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達到AYP的金章要求，每一名參加者必須完成下列5科不同的考驗和挑戰：

五科活動

服務科

野外鍛鍊科

技能科

康樂體育科

團體生活科*

要求

參與最少100小時、不少於12個月的社會服務

4日3夜內完成野外鍛鍊科評核旅程

參與最少12個月的技能訓練

取得最少36分的康體活動分數（每小時作2分計算）

連續外宿5日4夜

（*只限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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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於 2016年 12月 6日假香港禮賓府舉行
「金章頒獎典禮2016」 ，並由主禮嘉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
英，GBM，GBS，太平紳士頒發獎狀。本屆共有40名青年人成功跨
越 5科活動的挑戰而獲得金章，以及 27名義工獲頒十年服務嘉許
狀，以感謝和表揚他們過去為AYP所付出的努力。

金章旅程涵蓋範圍多元化

協助青年人計劃人生

金章是獎勵計劃的最高榮譽，要獲取

金章必須克服5科考驗和挑戰。當中包

括：在不少於 12個月進行最少 100小

時的社會服務、12個月的技能訓練、4

日3夜的野外鍛鍊評核旅程、最少持續

18個星期的康體體育活動、最少連續5

日4夜的外宿團體活動。得獎者須完成

並符合以上所有要求，他們的堅持及決

心實在毋庸置疑。

典禮當日座無虛席，得獎者們在一眾

親友、導師、AYP推動者及贊助者的見

證下，在行政長官手上接過獎狀。本屆

金章頒獎典禮的得獎者分別來自 10個

執行處，當中包括：直屬執行處、香港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民眾安全服

務隊執行處、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香港警察執行處、學校執行處、香港童

軍總會執行處、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

處、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及仁愛堂執

行處。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

致辭時表示，能夠再次在禮賓府舉行金

章頒獎典禮，對於各得獎者來說絕對是

意義重大、機會難得。他認為得獎者在

金章旅程中可培養良好的人生態度，規

劃未來、裝備自己、突破自己；並寄語

各得獎者能夠延續參加AYP時的堅毅

精神，繼續積極投身及關心社會，創造

出一個又一個獨特而不平凡的故事。

憑卡寄意 我手寫我心

親友導師齊互動

是次頒獎典禮特意安排了一段憑卡

寄意的互動環節予各位來賓。在典禮

中，來賓們即場獲送一張明信片，好讓

各位來賓可以以文字表達對得獎者、義

工及AYP的感受；而所有由來賓寫下

的明信片均在當晚的慶祝晚宴中即時送

給所有得獎

者，令不少

得獎者感到

無比驚喜，

在歡笑聲中

接收這份小

祝福。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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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擁有
一套國際既定的原則，讓 14至 24歲的青年人透過完成銅、銀、金的
章級要求，培養勇於接受挑戰及堅毅的精神。

國際獎勵計劃協會創辦人：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

國際獎勵計劃協會理事會主席：威塞克斯伯爵（愛德華王子）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贊助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
GBM，GBS，JP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先生，JP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名譽顧問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劉俊泉先生

民眾安全服務隊總參事張達賢先生

懲教署署長邱子昭先生，CSDSM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執行總監雷慧靈博士，JP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林海涵先生，JP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副總監（程序及活動）黃詠恒女士

香港聖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李國棟醫生，SBS，JP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主席胡定邦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會長黃嘉純律師，JP

香港童軍總會香港總監吳亞明先生

香港少年領袖團司令黃衛民上校ED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尤曾家麗女士，GBS，JP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鄧錦雄博士，MH

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葉靈璧女士

香港海事青年團司令官陳偉強上校

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馬陳家歡女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

主 席：羅仁禮先生，JP

副 主 席：郭永亮先生

義務司庫：蔡德昇先生

委 員：李騰駿先生，MH

嚴中明女士

歐敏莊女士

彭芷君女士

葉賜添博士

梁偉倫先生

周伯展醫生，JP

鄺智豪先生

陳佩珊女士

羅詠詩女士

雷雄德博士

彭穎生先生

張家豪先生

林亨利先生，MH，OStJ，JP

關雪明校長

邱啟政先生

姜炳耀先生

黃婷女士

區展秋先生（香港警務處處長代表）

陳穎基先生（教育局局長代表）

王浩宇先生（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吳倩嫻女士（勞工處處長代表）

秘 書：黎培榮先生，MH

金章青年金章青年 堅毅精神振翅高飛堅毅精神振翅高飛AYP

◀應屆金章得獎者吳思樂先生及十年服務
嘉許狀得獎者劉翠玲小姐與各位來賓分享
在AYP的點滴，指出在AYP獲益良多，
鼓勵大家繼續推動AYP。

▶主禮嘉賓行
政 長 官 梁 振
英 ， GBM，
GBS，太平紳
士與各得獎者
互動交流，分
享處事態度。

▲主禮嘉賓行政長官梁振英，GBM，GBS，太平紳
士（左八）、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左七）
及理事會副主席郭永亮先生（右七），與本屆金章
得獎者及獲頒十年服務嘉許狀的義工於禮賓府宴會
廳合照留影，機會難得。

▲在場來賓聽過司儀讀出得獎者感受後，選擇
以文字祝賀各得獎者及感謝義工們堅持不懈的
努力。

▲慶祝晚宴上洋溢着喜悅與歡欣的氣氛，
為當天的頒獎典禮上演了完美的謝幕。

▲▶獎勵計劃網絡核心小組成員帶領晚
宴籌備小組成員，令慶祝晚宴得以順利
舉行。 ▲獎勵計劃網絡定期舉辦不同活動，是次晚宴

邀請了 「音符分享系列之夏威夷結他」 的義務
導師與參加者一同分享學習成果。

為慶祝各得獎者獲頒獎狀，獎勵計劃網絡金

章晚宴籌備小組於頒獎典禮後，假跑馬地馬場

馬會廂房舉辦了以 「金夜‧夢飛翔」 為題的慶
祝晚宴，寓意各得獎者在獲取金章後能夠繼續

秉承及延續AYP精神，勇於面對挑戰、堅毅不

撓、振翅高飛，向夢想進發。當晚共有近 200

名來賓與得獎者分享獲獎的喜悅，在慶祝晚宴

上，得獎者更與各位來賓一同手持圍桌上的氫

氣球及和平鴿子，在司儀的引領下，一同將氫

氣球升空，寓意得獎者能夠繼續奔向美好前

程，朝着夢想進發，邁向璀璨人生。而各得獎

者亦於明信片寫下自己為來年訂下的目標及願

望，並投入金章晚宴的郵局，在一年後，AYP

會將此明信片寄給各得獎者。

是次晚宴得以成功舉行，實在有賴各贊助人

的全力支持。

贊助人名單

國際獎勵計劃協會世界榮譽會員
鄧慕蓮女士

陳仲尼先生，BBS，JP

馬清揚先生

金章頒獎典禮慶祝晚宴 「金夜‧夢飛翔」

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葵樓3樓301-309號

2157 8600 2725 1577

award@ayp.org.hk www.ayp.org.hk

ayp.hk ayp.hk

AYPsince1961



單柔美 （右一）金章得獎者

（學校執行處：慕光英文書院）
我們都不能看少任何人，因為每個人都有屬於他們的才能。我

相信，只要每人都懷着一顆堅定的心，就可創造無限大的力量，

成功跨過每個關卡。

陳樂仁 （上左一）金章得獎者

（學校執行處：玫瑰崗學校）
在未來的日子，我希望能成為野外鍛鍊科的導師。

在整個AYP的旅程中，我明白到薪火相傳的重要性。

香港這個彈丸之地雖小，但也不乏大自然美景，我希

望在未來日子能培育更多青年人珍惜大自然，以回饋

社會。

陳自強 金章得獎者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少年團D中隊））
我很感恩參加了AYP，在各種挑戰當中對我影響最深的，是

對別人的關心；我在服務科中認識了社會上的弱勢社群，了解

到他們的需要，亦體會到助人為快樂之本的道理。我希望將來

能夠繼續服務社會，能夠影響身邊的人多參與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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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雙臂探索展開雙臂探索 闖出未來新世界闖出未來新世界

金章青年奮力追夢金章青年奮力追夢

莫嘉欣 金章得獎者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AYP讓我擁有不一樣的青春，讓我走遍香港的山路，並讓我鼓

起勇氣嘗試自己感興趣的活動。當我每踏出一步、做每一個決

定，都是在改變自己下一秒的每一步，所以勇氣和堅持將是缺一

不可的。AYP令我深深體會到：只要我有好好的安排、計劃，很

多以為不可能的事都可成真。

得獎者分享
王馥盈 （右二）金章得獎者

（香港警察執行處）
我很感恩能夠找到我的伯樂，非常感謝執行處的職

員魏SIR，多謝你不辭勞苦，在構想計劃時給了很多意

見和督促。沒有你，我是完成不了金章的。

陳依祺 （右一）金章得獎者

（學校執行處 : 荔景天主教中學）
在整個AYP獲章過程中，最感激的當然是媽媽的支持。在金

章旅程中，有數次4日3夜的旅程，別的家長一聽見要進行這些

旅程都會認為非常危險，亦不想我們花太多時間在課外活動上，

但媽媽並沒有這樣認為，反而一直加以鼓勵，每次完成旅程都定

必預備愛心湯水，作為好好的慰勞。家人的打氣，令我從AYP

裏獲得與眾不同的體驗，更使我成長不少。AYP讓我學會一句

話："Be Prepared"，做任何事都要讓自己有充分準備，令自己

發揮最佳表現。

嘉賓寄語

自：獎勵計劃理事會委員邱啟政先生

自：獎勵計劃理事會委員雷雄德博士

自：獎勵計劃理事會事務委員會主席
歐敏莊小姐

自：支持機構香港愛玩生網 自：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代表
林國泉先生

20162016年度金章得獎者年度金章得獎者

直屬執行處
金章組

文逸朗
彭朗聰

香港浸會大學
陳家祈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莫嘉欣

香港教育大學
盧頴恩

香港大學
梁安然
文穎然

黄大仙區拯溺會有限公司
吳思樂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小西灣會所

蔡偉洛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少年團B中隊

鄭浩杰
任家傑

少年團C中隊
鄭思駿

少年團D中隊
陳自強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林耀明

香港警察執行處
王馥盈

學校執行處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梁啟鋒
譚啟明
姚朗恩

何東中學
梁美賢

葵涌循道中學
陳佩珍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黎姸彤
劉世鴻

荔景天主教中學
陳依祺

慕光英文書院
單柔美
黃嘉琪
余家因

香港培正中學
潘星雅

玫瑰崗學校
陳樂仁

聖保羅男女中學
馮瑋欣

聖士提反書院
徐昌鑫

南島中學
Andrew Robert Marshall

香港真光中學
方芷婷
李芷慧
巫芊蔚
余天恩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港島第5海童軍旅

黃纓淇

九龍第1532旅
鄭晉燊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第12分隊－宣道會麗瑤堂

林志偉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何定宜

仁愛堂執行處
佘展澄

20162016年度年度

嘉許狀得獎者嘉許狀得獎者

區敏儀

陳浩基

陳德御

周錦燕

蔡慧敏

方國華

馮志安

姜柏松

林鳳儀

劉翠玲

劉禮源

劉蘊善

李翰宏

李銘森

廖頌彬

盧祝新

陸杏華

魏群英

鮑志良

戴偉雄

蔡亮

崔詠倫

黃衛民

王依拉

黃育訓

楊兆榮

袁瑋聰

AYP開展獎勵計劃網絡，連繫歷年DEA和AYP的得獎者及資

深義工，讓大家更緊貼 AYP的最新動向，並凝聚力量，推動

AYP及支持香港的青年發展！

獎勵計劃網絡徵求以下人士加入︰

•過去的DEA／AYP金、銀、銅章得獎者

•曾在海外取得獎勵計劃金、銀、銅章，現留港居住的得獎者
•曾獲得DEA／AYP感謝狀／嘉許狀或長期義工獎章的義工

如何成為Award Network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