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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協青慈善行 2017  
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主持起步禮 

支持 YO協青社 
助高危青年一展所長 

 
YO 協青社 第二屆「YO! Let’s Walk the Road 協青慈善行 2017」已於今日 (10 月 7 日) 在
大埔白石角海濱長廊圓滿舉行。 
 
YO 十分榮幸邀得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為活動的主禮嘉賓及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

服務) 郭李夢儀和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葉巧瑜擔任嘉賓，主持鳴槍儀式。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在致辭時表示:「協青社的青年工作與特區政府高度重視培育青年人的政策，
不謀而合。今年的步行籌款所得款項將用作幫助高危青年，培養他們成為正向青年，重建自
尊自信。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慈善行之餘，亦踴躍捐輸，讓協青社能繼續以生命影響生命。」 
 
YO 協青社會長區璟智說:「作為一個站在前線服務高危青年的機構，YO 協青社一直緊貼青年
文化，積極建構另類的文化平台，讓高危青年發揮多元才華，鼓勵他們遠離負面行為，做個
正向青年。」 
 
「YO協青社今年的開支超過 4,000萬元，約有 1/4由政府資助，其餘均需自行籌募，雖然努
力開源節流，本財政年度預計會出現二百多萬元赤字，情況不容樂觀。YO協青社實在很需要
社會各界大力支持，讓我們繼續為高危青年提供合適的服務。」區會長續說。  

 
區會長感謝今天有出席的政府官員及約 1,000 位善長仁翁參與「協青慈善行」，身體力行，
不但肯定 YO的工作，更表示對高危青年的關懷。YO向大家致以衷心謝意。 
 
YO 協青社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說: 「感謝捐款者、夥伴機構及各義工對活動的鼎力支持，
為 YO籌得超過 200萬元的善款，參與的人數超過了 1000人，義工的人數超過 150人。」 
 
YO! Let’s Walk the Road協青慈善行 2017 
起點設有青年文化藝術攤位，均由 YO 青年一手包辦，精彩內容包括: 魔術表演、人面繪畫
(face painting)、花式雜耍等。沿途亦有由 YO 青年打扮的人偶穿插其中，並表演街舞。終
點亦展示塗鴉創作，更設有嘉年華會與眾同樂。各參加者既享受一個健康及充滿活力的早晨，
同時更可為 YO 協青社籌募善款。 

 
YO! Let’s Walk the Road 協青慈善行 2017 全賴以下企業的支持，包括首席贊助：太興飲食
集團；鑽石贊助：世界眼科組織及利豐集團；協辦機構及鉑金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黃金
贊助：金利集團香港有限公司及新世界動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特別贊助旭日集團有限公司
及其他一眾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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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高解像素圖片 
http://bit.ly/2wi3wec 
 

 

圖一 主禮嘉賓大合照 (上排由左至右) 協辨單位及鉑金贊助周大福珠寶集團執行董事 孫志
強、鑽石贊助新世界動力資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歐德昌、旭日企業行政總監 梁樹森、社會
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葉巧瑜、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郭李夢儀、
首席贊助太興飲食集團董事兼總經理(品牌及企業發展) 陳淑芳、旭日集團 董事許宗盛 SBS
太平紳士、首席贊助太興飲食集團主席 陳永安、金利珠寶總經理 周洪林、協青社榮譽顧問 利
豐集團 馮沈乃琪及鑽石贊助世界眼科組織 林文傑教授。(下排由左至右) 協青慈善行大使
2017 Sarinna小妹妹、協青社會長 區璟智、協青社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及協青社總幹事 
謝貞元。 
 

 
 
圖二 YO! Let’s Walk the Road協青慈善行 2017起步禮 – 一眾嘉賓主持鳴槍儀式(由左至
右前排) 深圳市鹽田區政協歷屆港澳委員聯誼會 秘書長 蘇紹林、協青社總幹事 謝貞元、協

青社榮譽顧問 利豐集團 馮沈乃琪、旭日集團 董事許宗盛 SBS太平紳士、深圳市金寶豐珠
寶首飾有限公司 黃志堅、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 郭李夢儀、協青社會長 區
璟智、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協青慈善行大使 2017 Sarinna小妹妹、協青社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
紹基、首席贊助太興飲食集團主席 陳永安、首席贊助太興飲食集團董事兼總經理(品牌及企
業發展) 陳淑芳、社會福利署東區及灣仔區福利專員 葉巧瑜、協青社委員會委員 鄧惠雄及
經綸慈善基金 黃啟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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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協辦單位及鉑金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 :協青社籌務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周大福
珠寶集團執行董事 孫志強、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及協青社會長區璟智。 

 

 

圖四 首席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 :協青社籌務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太興飲食集團董事

兼總經理(品牌及企業發展) 陳淑芳、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太興飲食集團主席 陳永安及協青
社會長區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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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鑽石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協青社籌務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利豐集團 馮沈乃琪、
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及協青社會長區璟智。 

 

 

圖六 鑽石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世界眼科組織 總裁林文發、世界眼科組織林文傑教
授、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及協青社會長區璟智。 

  



 
 

 

香  港  西  灣  河  聖  十  字  徑  2  號 

2 Holy Cross Path, Sai Wan Ho, Hong Kong. 

 電話/Tel: (852) 2384 3531 傳真/Fax: (852) 2804 8622 

 網址/Web: http://www.yo.org.hk 電郵/E-mail:yoenquiry@yo.org.hk 

 

 

圖七 黃金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 :協青社籌務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新世界動力資源控
股有限公司公司董事 歐德昌、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及協青社會長區璟智。 

 
 

 

圖八 黃金贊助支票頒贈儀式 (左至右) :協青社籌務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金利珠寶總經理    
周林洪、政務司司長 張建宗及協青社會長區璟智。 

 
聯絡及查詢： 
協青社 
高級市場主任 劉祖兒 先生 

電話：2513 0026 / 9500 2354 
電郵：prjoey@y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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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YO 協青社 (www.YO.org.hk) 
自 1991 年成立以來，YO 協青社緊隨青少年需要及潮流文化的轉變，以創新、機動的多元模
式，主動接觸身處危機的青少年，為他們提供適切服務，包括：深宵外展、緊急住宿、24小
時服務中心、24小時熱線、個人輔導等。YO協青社旗下的服務單位，聘用及培訓「過來人」，
以青年文化作訓練平台，提供機會讓迷失的青少年發展所長。 
 
YO去年總開支超過 4,000萬元，其中只有 1/4 來由政府資助，其餘均需各界捐助，才可令 YO 
繼續堅持信念為高危青年服務，幫助他們走上正途。 
 
有關協青慈善行 2017 (YO! Let’s Walk the Road) 
協青慈善行是 YO 每年一度的旗艦活動之一。YO 希望透過健康活力及老少咸宜的活動，提高

大眾對高危青年的關注。活動分成人組、青年或小童組及家庭組別，起點設於大埔白石角海
濱長廊，當中更設有由YO青年一手包辦的青年文化藝術攤位，終點為大埔海濱公園方正花園，
全程約 7 公里。終點亦更設有有獎攤位遊戲，與眾同樂。此活動為 YO 籌募經費，籌得善款
用於高危青年發展用途，讓高危青年發揮『不一樣的成就』，成長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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