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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

Rogaine24

新春聯歡酒會

「獎勵計劃網絡」 正式啟動

第89屆銀章頒獎典禮

慈善背囊籌款活動開展

SmarTone AYP 綠色新西蘭單車挑戰之旅

金章頒獎典禮2011

AYP 50 周年慈善晚宴

「飛越大平原」 藝術展覽

「半世紀的約會」 50周年紀念晚宴

AYP賣旗日

▲ 「透過AYP的活動，我成長了…」 今年有483位年青人獲頒銀章。

鳴謝
全力支持機構 大會指定創作機構

我們的驕傲我們的驕傲
AYP除了是一項獎勵之外，更是為青年人提供成長蛻變機會的計劃。

在過去50年已有超過30萬位青年人，透過獎勵計劃發憤自強，建立正

面人生觀，我們為這些青年及在背後推動AYP發展的義工而自豪。

50周年亦是AYP發展的一個新里程碑：發展更完善的制度、提倡更

多元化的青年活動、凝聚義工及持章人的力量去服務社會、讓公眾人士

更了解AYP的精神、與各工商機構有更緊密的合作——致力為青年人

創造更多不平凡的成長機會。讓我們熱烈慶祝！

慶祝AYP 50周年金禧紀念活動

▲▶AYP 50周年慈善晚宴節目別具心思，12位AYP參加者向難度挑戰作高水準舞蹈表
演，大會亦安排了AYP五科活動體驗遊戲，讓嘉賓了解AYP的精神和意義。

◀▲獲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曾蔭權先生及獎勵計劃國際
信託人及國際理事會主席威塞
克斯伯爵（愛德華皇子）擔任
榮譽嘉賓，逾400位商界翹楚
及知名人士聚首一堂，為AYP
籌募經費。

◀▲ Rogaine24 起步禮的一聲鳴
槍，AYP 50周年慶祝活動也隨即
揭幕，感謝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
楊立門太平紳士應邀主禮。

◀新春酒會讓推動AYP的義工、領袖聚首
一堂，回顧過去，更一同展望AYP未來發
展的路向，今年特別邀得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太平紳士擔任主禮嘉賓。

▲與K11購物藝術館合作舉辦 「飛越大平原」 AYP五十周年藝術展
覽，以獨特的藝術裝置，開展生氣勃勃的大平原，帶出 「不平凡」
的體驗和樂趣。

▼▶不同年代的獎勵計
劃參加者於 「半世紀的
約會」 晚宴歡聚，亦是
「獎勵計劃網絡」 成立
的大日子。

▲賣旗日當日有超過2,500名青年參與。

▲▶獎勵計劃國際理事會主席威塞克斯伯爵於11月
訪港，到不同執行處訪問，關心年青人發展的需
要。（圖為懲教署執行處、學校執行處及民眾安全
服務隊執行處）

▲13位青年以騎單車的形式完成金章級野外鍛鍊科的要
求，全程超過225公里，4日3夜越過新西蘭北島。

◀▼香港首位男性金章得獎者陳秋榮先生（左圖右
二）及首位女金章得獎者李慧雲醫生（下圖右二）遠
道由外地回港，與首位殘疾人士金章得獎者高誌樫先
生（左下圖中間），齊出席金章頒獎典禮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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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一年一度

的金章頒獎典禮已於 2011 年 11 月

2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舉

行，72位青年人獲頒發金章獎狀。適

逢AYP慶祝50周年的大日子，獎勵

計劃國際理事會主席威塞克斯伯爵

（愛德華皇子）親臨香港主禮。

這些青年人於繁忙工作或讀書壓力

之下，仍然安排時間參與有助個人成

長及服務社會的活動，挑戰自己，自

我完善。他們的毅力和對社會的承

擔，實在值得嘉許。此外，亦有25位

義工獲頒發十年服務嘉許狀，以肯定

和感謝他們長期以來為獎勵計劃所付

出的努力。

金章頒獎典禮金章頒獎典禮20112011

直屬執行處
薪火行動

周嘉洋
香港浸會大學

吳春菊 黃佩雲
香港科技大學

陳志輝
香港教育學院

朱品姸 韓麗珠
香港理工大學

林錦潤 廖頌賢
香港大學

吳肇軒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佐敦會所

陳嘉敏 黎上臻
屯門會所

馮寶如 吳燕華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少年團A中隊

許智軒 李燕青 黃德生
少年團B中隊

李浩嵐
少年團C中隊

周偉傑 李凱鈴
少年團D中隊

林嘉蔚 謝智敏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陸麗鈺 曾衍熹

香港警察執行處
陳冠行 陳成健 鄭文意 鄭詠詩
鄭應秋 樊俊修 劉慧嫦 羅翰熙
羅溢莉 李寶瑜 廖永恒 莫榮傑
彭英淇 胡詠嘉 余麗萍

香港海事青年團執行處
許瑩芝

學校執行處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梁沛然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陳發 郭潤彤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黃頌寧
拔萃女書院

林蔚璇 劉晏之 慧嫻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張安婷 李穎恩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朱耀男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陳旭映
觀塘瑪利諾書院

黃永康

喇沙書院
婁啟彤

荔景天主教中學
石旻浩

慕光英文書院
林文添 鍾毅明

香港培道中學
孫珞婷

香港培正中學
譚嘉禧

聖士提反書院
戴栩華 鄺凱琳 劉靜怡 盧敏淇

順利天主教中學
李凱旭

南島中學
Miss Christine Elise Bancroft
金度希 羅以軒
Mr. Joseph Thomas Poole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呂倬寧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處
第71分隊－中華傳道會基石堂

陳浩恩

香港青年協會執行處
荃灣青年空間

何濤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

周綺婷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

彭頌茵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郭耀漢

歐錫麟 周子永
張鎮華 Mr. Paul Chillingworth
方偉雄 高君亮
江偉漢 郭煒傑
賴雪雪 林國泉
林少彬 李保和
李佩玲 李子明
李宇明 基求
潘漪樺 石現光
岑裕民 丁淑英
曾浩銘 徐有興
黃志誠 黃恒泰
袁銀玉

二○一一年度
嘉許狀得獎者

成就不平凡的未來成就不平凡的未來蛻變蛻變

剛剛投入社會工作的曾衍熹自信地於台上分

享。他不敢相信從前的他竟是沉默寡言，今天

彷彿判若兩人。 「從前的我除了讀書以外，只

喜歡躲在家中上網和沉迷電腦遊戲。」 衍熹升

上大專後，於校內認識了一些AYP參加者，

發覺自己所認識的比他們都少。他笑說： 「我
以為自己懂得拋波，就是懂得打籃球。跟他們

過招後，才知道打籃球有很多技術。」 衍熹決

定積極參加AYP活動，於25歲前要完成三個

章級，挑戰自己。他幾年內參加了多項活動，

包括：彈琴、獨木舟、醫療輔助隊等。現在他

一直努力裝備自己，並積極參與義工服務，希

望以生命影響生命。

同樣是今年獲取金章的朱品妍參加AYP的

原因是希望自己 「與眾不同」 。性格爽朗的品

妍坦言自己以前處事隨心所欲。在參加AYP

的過程中，她學懂了做任何事都要有完備的計

劃及盡可能有一個後備計劃，要有目標才可達

到理想。 「參加野外鍛鍊評核旅程增強了我的

自信心，亦令我發現了我有領導才能的一面，

這對我日後的工作和處事態度都肯定有正面的

影響。」

天生一幅娃娃臉的呂倬寧，卻擁有堅毅不屈

的精神。倬寧肯定的分享道： 「AYP送我一生

受用的禮物— 『勇氣』 ！從前的我沒有勇氣

跟陌生人交談，覺得自己的能力不及其他人，

從AYP的訓練中，我跨越一個一個的山丘，

與其他學員一同衝破障礙，憑著意志打倒昨日

的自己；我明白到縱然自己是個平凡的年青

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精彩人生，為社會帶來

不平凡的貢獻。」

金章得獎者分享

▲得獎者與家人、朋友及師長分享努力成果。

◀▼同是金章持有人的威
塞克斯伯爵，十分欣賞香
港參加者實踐AYP的堅毅
和力求進步的挑戰精神，
更於典禮後與得獎者合照
及分享自己當年參與獎勵
計劃的趣事。

▲▶威塞克斯伯爵鼓勵及
感謝今年獲頒10年義工服
務嘉許狀的義工。

▲直屬執行處 朱品妍

▲香港遊樂場協會 曾衍熹

▲學校執行處 呂倬寧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葵樓三樓301-309 號
電話：2728 3243
傳真：2725 1577
電郵：award@ayp.org.hk
網址：http://www.ayp.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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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嘉濂博士
民眾安全服務隊副處長（行政）黃英豪博士
懲教署署長單日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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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執行總監陳聖光先生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委員會主席許晉奎太平紳士
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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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耀光先生
香港童軍總會執行委員會主席伍步剛博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主席潘香強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會長蔡定國醫生
香港女童軍總會香港副總監（活動程序）李馥娣女士
東華三院董事局主席張佐華先生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邱霜梅太平紳士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蔡黃玲玲女士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
主席：陳仲尼太平紳士
副主席：車偉恒先生
義務司庫：邱季良先生
委員：胡健民先生

秘書：黎培榮先生（總幹事）

陳祖楹女士
羅仁禮太平紳士
葉賜添博士
張穎儀醫生
許晉義先生
馬桂怡女士
羅頌宜女士
鄭志剛先生
李致和先生
王香生教授

雲天壯先生
蔡德昇先生
李騰駿先生
楊子熙先生
嚴鐘明小姐
彭芷君小姐
歐凱欣小姐
黃國偉先生（香港警務處處長代表）
陳穎基先生（教育局局長代表）
李嘉莉小姐（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張淑敏小姐（勞工處處長代表）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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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歲的青年透過完成銅
章、銀章、金章級的要求，培養勇於接受挑戰及堅毅的精神。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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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華皇子）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贊助人：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
陳仲尼太平紳士

二○一一年度金章得獎者二○一一年度金章得獎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