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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改變，看似微不足道，但當這些改變累積起來，便是一個人的成長，足以令
人變得不平凡！香港青年獎勵計劃 (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簡稱 AYP)在過去
50 年，致力鼓勵青年人踏出第一步，去挑戰和改變自己。在 2011 年 5 月 16 日舉行
的第八十九屆銀章頒獎典禮中，有 483 位的青年在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
潔貞太平紳士手中，接過了他們的獎狀和獎章，他們的成長和蛻變備受肯定。

半個世紀

「不平凡
不平凡」」

引領青年 蛻 變成長

銀章頒獎典禮 見證 483 位青年人的成長

典禮場地入口放置了留言板，由得獎者親自寫下自
己的改變：由輕言放棄變成堅持一整年去學習，從怕
變成主動參與社會服務。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太平紳士認為︰ 「這些小改變就好像種子

◀▲適逢今年是 AYP 的五十周年
紀念，在 AYP 的金禧年獲獎，各
得獎者特別興奮！

般，把正面的價值觀和人生態度栽種於青年人的心裡
面，讓他們茁壯的蛻變、成長。」
頒獎典禮上，除了頒發了銀章獎章及獎狀予 483 位
得獎者外，還有 66 名義工分別獲得 3 年及 7 年服務
感謝狀。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陳仲尼太平紳士在恭賀
各位得獎者的同時，亦感謝社會各界在過去半個世紀
對 AYP 的支持︰ 「各位義工是 AYP 參加者的重要支
柱，是青年人活生生的學習楷模，希望各位義工和社
會各界人士繼續推動 AYP，支持青年人的成長，
為 AYP 帶來另一個豐盛的五十年！」

要達到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銀章級要求，每一位參加者都
需要完成下列四科不同的考驗和挑戰：
四科活動

要求

服務科

參與最少 30 小時，最少 6 個月的社會服務

技能科

參與最少 12 個月的技能訓練

野外鍛鍊科

3 日 2 夜裏完成野外的鍛鍊旅程

康樂體育科

取得最少 30 分的康體活動分數（每小時作 2 分計算）

▲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太平
紳士(右)讚揚 AYP 在過去半個世紀，用經驗
學習引導青年人成長，與正規教育相配合，
鼓勵青年人在學業和課餘活動上取得平衡。
◀獲得三年服務感
謝狀、任教荔景天
主教中學的葉慧忠
老 師 ( 前 排 左 五) 稱
︰ 「與學生在同一
個頒獎台上獲獎，
感覺很特別呢！看
著學生在 AYP 得到
成長，取得銀章，
我頓感這幾年的努
力都是值得的！」

▲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陳仲尼太
平紳士(左)向66 位義工頒發3 年
及7 年服務感謝狀，表揚他們不
計回報，持續為 AYP 的參加者
提供成長的機會。
▶主禮嘉賓教育局常任秘書長
謝凌潔貞太平紳士(左)向得獎
者頒發獎狀，肯定了他們在銀
章歷程中的成長和蛻變。

得獎者分享
吳俊恆(左) 銀章得獎者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之前我做事只跟從身邊朋友的行為，不會去思考對
還是錯；但在 AYP 中，我學到了做每件事前先為自己
定立目標，並且考慮對自己和別人可能造成的影響，
不再盲目跟從。我在 AYP 中變得更加成熟，更了解家
人的感受，我不會再做令他們擔心的事！」

▲獲得銀章的 AYP 參加者來自不同的學校、制服團隊及青年
機構，他們的長官和導師都到場與他們分享得獎的喜悅。
陳暋匡 銀章得獎者

香港警務處

「我是以乒乓球來完成康樂體育科的，更因此參加了雙打比

賽，我為此一直努力練習，心中只想著如何贏出比賽。但在
比賽中，我卻輸了，我眼前只有低落、不忿、失敗。然而，
隊友的安慰和鼓勵令我回想起當初參加 AYP 是為了挑戰自我
︰我在整個比賽中不是只有成功或失敗，還有一起奮鬥的戰
友，以及努力向前的過程。經歷這次失敗，我除了學會如何
阮湘鈴(左一) 銀章得獎者

面對挫折，更學會在追求目標的同時，享受挑戰的過程！」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在三日兩夜的野外鍛鍊旅程中，我和隊友計劃了登上鳳凰山。當時霧大風大，
令我們寸步難行，回頭卻發覺下山的路亦非容易，甚至更危險！我們立刻提升危
機意識，並互相打氣、互相扶持，終登上了山頂！經過這次旅程，我發覺自己的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很多潛能，我變得更願意接受不同的挑戰！在人生旅程中，往往會遇到進退兩難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AYP，前身為愛丁堡公爵獎勵計劃）擁有

的局面，只要我認清目標，相信自己，勇敢面對，就能有所突破！」
呂慧妍(右一) 三年服務感謝狀得主

技能科科委員
「由大學時認識 AYP，到畢業後完成金章；當離
島教師時於校內推行 AYP，直至現在作為技能科科
委員，我緊扣著 AYP 不斷成長。一直以來，與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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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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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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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年青人接觸時，我感受到 AYP 發放出的魅力。她

聯絡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總辦事處

的非正規教育理念對不同時空和背景的年青人都同

地址：九龍長沙灣麗閣邨麗葵樓三樓 301-309 號

樣適用。無論香港社會在過去五十年如何變遷，AYP

電話：2728 3243

都堅守對自我挑戰、自我完善及堅毅精神的重視，

傳真：2725 1577

為青年人提供成長的機會。就是這份信念，推動我

電郵：award@ayp.org.hk

繼續於 AYP 大家庭中服務年青人！」

網址：http://www.ayp.org.hk

銀章得獎者所屬團體

辛苦逃避運動而變成愛上跑步，從閒時只愛吃喝玩樂

薪火行動
香港航空青年團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方樹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麗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賽馬會恒安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香港小童群益會成長發展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東華三院社區書院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附屬學院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佐敦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怡會所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石硤尾會所
民眾安全服務隊
懲教署歌連臣角懲教所
懲教署勵敬懲教所
香港遊樂場協會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香港警務處
香港海事青年團
香港澳洲國際學校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佛教大雄中學
佛教黃鳳翎中學
張祝珊英文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陳震夏中學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扶輪中學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吉利徑）
拔萃男書院
拔萃女書院
德瑞國際學校
協恩中學
可立中學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何文田官立中學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
港島學校
觀塘瑪利諾書院
喇沙書院
荔景天主教中學
嶺南中學
瑪利諾修院學校
港島民生書院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
聖母玫瑰書院
聖母書院
寶覺中學
保良局第一張永慶中學
香港培道中學
培正中學
伊利沙伯中學
高主教書院
啟新書院
玫瑰崗學校
嘉諾撒聖心書院
聖若瑟書院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
藍田聖保祿中學
聖保祿中學
沙田培英中學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聖公會呂明才中學
順利天主教中學
南島中學
德愛中學
將軍澳官立中學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
東華三院盧幹庭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華英中學
九龍華仁書院
西島中學
王肇枝中學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英華書院
英華女校
元朗商會中學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33 分隊－宣道會筲箕灣堂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150分隊－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188 分隊－圓洲角浸信會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 222 分隊－富山平安福音堂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香港女童軍總會
東華三院余墨緣綜合服務中心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葵涌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李惠利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摩理臣山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分校）
職業訓練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屯門分校）
仁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