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Immediate Release

HK Express Supports Youth Square Backpacker Challenge
Enable local youngsters to experience their first flight in lifetime
Hong Kong, 7 May 2015 HK Express, Hong Kong’s low-fare airline, is pleased to
support the Youth Square Backpacker Challenge.
Under this innovative youth programme, organised by Youth Square and supported by
HK Express, 12 young people who have never been abroad by aircraft before will fly by
HK Express to Tokyo for a thrilling 9-day/8-night treasure hunt challenge. The
backpackers will race around the city knocking off the challenge checkpoints and coping
with the additional challenge of a limited daily budget.
Invitations are being dispatched to all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now, with the interview
process starting soon. Entry is open to those between 15 and 29, with priority given to
those who have never flown before and are nominated by schools. Shortlisted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sessions to help plan their routes in June and August.
According to backpacking expert and round-the-world cyclist Mr. Lee Ming Hay (李明熙),
who will accompany the students on their trip in August, Tokyo was a natural choice for
the Backpacker Challenge. “Tokyo is a vast and exciting city, yet offers a very safe and
secure environment for these youngsters to explore. This programme will really help
broaden the horizons of youth, and I would like to thank HK Express and Youth Square
for their commitment in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of youth.”
Luke Lovegrove, Commercial Director of HK Express said “HK Express is sponsoring
the air travel for the programme and looks forward to welcoming these special first-time
flyers onboard. We are very proud to work with such a wonderful organization like Youth
Square, who is committed to helping and empowering the Youth of Hong Kong.”

For reservations or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hkexpress.com or contact the airline’s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t +852 3902 0288, follow us on Facebook fan page:
www.facebook.com/HKExpress, SinaWeibo: www.weibo.com/hkexpress, WeChat: HK
Express, Twitter: HKExpress.jp or Instagram: @HK_Express.
HK Express is currently on the IATA Operational Safety Audit (IOSA) registry until 23
June 2016.

-EndsAbout HK Express
HK Express is Hong Kong’s one-and-only dedicated low-fare airline. By focusing on safety, low
fares and best-in-class on-time performance, HK Express is revolutionizing air travel in Hong
Kong and Asia. HK Express flies to 19 popular destinations throughout Asia, including Lanzhou
in China (commencing 10 June), Jeju in Korea (commencing 27 June) and Siem Reap in
Cambodia (commencing 1 September).

即時發佈

HK Express 全力支持青年廣場「遊走好行」背包浪遊
讓本地青年體驗人生第一次乘坐飛機出國浪遊
(香港，2015 年 5 月 7 日)
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HK Express 宣佈
全力支持青年廣場「遊走好行」背包浪遊。
這個為本地青年而設的創新活動由青年廣場主辦、HK Express 全力支持。活動將甄選 12
位從未乘坐過飛機出國的青年人成為「背包大使」，搭乘 HK Express 的航班前往日本東
京。他們將體驗一場 9 日 8 夜的苦行僧式背包浪遊，學習如何策劃行程並探索低成本的
浪遊模式。「背包大使」將穿梭於東京的各個角落，根據指示完成任務。而他們每天的旅
行預算十分有限，更是為浪遊增添難度。「背包大使」透過活動能挑戰自己之餘，更能加
強團體合作精神。
此次活動的參加者將從本地學校或團體中挑選而出，面試程序即將展開。所有參加者須為
15 至 29 歲從未出國的青年，並須透過學校或團體推薦。最後獲選的 12 位「背包大使」
將在 6 - 8 月接受培訓，為背包浪遊挑戰作好準備。
曾騎單車環遊世界的背包浪遊達人李明熙先生將帶領「背包大使」於 8 月前往東京。他
表示，東京是舉辦「遊走好行」背包浪遊挑戰的理想目的地。「東京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
市，基礎設施完備，能為年輕人提供安全可靠的環境去體驗背包浪遊經歷。這個活動有助
擴闊香港青年的眼界，非常感謝 HK Express 和青年廣場為青年人的發展提供機會。」
HK Express 商務總監 Luke Lovegrove 表示：「HK Express 很榮幸能與青年廣場合作，
為是次活動提供機票贊助，青年廣場一直致力推動本地青年發展，讓青年發展潛能。我們
期待迎接首次搭乘飛機出國浪遊的『背包大使』。」
如欲預訂機票，可透過 HK Express 網頁 www.hkexpress.com 或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3902 0288 。 了 解 更 多 資 訊 ， 可 登 入 HK Express Facebook 專 頁
www.facebook.com/HKExpress、新浪微博專頁 www.weibo.com/hkexpress、關注 HK
Express 微信公眾帳號以及 Instagram 帳號@HK_Express。

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HK Express 持有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運行安全審計(IOSA)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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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HK Express
HK Express 是唯一一家建基於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憑藉穩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價和業內領
先的航班準時率，HK Express 的出現為香港及亞洲地區的航空市場帶來全新氣象。HK Express
航點覆蓋 19 個亞洲城市，包括即將推出三條新航線 –中國蘭州 (於 6 月 10 日啟航)、韓國濟州
(於 6 月 27 日啟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於 9 月 1 日啟航)。HK Express 致力於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
適便捷的航班服務，擴大廉遊亞洲的版圖。

实时发布

香港快运航空全力支持青年广场「游走好行」背包浪游
让香港青年体验人生第一次乘坐飞机出国浪游
(中国，2015 年 5 月 7 日) 唯一一家香港本土的低成本航空公司 - 香港快运航空宣布全
力支持青年广场「游走好行」背包浪游。
这个为香港青年而设的创新活动由青年广场主办、香港快运航空全力支持。活动将甄选
12 位从未乘坐过飞机出国的青年人成为「背包大使」，搭乘香港快运航空的航班前往日
本东京。他们将体验一场 9 日 8 夜的苦行僧式背包浪游，学习如何策划行程并探索低成
本的浪游模式。「背包大使」将穿梭于东京的各个角落，根据指示完成任务。而他们每天
的旅行预算十分有限，更是为浪游增添难度。「背包大使」透过活动能挑战自己之余，更
能加强团体合作精神。
此次活动的参加者将从香港学校或团体中挑选而出，面试程序即将展开。所有参加者须为
15 至 29 岁从未出国的青年，并须透过学校或团体推荐。最后获选的 12 位「背包大使」
将在 6 - 8 月接受培训，为背包浪游挑战作好准备。
曾骑单车环游世界的背包浪游达人李明熙先生将带领「背包大使」于 8 月前往东京。他
表示，东京是举办「游走好行」背包浪游挑战的理想目的地。「东京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
市，基础设施完备，能为年轻人提供安全可靠的环境去体验背包浪游经历。这个活动有助
扩阔香港青年的眼界，非常感谢香港快运航空和青年广场为青年人的发展提供机会。」
香港快运航空商务总监 Luke Lovegrove 表示：「香港快运航空很荣幸能与青年广场合作，
为是次活动提供机票赞助，青年广场一直致力推动本地青年发展，让青年发展潜能。我们
期待迎接首次搭乘飞机出国浪游的『背包大使』。」
如欲订购机票或了解更多信息，可浏览香港快运航空网页 http://www.hkexpress.com、登
入香港快运航空新浪微博专页 weibo.com/hkexpress 或关注香港快运航空微信订阅号。

截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香港快运航空持有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运行安全审计(IOSA)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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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香港快运航空
香港快运航空是唯一一家建基于香港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凭借稳定的安全性、相宜的票价
和业内领先的航班准时率香港快运航空的出现为香港及亚洲地区的航空市场带来全新气象。
香港快运航空航点覆盖 19 个亚洲城市，包括即将推出三条新航线 – 中国兰州 (于 6 月 10
日启航)、韩国济州 (于 6 月 27 日启航)，以及柬埔寨暹粒 (于 9 月 1 日启航)。香港快运航
空致力于为每一位旅客提供舒适便捷的航班服务，扩大廉游亚洲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