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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YP） 主 辦 的 年 度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全 港 至 tough 長 途 越
盛 事 Rogaine， 被 認 為
月 15 日順利舉行，近
野團隊定向運動，於上
懼寒風霧雨參與賽事，
300 隊超過 800 健兒無
「挑 戰 自 我 、 達 至 全 人
為 支 持 AYP 推 動 青 年
發展」 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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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路線 全方位考驗
全港唯一由參加者自訂路線的定向賽事 Rogaine，沒有指定的路線，參賽隊伍可按照自己的能力和喜好，有策略地計劃屬於
自己的路線，徒步到訪各檢查點以奪取最高分數。AYP 理事會主席陳仲尼太平紳士在起步禮上為各參賽者打氣，並表示：
「Rogaine 是講求體力、計劃及判斷力的全方位考驗，而 AYP 一向主張的堅毅精神正正就是挑戰 Rogaine 的竅門，希望各位健
兒能夠憑著一份永不放棄的精神，在比賽過程中克服挑戰。」

家庭議會全力支持 參加者無遠弗屆
Rogaine 舉辦至今已是第六屆，除了專業的山野運動愛好
者外，不同年齡和類型的人士亦被 Rogaine 別出心裁的賽程
設計及有趣獨特的玩法所吸引。今年 Rogaine 更獲得家庭議
會全力支持，新增 「親子組」 ，讓賽員透過比賽增強良好的
家庭關係。今屆最年幼的參加者只有 6 歲，就是來自 「親子
組」 。此外，參加隊伍當中更有由新城電台 DJ、聽眾同
AYP 參加者組成的 AYP 新城電台 Rogaine 挑戰隊，親身挑戰
Rogaine 6 小時比賽。新城電台 DJ 黎家欣表示： 「Rogaine
比賽路線可以自己決定，有別於一般比賽，講求計劃同策

▲▶ AYP 新城電台 Rogaine 挑
戰隊經過連月的特訓，成功完
成 6 小時賽事。

略，令比賽更加好玩過癮。」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
▲起步禮大合照
自 2009 年起，Rogaine

致勝之道─周詳計劃 權衡取捨

設立 「摘星之旅」 ，鼓
勵身體殘障人士、智

曾多次代表香港參加國際定向比賽的余梓維，於 2010 年

障學生或在日常生活

首次接觸 Rogaine，今年再次挑戰，並奪得 AYP 主席盃，他

中屢遇挫折的青年參

的隊伍更取得全場最高分，阿維分享道︰ 「我認為參加

與比賽，一同享受

Rogaine 首要是與隊友溝通。在比賽前與隊友定立共同的目

Rogaine 的樂趣。一如既

標，以此計劃訓練；接到賽區地圖後按這個目標去規劃路

往，今年 「摘星之旅」 獲得

線。這樣除了可以享受 Rogaine 的樂趣，更可爭取最好成

和富社會企業及多名熱心人士和

績。」 阿維亦談到致勝的另一訣竅，便是要懂得取捨，要縱
觀全局，在選擇路線及作息時間上都要權衡對各隊員的影
響。

▲ 「親子組」 的家庭經
已整裝待發。今年年紀
最小只有 6 歲的參加
者(前排右二)都表示心情
輕奮。

中電工商機構錦標

標」 由中 華電
今年 Rogaine 的 「工 商機 構錦
達 10 間工商機
力有限公司冠名贊助，吸引了多
勇奪錦標。中
構參加，最終由 Osprey 代表隊伍
目， 其參 賽隊
華電 力有 限公 司不 單衹 贊助 此項
旅」 隊伍 一同
伍更 與他 們額 外贊 助的 「摘 星之
席蔡 耀鴻 先生
進行 訓練 。中 電遠 足興 趣小 組主
，因為中電隊員
表示： 「我們十分支持 Rogaine
隊伍 都很 認真
在比 賽前 ，與 3 支 『摘 星之 旅』
戰。 這樣 除了
地做 準備 ，當 中有 理論 、也 有實
，同 事之 間亦
能夠 幫助 到有 需要 的青 年人 之餘
令日 常工 作上
能透 過比 賽增 強默 契及 凝聚 力，
升公司的團隊精
的合作更加緊密，亦有助提
神。」

中電工商機構錦標參與機構：
1. 中建企業有限公司
2.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 金城 營
：冠 軍(中) - Osprey， 亞軍 (左)
▲ 「工商 機構 錦標 」 得獎 隊伍 合照
公司
造集團，季軍(右) - 中華電力有限

3. 金城營造集團

4. 新世界集團
5. Osprey
6. re:ech.o

商業機構支持，贊助今年 14 支隊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參與團體/機構：
1.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5.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2.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6.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3. 高誌樫訓練學堂

7.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

4. 關愛之家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贊助人/機構：
1. 和富社會企業

6. 彭芷君小姐

2.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7. 范佐浩太平紳士

3. 至美德有限公司

8. 羅仁禮先生

4. 香港扶輪社
5. 香港海港扶輪社

主辦單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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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1961 年，是國際獎勵計劃協會成員之一。
AYP 透過一套獨特及獲社會認許的規條，為 14 至 25 歲的青年提供不同
團隊的學習經驗去培養勇於挑戰及堅毅的精神，以達至全人發展。

AYP 網址：www.ayp.org.hk

金贊助

其他贊助

支持機構

9. 梁鳳兒小姐
10. 李逢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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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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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星之旅」 參加者無懼挫
折，以堅毅精神完成賽事。

伍參賽。

大會指定計時

項目贊助

活動推廣伙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