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佈)

跳出黑暗 重拾希望 擁抱生命
周大福珠寶呈獻 YO Dancical 2018 <一念之間>街舞劇
（香港‧2018 年 2 月 8 日）青年精神健康的議題經常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及重視，心理或情
緒問題變得愈來愈嚴重。青年面對困難或逆境，不懂如何處理問題，唯有用「解決自己」來
解決問題。YO 協青社透過其中一個青年文化平台 - 街舞活動作為介入點，幫助高危青年學
懂正面對待難題和鍛鍊堅毅的精神。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籌款活動已踏入第五屆，今年
以精神健康為主題，協青街舞劇 2018 <一念之間> 將於 4 月 14 日在沙田大會堂舉行。
在今日的《YO Dancical 2018》發佈會上項目統籌、執行監製暨劇本創作及 YO 執行委員會委
員紀文鳳致辭時表示：
「煩惱每個人都有，無論你是富或貧，面對困難，人人平等。今年街舞
劇，講述一念之間的關鍵性：一念天堂，一念地獄。當你想回過去，我們會為了一件小事而
煩惱，想歪就會做儍事，作出無謂犧牲。其實，停一停，深呼吸，等一等，難關總會過，令
青年人找到正能量，重拾希望，擁抱生命。」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教授及 YO 街舞劇 2018 榮譽顧問葉兆輝教授分享時表示：
「現今社會，不但是香港的青年，甚至全球的青年，同樣面對比往時更複雜的問題，更難處
理。希望大家可以用同理心去了解及關懷他們。」他同時傳授「123 秘笈」助青年人解決問
題;設立一個目標協助青年人提升精神健康，透過兩個對策，聆聽及關懷青年人的心聲，給予
三個忠告：
「得唔得都得」應用積極的態度面對、
「尋找解決方法」
、
「留意及關心身邊的朋友」
給予他們充分的支持。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博士分享說：
「學校是家庭以外，青年人逗留時間最長的地
方，因此他們在學校的生活相當重要，而老師對青年人的關愛和照顧亦十分重要。政府也經
常視老師為守門人。良好的師生關係確實可以讓學生及早獲得適當的支援，即使現在教學工
作比以往複雜和繁重，但我們的老師也十分專業和盡力幫助學生。」
協青街舞劇 2018 製作總監及 YO 總幹事謝貞元表示：
「協青社致力為高危青年服務，面對受精
神問題困擾的青年人，協青社所用手法與葉兆輝教授的「123 秘笈」一脈相承，我們會為青
年人提供一個他們接納而感覺舒適的環境，有人會聆聽他們傾訴，被關懷，感覺到有出路，
重拾希望。」
YO 亦衷心感謝周大福珠寶續冠名贊助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為高危青年提供展示才
華的演出平台，全面展現他們非一般的才華，並為 YO 籌募服務經費。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將於 4 月 14 日(星期六)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行，今年特別
加設慈善下午場，時間由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供中小學生免費觀看，有關索取免費入場劵
可經 YO 或學校老師或社工轉介，名額有限，派完即止。感謝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
及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教聯)，共同出任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支持團體。另外公開
場於同日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舉行，扣除開支，全數撥捐 YO 作高危青少年服務發展之用。

活動詳情：
活動：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日期：

4 月 14 日(星期六)

時間：

下午 2 時 30 分至 4 時

地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慈善下午場 中小學生費用全免)

可經協青社或學校老師或社工轉介，可免費索取入場劵，名額有限，派完即止。
活動：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日期：

4 月 14 日(星期六)

時間：

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地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公開場憑票入場)

門票發售資料：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現於城市售票網公開發售，票價分別為 $200、$120、$80。扣
除開支，全數撥捐 YO 作高危青少年服務發展之用。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網頁: www.YOdancical.org.hk
下載高解像素圖片
http://bit.ly/2E6R3BU
相片分享
圖一

(由左至右) 協青街舞劇 2018 製作總監及 YO 總幹事謝貞元先生、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
政學系教授及協青街舞劇 2018 榮譽顧問葉兆輝教授、協青街舞劇 2018 項目統籌、執行監製
暨劇本創作及 YO 執行委員會委員紀文鳳小姐、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博士及協青
街舞劇 2018 執行統籌及 YO 助理總幹事 (外展服務) 陳嘉玲小姐。

圖二

協青街舞劇 2018 主要青年舞者。
圖三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教授及協青街舞劇 2018 榮譽顧問葉兆輝教授(左二)
協青街舞劇 2018 項目統籌、執行監製暨劇本創作及 YO 執行委員會委員紀文鳳小姐(中)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會長馮偉華博士(右一)
與一眾嘉賓及青年舞者合照
圖四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行政學系教授及協青街舞劇 2018 榮譽顧問葉兆輝教授與協青街舞
劇 2018 項目統籌、執行監製暨劇本創作及 YO 執行委員會委員紀文鳳小姐分享「123 秘笈」
協助青年人解決問題。
1 個目標：精神健康
2 個對策：耹聽、關懷

3 個忠告：得唔得都得、尋找解決方法、留意及關心身邊的朋友。
傳媒查詢：
協青社公共關係部 劉祖兒先生
電話：2513 0026 / 9559 2781
電郵：prjoey@y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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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更開辦不同的服務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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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年度開支超過港幣四仟萬元，約有 1/4 由政府資助，其餘 3/4 需通過自行籌募及撰寫計劃
書，才能取得收支平衡。
2016-2017 年間以具魅力的青年文化平台，預防及正向教育推廣的服務人次高達 100,000；同
時亦為超過 8,300 名高危青年提供針對性的介入服務及小組治療；當中更為 1,920 名高危青
年提供專項的個案輔導、心理治療及危機住宿服務。
關於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自 2014 年起，每年 4 月協青社均舉行 「協青街舞劇」前名為「YO! Dance it UP!」協青狂
舞派對 ) ，為青年人提供展示才華的演出平台，並為 YO 籌募服務經費。
活動至今，成功為超過 500 名青年發揮不同的才華，如：跳舞、編舞、排舞、導演、編曲、
服裝及道具造型、台燈聲等，吸引超過 5,000 名觀眾到場親身支持。
<一念之間> 故事簡介：
三個主角:一個叫阿零、一個叫阿豪、一個叫一念。
阿零，人如其名，甚麼都是零，甚麼都沒有，沒有錢、沒有機會、沒有朋友，家境貧窮，不
開心。
阿豪，人如其名，甚麼都有，成績優異，很多朋友，家境富裕，不開心。
一念，當大家有困難的時間，一念就會出現，她遊走在阿零同阿豪之間，係關鍵時刻，幫他
們看通問題，令他們重拾希望，擁抱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