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第九十七屆銀章頒獎典禮 

AYP 與學校為青年人共建成長路 創出驕人成就 

 

 (香港，16/4/2019)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第九十七屆銀章頒獎典禮於今天傍

晚假香港培道中學圓滿舉行。是次頒獎禮邀請到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 大紫荊

勳賢, GBS, JP 作主禮嘉賓，嘉許逾三百位成功完成四科挑戰而獲得銀章的青年

人。當晚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 JP 及在場逾三百位嘉賓共同見證這一場盛

事，為各得獎者努力過後獲得豐碩成果而感到鼓舞。 

 

主禮嘉賓張司長在典禮上除了讚揚銀章得獎者之外，亦特別表彰獲頒服務感謝狀

的義工，感謝他們善用自身的才能及專業知識，在社會不同層面上發揮所長，為

我們的未來棟樑護航。他亦勉勵各得獎者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用生命和行動感染更

多青年人積極向前，面對挑戰，以及為香港創建更璀璨美好的將來。張司長續表

示，特區政府一直十分重視青少年發展工作，致力於推動多項有利於青年人身心

發展的措施。獎勵計劃重視課本以外的知識之理念正正為青年人提供一個可以發

掘自身不同潛能的平台，透過走出校園探索，從而讓他們在其他範疇中能夠各展

所長。 

 

同伴扶持成最強後盾 共同展開非凡旅程 

本年度銀章得獎者總人數共 313 位，分別來自 11 個奬勵計劃執行單位，包括：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香港警察執行處、多個制服團

隊、青少年服務團體、中學及大專院校等。來自學校執行處的銀章得獎者鄧寶華



認為除了學校外，朋友在她的 AYP 旅程中亦擔當著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隊友

間的互相陪伴及提點亦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使我在最想放棄的時候亦能咬緊牙

關堅持走到最後。」參與銀章的歷程使她領悟到有同伴的相互扶持、並肩作戰的

可貴，在未來的日子她希望自己能成為其他同學的榜樣，繼續挑戰金章及感染更

多身邊人參加 AYP。 

 

突破舒適圈 建立正面生活習慣 

AYP 經歷除了帶給參加者能陪伴他們走過高山低谷的能量，讓他們能夠確立目

標和建立抉擇及抗逆的能力外，更甚的是讓他們建立更好的自己。另一位來自學

校執行處的銀章得獎者嚴咏莹表示幸好當初有參加 AYP：「AYP 除了讓我擴闊視

野之外，更重要是過程中能夠發掘不一樣的自己。」她表示向來環保意識薄弱的

她於參加 AYP 的野外鍛鍊科後除了自身開始注重環保外，更希望向身邊的家人

及朋友宣揚環保及愛護環境的重要性，感染他們做一個負責任的行山者。 

 

秉承 AYP 精神 與青年同行探索 

除了銀章得奬者外，典禮更有 67 名義工獲頒三年及七年服務感謝狀，他們默默

付出不求回報，展現無私奉獻的精神。獲得三年服務感謝狀，現為民眾安全服務

隊服務科科主任的陳明德表示：「幫助青年人培養健康的生活模式、掌握生活技

能及建立正確處事態度從而能夠從容面對成長過程中的種種挑戰是我所樂於看

見的。在 AYP 中，我見證了不少學員從迷失到對自我意識越來越明確，過程中

他們亦培養了責任心及樂於助人的性格。」他表示在現今這個瞬息萬變、人生價

值觀受到重大考驗的世代，AYP 促進青年人全人發展的獨特計劃理念實在別具

意義，能有效把青少年培養成有理想及具獨立思維的新一代。 

 

透過獎勵計畫，青年人不僅能增強自己的能力和信心，堅毅不屈地向目標邁進，

而且能讓他們積極面對生活的挑戰，自我完善，貢獻社會，非正式教育也有利於



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要達到獎勵計劃的銀章級要求，每一位參加者均需要完成

四科的挑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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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少 12 個月的技能訓練及最少持續 15 星期的康體活

動。 

 

獎勵計劃理事會副主席郭永亮先生於典禮中亦感謝各學校積極推動 AYP，使更

多青年人能夠經歷 AYP 的旅程，令他們有所裨益。郭副主席期望獎勵計劃與學

校能夠繼續攜手合作，並於青年人的成長路上給予他們更多支持。 

 

附件： 1. 銀章頒獎典禮相片 (共 4 張)  

2. 得獎者資料統計 

3. 部份得獎者的個人分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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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傳訊主任趙啟彤小姐（Ms. Victoria CHIU） 

電話：2157 8634    傳真：2725 1577 

電郵：victoriachiu@ayp.org.hk 網址：www.ay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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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主禮嘉賓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先生, 大紫荊勳賢, GBS, JP 在銀章頒獎典禮中

致辭，勉勵青年人繼續裝備自己，應對未來挑戰。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 JP 頒授感謝狀予義工。 

 



 

 

 

銀章得獎者鄧寶華、銀章得獎者嚴咏莹及三年服務感謝狀得獎者陳明德在台上與

來賓分享他們的 AYP 旅程。 

 

 

 

各得獎者共同拍照留念。 



 

 

 

第九十七屆銀章頒獎典禮 

得獎者資料統計 

銀章得獎者總人數：313人 

 

七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39人 

 

三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28人 

 

執行處  得獎者數目 No. of Recipients 

直屬執行處 25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25 

香港航空青年團執行處 1 

香港少年領袖團執行處 8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1 

香港警察執行處 40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2 

學校執行處 166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6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1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38 

 

 



 

 

 

第九十七屆銀章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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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詠姿* 

學校執行處 (香港真光中學) 

我期望能把我在銀章過程中所學習的技巧應用在生活及工作上，將那堅毅不屈

的精神實踐出來並影響身邊的人，令更多人能於面對困難時亦不輕易放棄。 

林慧昕* 

學校執行處 (瑪利諾修院學校) 

人最需要克服的往往不是肉體上的痛苦和煎熬，而是要鼓起莫大的勇氣及毅力

克服精神上的挑戰。 

郭曉薇* 

香港警察執行處 

在 AYP 的旅程中我學會了不輕言放棄，再艱苦亦要堅持下去，我的意志力亦

因於銀章過程面對各種挑戰而變得頑強，我會時刻勉勵自己遇到困難時亦以同

樣的精神來面對。 

陳貽泳* 

香港警察執行處 

即使眼前有很多挫折及難關都必須沉著氣面對，不要懷疑自己擁有的能力，以

失敗的經驗作反省亦能化作成長的養分。 

周芷晴* 

香港少年領袖團執行處 

我最想感謝我的隊友們包容我是一個比較糊塗的人，他們一直對我不離不棄，

使我能夠完成銀章的旅程。 

胡文俊* 

學校執行處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我最大的得著是從與隊友的相處中學懂承擔的重要性，除了肩負自身的責任

外，於適當時侯施予援手幫助隊員亦相當重要，過程中我亦明白到每個隊員都

是缺一不可。 

陳美欣* 

學校執行處 (香港真光中學) 

整個銀章過程中如果沒有隊友們發揮出團體合作精神，我一定不能獲得此殊

榮，他們的鼓勵及支持是我堅持下去的動力。 

梁巧欣* 

香港警察執行處 

我最想感謝我的父母，縱然他們沒有跟隨我一起參與銀章，但是我很感激他們

對我投以無比的信任。他們除了給予我自由度外，心靈上的支持亦十分重要，

令我能夠勇敢地踏出第一步，挑戰自己。 

江文富* 

直屬執行處 

（香港聖約翰救傷隊少青團） 

 

參與 AYP 除了令我明白到必須以開放的態度來接觸新事物，以虛心的態度學

習之外，亦是一個寶貴的機會讓我了解自身的潛能及不足之處，從而有所進

步，成就一個更好的自己。 



莫家宝*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我期望能把從 AYP 中得到的經驗學以致用，並鼓勵更多朋友以義工或參加者

的身份加入這個大家庭，為 AYP 出一分力。 

溫興華^ 

香港警察執行處 

雖然現今很多青年人都在溫室成長，日常生活中不會受到艱苦的訓練，但他們

經過適當的指導後，都能憑著堅毅的意志和勇氣完成。 

黎永康^ 

香港警察執行處 

我們要試著從青年人的立場出發，理解並利用同理之心細心聆聽他們的想法，

從而作出合適的指導，鼓勵他們不要害怕失敗，勇於面對挑戰，並以過來人的

身份勉勵他們積極尋找人生的方向。 

姜敬華^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學員能夠透過 AYP 接觸不同的元素，擴闊他們的視野，對他們的成長亦有莫

大禆益，見證著他們從自我中心蛻變成樂於助人的性格，亦是我於服務過程中

最有成功感的一環。 

蔡婉華^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於 AYP 的旅程中我獲益良多，能夠見證著學員從辛苦的過程中獲得回報，成

功突破自己，勇於嘗試及接受挑戰，團隊中一起共患難，一同享受過程中的各

種經歷使我感到十分鼓舞。 

 

 

 

 

 

 

 

 

 

 

 

 



 

第九十七屆銀章及服務感謝狀得獎者人數 

 

銀章得獎者總人數： 313 人 

 

七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39 人 

 

三年服務感謝狀獲獎人數：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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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約 4 萬 4 千名青年參加，廣佈於約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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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彌補正規教育的不足，透過一套獨

特及獲社會認許的規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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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

回歸以前，AYP 均由港督頒發金章獎狀予得獎者。回歸以後，AYP 亦得到特區

政府支持，榮獲特區行政長官擔任金章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為金章得獎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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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 JP。 

 

AYP 網址：www.ayp.org.hk 

http://www.ayp.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