱使我們的服務近年面對多番挑戰與改變，我們仍常提醒自己不可遺忘這些人

的訴求。 

www.sjs.org.hk 
 
 

隆堡國際酒店集團發佈 

傳媒查詢: 

市場傳訊部 

Avis Fok 3550 0612 / avis_fok@rhombusinternational.com  
Kara Lui 3550 0613 / kara_lui@rhombusinternational.com   
 
 

 

http://www.hotelpanorama.com.hk/
http://www.hotel-lkf.com.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