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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可以把任何年代的青年連繫起來！香港的體育盛事、全港唯一由參加者
自定路線的團隊定向比賽， 「SmarTone-Vodafone AYP Rogaine6 全方位
團隊定向大挑戰 」 已於2010年1月24日順利舉行。由於報名反應熱烈，主
辦單位將報名人數限額提升至九百人，較往年增多三百名，參與人數為歷屆之
冠。比賽當日超過三百隊共九百人展開他們的野外定向挑戰旅程，並為支持香
港青年 「挑戰自我、達至全人發展」 籌款。

由香港青年獎勵計劃主辦的Rogaine賽事，今年首獲SmarTone-Vodafone冠名贊助，分6小時及3小時組別舉行。在一片笛聲、哨子聲、歡呼聲中，眾參賽者一起吶

喊大會口號： 「路．由我定！」 ，然後蜂擁而上，衝出西貢大灘的賽事中心，向他們心中的目標進發。

體驗組行山初哥譚嬿齡
行政人員（Rogaine年資：0 野外活動年資：0）

「喜歡柴娃娃一班人去郊遊，平時只會跟著別人走，起初以為玩Rogaine 要自己設計路線

會很複雜，試過才發現原來 『路．由我定』 也不太難哩！玩法非常簡單，路線難度、作息安

排均沒什麼限制，只要細心觀察、留意地圖提示，便可以享受一個適合自己並且安全好玩的

定向旅程！」

公開組專業玩家羅惠儀
社工（Rogaine年資：4 野外活動年資：5+）

「Rogaine是講求團隊精神及計劃的比賽，分數的高低除取決於方位判斷、路

線選擇及相應的體能外，在路途中亦有機會需要因應突發的情況及團隊需要修改

計劃、調整心理，絕對是體力、智力、毅力、判斷力和團隊精神的全方位考驗，

直至到達終點的一刻才會知道輸贏。過程中，我發現了自己有待改進的地方，但

比賽最重要的是團隊的向心力，所以我認為 『路』 是由我跟隊友一起定！」

青年組梁美賢、李廷皓
學生（Rogaine年資：0 野外活動年資：3+）

「為了今次Rogaine比賽，我們作了很多準備，除了參加大會安

排的訓練活動外，更熟讀賽事資料，向師兄師姐請教，並特意於一

個月前加強訓練體能以應付賽事，能夠完成賽事並取得預期成績，

十分開心呢！」

「摘星之旅」 *參加者黃梓軒
學生（Rogaine年資：1 野外活動年資：1）

「當初應梁Sir的邀請決定參加Rogaine，是因為比賽可

以自訂路線，感覺很 『爽』！和隊友一起尋覓去路，深深感

受到團隊精神的重要，感謝隊友沒有因為我的體能不夠好

而離棄我，更為我打氣；縱然途中感到疲累，最後也堅持

盡力達到自己訂下的目標，那感覺原來更 『爽』！」

Rogaine今年已經是第四年舉辦，以好玩、專業見

稱，幕後全靠一班80前後的青年同心合力義務策劃

及安排，當然不少得一群專業帶領野外活動的導師

們，還有一班滿腔熱忱的青年朋友。

義務工作人員周煒權
「在笛聲、哨子聲、歡呼聲中，近千人一同衝前出

發的一刻實在是十分壯觀，想起連月來工作人員馬不

停蹄的為賽事奔波，以及那一份群策群力的精神，我

也禁不住為健兒們吶喊助威，使喉嚨也變得沙啞，縱

然如此，也覺得非常興奮！」

自2009年起，Rogaine賽事已成為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的籌款活動，所籌得的款項，將用於獎勵計劃的營

運開支上，包括舉辦多元化的活動、為青年人提供適切的培訓，以及提升義工及獎勵計劃領袖素質。嗇色

園教育委員會主席戴偉賢先生指出： 「獎勵計劃正配合本園的辦學宗旨，透過經驗學習法，讓青年人鍛煉

待人接物及與人溝通的技巧、發揮團隊精神，及建立積極健康的人生觀；Rogaine活動包含了計劃、準備、

解難和合作，正是難能可貴的學習機會。」
此外，是次活動更為 「SmarTone-Vodafone AYP國際交流活動基金」 籌款，資助青年人到海外交流，

以助他們拓闊國際視野和提升人際關係及領導才能。SmarTone-Vodafone 總裁黎大鈞先生表示：

「SmarTone-Vodafone一直以來十分關注青年人發展，很高興能贊助本年度的Rogaine6賽事，希望藉此

讓更多人體會Rogaine的精神，以堅毅精神達成自己訂下的目標，為培養社會未來領袖出一分力。」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隔年舉辦6小時

及24小時的Rogaine賽事，希望藉

此讓更多人認識獎勵計劃，並籌募

經費，繼續為香港青年創造更多成

長機會。下一次的 Rogaine 比賽初

訂於 2011 年 1 月 15 日至 16 日

舉行，這次將會是24小時的高難度

挑戰，你會參與我們這個盛會嗎？

SmarTone-Vodafo
ne AYP Rogaine6

SmarTone-Vodafo
ne AYP Rogaine6 全方位團隊定向大挑戰

全方位團隊定向大挑戰

不同年代青年不同年代青年 齊呼齊呼 「「路．由我定路．由我定」」

▲▶賽事中心內每個角落都不難
發現參賽隊伍在手舞足蹈的討論
比賽策略，大會更要求各個隊伍
於起步前提交路線計劃圖，以確
保參賽隊伍的安全。

* 「摘星之旅」是由和富社會企業號召一班社會人士及工商機構，支持一些弱勢或有特別需要的青年人參加，
令這班青年人可以免費參加是次比賽，體驗Rogaine的樂趣。

▲出發前大會司儀帶領參賽健兒一

同高呼 「路．由我定」 ！

▶出發的槍聲一響，Rogaine健兒
們都急不及待朝著自己定下的目標
衝出賽事中心。

◀▶經過一番努
力、堅持，各隊伍
都懷著興奮、愉快
的心情跑回終點，
得到的滿足感及難
以忘懷的回憶，實
在難以言喻。

▲全靠各隊員的通力合作，
Rogaine健兒找到其中一個控
制點，臉上展現勝利的笑
容，興奮可想而知。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
陳仲尼太平紳士

「很高興於2010年 2月 1日起接替何子

樑先生出任獎勵計劃理事會主席一職，在各

個前主席的大力推動下， 獎勵計劃於過去40

多年來不斷進步，為

青年人帶來成長的機

會。我希望秉承獎勵

計劃挑戰自我的精

神，與眾多獎勵計劃

理事一起把獎勵計劃

推至另一頂峰，像

Rogaine 一樣，團結

不同年代的青年，為

青年人一同跨過新挑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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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主席何子樑先生

「Rogaine 的全方位挑戰和獎勵計劃精神非常接近，

兩者同是著重計劃，鼓勵參加者制定目標作自我挑戰，

並以堅毅精神，從困難中學習、成長。因此，獎勵計劃

於2007年將Rogaine引入香港，挑戰香港人的體力、智

力、毅力、判斷力和團隊精神。」

中華基督教會基順學校
匡智屯門晨輝學校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香港青少年培育會白普理宿舍
香港遊樂場協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香港扶幼會則仁中心學校
關愛之家
智匯動力
童軍知友社
仁愛堂社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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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文先生
鍾港武太平紳士
羅仁禮先生
余灼強先生

中建企業有限公司
消防野外活動組
百寶廚
信寧旅遊巴士公司
和富社會企業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
參與團體

和富—摘星之旅星級獎
贊助人/機構

港交所—工商團隊錦標
參與團體/機構

香港青年獎勵

計劃（HKA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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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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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懲教署署長郭亮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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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紳士
香港基督少年軍執行委員會主席黃承香牧師
香港青年協會會長黃嘉純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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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三元博士
職業訓練局執行幹事邱霜梅太平紳士
仁愛堂董事局主席卓歐靜美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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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 黎培榮先生（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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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家聲先生（香港警務處處長代表）
王德榮先生（教育局局長代表）
吳文裕先生（民政事務局局長代表）
張淑敏女士（勞工處處長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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