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與 K11 共同呈獻 「飛越大平原」藝術展覽 

威塞克斯伯爵(愛德華王子)親臨主持開幕典禮 

鼓勵青年人挑戰自我 成就不平凡 

 

（香港 – 2011 年 11 月 3 日）一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與 K11 購物藝術館呈獻本地藝術家朱卓慧舉行之

「飛越大平原」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稱 AYP，前身為愛丁堡獎勵計劃)50 周年藝術展覽，並於今天由

獎勵計劃國際信託人及國際理事會主席威塞克斯伯爵、AYP 理事會主席陳仲尼銅紫荊星章太平紳士及

K11 助理總經理陳邦正先生一同主持開幕典禮。 

 

於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50 周年藝術展覽開幕禮上，三位嘉賓把「和平鴿」雕塑放於基座上，以完成是次

展覽的藝術作品，寓意青年人繼續「飛越不平凡」；展覽由明日起至 11 月 27 日於 K11 art space (L107)

及拾捌藝窗舉行，並開放予公眾免費欣賞。 

 
本地藝術家朱卓慧個人創作   「飛越大平原」讓年輕人及藝術振翅高飛 

是次展覽 K11 特意邀請本地年青藝術家朱卓慧參與創作，她一直善於以紙皮、膠樽等廢棄物料創作藝

術品，並帶出熱愛生命及環保的訊息。K11、AYP 及朱卓慧均有著共同理念，希望藉著今次藝術展覽，

以嶄新的角度讓大眾更了解 AYP 及欣賞本地藝術家作品，從而獲得啟發，令更多年青人發揮潛能，改

變自身。為慶祝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50 周年，展覽以「飛越大平原」為名，實踐及「獎勵 · 不平凡」

的理念。 

 

展覽之主題會以襟章及藝術裝置展示 AYP 及青年人的正面訊息，鼓勵大眾挑戰自我，「飛越」不平凡。

由地下至 3 樓的拾捌藝窗會以水墨及潑彩的獨特技巧，以人手把代表著「獎勵」與「結集」的襟章拼

湊成不同圖案的藝術品，展示 AYP 的 6 大「不平凡」; 而每件藝術品均由 AYP 的代表人物配上勉勵字

句向大家訴說 AYP 中的生命色彩，營造出青年、活力及藝術味道濃厚的不平凡計劃理念。(詳情請參
閱附件一) 
 

於 K11 art space (L107)內，朱卓慧以 3 件大型立體藝術裝置，開展生氣勃勃的大平原，帶出不平凡的

體驗和樂趣。「帶我飛上天」的鴿子和氣球，喻意以年青和活力，盛載希望跨越天際，飛得更高更遠。

「彩域樂搖搖」以七巧板為概念，寄語七個不同的字詞，拼湊出生命中不同的可能性，各種動物就像

我們在旅途中相知的夥伴。「木馬帶我快樂地旋轉」鼓勵我們在群體中體驗勇氣和愛，從中心出發邁進

多姿多彩的世界。 (詳情請參閱附件二) 
 

「飛越大平原」藝術展覽 

日期：04/11 - 27/11 

地點及時間：K11 art space (L107) (12:00-22:00) 及 K11 拾捌藝窗 (10:00-22:00) 
 

如欲查詢上述活動的詳情，可瀏覽網址： http://ayp.org.hk。 

#### 



     
關於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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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有超過 5 萬 6 千名青年參加，廣佈於 600 多個青少年服務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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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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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被世界多國認可的獎勵計劃，AYP 得到大學聯合招生辦法(JUPAS)  的認許。AYP 金章、銀章得獎者與奧

運會、亞運會獎牌得主並列，可把獲獎證明透過自薦計劃提供予所報讀的院校作特別考慮，可見社會對 AYP 的認

同和重視。 

 

AYP 的贊助人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回歸以前，AYP 均由港督頒發金章獎狀予得奬者。回歸以

後，AYP 亦得到特區政府支持，榮獲特區行政長官任金章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並為金章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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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主席為陳仲尼 BBS 太平紳士。 

 

關於K11 

K11 是首個把藝術∙人文∙自然三大核心元素融合的全球性原創品牌；品牌以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為起點，在 K11 所在
的獨特區域糅合多維藝術形式的欣賞交流、本土人文的重塑及再現、自然環保的建築空間、商場及公共空間裡人
們的日常生活與氣息，從而產生微妙的互動化學作用，為大眾帶來前所未有的獨特感官體驗。K11 備受國際傳媒
關注，亞洲及歐洲傳媒也搶先報導 K11 的訊息。 

 

藝術  ‐  K11 不僅會長期展示典藏的本土年輕藝術家的傑作，更通過舉辦不同的藝術展覽、演出及工作坊，透
過多種類型的多維空間，讓大眾消閒或購物的同時，可欣賞到不同的本地藝術作品及表演，以加強本
地藝術家與市民的溝通及交流，培養市民對藝術的欣賞，亦讓年輕藝術家獲得更多機會創作及發表作
品，有助於本地藝術生態自然地茁壯生長。 

 

人文  ‐  K11 在每個城市均對項目所在的周邊區域的人文生活傳統及歷史地理等進行等多維度的與整合，使該
區域所沉澱的人文藝術及生活文化得到活化(“Revitalize”)、重塑  (“Retransform”)和再生
(“Recreate”)，創造出獨特的 K11 多元文化生活區。 

 

自然  ‐  K11 項目的各種室內外建築空間，均會率先考慮通過各種綠色建築設計及科技，盡量減低對自然環境
的影響，並努力提升城市公共生活場所的總體品質。K11 庭園式的戶外廣場設計，遍佈本地植物、屋
頂及垂直綠化、都市農莊等多維園林景觀，不但使自然空間完美融合本土生態，更讓人猶如置身於都
市綠洲，啟發個人思考與自然之間的密切關係。 

 

在未來的五年內，K11 品牌及多元文化生活區將陸續在北京、上海、廣州、天津、瀋陽及唐山六個城市延續創意
之旅，打造超過 100 萬平方米的不同類型空間。 

 

傳媒查詢：   

香港青年獎勵計劃 

陳淑珍小姐  Ms. Jenny Chan      電話：9666 7237 / 2361 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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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飛越大平原」拾捌藝窗簡介 

 
拾捌藝窗 
圖片 藝窗內容 

 

獎勵．不平凡(藝窗一、藝窗二) 

 

「在AYP裡沒有失敗，只有超越自己。」 

-- AYP總幹事黎培榮 

 

為青年創造不平凡的成長機會 

 

 

地球和平鴿(藝窗三、藝窗四) 

 

AYP 採用「地球和平鴿」作為標誌。在標誌的設計上，「地球和平鴿」揉合了地球經緯線

和鴿子形態，當中包含了獎勵計劃放諸四海皆準的價值觀；任何國度皆適用的標準，與

及歸屬世界大同的決心。此外，標誌中向上飛翔的和平鴿，象徵個人發展的重要性，引

發出自我完善和自信心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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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不平凡(藝窗五、藝窗六) 

 

「於每一個挑戰中，我們看到達至更高成就的機會。」 

--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自我挑戰，令生命從此不平凡 

 

 

獎勵‧不平凡(藝窗七、藝窗九) 

 

沒有失敗，只有超越自己。 

 

年青人，不論種族、家庭背景、學業成績，都能透過參與 AYP 挑戰自己，發揮潛能。參

加者只要願意努力和堅持，在達到自己訂定的目標後，所獲得的最珍貴的獎勵不只是一

紙獎狀，或是一枚獎章，而是在參與活動過程中，透過克服各種挑戰，而建立友誼、自

我完善及蛻變成長。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藝窗八、藝窗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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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超過

5 萬 6 千名青年參加，廣佈於 600 多個青少年服務團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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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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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歲的青年提供不同的挑戰及機會，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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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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不平凡(藝窗十一、藝窗十二) 

 

「全新的經驗，可使青年人受用一生。」 

--獎勵計劃先驅、著名教育家庫爾特．漢博士 

 

盡情體驗，激發不平凡的動感生活 

 

 

造就．不平凡(藝窗十三、藝窗十四) 

「教育的首要任務是幫助學生建立個人品格，其次是提升他們的智慧，最後是灌輸他們

應有的知識。」 

--獎勵計劃先驅、著名教育家庫爾特．漢博士 

 

用心灌溉，造就一個一個的不平凡 

 

 

世界．不平凡(藝窗十五、藝窗十六) 

 

「年青人是我們的未來，協助他們把潛能完全發展是我們首要的任務。年青人潛藏著無

窮天賦，參與獎勵計劃是其中一個讓他們全面發揮潛能的有效方法。」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獎勵計劃首席贊助人納爾遜．曼德拉 

 

凝聚力量，走進世界不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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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不平凡(藝窗十七、藝窗十八) 

 

「獎勵計劃不單為青年人而設，也為了關心青年人福祉的社會人士而設。」 

--獎勵計劃創辦人愛丁堡公爵(菲臘親王) 

 

你的支持，帶來不平凡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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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K11 art space (L107) 簡介 
 

作品名稱 作品簡介 

帶我飛上天 

 

鴿子和氣球，喻意希望和無疆界的天空。氣球象徵年青與活力，輕盈地上升，可到達

更高更遠的境地；鴿子代表人類，同樣熱愛生命，盛載希望跨越天際，與氣球一起飛

到他方。 

 

氣球內不同國家的國旗，是年青人應有的國際視野，鼓勵人與人之間更相親相愛，努

力為世界帶來公義、仁愛與和平。 

 

彩域樂搖搖 生命充滿可能性。彩域以七巧板為概念，寄語七個不同的字詞：愛、和平、激情、關

懷、創造力、公義、責任——再拼湊出不同的可能性。 

 

彩域上各式各樣的動物，盛載不同的生存意義。意指在人生的旅途中，我們會面對各

種不同的障礙，也都是考驗的機會，讓我們更茁壯成長。「搖搖樂」的羊咩咩，努力地

搖擺奮鬥向上，小白兔從洞中探頭出來探索世界，小螢火蟲則亮起尾巴，吸引同伴一

路前行。生活於同一個地球上，我們與不同的人相遇相知，得以互相扶持，結伴同

行。 

我快樂地旋轉 旋轉木馬對照牆上的各國的名稱，便是從中心出發，走進變幻無窮又多姿多彩的世

界。馬是群居生活的動物，熱愛同伴，於群體中體驗愛、關懷和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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