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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及 30 日圓滿舉行。這個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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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考驗的山野賽事，無論是青年人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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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能
成年人，都可以於過程中獲得啟發。

◀▲適逢今年是 AYP 成立
五十周年，各參加者在賽
前賽後，都不忘向 AYP 說
聲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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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禮嘉賓民政事務局常
任秘書長楊立門太平紳士
(左二)在獎勵計劃理事會
主席陳仲尼太平紳士(右)
及 2011 Rogaine24 籌委
會主席鍾港武太平紳士(左
一)陪同下，主持 AYP 五
十周年的啟動儀式，標誌
着AYP五十周年慶祝活動
正式展開。

章、銀章、金章級的要求，培養勇於接受挑戰及堅毅的精神。
踏入 2011 年，正是 AYP 成立五十周年。在過去半個世
紀，香港有超過 28 萬位年青人，透過 AYP 發奮自強，建
立正面人生觀。在這一年，AYP 將會舉辦一連串的活動，
慶 祝 AYP 五 十 歲 生 日 ， 同 時 為 香 港 的 青 年 發 展 籌 款 ，
Rogaine24 正是一系列慶祝活動的頭炮。其他精彩的五十
周年活動陸續有來，緊記留意 AYP 網頁！

獎勵計劃網絡
啟事

尋人

今年的賽事分為 6 小時及 24 小時，超過 250 隊共 700 多名參賽
者，當晚賽區氣溫低於攝氏三度，但賽員仍無懼寒風，以堅毅的意
(AYP)籌款。大會邀得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楊立門太平紳士，主持

- 過去 50 年的金、銀、銅章得獎者

6 小時賽事的起步禮，而競爭激烈的 24 小時賽事則在香港三項鐵人

- 曾在海外取得金、銀、銅章，現留港居住的得獎者

好手，2011 Rogaine24 活動大使李致和先生鳴槍下起步。

- 曾獲得 AYP 長期義工服務感謝狀的義工

面對挫折 啟發堅持到底的精神

加入獎勵計劃網絡，可以︰

Rogaine 的一大特色是比賽沒有指定路線，參加者須按自己的能力

- 讓你緊貼 AYP 的最新動向

和目標，制定自己的路線去爭取分數。同時，參加者要面對比賽中

- 參與聚會，讓你結識同樣對 AYP 充滿熱情的人

各種的突發情況。因此，Rogaine 對參加者的計劃和應變能力是一個

- 讓你繼續推動 AYP，支持香港的青年發展

重大考驗。
24 小時混合組的參加者 Anson 表示︰ 「在比賽中曾試過走錯路，

網絡將於四月開展，請密切留意 AYP 的網頁！

進入陡峭的林路，浪費了近一小時的時間和不少的體力。那時我感

網址：http://www.ayp.org.hk

到十分氣餒，甚至想過放棄，但在隊友鼓勵下，決定堅持到底。因
此，我和隊友修改計劃，調整心理，完成餘下的比賽。這次的經驗
有助我日後面對突如其來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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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塞克斯伯爵 (愛德華王子)

環境驅使改變 增加溝通主動性
一如往年，大會設立了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 ，由和富社會企
業號召一班社會人士及工商機構，支持身體殘障人士、智障學生、
行為偏差的青年參與比賽，令這班青年人可以體驗 Rogaine 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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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規劃可說是 Rogaine 最重要的一環，
參加者接過賽事地圖後，隨即埋首商議，決定
休息及補給等地點。

志，在新界中、西部挑戰自己，並為主辦單位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AYP 徵求以下人士加入獎勵計劃網絡︰

趣。今年有來自 8 個機構合共 19 隊參賽隊伍。
帶領香港青年培育會白普理營舍參賽的其中一位導師崔 Sir 認為，
Rogaine 能讓營生身處一個特別的環境中，驅使他們透過群體合作，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

◀▲不少工商機構
看 中 Rogaine 著 重
團隊合作的性質，
派隊角逐 「工商團
隊錦標」。該獎項
最後由香港鐵路有
限公司奪得。

學習包容和互相支持，勇於接受挑戰，從而在人生上有正面的改變︰
「有些營生在平時是比較自我的，不習慣與別人溝通；但在 Rogaine
中，他們在山野間可以依賴的只有隊友。無論是在規劃路線還是野外
覓路時，他們都要與隊友商量、討論。在 6 個小時的比賽中，我看到
他們較以往更主動的與人溝通。」

上下齊心 同事間增凝聚力
Rogaine 參加者不單在比賽當中需要與隊員合作，賽前的訓練和其
他準備亦需要隊員的高度溝通，有助培養隊員間的默契和團隊合作
性。Rogaine 亦因此成為了企業培訓員工、推動合作文化的另類選
擇。今年 Rogaine 便吸引了來自 11 個工商機構的 13 個隊伍參賽。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項目經理(西區)蔡耀鴻稱︰ 「Rogaine 的參加者需
要有高度的判斷力和團隊精神，這些素質在工作中亦非常重要，所以公
司非常鼓勵員工去參加比賽。同時，我認為參與 Rogaine 並不只是四個
隊員間的事，企業內不同的團隊亦透過工餘的時間去籌劃、訓練、支援、
準備賽後分享等活動，可以大大提高互相合作的文化和同事間的凝聚力。」

賽事安排妥善 精英賽手大讚
在賽前，工作人員需要到面積超過 100 平方公里的賽區實地勘察，
以繪製賽事地圖；Rogaine 比賽當日更動員了超過 200 位工作人員去
管理賽事中心、監察賽事進行，為賽員提供最專業及安全之 Rogaine
競賽體驗。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

奔走了超過 130 公里、以全場最高分勇奪 24 小時男子組冠軍的

主席

陳仲尼太平紳士

副主席

車偉恒先生

Elton 大讚︰ 「賽事及前期工作何其複雜，但大會卻安排得非常妥

義務司庫

邱季良先生

善，可見各工作人員的專業及熱誠。我衷心感謝大會安排一個如此好

委員

胡健民先生 陳祖楹女士

玩的比賽！我非常鼓勵各位青年朋友多參與這類型比賽，從中你可更

羅仁禮先生 葉賜添博士

認識自我，培育積極奮進和堅毅不屈的處事態度。」

◀奪得 24 小時男子組冠軍的
Elton(右)笑稱︰ 「希望這個比
賽可以一直舉辦下去，起碼舉
行到我跑不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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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團體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佛教筏可紀念中學

中西區及離島青年外展社會工作隊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香港扶幼會許仲繩紀念學校

智匯動力

香港青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除了體能和定向技術外，Rogaine 對參加
者的計劃能力和團隊精神都有很高的要求，要
克服全方位的挑戰，才能在賽事奪取佳績。

蔡德昇先生 歐凱欣女士
李騰駿先生 彭芷君女士
嚴鐘明女士 楊子熙先生

贊助人/機構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童軍總會童軍知友社

蔡德昇先生

至美德有限公司

梁定宇先生

鍾港武太平紳士

李逢樂先生

彭徐美雲女士 MH

羅仁禮先生

范佐浩太平紳士

童軍知友社

藝高亞太有限公司

李建輝先生（香港警務處處長代表）

香港扶輪社

陳穎基先生（教育局局長代表）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鄧祐才會長工商團隊錦標

李嘉莉女士（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張淑敏女士（勞工處處長代表）
秘書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黎培榮先生（總幹事）

全力支持 AYP 五十周年

參與團體/機構
中建企業有限公司

信和企業隊

培新控股有限公司

中電集團

信德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世界集團

和富社會企業

香港律師會

瑞士銀行

金城營造集團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主辦單位
金贊助

銀贊助

大會贊助
大會指定裝備

大會指定護膚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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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贊助

活動推廣伙伴

其他贊助

支持機構

傳真：2725 1577
電郵：award@ayp.org.hk
網址：http://www.ayp.org.hk

▲賽區攝氏三度的低溫，亦沒有稍減 Rogaine 參加者的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