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第九十三屆銀章頒獎典禮
人生規劃

創造不平凡的路

(香港，21/4/2015) 394 位青年人勇於接受挑戰及憑著堅毅不屈的精神，成功獲
取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銀章，今天在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常任
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士手中，接過了他們的獎狀和獎章，對他們而言是自我的
肯定和嘉許。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陳仲尼, BBS, 太平紳士指出 AYP 讓他們有面對挑戰的機
會，從而學會人生規劃，令他們創造了不平凡的路。近年 AYP 的參加及得獎人
數顯著增長，今屆的銀章頒獎典禮得獎者人數高達 394 人， AYP 的銀章持章人
歷年累計人數亦已超過 2 萬人。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
士亦喜見青年人善用餘暇、挑戰自己，讚揚 AYP 把正面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栽
種於青年人心裡面，讓他們茁壯的蛻變、成長。這與民政事務局鼓勵青年人培養
積極的人生觀以及對社會承擔的理念不謀而合。
平凡體驗

創造不平凡的路

是次的得獎者分別來自 12 個 AYP 的執行單位，當中包括青年服務機構、制服
團體、中學及大專院校等。參加者需要完成四科不同的考驗和挑戰：最少 30 小
時的社會服務、6 個月的技能訓練、3 日 2 夜步行 40 公里的野外鍛鍊評核旅程
及最少持續 15 個星期的康體活動，才能達到 AYP 銀章的要求。銀章的歷程看
似平凡，卻為他們帶來了不平凡的改變。來自職業訓練局執行處香港專業教育學
院（沙田）的銀章得獎者林兆龍認為，在 AYP 最大的得著是讓他學會規劃人生：
「在獲取銀章的旅程中，要兼顧校內功課、測驗及考試，但我不覺得辛苦；反而
感到很充實！人生就是不斷的付出、學習及奮鬥！最大的得著是學會如何規劃人
生。一個良好的計劃，令行動時可做得更快更好。除了應用在學習上，更令我知
道如何計劃畢業後的路。」
感謝狀（三年服務）得獎者彭榮鋒先生對 AYP 更有着一份使命感：「身兼學校
執行處支部組長及野外鍛鍊科導師，AYP 已經完完全全融入了我的生活及朋友
圈子當中！AYP 令我找回自己的價值，十隻手指有長短，不是每個人十項全能，
要接受別人的差異。此外，AYP 讓我明白到一組人的協同效應，大家合作無間，
各展所長。」

經驗學習 行為及價值觀的改變
青年人成長的背後，一群默默耕耘、循循善誘的導師和義工，最為功不可沒。除
了銀章得獎者外，頒獎典禮上亦頒發了三年和七年服務感謝狀，嘉許了 111 位
長期為青年發展不計回報地付出的義工。這些義工有的帶領參加者在野外探索和
歷險，有的在學校和青年中心等機構推動 AYP，有的負責評核和指導參加者。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士讚揚他們「為推動青年發展出
一分力，以身作則，為香港的未來培育更多英才」。
過去五十多年，在義工、職員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AYP 已經推動了接近 30 萬
名青年挑戰自己，當中有 3 千多名參加者取得金章，2 萬多名取得銀章。現時，
AYP 在全港約有 5 萬名參加者。陳主席於恭賀各位得獎者之餘，冀望社會各界
能「一同為未來的社會，培育有用之才」。
附件：1. 部份得獎者的個人分享
2. 得獎者資料統計
3.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各銀章得獎者在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士手中接過獎狀，對他們
而言是自我的肯定和嘉許。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陳仲尼, BBS, 太平紳士頒發三、七年服務感謝狀，為鼓勵
這群為推動青年發展出一分力，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義工。

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馮程淑儀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他非常欣賞這群敢於挑戰
自己、達至全人發展的銀章得獎者。

來自職業訓練局執行處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的銀章得獎者林兆龍先生及感
謝狀（三年服務）得獎者彭榮峰先生於頒獎典禮中分享參與AYP對他們帶來的轉
變。

傳媒查詢：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企業傳訊主任黃惠萍（Denise Wong）
電話：2157 8630 / 9785 3239
電郵：denisewong@ayp.org.hk

傳真：2725 1577
網址：www.ayp.org.hk

第九十三屆銀章頒獎典禮
部份得獎者的個人分享
備註：(*) 銀章得獎者

(^)嘉許狀得獎者

得獎者姓名及所屬執行處

個人分享(節錄)

林兆龍*

在獲取銀章的旅程中，要兼顧校內功課、測驗及考試，但我不覺得辛苦；反而感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到很充實！人生就是不斷的付出、學習及奮鬥！最大的得著是學會如何規劃人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沙田)

生。一個良好的計劃，令行動時可做得更快更好。除了應用在學習上，更令我知
道如何計劃畢業後的路。

殷思琪*

參加 AYP 的服務科後，令我察覺社會有很多需要幫助及關心的人。青少年應履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行我們的責任，「取諸社會，用諸社會」。

關勁文*

最深刻的體會是一個人能力再高也好，都不能將所有事情處理得好，所以有團隊

學校執行處 (佛教黃鳳翎中學)

的出現。團隊內分工合作，每人於其崗位發揮所長，才能創造最佳效果。

何卓軒*

學會一種技能，如果沒有反覆練習，定會生疏，甚至會忘記得一乾二淨。在銀章

香港警察執行處 (中區少年警訊)

的歷程中，令我可以再次鞏固銅章時學到的技能及知識，善用已學會的知識。

楊凱欣*

在銀章級的康樂體育科中，我參與了一個給特為女性而設的泰拳班。我的導師常

學校執行處 (荔景天主教中學)

說，當你練習那些動作時感到辛苦想停下來休息前，想一下那是不是你最後能使
出的一道力氣。她教會我在還未用盡全力前不要放棄，要堅持下去。運動如此，
做其他事也一樣，未用盡全力，即使多辛苦也不能放棄，否則將來剩下的只有遺
憾。

黃綺桐*

在銀章歷程中給我最大的啟發是團隊合作和溝通的重要性。在團隊中，如果缺乏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溝通，便出現各種問題，團隊中各個成員未能發揮得最好，甚至未能達成目標。

(少年團 C 中隊)
陳樂婷*

AYP 讓我明白到訂立目標的重要性。如果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更遑論把事情做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好。訂立目標，計劃如何在預設的時間內達成目標，成功離我們並不遠！

(新界東第1209 旅)
蔡貴鑫

人生歷程猶如要征服一座又一座的高山。當你迷失方向時，不要怪責自己或別人；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反而應思想問題所在，冷靜地分析並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AYP 令我深明此道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柴灣)

理，令我更有信心去面對未來的高山低谷。

張詠琪

過往每當遇上問題或挫折，便會輕言放棄。相反，現在的我明白堅持及努力，才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是成功的要素。無論學習或待人處事，都可學以致用。現在的我已經成功突破昨
日的我！

蕭志文^

由一名 AYP 參加者到持章人，再踏上AYP導師的旅程。曾經歷學員的苦與甘，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現在卻見證他們成長，面對挑戰不畏懼，勇往直前、冷靜分析、克服障礙，實在
非常滿足。雖然現今社會不斷求變，但是沒有磨滅導師們傳授知識的熱誠，我們
不斷增值自己，繼續薪火相傳。

黃卓賢^

AYP 提供了一個平台讓參加者在五科的範圍內好好學習，接觸不同的新事物，讓

香港警察執行處

他們達至全人發展。參加者初時參與，都可能不夠自信，但經過各科導師的用心
教導下，他們都變得主動積極，並堅持完成章級要求。

第九十三屆銀章頒獎典禮
得獎者資料統計
銀章得獎者人數：

執行處名稱

得獎者人數

1.

直屬執行處

9

2.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6

3.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51

4.

香港少年領袖團執行處

22

5.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1

6.

香港警察執行處

14

7.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9

8.

學校執行處

9.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228
7

10.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6

11.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7

12.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34
總人數

三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57 人
七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54 人

394

機構簡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稱 AYP，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是國際獎勵計
劃協會成員之一。 AYP 成立於 1961 年， 現有超過 5 萬名青年參加，廣佈於約
700 多個青少年服務團體、中學、大專院校、制服團體及政府部門。

AYP 的活動內容包含了挑戰、堅毅、進取及達成目標等元素。AYP 植根香港半
世紀，作為香港非正規教育的先驅，它可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幫助青年人達至
全人發展。AYP 為 14 至 24 歲的青年提供不同的挑戰及機會，讓他們善用餘暇、
確立及達成個人目標，以及透過個人或團隊的學習經驗去多瞭解自己及社群。
AYP 章級分為金、銀和銅三級，要獲取獎章，參加者必須完成各科活動，包括
服務科、野外鍛鍊 科、技能科 、康樂體育 科 及團體生活科（團體 生活科為
金章級額外科活動）。

AYP 的贊助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GBM, GBS, 太平紳士。
回歸以前，AYP 均由港督頒發金章獎狀予得奬者。回歸以後，AYP 亦繼續得到
特區政府支持，由特區行政長官任金章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為金章以及嘉許
狀得獎者頒發獎狀。AYP 理事會所有成員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委任。
現時，AYP 理事會主席為陳仲尼 BBS 太平紳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網址：www.ayp.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