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第九十四屆銀章頒獎典禮
青年人勇於挑戰 建構不平凡人生
(香港，28/4/2016) 憑著堅毅意志及不屈不撓精神成功克服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銀章級四
科挑戰的 398 位青年人，在銀章典禮中獲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頒發獎章。獎勵計劃
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亦到場見證各得獎者獲嘉許的美好時刻。
主禮嘉賓劉局長除恭賀各得獎者外，亦提出青年人的發展需多方面配合。他讚揚 AYP 的各科
計劃理念覆蓋範疇廣泛而有彈性，有助青年人在接受挑戰和培訓的過程中瞭解自己及關心社群，
從而建立正面價值觀及良好人生態度，讓他們茁壯成長。
經驗學習

開展不平凡一頁

本年度銀章得獎者總人數共 398 位，分別來自 13 個奬勵計劃執行單位，包括：中學及大專院
校、香港警察執行處、民眾安全服務隊、職業訓練局和香港基督少年軍等。AYP 銀章的歷程
不單為得獎者帶來了行為上的轉變，更改變了他們的價值觀。透過參與各項活動，他們學會人
生規劃，從此創造不平凡的人生。來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康怡會所)的蔡曉彤分
享︰「野外鍛鍊科具無比挑戰性，當中有笑有淚，縱使過程中體力透支及傷痕累累，卻使我獲
益良多，更認識到志同道合的好隊友。」銀章歷程令她領悟到刻苦和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在未
來日子她希望向金章的路進發，更有志成為野外鍛鍊科的導師，令更多青年人認識並參與
AYP。
除了銀章得奬者外，典禮更有 62 名義工獲頒三年及七年服務感謝狀。義工們的鼎力支持和無
私奉獻，一直是青年人及 AYP 發展的重要基石，為社會培育出云云優秀青年人。榮獲七年服
務感謝狀的黃明慧分享她最大的體會是 AYP 有別於學校的評估，能因應學員的個人能力調整，
使學員能獲得成功感，突破自己。
青年人需具備勇於挑戰和永不言棄的精神才能建構不平凡人生。要達到獎勵計劃的銀章級要求，
每一位參加者均需完成四科的考驗和挑戰，包括不少於 6 個月最少 30 小時的社會服務、三日
兩夜內步行 40 公里的野外鍛鍊評核旅程、12 個月的技能訓練及最少持續 15 星期的康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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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不平凡

AYP 精神傳承

AYP 頒授的獎章和證書背後所推動的，是一個理念、也是一種精神：成就青年人不平凡而又
豐盛的路。獎勵計劃宣傳及推廣委員會主席嚴鐘明女士期望 AYP 精神能夠薪火相傳，鼓勵各
位義工及得奬者加入已有超過 1,700 名會員的奬勵計劃網絡(Award Network)，致力與 AYP 一同
籌辦和參加更多不同類型的活動。
適逢今年是 AYP 五十五週年，在各義工、職員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多年來 AYP 已經推動
了接近 30 萬名青年挑戰自己，當中約有 2 萬 2 千多名參加者獲取銀章。現時，AYP 在全港約
有 5 萬名參加者。在這個重要時刻，獎勵計劃理事會羅主席冀望各界能繼續推動 AYP，支持
青年人的成長，為 AYP 帶來更美好、更豐盛的五十五年；為青年人創造更多不平凡的故事！

附件：

1.

銀章頒獎典禮相片 (共 4 張)

2.
3.
4.

部份得獎者的個人分享
得獎者資料統計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傳媒查詢
如欲索取日後的新聞稿、安排傳媒訪問事宜或查詢，請聯絡：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企業傳訊主任魏可晴（Erica Ngai）
電話：2157 8634 / 9757 9089
傳真：2725 1577
電郵：ericangai@ayp.org.hk
網址：www.ay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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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在銀章頒獎典禮中致辭，勉勵青年人要培養良好
品德、勇於嘗試，成為有承擔的優秀青年人。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前左五）頒授感謝狀予資深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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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得獎者一同拍照留念。

各得獎者家人及朋友共同見證美好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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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屆銀章頒獎典禮
部份得獎者的個人分享
得獎者姓名及所屬執行處

個人分享(節錄)

蔡曉彤(*)

「AYP過程中有笑也有淚，但無疑令我獲益良多，亦認識了一班志同道合的好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隊友，我相信這些經歷會永遠留在我腦海之中。我希望把自己的AYP經歷分享

(康怡會所)

給身邊的人，讓他們明白一生之中可以做很多其他有意義的事，例如參加
AYP，擴闊自己的視野，同時挑戰自己。」

李懿真(*)

「完成康樂體育科和野外鍛錬科之後，我才更加了解自己的潛能，只要有決心

學校執行處

和堅持，凡事都可成功。當排除萬難到達了山頂，然後回望剛才上山的路，成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功挑戰自己的那種激動和喜悅,令我感到自豪及畢生難忘。師長的陪伴就像一支
強心針，讓我們有勇氣繼續堅持下去。」

張少敏(*)

「AYP旅程有酸也有甜，百感交雜的經歷成就了青蔥回憶的一頁。堅持，堅持，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再堅持。既然走出了第一步，回想參加AYP的初衷，再望望身後已開花的種子，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青衣)

還捨得放棄？青春不就是要趁年輕去闖？」

陳梓恆(*)

「越具挑戰性的訓練越是深刻，體會及學到的便越多。我希望可以成爲導師，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帶領師弟妹參與AYP，把我從導師身上學到的教授給他們，薪火相傳。」

(第188分隊 － 圓洲角浸信會)
李梓洋(*)

「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與隊友配合，團結合作，才能把任何事情做得圓滿。」

香港警察執行處
黃雅華(*)

「在接觸一項新技能時，總教人氣餒，腦海往往浮現出種種放棄學習的藉口，

民衆服務安全隊執行處

但我卻找到令我堅持下去的理由 — 師長對事物的執著﹑熱誠和永不放棄的精

(少年團 B 中隊)

神。在不同的歷程中，原來一路上並不孤單，感謝同路人的鼓勵和支持。每項
歷程猶如一塊拼圖，拼湊出專屬的回憶，感恩參與 AYP，讓我碰上一班志同道
合的摯友，為我的人生旅途添上色彩。」

梁瑞謙(*)

「我與隊友以海上旅程作鍛錬，經歷多次狂風巨浪，最終仍能安全到達終點。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我亦以編織作爲技能科目標，成功親手製作一條圍巾令我非常有滿足感。參與

(第273分隊 － 循道衛理聯合教

AYP的過程中，我和隊友的默契和關係更進一步，而且學會『計劃』是整個旅

會馬鞍山堂)

程十分重要的一環。」

何宛珊(*)

「隊友的支持很重要。在數次的野外鍛錬旅程中，我在首兩次旅程結束後都覺

民衆服務安全隊執行處

得自己延誤隊員進度而萌生放棄的念頭。幸得隊友鼓勵和支持，在餘下旅程前

(少年團B中隊)

一同練跑，鍛錬好體能，我才能完成全部旅程。感恩有這班並肩作戰的隊員。」

梁炫生(*)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長短處，在一個群體中能互補不足，互相包容，定能合作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達成目標。」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 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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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安皓(*)

「雖然平時隊友已頗繁忙，但每次開會整理計劃書時，大家都願意先放下自己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手上的工作，義不容辭合力處理小組事務，共同進退。我組各人都有自己獨特

(第188分隊 － 圓洲角浸信會)

的長處，只要做好分工，必能事半功倍。」

許智媛(*)

「放棄很容易，堅持卻很難，但只要抱着堅持的態度﹑定能突破自己,學到更多。」

民衆服務安全隊執行處
(少年團B中隊)
胡穗玲(*)

「我希望本著AYP的 『在平凡中創出不平凡』的理念，通過分享自身曾經歷

學校執行處

的挑戰，鼓勵同伴，令他們能重拾信心，發揮自己的長處，為社會帶來多一份

(德貞女子中學)

正能量。」

饒龍(*)

「參與AYP猶如人生的縮影，由計劃﹑實踐﹑迎難而上﹑挑戰自己﹑完成目標，

學校執行處

跟人生道路相似。我會繼續踏上金章旅程，亦希望成爲導師，繼續在自己的學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校推廣獎勵計劃。」

梁殷兒(*)

「參與AYP令我體驗很多書本以外的知識，也能學以致用，應用於社會和生活

民衆服務安全隊執行處

上。學習過程中，隊友都十分關心自己，我們互相照應才能完成旅程。感激遇

(少年團D中隊)

上陪伴我渡過每次歷程的好朋友。」

WU KA HEI(*)

“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AYP is the experience gained from the process and

Schools Operating Authority

becoming a well-rounded individual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Canadi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local community. As a Silver Award Holder, I will continue to the Gold Award and

Hong Kong)

encourage others to join AYP to help them obtain the most important life memories. ”

SHIN HYUN SEONG (*)

“ There were many highs and lows with my companions during my AYP journey. It

Schools Operating Authority

got pretty tiring but by working well together, we were able to make many unforgettable

(South Island School)

memories together.”

LEE JAE HOON(*)

“ Regardless of how good you are as an individual, team can overcome bigger

Schools Operating Authority

challenges, make better decisions and endure any pains. ”

(South Island School)
黃明慧(^)

「在服務獎勵計劃的歷程中，我了解到每位參加者的能力都不一樣，但他們都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能挑戰自己，跨越自己的界限。AYP有別於一般學校的評估，我們可以因應學
員的個人能力而調整，使每位學員都能獲得成功感。此外，將心比心是我和青
年人相處的秘訣，多從他們的角度看事情，多溝通，便能了解他們的想法。」

劉蘊善(^)

「我認為AYP的青年人是有熱誠，關心身邊事物，樂於助人和敢於面對挑戰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的。他們遇到困難並沒有抱怨或輕言放棄，仍然互相鼓勵去完成旅程。我見證
了學員們在團隊合作方面有所進步，這是我繼續服務AYP的原動力。隊員來自
不同的學校和團體，每人有不同的性格。學習溝通相處，表達意見對青少年是
一個學習成長的好機會。」

黃思遠(^)

「我看到參加者全情投入及努力的精神，令我不禁回想起以前自己獲章時的經

AYP義工

歷。我認爲AYP的青年人都是努力不懈，不輕言放棄的。」

備註：(*) 銀章得獎者

(^)服務感謝狀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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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四屆銀章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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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3

3.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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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7.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18

8.

學校執行處

217

9.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4

10.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10

11.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4

12.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29

13

東華三院執行處

1
總人數

398

銀章得獎者總人數： 398 人
七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31 人
三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3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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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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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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根香港超過半世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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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主席為羅仁禮太平紳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網址：www.ay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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