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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協青慈善行 2019 

 共創、共樂、共融 體驗協青社文化 

 

（香港‧2019年 11月 9日）協青社 (Youth Outreach/YO)第四屆由周大福珠寶冠名贊助「協

青慈善行 2019」於今日 (11 月 9 日) 假科學園高錕會議中心廣場舉行，籌得善款超過港幣

230萬元，參與人數超過 800人，同時約有 200名義工在場協助。 

 

今年慈善行以共創、共樂、共融，體驗 YO文化為主題，場區設有由 YO 青年人一手包辦的「青

年文化攤位」，當中包括：飛鏢及泰拳體驗，扭氣球製作及手工藝等，讓參加者可以親身體驗

YO文化。 

 

YO會長 區璟智感謝各善長仁翁及機構的慷慨捐助和無私付出。她表示：「YO致力為高危青年

人提供即時危機介入服務。近日社會氣氛緊張，不少青年人受到困擾，衍生出不少情緒問題。

YO 本著急青年人所急，因應時局而調整和加強了我們的跨區深宵外展服務，爭取為有需要的

青年人提供適切的支援。YO外展隊透過青年人喜愛的社交平臺、24小時熱線電話，甚至親自

往他們身處的地方，為他們提供即時危機介入服務。暫時無法回家的青年人，還可入住 YO 的

危機中心。外展隊並會轉介受精神及情緒困擾的青年人，予臨床心理學家跟進。」她續說：「我

們希望透過提供一站式的服務包括外展、住宿、輔導、以及青年文化活動等，有效幫助高危

青年重回正軌。」 

 

YO 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表示：「各位早晨，多謝各位一早來到由 YO 協青社舉行

的第四屆「協青慈善行」!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各位嘉賓、各位善長、參加者蒞臨支持 YO

一年一度的盛事。今次步行籌款共籌得超過港幣 230萬元，全賴各界的捐助 ，最後，我衷心

感謝各位善長及機構的慷慨捐助、無私付出，提供機會給青年人發展所長。」 

 

「協青慈善行 2019」感謝各企業的支持。 

 

 

下載高解圖元圖片  

http://bit.ly/2JNLcl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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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協青慈善行 2019 全賴企業的支持，支票頒贈儀式由 YO 會長 區璟智及 YO 副會長暨籌募委員

會主席 黃紹基代表 YO 接受並與冠名贊助及協辦單位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臺上合照留念。

(由左至右) YO青年人、YO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冠名贊助及協辦單位周大福珠

寶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孫志強、YO會長 區璟智及 YO青年人。 

 

圖二 

 

協青慈善行 2019 全賴企業的支持，支票頒贈儀式由 YO 會長 區璟智及 YO 副會長暨籌募委員

會主席 黃紹基代表 YO接受並與鑽石贊助利豐集團臺上合照留念。 

(由左至右) YO 青年人、YO 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鑽石贊助利豐集團代表 利豐

慈善基金馬穎雯、YO會長 區璟智及 YO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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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協青慈善行 2019 全賴企業的支持，支票頒贈儀式由 YO 會長 區璟智及 YO 副會長暨籌募委員

會主席 黃紹基代表 YO接受並與鉑金贊助上海總會代表臺上合照留念。 

(由左至右)YO青年人、YO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鉑金贊助上海總會理事長 李德

麟、YO會長 區璟智及 YO青年人。 

 

圖四 

 

協青慈善行 2019全賴企業的支持，YO會長 區璟智及 YO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頒

贈「最鼎力參與獎」並與得獎企業代表臺上合照留念。 

(由左至右)YO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新動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歐德昌、

豐盛創建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林煒瀚、上海總會常務理事 李惟宏、時計寶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董觀明及 YO會長 區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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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開幕儀式以 YO服務及青年文化為主題的拼圖，一眾嘉賓拼出 YO字樣，完成後合照留念。 

(前排由左至右) YO義務司庫暨行政及財務委員會主席 尤妤心、YO執行委員會委員暨籌募委

員會委員 林煒瀚、上海總會理事長 李德麟、YO副會長暨籌募委員會主席 黃紹基、YO會長 區

璟智、利豐集團代表 利豐慈善基金馬穎雯、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孫志強、新

動力資源集團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歐德昌及 YO總幹事 謝貞元。 

(後排由左至右)深圳市御雅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營運總監 吳佳華、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慈善基

金有限公司主席 鄧聲興、東方珠寶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 曾梓浩、YO 外展服務委員會 何松

謙、時計寶投資有限公司主席兼行政總裁 董觀明、金利集團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 周林洪及 

YO外展服務委員會委員暨地舖管理及社會企業委員會委員 黃琦雅 

 

圖六 

 

一眾嘉賓手持彩帶，主持協青慈善行 2019起步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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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至十 

  

  

協青慈善行 2019 設有由 YO 青年人一手包辦的青年文化攤位，讓參加者身體力行體驗 YO 文

化。 

 

聯絡及查詢： 

協青社籌募及傳訊部  

劉祖兒 電話：2513 0026 / 9500 2354  電郵：joey.lau@yo.org.hk  

賴怡雯 電話：2513 0026 / 9279 3994  電郵：amy.lai@yo.org.hk 

 

關於 YO 協青社 (www.YO.org.hk)  

自 1991 年成立以來，協青社 (Youth Outrea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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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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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在2018/19年度開支約港幣四仟三佰萬元，當中住宿單位約一仟四佰萬元開支由政府資助，

其餘均須自行籌募，才可使 YO 繼續堅持信念為高危青年服務，幫助他們走上正途。 

mailto:amy.lai@yo.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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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協青慈善行 2019 (YO! Let’s Walk the Road) 

協青慈善行是YO 每年一度的籌款旗艦活動之一。同時YO亦希望透過健康及老少咸宜的活動，

提高大眾對高危青年的關注。活動分成人、青年及家庭組別，起點設於科學園高錕會議中心

廣場，當中更設有由 YO青年負責的青年文化藝術攤位，終點為大埔元洲仔公園，全程約 4.9

公里。此活動所籌得善款用作服務高危青年，讓他們重拾自信，發展「不一樣的成就」，做個

正向青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