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一念之間》
關注年青人精神健康
透過跳舞 重拾希望 擁抱生命
新聞稿 (即時發佈)
第五屆周大福珠寶呈獻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一念之間》今日(4 月 14 日)假沙田大會堂
演奏廳舉行，榮幸邀得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GBS,JP 為主禮嘉賓，今年「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為 YO 協青社籌得善款超過 3 百萬元，觀眾人數超過 2 千人。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GBS,JP 表示：
「協青社的使命是主動接觸身處危機青
少年，以愛護、關懷和接納協助他們建立自尊自信，他們的工作十分值得社會各界支持。多
年來，協青社透過街舞、滑板、健身泰拳等的另類青年文化，培訓超過 20,750 位青年人，更
連續第五年舉辦協青街舞劇，成績有目共睹。今年舞劇的主題能適切地針對青少年精神健康
問題，鼓勵大家以正向思維面對困難，以及家人和朋友間彼此耹聽、關懷。在這方面，政府
亦會繼續增撥資源推行多項新措施，加強社區精神健康服務。」
YO 會長 區璟智表示：「YO Dancical 不單是一個籌款的平臺，為 YO 籌務極需要的經費；同
時，也為高危青年提供一個｢非一般」的舞臺，讓他們展示多元才華。」她繼說：
「YO 能夠連
續第五年舉辦『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全賴一群來自有關專業的『YO 天使』淳淳教導我
們的青年人，用無私愛心伴著他們一步一步成長，失敗時給他們鼓勵，氣餒時給他們打氣，
怠惰時給他們鞭策。整個街舞劇無論由構思、編曲、排舞、演出，以至道具、舞臺及燈光設
計，YO 的青年人都有機會跟『YO 天使』們學習和掌握，越做越有信心，我以他們的成就為榮，
也對『YO 天使』們的奉獻常懷感恩。」
「YO Dancical 2018」項目統籌、執行監製、劇本創作暨 YO 執行委員會委員 紀文鳳表示：
「《一
念之間》是以青年人精神健康為主題，透過街舞把正向思維去感染他們，避免負面想法，令
他們重拾希望，擁抱生命。我們更邀請了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為榮
譽顧問，為我們構思了『123 秘笈』去解決問題，還有鼓勵年青人的金句：得唔得，都得！
今年有一個突破，新增設了慈善下午場，免費招待全港中小學師生欣賞協青街舞劇，難能可
貴的是，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教協) 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 一同攜手成為活動
的支持機構，並成功邀請超過 20 間中小學的學生觀看表演。」
另外協青街舞劇還邀請到香港饒舌歌手及音樂人馬米(MastaMic)、來自美國 Bboy Jeremy
HaviKoro 及來自澳洲 Bboy Willastr8 ，與協青社嘻哈學校一班導師及學生同台演出。
下載高解圖元圖片及片段
http://bit.ly/2Hmua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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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慈善下午場
圖一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一念之間》慈善下午場，免費招待全港中小學師生欣賞協青
街舞劇，難能可貴邀請得教協會長 馮偉華先生及教聯主席 黃錦良先生同場支持，作為慈善
下午場的主禮嘉賓，並進行剪綵儀式。
左起：YO 總幹事 謝貞元、教聯主席 黃錦良、「YO Dancical 2018」項目統籌、執行監製、
劇本創作暨 YO 執行委員會委員 紀文鳳 GBS,SBS,JP、教協會長 馮偉華及教協副會長馮碧儀
圖二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一念之間》特設慈善下午場，成功邀得來自超過 20 間中小學
的同學觀賞。
圖三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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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 嘻哈學校一班導師及學生同台演出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一念之間》展示才華。
圖七及八

(左圖) 來自美國 Bboy Jeremy HaviKoro 及(右圖)澳洲 Bboy Willastr8 與青年人一起同台演
出。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公開場
圖九

主禮嘉賓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博士 GBS,JP 出席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一念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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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眾嘉賓一同支持一眾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一念之間》公開場
上排左起: YO 總幹事 謝貞元、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陳婉雯 JP、旭日企業行政總監 梁樹森、
YO 籌募委員會委員 劉嘉敏、YO 籌募委員會主席暨副會長 黃紹基、周大福珠寶金行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孫志強、「YO Dancical 2018」榮譽顧問 葉兆輝教授及光大控股 執行董事兼首席
財務官 鄧子俊
下排左起:YO 執行委員會義務司庫 尤妤心、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李美嫦 JP、利豐有限公
司榮譽主席 馮國經博士 GBM,GBS、利豐有限公司 馮沈乃琪、YO 會長 區璟智 GBS,JP、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 GBS,JP、「YO Dancical 2018」項目統籌、執行監製、劇本創作暨 YO
執行委員會委員 紀文鳳 GBS,SBS,JP、政府新聞處處長 朱曼鈴 JP、工業貿易署署長 甄美
薇 JP、YO 榮譽總幹事 李文烈、前勞福局常任秘書長 譚贛蘭 GBS,JP 及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
(青年及感化服務科) 郭李夢儀
圖十一

一眾主禮嘉賓、嘉賓及贊助公司與一同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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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表演嘉賓香港饒舌歌手及音樂人馬米(MastaMic)以 Rap 歌與青年人同台演出。
圖十三

完場後一眾青年舞者在臺上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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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abi Creation Venus Li
電話：2811 4900 / 9834 3696
電郵：venus@wasabic.com.hk

關於 YO 協青社 (www.YO.org.hk)
自 1991 年成立以來，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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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提供適切之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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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提供機會讓迷
失的青少年發展所長。
關於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自 2014 年起，每年 4 月 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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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並為 YO 籌募服務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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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至今，成功讓超過 500 名青年參與製作和表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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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
為 YO 籌得超過港幣一千五百萬元。
YO Dancical 協青街舞劇 2018 《一念之間》
YO 邀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葉兆輝教授擔任協青街舞劇 2018 榮譽顧問，為我
們作了「123 秘笈」，以協助青年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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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ok not to be ok)、尋找解決方法、留意及關心身邊的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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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關鍵時刻，幫他
們看通問題，令他們重拾希望，擁抱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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