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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砥礪計劃」申請 

敬啟者： 

 

為協助學生探索及發展個人興趣，作出適切的生涯規劃，本校鼓勵  貴子女參與由屯門

青年協會主辦之「青年砥礪計劃」。活動內容如下： 

1. 由資深山藝教練教授遠足及山藝領袖基本態度、知識和技能，培訓有志成為新

一代遠足領隊及山藝領袖 

2. 發展歷奇專業開拓由香港至大灣區歷奇培訓機遇 

3. 可考取一級、二級山藝訓練證書及遠足領隊訓練證書 

4. 可考取低結構歷奇技術證書 

 

一、 「青年砥礪計劃」簡介會(網上進行)： 

       日期及時間：22/11 星期二晚上(時間待定) 

 

二、 證書課程資料如下： 

一級山藝證書課程 

 

二級山藝證書課程 

*參加者需具備「一級

山藝訓練證書」 

低結構歷奇技術證

書課程 

遠足領隊訓練證書   

*參加者需具備「二

級山藝訓練證書」 

*各課程共有兩班，可選修其一 

A 班 

理論課日期及時間：

29/11 (二)、30/11(三) 

晚上 (時間待定) 

地點：九龍區(地點待

定) 

實踐課日期/時間：

3/12(六)、10/12(六)全

日(時間待定) 

地點： (待定) 

A 班 

理論課日期及時間： 

20/12(二) 晚上、

24/12(六) 早上 (時間

待定) 

地點：屯門區(地點待

定) 

實踐課日期/時間：

24-25/12(六至日)下午

至翌日下午、

7/1-8/1(六至日)下午至

翌日下午(時間待定) 

地點：西貢/大埔營地

A 班 

證書日期及時間：  

7-8/1(六至日) 下午至

翌日下午 

地點：賽馬會長洲鮑思

高青年中心 

A 班 

理論課日期及時間： 

20/2(一)、27/2(一) 

晚上 

地點：屯門區(地點

待定) 

實習課日期/時間：

25/2(六) 全日、

5/3(日) 全日、

18/3(六) 全日 

地點：(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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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定) 

Ｂ班 

理論課日期/時間：

29/11 (二)、30/11(三) 

晚上(時間待定) 

地點：九龍區(地點待

定) 

實踐課日期/時間： 

11/12(日)、18/12(日) 

全日(時間待定) 

地點：(待定) 

 

B 班 

理論課日期 /時間： 

20/12(二) 晚上、

31/12(六) 早上(時間

待定) 

地點：屯門區(地點待

定) 

實踐課日期/時間：  

31/12-1/1(六至日)下午

至翌日下午、

14/1-15/1(六至日)下午

至翌日下午(時間待

定) 

地點：西貢/大埔營地

(暫定) 

B 班 

證書日期/時間：  

14-15/1(六至日) 下午

至翌日下午 

地點：賽馬會長洲鮑思

高青年中心 

 

B 班 

理論課日期/時間： 

20/2(一)、27/2(一) 

晚上(時間待定) 

地點：屯門區(地點

待定) 

實習課日期/時間： 

26/2(日) 全日、

11/3(六) 全日、

25/3(六) 全日(時間

待定) 

地點：(待定) 

 

*營地實習日期及時間：於課程內公佈 

*結業分享會(必需參與) 

 日期：4 月 2 日 

 地點：待定 

 

三、 注意事項： 

1. 實際活動地點會由教練因天氣及參加者能力而有所調動。 

2. 參加者年齡為 17 - 25 歲青少年。 

3. 收費：按金$500 (課程全數出席者獲發還按金，未達要求者將不獲退款) 

4. 所有獲准參加者均須登記成為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資助機構）YO 

PLACE 會員。 

5. 參加者須自備活動中的交通費用及膳食費用。 

6. 所有培訓完成並考核合格後需自費申請證書(費用不多於$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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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名辦法： 

1. 請填寫以下 Google form 活動登記表：(每次限登記一位參加者)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s3OO3fKDZNP5UE3Icvn4QP0iOujyJf

hVqubG-nQcd5mDXhw/viewform?pli=1  

2. 填寫 Google form 活動登記表後請等候 whatsapp 確認(屯門青年協會會盡快回覆，

程序需時，請耐心等候。) 

3. 收到 whatsapp 確認訊息後，請根據所提供的繳費程序於時限內繳費，否則有關名

額將轉予後補人士。 

4. 請參加者緊記保留轉帳收據，並於繳費後以 whatsapp 通知屯門青年協會。(輔以轉

帳收據照片或截圖紀錄及參加者姓名) 

如有查詢，請致電 24611555 與向連詠文主任或致電 2453 3010 向陳姑娘/潁 sir 查詢。 

 

*青年砥礪計劃 由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資助 

 此致 

貴家長 

 裘錦秋中學(屯門)  

 

 

 

 

陳月平校長謹啟 

                                                                                                                      

二零二二年十一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class 通告答題部分 

問題 1： 本人 

 

○ 現已知悉及已填妥「青年砥礪計劃」申請。 

 

○ 現已知悉及未暇填妥「青年砥礪計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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