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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場面熱鬧且溫馨
得獎者經過多番努力而獲得嘉許，身

邊的家人、導師和朋友也為他們感到興
奮。服務獎勵計劃多年的名譽會長李澤
培太平紳士、夏佳理博士、范佐浩太平
紳士及何子樑先生均有出席頒獎典禮，
支持獲取金章的青年。得獎代表更在台
上多謝一直支持他們的朋友、家人及悉
心教導他們的導師，場面溫馨。

正式的頒獎典禮結束後，曾局長與眾
得獎者會面，讚揚得獎者善用餘暇、
努力裝備自己以回饋社會，並鼓勵他們
延續獎勵計劃的精神服務社會，做一個
服務性公民。

這些獲獎的青年朋友來自多個獎勵計
劃的執行機構，包括香港多間學校、
香港警務處、香港中華基督教
青年會、職業訓
練局、民眾安全
服務隊、香港女
童軍總會、香港
遊樂場協會等。

特首與金章得獎者茶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邀請一眾本年度香

港青年獎勵計劃（AYP）金章得獎者於2010年12月9日
在香港禮賓府茶聚一同度過一個輕鬆的下午。金章得獎者
與特首分享從義務工作中所得的體驗和完成獎勵計劃所遇
到的種種挑戰。特首讚揚他們 「過五關、斬六將」 ，勇於
面對一個又一個考驗的毅力、恆心和不屈不撓的精神。

獲頒發獎勵計劃的最高榮譽 — 金章，每一位得獎者的
鍛鍊過程殊不簡單。他們都需要完成五科不同的考驗和挑
戰：最少100小時的社會服務、12個月的技能訓練、4日
3夜步行60公里的野外鍛鍊評核旅程、最少持續18個星
期的康體活動，和最少連續5日4夜的團體活動。獎勵計
劃五個不同範疇的活動，增加青少年與社會的連繫，讓他
們多角度參與社會，並培育了青少年堅毅的精神。

56名金章得獎者早前已於2010年10月21日在香港大
學陸佑堂的金章頒獎典禮上，接過由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太平紳士頒發的金章獎狀。另外17名已服務獎勵計劃超
過十年的義工，且於同一場合獲頒發十年服務嘉許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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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祖楹女士
羅仁禮先生 鍾港武太平紳士
張穎儀醫生 梁定宇先生
許晉義先生 蘇祉祺先生
梅 靜女士 馬桂怡女士
羅頌宜女士 鄭志剛先生
袁淦麟先生 彭徐美雲女士
李致和先生 王香生教授
雲天壯先生 蔡德昇先生
李建輝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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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黎培榮先生（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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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會長 李澤培太平紳士
夏佳理博士
范佐浩太平紳士
何子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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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竟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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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定宇先生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邱霜梅太平紳士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莊舜而女士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邀約金章得
獎者於香港禮賓府茶聚，並分享得獎者
在獎勵計劃中所得的體驗和得著。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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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眾金章得
主在禮賓府彈
起合照，朝氣
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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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位金章得獎者及17位服務獎
勵計劃超過十年的義工，齊獲特區
政府嘉許。

▲主席陳仲尼太平紳士(左三)答謝主禮嘉賓以及

四位名譽會長李澤培太平紳士(左一)、夏佳理博

士(左二)、范佐浩太平紳士(右二)和何子樑先生

(右一)出席頒獎典禮，分享青年人得獎的喜悅。

▼得獎者急不及待與悉心栽培自己的導師分享獲獎喜悅，導師也為他們而感到驕傲。

▶得獎者難掩興
奮之情，以行動
答謝一直支持自
己的家人。

▲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太平紳士與各理事會委員及執行處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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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屬執行處
林瑞芬

香港浸會大學
陳偉樂
龐仲嵐

香港科技大學
黃瑞鴻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甘成願

香港理工大學
尹葆盈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處
必列者士街會所
李華熙
史燕玲

民眾安全服務隊執行處
少年團D中隊

周智健
羅安琪
謝嘉恩

香港遊樂場協會執行處
顯徑青少年中心暨閱覽自修室
陳嘉晞

賽馬會北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郭家俊

旺角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陳慶豪
黃佩盈

香港警察執行處
高卓延
劉兆真
李珈瑋
盧俊杰
潘瑩紫
黃龍達
嚴嘉寶

學校執行處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李永揚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葉偉燊

拔萃女書院
何香婷
何嘉儀
駱思韻
黃濼堯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招柏年

荔景天主教中學
鄭文健
萬秉鈞

馬鞍山崇真中學
黎楊壘

瑪利曼中學
張思澄
吳卓琳

培正中學
譚希晉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曾幗儀

聖保羅男女中學
馮瑋婷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陳穎心

南島中學
Samuel Kindler
Edward Liam Murchie
Elizabeth Ka-Ling Stokes

將軍澳官立中學
金禕煒

王肇枝中學
楊政賢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麥若瑤
司徒美杏

英華書院
招景熙

香港女童軍總會執行處
徐嘉敏

東華三院執行處
賽馬會沙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唐潤英
職業訓練局執行處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林凱慧
盧惠楠
張有榮
關柏霖
黎寶絲
王麗瑚

海外執行處
Au Hiu Ching
Jeremy Russell

金章得獎者堅持自我完善的信念是青年人學習的榜

樣，他們的成就除了是他們努力的回報，亦是多位努力

為他們成長而付出珍貴時間的義工的果實。我們且細味

金章得獎者及義工的心聲：

「我認為獲得AYP金章是每個年青人成功的指標。在

獎勵計劃中，我們有計劃地實踐自己訂立的目標，這是

我們青年人能力可以達到的，但要持之以恆去

完成一件事，並不容易，當中學到的時間管理

與人際溝通的技巧，讓我獲益良多。」
陳偉樂（香港浸會大學 金章得獎者）

「參加AYP讓我有一個重大的啟發，就是明白

到 『知難不難，迎難而上，知難而進，永不退

縮』 ，永遠也要抱著勇敢面對困難的決心，永不放

棄。無論遇上順境還是逆境，我都會以最好的心情

去面對眼前的事情。」
嚴家寶（香港警務處 金章得獎者）

「完成金章後，我發現自己不再是為一張獎狀或個

人榮譽而努力，AYP讓我增強了我和社會的連繫，接觸

到不同的服務對象及多位成年導師，真切的體會到社會

上弱勢社群的需要，啟發了我對社會的承擔。」
楊政賢（王肇枝中學 金章得獎者）

「參加獎勵計劃令我擁有與別人不同的校園生活，有

不同的新嘗試，重新認識自己，證實了別人可以做到

的，自己也可以。我有了面對新挑戰的自信，期望日後

能運用自己的專長，服務社會，為社會作出貢獻。」
林凱慧（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柴灣分校 金章得獎者）

香港作為知識形都市，青年人往往要面對高競爭性的環境，爭取更
好的升學、就業機會。56位獲取金章的青年人一方面在學業及工作
中爭取好成績，另一方面以課餘及公餘時間自我完善，充實自己。他
們身體力行，親身經歷及參與
社會，並積極承擔公民責任，
為社會作出貢獻而努力。

回饋社會回饋社會
裝備自己金章青年善用餘暇

「AYP給我很多機會去體驗、探索不同的事物，但

最重要的是AYP讓我察覺到身邊的長輩對自己的支持

是十分重要的。我現在於社會福利機構工作，服務對

象是一群濫藥的青少年，我希望自己也能運用AYP導

師們身上學到的耐性與這些有需要的青年人相處。」
唐潤英（東華三院 金章得獎者）

「我堅持要由銅、銀、金逐級考驗自己，因為我

實在太喜歡AYP了，雖然過程一點也不易，但那

寶貴、獨特可一不可再的回憶教曉我事前計劃和

堅持的重要性。我現在每做一件事都會小心計

劃，並抱著堅毅的決心去實行。我會延續這份決

心去為未來拼搏，並向身邊的人傳遞這個重要的

信息。」
徐嘉敏（香港女童軍總會 金章得獎者）

「年少的時候，我也受過許多獎勵計劃導師悉心的

教導和栽培，在他們身上我學到很多與人相處之道，

驅使我成為導師，把學到的傳遞給其他年青人，希望

他們日後也會同樣的向其他人傳遞他們的得著。」
周仲恆（十年服務嘉許狀得主 野外鍛鍊科導師）

「我覺得人往往在面對艱苦時便會顯露出人性的弱

點，這正是啟發青年人的機會，引導他們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激發他們堅毅的意志，並把這經驗運用在生

活中所遇到的各種困難。」
賴民鳳（十年服務嘉許狀得主 野外鍛鍊科導師）

二○一○年度金章得獎者

陳偉基

周錦輝

鄭建瑩

周仲恒

方啟業

夏麗貞

郭振文

賴民鳳

林紫茂

羅振威

莫偉生

吳世興

譚成就

尹志堅

黃文智

黃永華

葉美儀

二○一○年度
十年服務嘉許狀得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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