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主辦 

第一屆香港青年節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 “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成員來自不同界別，主要為上市公司的青年總裁、高管，非上市公
司成員則包括青年企業家、世界級運動員、專業人士及十大傑出青年成員等。 

 

本著「匯聚精英、培育領袖、推動合作」的宗旨，杠會希望透過舉辦及參與不同形式、
于同界別的活動，廣納各界代表性意見，努力為香港培育未來領袖，令香港作為國際
商貿及金融中心的領先地位得以傳承。 

 

近年來社會對青年發展的關注度日益提高，本會以協助青年上流、推動社會共融為己
任，積極透過貫穿各界管理層級並結合青年力量為各項青年議題發揮代表性作用。 



第一屆「香港青年節」 

“ “ 「香港青年節」是以鼓勵香港本地青年自強不息，延續社會努力奮鬥精神為宗旨。圍

繞青年興趣及關注項目所舉辦的一連串的節目，希望就近年比較沉重的社會氣氛重新

注入活力。第一屆的香港青年節活動，廣納青年參與的大型運動項目、鼓勵年輕人表

達自己才華的街頭唱作，以及組織由青年主講關於青年議題的演講。香港青年節，就

是一個讓香港青年表達自我的平台、一個不同年齡層互相分享的機會、一個由香港青

年主導參與的盛大節日。 



香港青年節發起人︰ 

袁志平先生 

•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創會會長 

 

• 隆基泰和智慧能源(股份代號：01281)  

- 執行董事、董事會副主席兼聯席行政總裁 

 

• 豐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607） 

- 法律顧問 

 

• 實力建業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 00519 ） 

- 首席執行官兼執行董事 

 

• 中國高速傳動設備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0658） 

- 非執行董事 

 

•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股份代號：06893） 

- 非執行董事 

 

• 新昌創展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781） 

- 獨立非執行董事 

 

• 灣仔中西區工商業聯合會副會長兼義務法律顧問 

 

• 香港020電子商務總會顧問團成員 

 

• 博愛醫院2017 – 2019 總理 

 

• 香港及英格蘭和威爾士執業律師 



香港 

青年節 

音樂
會 

論壇 

頒獎
禮 

體育 

活動形式 



音樂 
千帆並舉耀香江 

    以香港本地培育的年青音樂家為藝術骨
幹，融匯演出原創中西鼓樂、管弦樂、 舞
蹈 、書法、 功夫、風帆、舞獅、歌唱等
舞台藝術力量的跨媒體戶外實景音樂會。 
 

大地圍繞足下,海天是我舞台, 

千帆壯志並舉,青年薈萃香江! 

舉行日期︰2018年12月8日 (星期六) 

舉行地點︰西貢沙下海灘 



音樂會主禮人︰ 

劉江華太平紳士 

民政事務局局長 



音樂會轉播及製作媒體︰ 

香港電台 

香港首家廣播機構 

最具公信力的電子傳媒 



音樂 為香港著名的作曲家。畢業於香港大學音樂
系，獲頒哲學博士和碩士；亦畢業於浸會大
學電影系。梅氏作品豐富，涵括大型跨媒體
創作、中樂劇、中西管弦樂、話劇、舞劇、
電台電視電影主題音樂和配樂、聲樂、口琴
等。梅氏獲國際著名演藝團體委約作曲包
括：2016 國際奧數 (IMO)、2010 上海世博
香港週、2009 東運動會閉幕典禮、2008 香
港奧運聖火傳遞典禮藝術統籌。大型跨媒體
中樂劇創作包括與香港中樂團合作卅五周年
樂季揭幕的原創跨媒體音樂劇《千水情》、
《山花醉》、顧嘉煇與香港中樂團 I / II 藝術
統籌；香港舞蹈團《蘭亭．祭姪》、《梁祝
傳說》；跨媒體話劇《羅生門》、《莎士對
比亞》、《雷雨對日出》;；香港話劇團《紅
梅再世》、《竹林七賢》等。 

 

 

梅廣釗博士 

   總策劃 

香港作曲家聯會主席 

其他參與單位︰龍向榮博士、香港青少年國樂團 



體育 
千人同鏢破世績 

近年來，隨著投入飛鏢運動的人數不斷增加飛鏢運動員
屢獲佳績，為香港爭光。我們希望透過破世界紀錄活
動，把飛鏢運動的正面訊息帶給普羅大眾。希望香港市
民、飛鏢愛好者，鏢手透過活動進一步確立香港於亞洲
地區的領導地位，宣揚正能量！ 

活動舉行日期︰2018年12月16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各區中小學 及 The Boxes 

形式︰ 1. 介紹飛鏢運動歷史、禮儀、技巧、規則 

2. 製作電子鏢鈀 

3. 飛鏢記分世界紀錄 



梁雨恩 

活動代言人 

飛鏢運動員 

2016年Soft Darts World Cup 世界冠軍 

活動代言人 



論壇 
青年經濟高峰會 

新世代如何掌握未來，傳承與創新？邀請香
港領袖、企業家、新創世代，探索世界局
勢，如何透過創新制度、架構營運模式與人
才梯隊培育，走出一條跨代轉型，接棒傳承
之路。創新突破，掌握新機會。 

 

 舉行日期︰2018年12月14日(星期五) 

舉行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頒獎禮 

青年事務發展企業大獎 

大獎旨在： 

 

表揚以香港為家，透過具體行動支援香港青
年事務發展的企業/團體/領袖。 

 

鼓勵並啟發更多企業/團體/領袖以得獎者為
榜樣，勇於為香港未來作出承擔和貢獻。 

 

 

 
舉行日期︰2018年12月14日 (星期五) 

舉行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評審團︰(陸續增加) 

陳建強醫生 

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 

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劉鳴煒，GBS，BBS，JP 

華人置業董事會主席 

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 



贊助及支持團體 

 ( 陸續增加) 

1. 隆基泰和智慧能源 (1281) 

2. 國藝娛樂文化集團有限公司（8228） 

3. A. Plus Group Holdings Limited (8251) 

4. 鷹力投資（0901） 

5. 實力建業集團有限公司(519) 

6. 新昌創展控股有限公司(1781) 

7. 衍生集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6893) 

8. Skyyer 長空閃令令集團 

9. 亞洲電視 

    (排名不分先後） 

10. Compliance First Consulting Limited 

11. Tiger Securities Asset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12. Stocks Party Limited 

13. Gransing Wealth Management Limited 

15. 飛天通 

16. Skyfitness 

17. Avista Group 

 

商業企業 

主要贊助: 經緯集團 

香港善德基金會 勤豐證券有限公司 



贊助及支持團體 

 ( 陸續增加) 
 

11. 音樂堂慈善基金會 

12. 傑出青年協會 

13. 新家園 

14. 青年工業家協會 

15.香港青年跆拳道協會 

16. 香港青年協會 

17. 香港青年聯會 

18. 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 

19.國際青年商會 

20.香港防止虐待長者協會 

   (排名不分先後） 

社會團體 

1.善德基金會 

2.香港太陽獅子會 

3.苗圃行動 

4.半島旭日扶輪社 

5.新界青年聯會 

6.香港O2O電子商務總會 

7.創業家協會 

8.以禮助人協會 

9.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 

10. 傑青武術暨音樂藝術中心 

 

                                        

 

21.生命力量協會 

22. 音樂堂 

23. Smile 

24.中國香港精英羽毛球協會 

25. 香港股評家及投資會 



青年節大使 

 ( 陸續增加) 

陳亨達先生 
經緯集團副主席 

榮譽大使 



青年節大使 (演藝及文化) 

羅仲謙先生 方力申先生 薛凱琪小姐 



簡幗儀小姐 

Jerry.C 

姚浩政先生 



青年節大使 (體育) 

姚潔貞 
香港女子田徑運動員 
2009年東亞運動會1500米銅牌得主 

陳家豪 
香港男子田徑運動員 
現任香港 3000米障礙賽及 4x1500米紀錄
保持者 



蔣嘉琦 
香港冠軍女騎師 

周定宇  
2011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三屆世界武術錦標賽冠軍 



1. RickKazaf                 化妝師、形象指導 

 

2. 梁雨恩                       飛鏢運動員、歌手 

 

3. Kev Yiu                      時裝設計師 

 

4. 鄺芷凡 (Omi Wong)   國際旅遊小姐 

 

5. 高添羽                       魔術師 

青年節大使 



顧問團成員︰(陸續增加) 



籌委會︰ 

主席 

周啟榮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宣傳及公關委員會主席 

方俊輝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資源籌募委員會主席 



副主席 

謝文傑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內務委員會主席 

趙傑文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 

黃達麟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創會理事 

李殷傑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創會理事 

呂志宏先生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創會理事 



宣傳品 



首個宣傳品，於2018年5月11日於尖沙咀諾士佛臺展示 





巴士車身廣告於2018年7月-9月穿梭全港 



智慧巴士站(Roadshow)互動廣告螢幕 (2018年10月底)  



誠邀贊助及支持 

第一屆香港青年節是屬於香港人的盛事，要成功舉辦須
要各方支持！ 

 

如欲成為活動贊助人/團體，歡迎聯絡本會︰ 

 
香港青年總裁協會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39號夏愨大廈8樓805室 

TEL: (852) 2527 3336 

FAX :(852) 3010 9008 

Email : info@hkycoa.org 

Website : www.hkycoa.org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