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將於今年 8 月聯同香港少年領袖團、香港航空青年團及香港海事青年團

合辦一系列的銅章級活動。此計劃集社會服務、技能學習、運動項目及遠足挑戰於一身，

完成後便能獲得銅章。此外，參加者更能透過活動了解到不同機構的特色，認識新朋友，

擴闊眼界及社交圈子。 

 

活動詳情 

日期 ：2021 年 8 月 –  2022 年 3 月 (詳情請參閱活動時間表) 

內容    ：銅章級活動 (參加者可自行選擇章級活動，有關選項請參閱附件) 

費用 ：$500 

對象    ：銅章級參加者 (未開展 4 科活動的參加者優先) 

名額 ：32 人 

     

報名方法 

點擊網址： https://forms.gle/XQTdpvgg5ofmvGc46 

或掃描活動海報上的二維碼填寫網上表格，並把活動報名費用交回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

事處。 

 

繳費方法 

請填妥網上報名表格後 5 個工作日內，經以下方式繳交報名費用： 

現金 ： 請親臨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劃線支票： 支票抬頭「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背面請填寫姓名、聯絡電話及活動名稱) 

銀行入數： 請連同存款收據於五天內交回 (入數紙背面請填寫姓名、聯絡電話及活動名稱) 

銀行：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戶口號碼：552-107229-001 

 

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葵樓三樓 301-309 號 

開放時間 : 星期一至五 (8:00am – 12:30pm, 1:30pm – 5:30pm, 6:30pm – 9:30pm) 

 



報名截止日期 

2021 年 7 月 23 日 (星期五)  

 

查詢 

傅小姐 (電話：2157 8610；電郵：award@ayp.org.hk) 

 

備註 

1. 此活動可完成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銅章級要求。 

2. 報名一經接納，將不安排退款。 

3. 參加者必須完成「與軍銅行」計劃內的四科活動。 

4. 活動中的膳食、交通及證書申請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5. 課程日期或有修改，請留意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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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活動時間表 

參加者可自己選擇各科活動項目。除野外鍛鍊科外，參加者須於其餘三科選擇一個參與項目，並將選擇填寫於申請表上。如活動項目報

名人數超出限額，該項目將以先到先得形式處理。 

 
技能科 

活動 日期 時間 人數 地點 

SK1 海事實務技能 

課堂：16/8, 6/9, 11/10, 8/11, 13/12 

 (星期一) 
7:00pm – 9:30pm 

16 
香港海事青年團鑽石山總部 

實踐課：8/1/2022 & 19/2/2022 (星期六) 9:00am – 1:00pm 銅鑼灣遊艇會 

SK2 航空知識 

課堂：18/8, 8/9, 10/11, 23/2 (星期三) 7:00pm – 9:30pm 

16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辧事處 

實踐課：13/10 (星期三) & 18/12 (星期六) 7:00pm – 9:30pm 待定 

參觀：8/1/2022 (星期六) 10:00am – 12:00pm 民航處 

備註：活動內容或會因應實際情況而有所改動 

 
服務科 

 日期 時間 人數 內容 地點 

SER1 23/8 & 24/8 (星期一及二) 9:00am – 6:00pm 16 
基本急救證書課程 (BFA)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 

SER2 25/8 & 26/8 (星期三及四) 9:00am – 6:00pm 16 

備註： 

1. 課程採用「形成性審核模式」授課，學員在課堂期間的行為和表現會由講師作持續評鑑。學員的出席率必須達課程百分之八十或以上，並在課程

進行期間的持續評鑑中有滿意表現，才可被評為合格。合格的學員均可申請「基本急救證書」，證書有效期為三年。 

2. 參加者須自行負擔$50 急救證書費用 (合格的學員，可於課堂完結後申請證書)。 

3. 課堂用品 (參加者可自行準備或交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代為購買) 

i. 基本急救課程手冊(由香港聖約翰機構出版) (每本 HK$60) 

ii. 繃帶包 (每包 HK$38) 

 



康樂體育科 

 活動 日期 時間 人數 地點 

PR1 

立划艇 11/9, 25/9, 9/10 & 23/10 (星期六) 9:30am – 4:00pm 8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賽馬會野外鍛鍊中心 

備註： 1. 選擇參與立划艇的參加者，如未擁有獨木舟活動記錄冊，需於活動當日於場地購買$30 活動記錄冊。 

2. 參加者須自行負擔$40 立划艇一段章證書費用。 

PR2 
實用射擊 

(氣動) 

28/8, 11/9, 25/9, 9/10 (星期六) 10:00am – 12:00pm 
8 

香港少年領袖團 

萬宜訓練營 23/10 & 27/11 (星期六) 9:30am – 11:30am 

PR3 

獨木舟 11/9, 25/9, 9/10 & 23/10 (星期六) 9:30am – 5:00pm 16 
香港海事青年團 

西貢斬竹灣營地 

備註： 1. 成功完成獨木舟課程的參加者，可取得中級獨木舟銅章證書 

2. 參加者自行負擔以下證書費用： 

- 獨木舟一星/二星及三星章證書：各$40 

- 中級獨木舟銅章證書：$50 

  

野外鍛鍊科 

活動 日期 時間 人數 地點 

Exped. 

課堂：6/11, 13/11 (星期六) 10:00am – 17:00pm 

32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 課堂：18/12 (星期六) 2:00pm – 4:00pm 

課堂：11/12 (星期六) 10:00am – 12:00pm 

遠足：7/11, 14/11 (星期日) 

27/12 & 28/12 (星期六及日) 
全日 郊外 

 

 

結業禮 

大會將於 2022 年 3 月舉辦結業禮。當日將頒發銅章級證書，以及安排團體活動於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舉行。日期

及詳情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