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綠會議組合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深明珍惜和保護自然環境的重要，因此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的建
築設計以至日常營運，都採用了連串的綠色措施以貫徹減少使用、重複使用和循環使用的理念，
盡量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會展中心更於 2015 年 11 月成為全港首間榮獲ISO 20121 可持續發展
活動管理系統認證的機構，進一步肯定我們於可持續發展所作出的努力。
我們全心全意與業務伙伴合作，攜手共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為配合主辦機構實踐企業社會
責任，會展中心提供以下的惜綠會議組合。

我們提供 –


價錢由港幣$460 至港幣$790 的全日及半日商務會議組合 (另設加一服務費)



採用可持續及水耕種植食材的環保午餐



小休茶點提供“輕營”及低碳食品選擇



會議室內供應無包裝糖果 (不適用於演講式座位)



會議室內特設專枱供應飲用水、 紙張及文具



會議室外設置廢物回收箱



項目統籌經理提供有關舉辦惜綠會議的建議

我們鼓勵 –


室內溫度調校至攝氏 25 度



善用會議室的落地玻璃以天然光照明



使用白板以取代活頁板

我們協作 –


把未經食用的食物捐贈予香港的社會福利機構

場地租務熱線: +852 2582 1111
提供項目須由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確認。

惜綠會議組合 (一)
全日會議包括午餐及茶點招待

每位每日港幣$790
(另設加一服務費)


全日使用會議室 (由早上八時至晚上七時)



於會議室或指定餐廳享用中式或西式的環保午餐



兩段小休設有咖啡及低碳茶點



會議室內供應無包裝糖果 (不適用於演講式座位)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免費享用以下會議設施 :

寫字白板

兩塊

液晶投影機連內置投影幕

一套

數碼影碟機連 32” 液晶體電視機

一套

無線咪 (呔夾式或手提式)

一支

有線咪

六支

最少出席人數
(以每日每間會議室計算)

場地

45 人

會議室 N102-112, N202-212, S222-230, S423-430

100 人

會議室 N101A/B, N201A/B, S221, S421

170 人

演講廳 2

200 人

會議室 N101, N201

350 人

演講廳 1

有效期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會議室之分配視乎各場地租用情況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決定。

惜綠會議組合 (二)
半日會議包括午餐及茶點招待

每位每半日港幣$700
(另設加一服務費)


使用會議室半日 (由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 : 或由下午一時至晚上六時)



於會議室或指定餐廳享用中式或西式的環保午餐



一段小休設有咖啡及低碳茶點



會議室內供應無包裝糖果 (不適用於演講式座位)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免費享用以下會議設施 :

寫字白板

兩塊

液晶投影機連內置投影幕

一套

數碼影碟機連 32” 液晶體電視機

一套

無線咪 (呔夾式或手提式)

一支

有線咪

六支

最少出席人數
(以每半日每間會議室計算)

場地

50 人

會議室 N102-112, N202-212, S222-230, S423-430

100 人

會議室 N101A/B, N201A/B, S221, S421

170 人

演講廳 2

200 人

會議室 N101, N201

350 人

演講廳 1

有效期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會議室之分配視乎各場地租用情況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決定。

惜綠會議組合 (三)
全日會議包括茶點招待

每位每日港幣$500
(另設加一服務費)


全日使用會議室 (由早上八時至晚上七時)



兩段小休設有咖啡及低碳茶點



會議室內供應無包裝糖果 (不適用於演講式座位)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免費享用以下會議設施 :

寫字白板

兩塊

液晶投影機連內置投影幕

一套

數碼影碟機連 32” 液晶體電視機

一套

無線咪 (呔夾式或手提式)

一支

有線咪

六支

最少出席人數
(以每日每間會議室計算)

場地

70 人

會議室 N102-112, N202-212, S222-230, S423-430

100 人

會議室 N101A/B, N201A/B, S221, S421

170 人

演講廳 2

200 人

會議室 N101, N201

350 人

演講廳 1

有效期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會議室之分配視乎各場地租用情況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決定。

惜綠會議組合 (四)
半日會議包括午餐及茶點招待

每位每半日港幣$460
(另設加一服務費)


使用會議室半日 (由早上八時至下午一時 : 或由下午一時至晚上六時)



一段小休設有咖啡及低碳茶點



會議室內供應無包裝糖果 (不適用於演講式座位)



免費無線網絡服務



免費享用以下會議設施 :
寫字白板

兩塊

內置投影幕

一塊

數碼影碟機連 32”液晶體電視機

一套

無線咪 (呔夾式或手提式)

一支

有線咪

六支

* 300 人或以上之會議可額外享用液晶投影機一部作視像或資料播放

最少出席人數
(以每半日每間會議室計算)

場地

75 人

會議室 N102-112, N202-212, S222-230, S423-430

100 人

會議室 N101A/B, N201A/B, S221, S421

170 人

演講廳 2

200 人

會議室 N101, N201

350 人

演講廳 1

有效期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會議室之分配視乎各場地租用情況及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的最終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