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維發展
    學友社深信多維度的實踐，才能深化培育青年的使

命。在2013至2014年度，學友社籌辦不同主題的交流考

察團，給予參加者深度體驗；為文憑試考生出版及拓展升

學輔導刊物，及發展網上媒體；並對社會及青年議題作研

究調查，為青年及教育工作者發聲，從多角度回應學生所

需。

◆◆交流考察

◆◆媒體出版

◆◆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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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發展

交流考察

    學友社積極籌辦多個考察交流團，給予社員幹事、學生及教師深度體驗的機會。參

加者走訪大小城鎮，在吃喝玩樂以外，深入感受當地文化、拓寬視野、增進知識、反思

自我，體驗不一樣的深度之旅，領略旅行的真義。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 — 
上海南京考察交流團

    2014年4月16日至22日，一行35位中學生領袖

及工作人員前往上海南京，希望透過與當地學校師生

交流及到訪各個景點，讓中學生領袖有機會對國情進

行了解及反思，提高國民身份認同，所到學校及景點

包括：南京東南大學、玄武湖、明城牆、南京市規劃

建設展覽館、總統府、夫子廟、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中山陵、句容市農村創新創業園、

南京博物院、蘇州博物館、拙政園、浦西外灘、田子

坊、上海科技館等等。

迷失的發展：雲南少數民族考察團

    對於很多生活在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學生而言，或

許對「少數民族」的印象就是「人口少」、「住山寨」、

「務農為生」、「生活純樸」、「常跳舞高歌」、「穿民族

服飾」等構成。本社青年發展組承蒙青年事務委員會

贊助，於2014年7月30日至8月5日舉辦「雲南少數

民族考察團」，並輔以一系列的團前學習工作坊，讓

參加者加深對現實中少數民族的了解。22名參加者在

雲南省教育廳的安排，以及雲南大學隨行老師和青年

發展組同事的帶領下，每天經歷既長且顛簸的車程，

感受著邊緣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前往雲南講武堂、

雲南省教育廳、大理喜州嚴家大院、大理州博物館、

虎跳峽、黑龍潭公園進行深度考察，除了認識白族、

大理族等民族的習俗、建築和飲食外，亦探討國家民

族政策、民俗文化旅遊、身份建構與認同，更聆聽當

地少數民族的聲音，以當地人的視野和腦袋去理解

「發展」，思考什麼才是他們真正需要的，以及對他們

最好的。

明日領航者計劃 — 四川成都交流團

    於2014年7月4日至9日，參與明日領航者計劃

的33位領航長及工作人員獲安排參加四川成都交流

團，在認識國情之餘，反思自身的定位，所到學校及

景點包括：武侯祠、錦里、北川災區遺址、都江堰、

青城山、洛帶古鎮、成都大熊貓繁殖基地、寬窄巷子

等，並與四川長江職業學院學生進行交流，加深了對

中國文化特色的了解。同學們在這次交流考察中，除

增加對祖國的認識外，更提升了自己對國民身份的認

同，獲益良多。

▲「上海南京考察交流團」讓中學生領袖有機會對國情進行
了解及反思，提高國民身份認同。

▲於2014年7月4日至9日，33位領航長及工作人員獲安排
參加四川成都交流團，在認識國情之餘，反思自身的定位。

▲「雲南少數民族考察團」輔以一系列的團前學習工作坊，
讓參加者加深對現實中少數民族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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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 學校 / 機構 主　　題 服務人數

2013年10月12日

高雷中學
風采中學
閩僑中學
聖公會李福慶中學
顯理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56

2013年10月26日 觀塘功樂官立中學
風采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33

2013年11月9日 中華傳道會李賢堯紀念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44
2013年11月13日至16日 樂善堂楊葛小琳中學 現代中國通識遊學 33
2013年12月7日 聖公會諸聖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44
2014年2月28日 港澳信義慕德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44

2014年3月22日 保良局羅傑承（一九八三）中學
天主教普照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25

2014年4月2日至5日 佛教善德英文中學 現代中國通識遊學 40

2014年4月6日至11日 田家炳基金會 內地田家炳中學校
長訪港團 66

2014年4月21日至24日 余振強紀念中學 臺中考察團 20
2014年4月22日至25日 余振強紀念中學 現代中國通識遊學 34
2014年5月6日至8日 英皇書院 內地大學考察團 22
2014年5月6日至9日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高中書院 環保學習考察團 22
2014年5月7日至11日 田家炳基金會 臺灣考察團 16
2014年5月16日 佛教孔仙洲紀念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26

2014年5月24日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
博愛醫院八十週年鄧英喜中學

內地大學考察日 25

2014年6月28日至7月1日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現代中國通識遊學 40

內地大學考察日

    為配合「內地部份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本社於2013年10月至2014年5月期間，組織了14

所中學逾297名本港師生參訪廣東省多間內地高校，

當中包括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理工大學、華南

師範大學、廣州中醫藥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

州美術學院、廣州大學及廣東藥學院。考察日除了安

排入學簡介、參觀校園設施外，更有由內地高校安排

的學習體驗活動。本港學生亦可藉此機會與內地在學

的港生交流，進一步了解內地的學習生活，為未來升

學拓闊出路。

「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

    為了讓學生對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有更透徹的了

解，田家炳基金會鼎力贊助並邀請一批教育界人士編

制了一條以廣東省梅州市大埔縣為主線的考察路線，

由本社承辦組識「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透過

考察大埔縣的農業、工業、旅遊業，及與內地中學生

交流，讓學生深刻地感受中國農村面對的困境，並以

個案探討的形式探索中國農村現代化的出路。本社於

2013年11月至2014年6月期間，為4所中學共146

名師生舉辦遊學團。

承辦中小學校本考察交流團

    憑藉本社過往承辦教育局「同根同心」計劃及舉辦

交流團的經驗與成果，不少學校及教師委託本社承辦各

類校本考察交流團。本社於本年度繼續配合學校籌辦校

本交流團。本社按照對象、交流目的、地點及學校需求

等因素，為學校量身訂制行程及學習內容，參與團員均

滿意參訪行程、交通、膳宿安排、服務團隊的專業精神

和責任感，有效提升交流效果。本年度共承辦22間學

校及機構委託，合共服務590位學生及教師。▲考察日的內容除了安排入學簡介、參觀校園設施外，更
有由內地高校安排的學習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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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發展

媒體出版

    2013至2014年度，本社媒體出版工作主要在過去改革的基礎上，作出各種改良及

鞏固。因應最新教育政策及相應安排，本社各指南及網站亦緊貼形勢作出優化。

拓展大中華升學輔導刊物

　　近年本社在內地升學輔導的地位逐漸鞏固，為滿

足師生及家長對大中華區各地升學資訊的需求，本

社於年內將《內地升學指南》擴展成《大中華升學指

南》，涵蓋內地、臺灣及澳門的升學資訊，有助進一

步拓展本社大中華升學輔導服務。

　　指南改革後，內容仍以內地升學為主，加入臺灣

及澳門升學的基本概況、學校列表、入學申請程序及

近年升學趨勢等。

　　《大中華升學指南》的出版，除鞏固本社與內地

相關單位的聯繫外，亦有效建立與臺灣及澳門相關單

位的連繫，吸引更多臺灣高校認識本社，並於其後的

《出路指南》刊登廣告。

改革 Student.hk

    自去年度中止原有網站承辦商的合作協議後，本

組於年內積極尋找後續承辦商，但至今仍未有合適的

承辦商承接工作。故現正考慮以其他資源或現有職員

的人手處理後續工作。

    Student.hk 改革工作，於2011年度展開，內容

將由原來的升學輔導資訊，擴展為「一站式學生資訊

平台」，涵蓋升學、就業、個人成長、通識教育等範

疇。啟用初期將以「升學就業資訊站」作過渡性定位，

專注升學輔導及職業規劃內容。

承辦社外出版項目

    憑藉本社專業形象及過往合作經驗，本社於年內

再次獲教育局委託，於2013年11月出版《內地高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2014/15學年》。是次合

作，讓內地相關教育部門及高校更認識本社。而本年

度亦因應主辦方及師生需要而豐富內容，如加入每校

的收生要求及錄取成績等。

優化現有指南

    現時，本社已建立滿足高中生不同階段的出版項

目框架，每年出版不同的升學輔導刊物，包括：《中

六升學指南》（11月）、《大中華升學指南》（2月）、《高

中選科及升學指南》（3月）及《出路指南》（7月）。

    本組在指南內容及設計風格上均著力優化，如於

《中六升學指南》及《出路指南》加入最新大學課程計

分方法、競爭比率及過往新生入學成績等，以列表方

式方便同學直接比對。

    此外，為方便指南派發至各中學，減輕中學老師

及工友的工作，本社於年內試行自費運輸服務（《出路

指南》除外），吸引逾五十所中學選用。

    根據本社2013年10月的「出路指南2013老師意

見調查」，成功收回157份有效問卷，在整體評價中

有44%受訪老師表示非常滿意，56%表示滿意，書

刊整體滿意率達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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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升學輔導

中六升學指南

2013年11月 中六學生
八萬本（免費派發）

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聯招院校巡
禮、聯招課程一覽表、非聯招升學
途徑、留學漫遊、應試備戰錦囊等。

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
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2014/15學年

2013年11月
中六學生

（為「內地高等教育展
2013」場刊）

內地升學概況、免試收生計劃簡
介、校園生活，以及參與高校介紹
及收生詳情。

大中華升學指南

2014年2月 高中學生
五萬本（免費派發）

在《內地升學指南》原有內地升學基
礎上，加入臺灣及澳門升學的基本
資料、學校列表、入學申請程序、
近年趨勢等。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2014年3月 中三至中五學生
六萬五千本（免費派發）

高中學制簡介；高中選科策略；科
目介紹；大學基本入學要求、各科
額外要求及相關科目銜接；應用學
習機構課程一覽。

出路指南

2014年7月 中六學生（一書兩冊）
九萬套（免費派發）

文憑試放榜準備、最新大學入學形
勢、大學聯招改選策略、聯招以外
升學途徑、海外升學、重讀資訊。
現有的就業內容，將加以完善及進
一步加強。

全社宣傳品

年報（2012-2013）

2014年2月
全體基本社員、顧問， 
友好團體及大學圖書館

七百本

回顧上年度社務狀況；載錄上年度
本社工作重點及財政報告，讓社會
各界及社員更了解本社的服務與現
況。

學友社簡介單張

2014年3月
每年更新

友好團體、社會公眾
二千張

學友社簡介、服務範疇及來年度工
作重點。

2013至2014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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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發展

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全社宣傳品（續）

服務及活動概覽
（2014-2015）

2014年８月 全港中小學、青年機構
三千本

為本社全年度活動宣傳概覽，具體
介紹全社來年度的活動及服務。

《學友通訊》電子通訊 每月出版
永久社員、基本社員、 

普通社員、
活動參加者及職員

介紹社內重大活動、主要服務，讓
社員及公眾對本社作更深入的認識。

網上媒體

hyc.org.hk
機構網站

全天候開放 社會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建立學友社整體形象，載有本社宗旨
使命、區部介紹、服務及活動資訊。

student.hk
網上升學資訊平台

全天候開放 社會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為網上升學資訊平台，載有全面的
中學生升學輔導資訊。

student.hk  
— 文憑試 Special 2014年7月 中六學生

於文憑試放榜前後出版，提供聯招
課程、非聯招學士、副學位課程、
毅進文憑、海外升學及其他進修途
徑等最新資訊。

學友社 Facebook 專頁 全天候運作 公眾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即時傳達學友社服務及活動資訊，
發布與學界息息相關的最新資訊。

《文憑試 e通訊》電子報

每月兩期 中六學生
搜羅本地及海外最新升學資訊、各
院校招生活動及講座、各機構升學
講座及展覽、本社服務資訊等。

電台節目

奮發時刻DSE 
（與香港電台文教組聯合製作）

逢星期二晚上9時
至10時，香 港 電
台第五台、數碼
35台及 rthk.hk 同
步播出

高中學生

以文憑試為主題，每星期邀請不同
界別嘉賓、大專院校及全港設有高
中課程之學校，向公眾提供全面升
學資訊及分享優質教與學經驗。

2013至2014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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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

    學友社在2013至2014年度，多次就教育事宜調查學界意見，並將所得數據作深入

研究及提出建議，讓政策制訂者及教育工作者掌握最新的趨勢，制定更合適的青年政

策，亦讓本社服務更貼近學界所需。

「中六學生對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
問卷調查

    近年港生到內地及臺灣升學有上升趨勢。為此，

本社於 2014年1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

逾3,500名應屆中六生，了解中六生往內地及臺灣升學

的意向及認知，結果顯示逾半受訪學生尚未完全掌握

兩地升學資訊，亦有不少學生關注畢業後的認受性。

    調查結果顯示，有18%受訪學生考慮往內地升

學及25%考慮赴臺升學。考慮往內地及臺灣升學的

學生中，主要原因為收生要求較低（內地：21%；臺

灣：25%）及學費較便宜（19%；21%）。而不考慮往

兩地升學的學生中，主要擔心內地及臺灣專上學歷在

升學上（18%；25%）及就業上（14%；24%）認受性

不足而卻步。

    此外，大部分學生認為自己尚未充分理解兩地升

學資訊。當中分別約半數學生表示不了解兩地大學的

質素及收生要求；約七成及六成五學生認為不了解內

地及臺灣升學的選科策略；亦有約六成及五成半學生

不了解內地及臺灣大學的報讀方法。

    為回應學生對大中華升學的關注，本社提供一系

列支援服務，包括出版《大中華升學指南》、專題講

座、內地及臺灣高校體驗考察團、學生專線、網上升

學資訊平台 student.hk 及教師工作坊等。其中，《大

中華升學指南2014》載有內地、臺灣及澳門等地區的

最新升學形勢及方法，指南印行五萬本免費派發全港

高中生。

「文憑試考生壓力」問卷調查

    本社於2014年1月至3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形

式，成功訪問了逾6,0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

們在面對文憑試所承受的困難和壓力。

    調查發現，受訪考生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平均

壓力為7.4分（10分最高），壓力水平屬於偏高，情

況與去年相若。而當中約18%的同學稱文憑試給予

他們的壓力為10分，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受。雖然

數字比去年下跌了4%，但仍可見應屆考生感到莫大

的壓力。而考生的主要壓力來源包括：擔心時間不足

（64%）、擔心往後的出路（61%）、自我期望（44%）

及父母期望（39%）。

    此外，調查亦顯示，同學認為應考中國語文科、

英國語文科、數學科及通識教育科給予他們的壓力平

均分分別為7分、7.6分、6.7分及6.3分。應考中國

語文科的壓力平均分與去年相若，而應考英國語文科

的壓力則上升0.11分。

    就調查發現學生殷切的需求，本社提供一系列支

援服務，包括網上升學資訊平台 student.hk、舉辦放

榜講座、教師工作坊、放榜輔導熱線、升學及就業資

料中心、面談服務及出版刊物等，讓同學掌握升學出

路及應試技巧，以減低同學因對前景迷茫及應試信心

不足所引致的壓力。

▲本社每年進行各項問卷調查，了解學界需求以優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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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維發展

「文憑試考生對自資專上課程了解及關注」 
問卷調查

    鑑於現今升學出路多元化，且資訊繁雜，本社

於2014年1月，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了逾3,500名

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對自資學位或副學位的認

識、關注事項及看法。調查指出，逾八成考生清楚

自資學位及副學位課程收生要求，比去年高出接近一

成。

    調查結果顯示，82%考生表示知道自資課程的基

本收生要求，亦有76%考生認同「電子預先報名平台

（E-APP）」有助報讀聯招以外的課程，較過去調查所

得為高。數據反映考生已逐漸掌握不同出路及認識其

重要性，與當局及老師推動各升學平台（如 iPASS及

E-APP）之努力；以及學校和學生及早認識策劃有關，

同時亦反映升學輔導的成效。不過，調查發現有52%

的考生並不清楚（E-APP）的運作流程；40%考生不

清楚各自資課程的報名日程及39% 考生不清楚課程

的遴選機制，亦有接近五成考生表示不清楚課程過往

的收生成績及收生計算方法。

    就考生對自資課程的整體看法，有64%考生認為

學費不合理，62%的考生認為副學位升學機會不足，

63%考生認為自資學士學位就業狀況不理想，同時考

生對課程的學歷認受性（52%）及課程的專業認受性

（42%）沒有信心，情況不容忽視。

    上述調查結果有助本社制訂支援服務的方向，於

舉辦講座、工作坊、放榜輔導熱線及提供面談服務

時，蒐集更多有關自資課程的資訊，務求加強同學對

多元出路的認識。

「中學拓展生涯規劃服務」問卷調查

    因應2014 /15年度施政報告提及增撥津貼開展生

涯規劃教育，本社於2014年5月至6月期間，透過問

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160間中學的升學就業輔導

組主任或負責推行生涯規劃的教師，了解他們對相關

政策的看法。

    調查顯示，教師認為獲得津貼對中學在推動生涯

規劃發展上有正面影響，平均分為7.15分（10分最

高）。較多教師認為獲得津貼後，有助投放更多資源

推行生涯規劃教育，平均分為3.39分（4分最高），

而有助加強學校對發展生涯規劃的重視平均分為3.35

分。數據反映教師對於有關生涯規劃教育津貼政策的

評價較正面，認為有效提升學校對生涯規劃教育的重

視。

    不過，調查結果亦顯示，教師對生涯規劃發展存

有五大憂慮，包括行政工作量增加，平均分為3.62

分；總工作量增加，平均分為3.60分；策劃時間不

足，平均分為3.31分；難以鼓勵同事參加生涯規劃培

訓，平均分為3.16分，和組外同事抗拒協助生涯規劃

教育，平均分為3.04分。

    有見及此，本社提供一系列到校生涯規劃工作

坊：以「知己」、「知彼」、「抉擇與行動」及「裝備自己」

等為切入點，並優化現有的到校升學輔導服務，包括

模擬放榜工作坊、面試工作坊、各式講座及教育活動

等，亦積極建構教師協作平台，定期舉辦生涯規劃教

育分享交流會、教師工作坊等，並與大專院校和業界

加強合作，以加強對學校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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