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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P 經驗學習

成就青年不平凡故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於 4 月 28 日假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行第九十四屆銀章
頒獎典禮，並由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太平紳士蒞臨擔任主禮嘉賓，頒授獎章予
398 位青年及服務感謝狀予 62 位義工。當日有近 600 名得獎者及嘉賓一同參與年
度盛事，場面熱鬧。

為理想和目標進發 398 位青年獲銀章嘉許
劉局長的致辭為典禮揭開序幕，讚揚銀章得獎者需具備勇氣、
堅毅、不輕言放棄的特質才可成功排除萬難，挑戰自我。劉局長
鼓勵青年多參與有益身心的活動，透過服務社會、團體活動等累
積經驗，從而建立良好價值觀及態度，豐富人生閱歷。青年的成
功背後，一群默默耕耘的義工及導師就如明燈般為青年引路，他
們的付出實在功不可沒。

細說難忘心路歷程 開展不平凡旅途
銀章得獎者的考驗絕不平凡，箇中點滴需要親身經歷才能體
會。他們在歷程中鍛鍊出勇氣、耐性；付出了勞力、汗水，甚至
淚水。一些看似簡單的團體活動及訓練，卻令參加者有正面的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
改變，踏出自我框架，突破自己。得獎者和資深義工更在頒獎典 太平紳士致辭時表示，他非常欣賞
禮上為各位來賓分享 AYP 對他們帶來的轉變。
這群勇於嘗試、挑戰自己，達至全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指得獎者的故事令人鼓 人發展的銀章得獎者。
舞，冀望各界能繼續推動 AYP，將 AYP 精神薪火相傳，一起推動
青年發展，為未來社會棟樑創造更多不平凡的故事。
適逢今年是 AYP 五十五周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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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0 多名參加者獲取銀章。

▲來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
會執行處（康怡會所）的銀
章得獎者蔡曉彤（右）及榮
獲七年服務感謝狀的得獎者
黃明慧（左）於頒獎典禮中
分享參與 AYP 為他們帶來
的轉變，建立良好價值觀。

▲各銀章得獎者在劉局長手中接過獎
狀，對他們而言是自我肯定和嘉許。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幹事黎培榮先生, MH
見證了不少得獎者的成功及努力。

◀在場近 600 名得獎者及
嘉賓以熱烈掌聲祝賀及讚
揚各得獎者及資深義工。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
羅仁禮太平紳士（前排左
三）頒發三及七年服務感
謝狀予義工，以表揚他
們無私付出的精神。

得獎者分享

銀章得獎者所屬團體
直屬執行處
金章組
香港小童群益會成長發展中心

何宛珊（前排右二） 銀章得獎者
民衆安全服務隊執行處（少年團 B 中隊）

饒龍（前排右三） 銀章得獎者
學校執行處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隊友的支持很重要。在數次的野外鍛鍊旅程中，
我在首兩次旅程結束後都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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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前一同練跑，鍛鍊好體能，我才能完成全部旅
程，感恩有這班並肩作戰的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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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
人生道路相似。我會繼續踏上金章旅程，亦
希望成為導師，繼續在自己的學校推廣獎勵
計劃。

麥青（左一） 銀章得獎者
香港警察執行處
在參與歷程中，讓我明白心態可以改變一切。
只要懷樂觀的心情去面對所有事情，即使遇到
任何困難都可迎刃而解。野外鍛鍊科是一個挑戰
自我的活動，每段旅程都讓我難忘，使我成長。

梁炫生（右一） 銀章得獎者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我與隊友以海上旅程作鍛鍊，經歷多次狂風
巨浪，最終仍能安全到達終點。我亦以編織作
為技能科目標，成功親手製作一條圍巾令我非
常有滿足感。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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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旅程十分重要的一環。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簡介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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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羅仁禮太平紳士

要達到 AYP 的銀章級要求，每一位參加者必須完成下列四科不同的考驗和挑戰：
四科活動

要求

服務科

參與最少 30 小時，最少不少於 6 個月的社會服務

野外鍛鍊科

3 日 2 夜內完成野外鍛鍊科評核旅程

技能科

參與最少 12 個月的技能訓練

康樂體育科

取得最少 30 分的康體活動分數（每小時作 2 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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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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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林海涵太平紳士
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先生
香港海事青年團司令官陳偉強上校
香港聖公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李國棟醫生, SBS, 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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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李逢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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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紳士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副總監（程序及活動）黃詠恒女士
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馬陳家歡女士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尤曾家麗, GBS, 太平紳士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鄧錦雄博士, MH
香港少年領袖團司令黃衛民上校 ED

陳嘉裕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康怡會所
天水圍天澤會所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少年團 B 中隊
少年團 C 中隊
少年團 D 中隊
香港少年領袖團執行處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警察執行處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梁瑞謙 銀章得獎者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第 273 分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每個人的長短處各有不同，在一個群體中能
互補不足，互相包容，定能合作達成目標。我亦
願意善用餘暇，以義工身份為野外鍛鍊科的參加
者打氣支持，互相扶持。

來自
▲ 各 AYP 銀 章 得 獎 者
青年
體及
服團
、制
不同學校
人都
機構，他們的導師和家
悅。
的喜
得獎
到場見證他們

三年服務感謝狀得獎者

我認為 AYP 的青年都充滿熱血，對社會有
熱誠，擁有團隊合作的心。與青年溝通的成
功秘訣是多關心，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多從
他們的角度出發。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
主
席：羅仁禮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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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嚴鐘明女士
歐敏莊女士
梁偉倫先生
葉賜添博士
彭芷君女士
羅詠詩女士
陳佩珊女士
周伯展醫生, 太平紳士
鄺智豪先生
雷雄德博士
彭穎生先生
張家豪先生
姜炳耀先生
關雪明女士
林亨利, MH, OStJ, 太平紳士
黃婷女士
邱啟政先生
區展秋先生（香港警務處代表）
陳穎基先生（教育局代表）
王浩宇先生（民政事務局代表）
吳倩嫻女士（勞工處代表）
總 幹 事：黎培榮先生, MH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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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AYP

AYPsince1961

學校執行處
神召會康樂中學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香港加拿大國際學校
漢基國際學校
孔教學院大成何郭佩珍中學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拔萃女書院
德瑞國際學校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香港紅十字會瑪嘉烈戴麟趾學校
港島學校
啟歷學校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喇沙書院
荔景天主教中學
樂善堂顧超文中學
慕光英文書院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天主教新民書院
聖貞德中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聖士提反書院
沙田學院
聖公會聖匠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鄭裕彤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梁銶琚中學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南島中學
德貞女子中學
真光女書院
香港真光中學
東涌天主教學校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西島中學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處
九龍第 3 海童軍旅
九龍塘區
大埔北區
大埔南區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第 140 分隊 — 耀東浸信會
第 188 分隊 — 圓洲角浸信會
第 260 分隊 —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第 268 分隊 —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筲箕灣堂
第 273 分隊 —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馬鞍山堂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東華三院執行處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