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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旨
發揚互助友愛及勤奮好學精神，

主張探求真知、服務社會，

舉辦健康活動，

培養青年良好品德。

　　學友社為香港政府認可的公共性質慈善機構，致力於

青年學生培育工作。成立六十多年來，社務不斷擴展及改

革，時至今日，本社已發展成擁有多個區部，並以全港青

年學生為服務對象，每年服務人次逾三百萬。學友社一直

是學校、教師及家長的伙伴，共同承擔培育青少年的使命。

　　踏入廿一世紀，我們除繼續開展學生輔導服務外，亦

提倡全人教育、領袖培訓及文化交流，引領青年學生立足

香港、認識國家、走進世界，為未來社會培養具廣闊視野

及多元思考力的人才。

　　六十多年來，我們力求變革，無論是活動內容、組織

形式，以至專注項目也在變。但我們始終如一，以培育青

年探求真知、建立良好品德為宗旨。求變只為育才，我們

不止是切合社會現實所需，更是先於社會所需而行，一如

我們社徽上的火炬，為青年學生領航，亦由青年學生照亮

未來社會的路向。

學友社簡介

捐款支持

1. 網上捐款 – donation.hyc.org.hk

2. 直接存款

 • 一般捐款戶口：012-352-10334182（中國銀行（香港））

 • 「賣旗日」捐款專用戶口：012-877-00080600

  （中國銀行（香港））

   （請將銀行入數紙或轉帳客戶通知書，附上姓名、

   聯絡電話，並傳真至2381 8927或寄回本社。）

3. 郵寄支票

 劃線支票抬頭為「學友社」或「Hok Yau Club」，寄回本社

 【捐款 $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減免】

名譽贊助人

梁唐青儀女士

名譽顧問

尤曾家麗女士 張仁良教授 黃玉山教授
吳克儉局長 郭　位教授 華道賢教授
李宗德博士 張建宗局長 沈祖堯教授
陳振彬博士 葉國華先生 唐偉章教授
陳新滋教授 鄭國漢教授 馬斐森教授

陳繁昌教授

社務顧問

李金鐘會長 黃英豪博士 魏雁濱教授
吳國榮律師 盧子健博士

社員

　　凡有興趣參與本社活動，均可申請成為本社普通社員。

普通社員積極參與本社活動，贊同本社宗旨，可申請成為基

本社員。基本社員可享有選舉權，義務承擔辦社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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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務及活動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 電話輔導服務2503 3399（香港電訊贊助）：

 � 學生專線（逢周一、三及五　晚上7時至9時）

 � 放榜輔導熱線（文憑試及大學聯招放榜期間）

• 香港模擬文憑試、試題專輯及考試報告

• 大學聯招講座、文憑試放榜講座

•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 教師及家長輔導工作坊

• 設「升學就業資料中心」供學生、家長及教師索取及

 查閱各種升學及就業資訊

 （地址︰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129號）

• 到校服務：生涯規劃、升學就業出路、模擬放榜及

 其他學習經歷講座 ／工作坊

媒體出版

• 出版升學輔導刊物：

 �《出路指南》

 �《中六升學指南》

 �《大中華升學指南》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 與香港電台合辦「奮發時刻 DSE」文憑試主題廣播節目

 （逢星期二晚上9時至10時　香港電台第五台播出）

• 承辦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編輯及顧問工作

• 機構網站 www.hyc.org.hk 

•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 《文憑試ｅ通訊》電子報

《大中華升學指南》

全人成長

• 「明日領航者計劃」青年領袖培訓活動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中學生領袖選舉及培訓活動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 潛能發展及社員培訓活動

• 到校服務：個人成長、歷奇訓練及領袖培訓課程 ／工作坊

公民教育

•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傳媒教育活動

考察交流

• 大中華升學高校體驗考察團

• 兩岸四地文化交流計劃

• 中港青年學生交流團

• 到校服務：承辦各類校本交流考察團

大專生實踐
• 「拉闊大學 Live U」高中生大學體驗營

• 大專生文化及學術交流

• 大專生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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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優化服務　並肩前行

• 放榜及出路輔導服務︰

 � 每年於文憑試及大學聯招放榜期間十多天，設立38

條「放榜輔導熱線2503 3399」，提供出路抉擇及情

緒支援輔導。2015年共接獲逾4,000宗求助個案。

此外，本社逢星期一、三、五提供常設的「學生專

線2503 3399」電話輔導服務。

 � 每年舉辦大學聯招講座及文憑試放榜講座，邀請升

學專家及院校代表講述各種最新升學資訊、策略及

注意事項等，吸引數千家長學生進場。

 � 學友所承 • 校本輔導大使︰為高中生提供出路資

訊、情緒輔導技巧、活動策劃訓練，協助學生以校

本朋輩輔導模式，於校內開展升學輔導活動。

• 應試輔導服務︰

 � 自2011年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及出版試題專輯，提

供四個核心科目，並於全港逾廿所中學設立試場，

每年逾18,000人次應考。

 � 文憑試進修班︰開設予中六同學報讀，課程涵蓋四

個核心科目，每年服務逾6,700人次。

 � 學友社與香港電台合辦「奮發時刻DSE」廣播節目，

逢星期二晚上9時至10時於港台第五台播出，環繞

文憑試考生所關注的議題作討論，並邀請教育局、

考評局、大專院校等教育機構代表接受訪問。

生涯規劃︰助學生制訂長遠目標

• 學友社邀得多所商界機構成為「啟夢伙伴」，協助學生作

出長遠及全面的生涯規劃。

• 以四大方向作為介入點，分別為「知己」、「知彼」、「抉

擇及部署」及「行動與反思」，提供生涯規劃課程及工作

坊、模擬放榜工作坊，以及升學就業講座等到校服務。

• 2014年獲民政事務局「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

助，與13所伙伴中學合辦生涯規劃活動，提升學生、

家長及教師對生涯規劃及多元出路的了解和認知。

媒體出版︰多元出路中的領航指南

• 學友社的升學輔導刊物涵蓋中三至中五《高中選科及升

學指南》、中六大學選科《中六升學指南》及中六放榜

《出路指南》等全方位配套。

• 《大中華升學指南》涵蓋內地、臺灣及澳門升學資訊，讓

學生及早計劃多元出路部署。此外，本社連續四年獲教

育局委託承辦內地高校招收港生計劃指南的顧問及編輯

工作。

• 革新版的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hk，涵蓋升學、

就業、生涯規劃、個人成長及通識教育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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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成長︰培育明日社會領袖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以評核、培訓、交流活動及社會

實踐等環節相互配合，讓參選中學生在每輪評核中學習

成長。學生領袖更自發籌辦各項公益活動，回饋社會。

• 明日領航者計劃︰強調體驗式學習，透過訓練、社會實

習、交流考察等活動，帶領四百多位中二至中六生，從

強化自身出發，進而關心社會、認識國家，裝備成明日

領袖。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學生透過籌備不同

活動，服務本區居民、建構社區青年義工網絡及推廣義

工文化，以建立社區資本，達致社區互助及紓緩社區問

題。

•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為多所中小學提供到

校個人成長、歷奇訓練及領袖培訓等潛能發展服務，按

學校需要及參加者程度量身訂制各種活動。

公民教育︰認識社會　培養公民視野

•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舉辦逾廿載，除新聞選舉

外，亦設新聞評述比賽、專題探究比賽及傳媒教育大使

培訓。2015年度，共有來自近120間中學逾80,000名

學生參加。

大專平台︰彼此扶持　一同成長

• 拉闊大學︰為即將面對公開試及大學聯招放榜的應屆考

生，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迎新營」。讓他們了解各種放榜

處境、升學抉擇及大專生活模式，及早訂立目標。

考察交流︰文康以外的深度體驗

• 配合高中生多元出路發展，學友社籌辦各種兩岸四地高

校考察團，讓學生實地了解各地學習模式及校園生活。

• 學友社近年為多所中小學籌辦校本考察交流團，為學校

量身訂制行程及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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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至15年度，學友社有兩大突破。第一個突破是經過架構改革委員會、幹事、職員和社員們的一同

努力，多番研究和諮詢，並於去年社員大會通過架構改革方案，增設「執行總監」。其後，由社長、常

委會及區部代表組成的遴選委員會精挑細選，最終決定聘請陳凱茵女士擔任執行總監。陳女士多年來

積極參與本社義務工作，於2005至2011年期間曾出任本社常委會委員、副主席及主席等領導崗位，

熱心發展社務，貢獻良多。我們深信，她能致力提升本社服務水平，帶領本社職員團隊和義工團隊，

讓兩支隊伍發揮專業精神，迎難而上。相信在大家的同心協力下，社務定能更上一層，再創佳績。

第二個突破是成立培幹工作委員會，承繼六十五周年聚焦小組的總結，常委會將培育幹事的工作納入

常設架構，加強研究及落實培育青年項目，為香港培育治港通才。在過去一年，委員會舉辦講座、座

談會及「Dinner Talk」；現正籌備考察團、青年主流意見調查小組及2047關注組，讓社員幹事更了解

社會上與青年相關的議題和事項。

除了這兩大突破，本社各項工作亦進行得如火如荼。生涯規劃方面，本社成功申請民政事務局「青年

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為13所中學提供服務。此外，針對日益增加的需求，本社增設了一系

列服務，並推出「生涯規劃整全課程」供學校選擇。本年度已服務181所中學及10所機構，約佔全港中

學四成。來年將開展駐校生涯規劃個人輔導，提供新的服務平台，吸引更多不同需要的學校使用本社

服務，塑造更全面和鮮明的形象。

對外關係方面，本年度革新全社春茗，加強對外聯繫，建立及鞏固本社形象。當晚邀得61位外界嘉

賓出席，當中包括大專院校及教育機構之校長及領導層。本社各項活動及服務亦派出幹事、職員代表

出席，與嘉賓交流及分享，氣氛熱烈。另外，常委兼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獲委任為青年

事務委員會小組委員，可見外界對本社工作的認同。來年將繼續拓展對外關係，加強溝通，藉此協助

開拓活動及服務的資源，為本社帶來更大發展的條件和空間。

財務方面，有賴兩支隊伍的努力配合，節流開源，力求收支平衡。本年度在沒有賣旗籌款收入的幫助

下，錄得約十一萬元虧損。來年將研究及開展更多開源計劃，包括拓展服務類型、創新服務產品及廣

告形式等。在改善團隊績效同時，提升服務及活動質素。

機遇與挑戰

工作回顧

學友社常務委員會主席

（2013至15年度）

陳穎文

主席報告   

架構改革、聘用執行總監是本社發展的里程碑，有利於兩支隊伍有效分工、各展所長、互相協調。然

而，任何改革都不可能一蹴即至，需要時間適應和磨合。希望各方在過程中抱持互諒互讓的心態，齊

心同步，為本社作出努力和承擔。

此外，現時本社不同義工團隊均出現青黃不接的情況，影響服務及活動質素，各區部都非常關注。

我期望透過各區部幹事會、社員發展和培幹工作委員會的努力，成功培育全社及各區部的接捧人，

薪火相傳。

本社宗旨為發揚互助友愛及勤奮好學精神，主張探求真知、服務社會，舉辦健康活動，培養青年良

好品德。培育人才，回饋社會，讓青年了解社會、承擔社會，正是本社的價值。我希望在各社員、

幹事和職員同心協力下，本社能繼續與時並進、人才輩出，以優異的成績迎接學友社七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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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教師工作坊

面對多元化的出路資訊及大量學生的輔導需求，校內升學

輔導工作顯得更為重要。學生輔導中心繼續歷年多元化的

輔導服務，於2015年6月22及23日舉辦「教師工作坊」，

吸引超過680位老師參與。讓各中六相關教師、班主任及

升學輔導主任了解現今多元升學出路選擇、聯招排序改選

策略及掌握輔導技巧，推動校內升學輔導工作的發展，以

擴大輔導服務受眾。

　　學友社發展升學輔導至今已逾三十年，致力為青年學
生提供學業及升學出路等輔導服務，廣受家長、學生及學
校稱譽。學生輔導中心亦於 1991 年成立，與學生並肩前
行，解決成長路上遇到的困難與挑戰。

大學聯招講座

為協助中六同學了解「大學聯合招生辦法」及各大學院系資

料，學生輔導中心於2014年10月9日舉辦三場「大學聯招

講座」，服務近4,000人次。講座內容包括聯招選科策略、

入學面試技巧、內地及臺灣升學資訊，並邀得13所大專院

校代表即場解答提問。同場亦邀得四個核心科目的資深教

育工作者教授學習及應試技巧。

出路及放榜輔導

自八十年代起，學友社創辦多項學生輔導服務，包括大型講座、輔導熱
線及工作坊等，服務涵蓋大學選科策略、出路抉擇、情緒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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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輔導熱線2503 3399
（香港電訊贊助）

「放榜輔導熱線」自1982年創辦，為

應付日漸上升的需求，近年積極擴大

規模︰增加服務日數、擴充輔導員人

手編制，加強培訓輔導員等。本年度

於2015年7月10至19日及8月8至14

日期間（共17日，放榜前夕7月14至

15日通宵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

熱線」，共接獲約4,000個求助個案，

為來電者提供最新出路資訊、聯招改

選諮詢、情緒及意向輔導。

即場面談諮詢

學生輔導中心於文憑試及聯招放榜期

間設有面談輔導服務，由註冊社工或

受訓輔導員為有需要學生及家長提供

情緒及意向輔導。

升學就業資料中心

學生輔導中心內設升學就業資料中

心將提供本地及海外升學、職業進

修等多方面的最新資訊。

大中華升學輔導

有見香港學生對內地及臺灣升學資訊需求日益增加，學友社近年積極開展大中

華升學輔導服務，包括︰承辦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

南》、協助「免試收生計劃」確認報名工作、出席兩地高等教育升學講座、籌辦大

中華考察團等，致力為同學開拓多元升學出路。

文憑試放榜講座

每逢放榜前，學生輔導中心均舉辦

「文憑試放榜講座」，為同學剖析大學

聯招排序改選策略、講解聯招以外升

學途徑、放榜準備及面試技巧等實用

資訊，舒緩放榜帶來的壓力。講座於

2015年7月12日舉行，吸引近300名

學生及家長到場。講座現場設有輔導

攤位，由受訓輔導員提供升學或就業

出路意向及情緒輔導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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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試支援
為舒緩公開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學友社近年舉辦模擬文憑試、
復辦課餘進修班，並與香港電台合辦電台節目，全方位支援學生
備戰文憑試。

香港模擬文憑試 

為了讓考生熟習公開試場實況及評核自身水平，減低臨場

應試及備試時的不安，學友社於2011年起舉辦「香港模擬

文憑試」，提供四個核心應考科目。今屆於2014年11月22

及29日舉辦四場模擬文憑試，試場增設至全港23個，共吸

引18,795人次應考。

本社招募199名科任教師參與出題及評卷工作，以確保模

擬試題題目及評核結果能達公開試標準。為營造公開試試

場實況與氣氛，本社在試場安排、試題擬定，以至監考規

則，均作出嚴謹安排；考試場地分布全港，方便各區學生

參與；考核內容及格式、考試規則均貼近公開試而設，讓

學生熟習應試實況；由日校老師擔任試場主任，讓學生了

解考試規則及細節。

試題分析影片

作為模擬文憑試的配套，本社為模擬文憑試考生提供「試題

分析影片」，邀得模擬試的擬題教師，深入淺出分析模擬試

題及展示示範答題，協助考生明白考核重點，掌握答題及

應試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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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擬文憑試試題專輯

為滿足眾多未能參與「香港模擬文憑試」的學生的需求，本

社每年出版《香港模擬文憑試試題專輯及考試報告》（包括

四個模擬試設考科目），輯錄該年度模擬試之試題，並詳列

評卷參考及考生表現，公開向全港中學及文憑試考生發售。

電台節目「奮發時刻 DSE」 （與香港電台聯合製作）
學友社於2012年12月起，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辦為高中生而設的廣播節目「奮

發時刻 DSE」。節目逢星期二晚上9時至10時播出，環繞考生所關注的議題作討

論。本年度新增「生涯規劃系列 –– 職業博覽」及「文憑試成績優異生專訪」環

節，以提供更多元的出路及備試資訊。節目年內邀得85位嘉賓參與，包括考評

局秘書長、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以及15所中學及24所大專院校派代

表參與。

文憑試進修班
憑藉過往十多年舉辦公開試補習班的經驗，本社於2012年復辦「進修班」，以

低廉的收費，提供高質素的課餘補習服務，務求全面照顧考生需要。本年度於

2014年9月至2015年3月期間，開設12班，涵蓋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

（必修部分）及通識教育等四個核心科目，提供課程共24節，服務人次合共逾

6,700人，並有55間中學參與學生推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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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社會需求，學生輔導中心近年積極優化服務內容及模式，加強服務的
深度及廣度，以提供更適切的服務。

恆常支援服務

學生專線2503 3399（香港電訊贊助）

 自1995年起，學生輔導中心創立「學生專線」恆

常電話輔導服務，多年來獲香港電訊贊助電話線

路，於逢星期一、三及五，晚上7時至9時為中

小學生、家長及公眾提供升學資訊、出路抉擇、

情緒輔導及生涯規劃等諮詢服務。本年度受訓及

通過考核的輔導員有69人，加上組長及督導28

人，共同應付龐大的需求。全年接獲1,345個求

助個案。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

現時升學輔導資訊五花八門、日新月異，及

早進行升學輔導和生涯規劃對同學顯得更為

重要。因此，學生輔導中心於2011年首辦

「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計劃，培訓中學

生成為校內升學輔導大使，以校本及朋輩服

務模式，協助校內的同學面對升學疑難，讓

服務受眾得以擴大。

本計劃於每年6月至翌年6月舉行，今年共

有來自20所中學，135名學生參加，接受

升學資訊、情緒輔導技巧、活動程序設計及

青少年心理發展等的訓練。活動訓練課程在

2014年10至11月舉行，包括多堂培訓課、

日營及重溫日活動。2014年12月至2015年

4月期間，同學在督導協助下，運用學習到

的知識及技能，於校內推行校本輔導服務，

達致「學有所承」的理念。

本計劃於2015年7月4日舉辦嘉許禮，以表

揚表現優異及積極參與的學校及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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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接觸更多學生及家長，學友社每年參與多個大型展覽及講座，於場內設置
諮詢攤位及擔任講者。

參與外界大型展覽及講座

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連續5年獲香港貿發局邀請，於2015年2月5至8日的「教育及職業博覽」場內設置升學輔導攤位，並派出社

工及輔導員為學生及家長提供即場面談諮詢服務，解答升學及出路疑難。同場，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受邀擔

任講座嘉賓，為在場人士講解文憑試升學及多元出路資訊。

求職廣場一系列講座

學生輔導中心應星島集團求職廣場

（JobMarket）邀請，於2015年5至6

月期間，由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

寶城先生及本社社工余淑芬姑娘擔任

其一系列升學資訊講座之嘉賓講者，

講解升學面試技巧、文憑試多元升學

出路及文憑試放榜準備等資訊。

教育局
「免試收生計劃」講座

學友社獲教育局邀請，於2015年3月

9及12日 派 出 統 籌 主 任（學 校 服 務）

許雅影姑娘出席「內地部分高等院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講座，為同

學、家長及教師講解內地升學注意事

項及填選志願策略。

教育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學生輔導中心本年再獲教育局邀請，

於2015年5月9至10日參與「多元出

路資訊 SHOW 2015」，於場內設置升

學輔導攤位，即場為在場人士提供面

談諮詢服務及升學資訊。

DBC 數碼電台校園台
「文憑試放榜講座」

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先生受

邀擔任 DBC 數碼電台校園台於2015

年7月2日舉辦之「文憑試放榜講座」

主講嘉賓之一，講解本地升學概況及

多元出路資訊，讓同學及家長為文憑

試放榜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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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於 2005 年成立潛能發展中心，致力推動青少年
成長及身心發展，裝備他們成為明日社會的領袖人才。本
年度創辦第三個大型活動「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
計劃」，推廣區內義工文化，培育青年的全人發展。

潛能發展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自2004年舉辦以來，備受學界肯定，歷年累計超過3,000名學生參
選。選舉計劃以「唔止選舉咁簡單 More than you think」為口號，旨在培養一群具志向及
有能力為香港未來領航的人才。透過三輪評核選出最後30名準學生領袖，參加社會領袖
培訓課程，當中包括自主的社區實踐計劃、工作坊、交流團等項目。最終於第四輪評核
邀請外界評審，選出10名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以及20名中學生領袖。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百家懷布暖流浪」社區實踐計劃

每屆活動均帶領參加者走進社區，並親身策

劃及落實一項社會實踐計劃以回饋社會。本

年度的中學生領袖親身探訪無家流浪者後，

了解其生活狀況，於是自發舉辦「百家懷布

暖流浪」計劃。過程中學生領袖積極聯繫各

區中學及非牟利機構，收集衣物和碎布，並

親手縫製布製品贈予無家者，送上溫暖。此

計劃亦獲媒體報導，備受好評。

2014-15年度選舉除繼續邀得多所大專院校

校長及副校長擔任名譽顧問及嘉賓評審，亦

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吸引超過350名

來自124間學校的學生參與為期7個月的選

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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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15年5月16日舉行閉幕暨頒

獎典禮，邀得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

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項予10名年度

「傑出中學生領袖」，藉以表揚他們在領導

才能、學業表現等方面的優秀表現。

活動為期逾四個月，包括工作坊、訓練營、義工服務培訓等，並須自行籌備及舉辦社區服務。社區服務

內容包括：露宿者探訪、為南亞裔小朋友提供功課輔導服務以及獨居長者探訪等，服務人次共3,000人。

本計劃獲新創建集團贊助，並與其義工隊合作籌備義工服務，有助建構區內的青年義工網絡、推廣義

工文化、建立社區資本，達致社區互助及舒緩社區問題。新創建義工與同學共同參與活動，令雙方有

更多交流分享機會，新創建義工的分享對同學產生正面積極的作用。

為鼓勵青少年投入區內義務工作，建立社區互助，學友社於今年首辦 V-ACT 深水埗區優
秀義工培訓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讓來自５間深水埗區學校，共17名區內中學生有
更多機會探索社區的人與事、物與情。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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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自2005年起舉辦，歷屆計劃共吸引逾200所中學參與，總活動參加人次
超過3,200人。計劃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軸，以「不同崗位上發揮正面影
響力」為核心，在暑假期間培養年青人的領袖才能。本計劃分為「領航長培訓課程」及「優
秀領航員挑戰賽」兩部分，對象分別為應屆中六畢業生及中二至中五學生。

明日領航者計劃

領航長培訓課程

領航長培訓課程以「體驗學習法」為基礎，讓參加者透過親

身經歷，深入體會所學；配以經驗豐富的導師帶領討論及

進行活動解說，令學生作進一步反思。本計劃提供逾250

小時訓練時數的課程及活動，從三大層面反思：個人—挑

戰自我，建立自信；社會—關心社會，勇於承擔；國家—

探討國情，身份認同。計劃強調每人均可發揮正面的影響

力，希望參加者從自身出發、關心社會、認識國家，裝備

成香港明日的領航者。

今年取錄48名應屆中六學生，於5至8月期間接受一系列

的培訓。為加強學員的體驗，社會實習計劃的機構除地區

辦事處外，亦有不同類型的社福機構，有助拓闊參加者的

視野。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領航長誓師典禮 2015年5月30日 在嘉賓的見證下，領航長培訓課程正式展開

個人層面

修身工作坊（三節）
2015年5月30日、
6月6日及7月4日

自我認識訓練、體驗團隊合作、歷奇訓練活動

「露」「宿」訓練營 2015年6月12至15日
體驗野外活動、掌握野外活動知識、自我認識、
學習有效溝通技巧

社會層面

齊家工作坊（兩節）
2015年6月20日及

7月25日
探討本港社會議題，訓練批判及分析能力

社會透視 [ 社區實習計劃 ]
2015年6月21日 至 

8月1日
於不同機構及所在社區進行社會實習體驗計劃，
了解及體驗社會實況

社會透視 [ 視障 ／殘疾人士體驗 ] 2015年6月25日 參觀黑暗中對話體驗館，體驗視障人士的困難及需要。
社會透視 [ 多元文化體驗 ] 2015年6月27日 到訪印度教墳場、錫克廟，了解少數族裔的風俗習慣

社會透視 [ 老人體驗 ] 2015年7月21日
透過不同裝備及環境，模擬老人的身體機能狀況，
親身體驗老人的生活

社會透視 [ 嚐貧身體驗 ] 2015年7月28至29日 探訪露宿者及不同社群，親身體驗其生活

國家層面

治國工作坊（兩節）
2015年6月27日及

8月1日
認識中國國情及熱門議題

國情交流團 2015年7月6至12日
前往內地親身了解國家的發展，以及與內地大學生交流互
動，探討國內生活文化

本屆計劃繼續獲得外界支持，包括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邀得11間地區辦事處及社福機構成為實習機構。「優秀領航員

挑戰賽－ CityRun 城市定向」繼續與香港野外定向總會及同社合作；「領航長培訓課程－國家系列」的交流團項目中與四川

之友合作，合辦四川成都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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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分為初中組（中二、中三）及高中組（中四、中

五），今年共得來自31間學校，超過210個參賽者組成41隊參賽。

比賽項目包括「CityRun」城市定向比賽及「家」「國」問答比賽。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5開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訓練坊

2015年7月26日
提升組員個人潛能及
建立團隊精神

CityRun 城巿定向比賽 2015年8月2日
以定向比賽形式認識
香港

「家」「國」問答比賽 2015年8月8日
以問答比賽形式加深
同學對香港與國家的
認識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5閉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決賽

2015年8月22日
進行決賽及頒發獎項
予各得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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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介入點　多元化活動

本社提供一系列整全生涯規劃服務，

以四大方向︰「知己」、「知彼」、「抉

擇及部署」及「行動與反思」著手，透

過講座、工作坊、大型模擬放榜及模

擬人生活動等等，多方向引領學生認

清自身、了解客觀環境，繼而部署將

來，並付諸行動。

民政事務局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本社於本年度成功獲民政事務局「青

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資助，為

13 所伙伴中學的初中及高中學生、

家長及教師提供生涯規劃服務，並於

2014 至 16 學年全面展開。

服務覆蓋逾四成學校

本年度服務共181間中學及10所機構，

包括近300場講座、184場工作坊、18

埸 職 場 參 觀 等 等，服 務 共77,193人

次。

商界合作「啟夢伙伴」

本社於2015年首辦「啟夢伙伴」－生

涯規劃合作計劃，邀得20間企業及機

構參加，於2015/16學年內，為中學

生提供職場實地考察或「職場影子」體

驗機會，讓青年更了解最新的行業概

況，及早規劃出個人生涯規劃的進程

表。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學友社憑著豐富的培育青年及學生輔導工作經驗，致力推行中學生生涯規劃
教育，到校服務以講座、工作坊、參觀及大型活動等形式，協助同學在升學輔
導、事業發展以至生涯規劃等方面作充分準備。此外，本社亦為家長、教師及社
工提供輔導技巧及最新升學資訊等課程，以更有效支援學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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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積極拓展各種到校個人成長、歷奇訓練、領袖及團隊培訓等到校服
務，按中小學需要及參加者程度量身訂制各種活動。本年度為 10 所中小學提供服
務，服務 1,300 人次。

小學課程

強調於遊戲及歷奇活動中，建立關愛

尊重及團隊意識，並提升學生的溝通

及解難能力。主題包括：

• 玩出好品格

• 玩出好團隊

• 溝通無難度

• 歷奇小領袖

中學課程

透過歷奇、體驗教育活動，以及校內

活動策劃管理工作坊，建立團體協

調、溝通及領導技巧，幫助學生幹

事、風紀等校內領袖於校內舉辦活動

及領導團體。主題包括：

• 團隊挑戰歷奇日營

• 領袖體驗教室

• 校內活動管理工作坊

• D.I.S.C 四型人格體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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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於 2005 年成立通識教育部，至 2011 年改組為公
民視域，將焦點從通識教育擴展至公民教育，以提倡世界公
民概念，反思身處全球化社會下，香港、國家與國際之間的
互動；著重參加者知識上的提升，啟發他們對社會現象的反
思；鼓勵多元思考，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框。

公民教育

「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

為了讓選舉結果更準確反映中學生的想法，本選舉設有「候選新聞初選」機制。參與初選的學校在校內成立由學生籌委會，

選出他們認為本年度較具代表性的三十則新聞，撰寫新聞簡介，並於校內邀請高中及初中各兩班同學參與初選投票。

初選活動設有工作坊，讓學生透過組織校內新聞選舉，學習籌備技巧，累積活動策劃經驗，並加強他們對香港、中國以及

國際社會各方面發展情況的認識，有助日後公民教育的推廣。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1992年舉辦，旨在鼓勵中學生關心新聞時事，留意社會
事務；提高中學生對社會事務的參與；培養中學生分析技巧及批判能力；提高中學生對
國際局勢及社會政策的認知，以及 ; 加強中學生對社會情況的了解及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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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兩會實習採訪分享會

十大新聞總選

本屆選舉共有超過70,000名學生（來自118間中學）於新聞

總選中投票，選舉結果反映中學生關注的新聞涉及範疇廣

闊而且多元化。地域上，十大新聞包括本地、兩岸及國際

新聞；新聞類別上，政治議題如政制改革；社會議題如進

口食品來源；公共衛生事件如疫症及食物安全；空難意外

及名人新聞皆進入十大之列。 

新聞評述比賽、專題探究比賽

除了新聞選舉，本活動特設新聞評述比賽及專題探究比

賽，讓中學生深入分析時事議題，並訓練分析時事的批判

能力。兩項比賽共吸引了超過5,500名中學生參加，參賽作

品水準備受評審團讚賞。比賽設高中及初中級別，各有中、

英文組。

本年度專題探究比賽討論以網絡為主要傳播途徑的新聞媒

體如何影響大眾閱讀新聞的習慣。以加強中學生對新聞媒

介的認識及客觀分析的能力。

「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訓計劃

 自2011年，公民視域增設「『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

培訓計劃」，旨在培訓大專生成為中學生與傳媒之間的「媒

人」，一同籌辦傳媒教育活動，帶動中學生關心香港和國際

發展，協助推動公民及通識教育。

出版年度資料冊

 每年的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選舉均受學界及社會的關

注，為此，本社繼續出版新

聞選舉的年度資料冊，刊載

是屆選舉活動，內容包括新

聞選舉結果及其簡介、比賽

得獎學生作品、活動花絮

等。

為讓年青人更了解記者採訪工作，以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時事議題，本社舉辦「全國兩會

實習採訪分享會」，由親身到北京採訪全國兩會的實習記者

分享採訪經驗，以及由青年記者視角反思國情。

兩會每年3月於北京舉行，為期一星期的會議為國家定下發

展方向，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本社於4月中，邀得曾參與

北京兩會採訪的公民視域幹事徐梓傑，向十多位社員作分

享。藉以讓社員了解本港傳媒行業工作性質，認識本港及

內地各地傳媒工作模式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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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自 1997 年成立大專部，秉承「培育青年」的
理念，致力透過活動探討大專生的定位和責任，與服務
對 象 建 立 同 行 者 關 係，互 相 學 習、彼 此 扶 持，一 同 成
長。大專部幹事會既服務青年，亦從實踐中成長。不但
累積籌辦活動的經驗，更認識自己，認清自己未來的路
向，並提升個人思考層次。

大專平台

拉闊大學自 1999 年起舉辦，「拉闊」由英文「Live」音譯而來，喻意為準大專生擴闊眼
界，打破固有觀念，拉近彼此之間距離。活動為即將面對公開試及大學聯招放榜的學生，
提供一個「不一樣的迎新營」，讓參加者率先體驗大學生活，掌握升學出路的資訊，選擇
最適合自己的前路。

拉闊大學 Live U

▲ 中大定向︰透過探索校園，收集故事線索，了解故事主角的升學抉擇，反思

既有對升學出路的刻板印象。

▲ 模擬放榜及模擬大專︰以攤位形式模

擬大學聯招放榜過程及大專生活首

兩年的時間，體驗在限制和機會中作

出取捨，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前路及模

式。

本年度拉闊大學以「Fill in Your Blanks」為主題，於2015年6月26至28日舉行三日兩夜大學體驗營，讓參加者初嘗面對選

擇與取捨的拉鋸、探索大專生在社會的定位、感受青春的揮霍與熱血、細聽過來人經驗分享。同時，期望活動過後籌委們

能與參加者們保持同行者關係，持續地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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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部與一眾大專生於2015年8月，深入兩個原住民部落──復興部落及鸞山部落，了
解各族群的文化、體驗原住民生活，理解台灣原住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讓參加者反思
自身生活模式及旅行心態。

走進部落－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團

▲ 交流營由來自不同院校、學系、年級的大專生親身參與籌劃和帶領，提供各

大專院校的資訊及經驗分享。讓參加者可以接觸到多元出路資訊和大學生活

模式，了解各種放榜處境和升學抉擇，及早訂立目標，從而找尋適合自己的

路，邁向理想的天空。

▲ 以 木 頭 生 火，烹 煮 野 菜 料

理、削竹為筷、以月桃葉做

碗，並體驗族人的用餐文化。

▲ 在復興部落體驗原住民如何以簡單的大自然素材和一把

刀生活。

▲ 與族人互動，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與禮儀。

▲ 真人圖書館︰以小組互動形式，由大

專生分享升學前後的個人經驗和感

悟，讓參加者了解各種放榜處境、升

學選擇及大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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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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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交流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 - 
上海南京考察交流團

2015年3月31日 至4月7日，準 中 學

生領袖及工作人員一行32人前往上

海南京，希望透過與當地師生交流及

到訪各個景點，讓學生了解國情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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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

院、蘇 州 博 物 館、拙 政 園、浦 西 外

灘、田子坊等。

明日領航者計劃 - 四川成都交流團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與四川之友為明日領航者計劃合辦四川成都交流團，於2015年7月6至12日，

讓36位領航長及工作人員，在認識國情之餘，能反思自身的定位。交流團所到學校及景點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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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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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專線 – 澳門兩天考察交流團

為協助學生專線輔導員了解澳門的升學概況，學生輔導中

心於2015年4月11至12日，舉辦澳門兩天考察交流團，

到訪兩所澳門大專院校與學院代表交流，了解澳門升學途

徑、就讀概況與出路前景。交流團亦與當地升學輔導機構

進行座談會，交流學生輔導的經驗。

走進部落 - 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團

大專部與一眾大專生於2015年8月，深入兩個原住民部落

──復興部落及鸞山部落，了解各族群的文化、體驗原住

民生活，理解台灣原住民所面對的社會變遷、讓參加者反

思自身生活模式及旅行心態。

大中華升學考察團

為讓學生、教師及家長了解多元升學出路，搜集相關資訊，本社於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期間，

組織16所中學逾400名本港師生，參訪內地、台灣、澳門等地的院校，了解當地院校硬件設備，並與

在學港生交流，進一步了解他們的學習生活，拓闊未來升學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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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中小學校本考察交流團

憑藉過往本社承辦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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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繼續配合學校籌

辦校本交流團，按照對象、交流目

的、地點及學校需求等因素，量身制

訂行程及學習內容，本年度共承辦4

間學校及機構委託，合共有136名師

生參與。 

「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

為配合高中通識教育科「現代中國」

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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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

月至2015年7月期間，為3所中學近

100名師生舉辦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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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

優化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

本年度共出版5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包括中六放榜《出

路指南》、中六大學聯招選科《中六升學指南》、中三至中五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大中華升學指南》，以及承辦教

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總發行

量逾三十萬本，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逾八成。因應今年

政府推出「SSSDP 資助計劃」及推廣「生涯規劃教育」，本

社於年內各指南均增加相應內容，以提供最適時詳實的資

訊。

根據本社2014年10月的「出路指南2014老師意見調查」，

成功收回133份有效問卷中，整體評價有54% 受訪老師表

示非常滿意，44% 表示滿意，書刊整體滿意率達98%。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全社宣傳品

年報（2013-2014） 2015年2月

全體基本社員、
顧問，

友好團體
及大學圖書館

七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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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3月
友好團體、公眾人士

一千五百張 學友社簡介及服務範疇。

服務及活動概覽
（2015-2016） 2015年7月

全港中小學、
青年機構
三千本

為本社全年度活動宣傳便覽，具
體介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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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新 Student.hk 啟用

隨出版輔導刊物，本社亦致力優化網上升學及出路資訊，

以 提 供 最 新 及 最 準 確 資 訊，協 助 學 生 及 早 規 劃 未 來 出

路。由此，本社本年度推出革新版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hk，重整內容架構，涵蓋升學、就業、生涯規劃、

個人成長及通識教育、新增教育新聞、專題策劃等，以讓

使用者「一站能知學界大小事」。

全新 Student.hk 啟用全新 Student.hk 啟用

　　學 友 社 升 學 輔 導 刊 物 始 於 1983 年 出 版 的《出 路 指
南》，為面臨放榜的學生提供升學及就業資訊，減低放榜
前後的不安感。隨著學制改革及學生輔導需求上升，本社
積極開拓各種輔導刊物，並推出革新版一站式學生資訊網
站 Student.hk，多方位滿足學生不同需要。

27



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升學及出路輔導 

中六升學指南 2014年11月
中六學生

七萬五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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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學年）》

2014年11月
約一萬本

（為「內地高等教育
展2014」場刊）

內地升學概況、免試招生計劃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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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2月
高中學生
五萬本

（免費派發）

內地、臺灣及澳門的升學資訊，
包括升學途徑、學校列表、入學
申請程序、近年趨勢等。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2015年3月
中三至中五學生

六萬八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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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中
三至中五離校生之其他升學出路。

出路指南 2015年7月

中六學生
九萬八千套

（一書兩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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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規劃特輯、就業資訊
等。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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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名稱 出版日期 對象 / 發行數量 內　　容

網上媒體

hyc.org.hk
機構網站 全天候開放 公眾人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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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全天候開放 公眾人士、學生、

老師及家長

革新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內容
由原來以升學就業資訊為主，擴
展 至 涵 蓋 升 學、就 業、生 涯 規
劃、個 人 成 長 及 通 識 教 育 等 內
容，亦載有學友社各指南的電子
版供免費下載。每年約有一百萬
瀏覽人次。

Student.hk
－文憑試 Special 2015年7月

文憑試考生
以網站專輯形式刊載

專輯載有與文憑試有關的最新消
息、大學聯招重要日程、本社放
榜支援服務，以及各種升學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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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學生、
教師及家長

逾二萬人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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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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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憑試考生、
教師及家長

以文憑試為主題，每星期邀請不
同界別嘉賓、大專院校，因應文
憑試進程，協助學生面對應試、
升 學、就 業，出 路 及 輔 導 等 課
題，並邀請全港高中學校，分享
優質教學經驗。本年度新增「生涯
規劃系列－職業博覽」

2014至2015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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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學界所需，學友社不時就教育相關事宜進行問
題調查，並將所得數據作深入分析及提出建議，讓政府當
局及教育工作者掌握最新趨勢，適時調整政策及部署。

研究調查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 www.hyc.org.hk 下載

「中六學生對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

近年港生到內地及臺灣升學的人數有上升趨勢。為此，學友社於2015年1月期間，

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2,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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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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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調查發現大部分學生認為自己尚未充分理解兩地升學資訊。當中分別逾七成

及六成學生認為不了解內地及臺灣升學的選科策略；約六成及五成學生不了解內地

及臺灣大學的報讀方法；亦有逾五成及逾四成學生表示不了解內地及臺灣大學的質

素及收生要求。

學友社建議，內地教育部門可考慮統整現時不同招生單位的報名途徑，令同學更掌

握報讀方法；而臺灣相關部門可提供更多實用資訊，如院校水平、入學條件及過往

收生成績等，讓學生更能掌握詳情。長遠而言，兩地透過與本港當局或專業團體簽

訂學歷及專業互認協議，應能逐步釋除學生在認受性方面的顧慮。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

學友社於2015年1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逾2,9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

面對文憑試的困難及壓力。調查結果顯示，考生的各項壓力指數均較以往下降。

調查結果顯示，同學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均分為6.83分，以10分為最高，

情況較去年有明顯改善，但仍屬於偏高。而當中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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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去年減少近8%。

學友社建議同學及家長應對成績抱有合理的期望，亦不應視升讀大學為唯一的升學

出路，宜多留意聯招以外的升學選擇作多手準備。此外，學友社認為學生及家長在升

學輔導方面的認知普遍較以往提升，建議學校、輔導機構及社會各界能攜手合作，

協助中學生進一步實行長遠生涯規劃。

「文憑試考生對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的認知」調查報告

因應教育局於年內推出全新的「指定專業／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由2015

至16年度起，資助三屆每屆最多一千名學生修讀指定的自資學士課程。學友社於

2015年1月，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逾2,900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對資助計劃

的認知及意欲。

調查結果顯示，有62% 受訪考生表示清晰知道資助計劃內的學科及課程；54% 認為

計劃涵蓋足夠的行業學科；55% 及58% 的同學分別對課程的學歷認受性及專業認受

性表示有信心。同時，51% 受訪考生表示並不清楚資助計劃內各課程的資助金額。

學友社建議，教育局在推行資助計劃的同時，亦可加強非主流行業範疇的宣傳，讓

同學更掌握各行各業的發展前景。同學亦需要突破傳統思維，認識職業發展的多元

性，拓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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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

n 伙伴合作

n 人才培育及凝聚

n 資源拓展



　　學友社深明必須與社會各界協作互補，才能
加深及擴闊服務成效。本年度，本社得多所機構
支持及協作，當中包括政府部門、工商機構、專
業團體、傳媒機構、青年團體及社福機構等。

伙伴合作

為協助中學生開展生涯規劃教育，學友社本年度首辦「啟夢伙伴」

生涯規劃合作計劃，獲20間企業及機構支持，為13所伙伴中學，

逾1,500名中學生，提供職場參觀及「職場影子」體驗，讓學生了

解各行業工作概況與入行途徑，及早規劃未來人生。

有參與活動的老師及學生均表示，透過參觀工作環境，與前線工

作人員交流，使學生能結合課堂的知識，加深體會及興趣。而計

劃的伙伴機構亦表示，能藉計劃讓機構認識現時中學生的特徵，

亦有助業界向同學講述行業現況以招攬人才。

學友社認為，職場參觀是了解行業重要的一環。學生能認識行業

的工作性質及環境，更有機會與在職人士交流及分享，吸取他們

入行經過、工作挑戰與樂事等經驗。

本年度成為「啟夢伙伴」的企業及機構包括︰電訊盈科及其集團

成員香港電訊、微軟香港、九巴、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建造

業議會、機電工程署、Riot Games、元富科技、施特偉科技（中

國）、通域存網、ONYX 酒店集團、星晨旅遊、諾富特世紀酒店、

麗思卡爾頓酒店、凸版印刷（香港）、拉斐特婚禮協會、香港會計

師公會、香港話劇團、香港警察，以及嘉雯美容集團。

「啟夢伙伴」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學友社近年積極協助內地免試收生計劃的招生工作，為同學開拓多元出路途徑。今年除繼續獲教育局委託內

地免試收生計劃指南的顧問及編輯工作，亦與內地升學講座及協助處理報名工作。

協助「內地免試收生計劃」招生工作

出席教育局「2014內地高等教育展」講座

 2015年共有75所內地高校參與免試收生計劃。教育局

於2014年11月1日及2日假座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行

「2014內地高等教育展」。本社社工應教育局邀請出席擔任

講座嘉賓，解答有關內地升學的問題。

出席教育局「免試收生計劃」講座

學友社應教育局邀請，派員於2015年2月12日及3月10日

於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辦的內地升學講座擔任主

講嘉賓，為參與的學生和家長講解內地升學注意事項和填

選志願策略。

協助「免試收生計劃」確認報名工作

為協助免試收生計劃順利進行，本社積極協助中國教育留

學交流中心處理報名核實工作，安排人手於2015年3月16

至31日期間，協助該計劃的現場報名核對工作。既讓香港

學生有不同的升學出路，亦與相關機構建立長遠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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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強與培育青年的效果，學友社與本地及

內地青年團體保持緊密交流，本社大專部幹

事會由本港不同專上院校學生組成，並與各

青年及學生團體相互協作。此外，本社與內

地團體經互訪考察，交流兩地青年工作經驗

及最新形勢。

青年團體聯繫

為了解學生需求及為學生表達意見，學友社積極就教育及青年議題發表多項調

查報告及建議，並就調查所得召開新聞發布會，吸引大批傳媒到場採訪及引

用。本社代表亦經常就教育及青年事務解答傳媒查詢。

此外，本社服務及活動廣受學界關注，每年放榜輔導服務、模擬文憑試、全港

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等品牌項目，均吸引多家傳媒報導。

本社於年內繼續加強與傳媒合作關係，包括瀏覽傳媒報導動向、建立傳媒資料

庫及統一處理傳媒查詢等，並為社內大型服務提供及時全面的傳訊支援服務。

傳媒關係

學友社一直與各大專院校及進修機構保持緊密

聯繫，收集並整理各類升學及課程資訊適時發

布，同時亦針對學生需要，邀請院校及機構代

表出席不同類型的升學講座，即場解答學生提

問。為協助學生加深認識新學制的學習生活，

本社聯繫多所院校參與到校服務，包括生涯規

劃、「其他學習經歷」與工作有關的經驗及各種

出路資訊等。此外，本社不同類型活動均得到

多所大專院校的支持，邀得全港大學校長擔任

名譽顧問。

為拓闊學生眼界及深化交流團成效，本社與多

所內地院校保持伙伴關係，包括安排師生及當

地學生交流文化。本年度，本社曾與廣州中醫

藥大學、中山大學、南方醫科大學、東南大

學、華南理工大學、廣東金融學院等內地高校

合辦交流團。

院校聯繫

本社於本年度繼續與不同機構建立良好伙伴關係，透過與不同機構拓展合作，鞏固全社形象。當中包括：

• 於貿易發展局「教育及職業博覽」、教育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5」等多個大型升學就業展覽設置諮

詢攤位，即場為同學及家長解答升學查詢。

• 繼續獲教育局邀請合作，當中包括承辦指南顧問及編輯工作、出席升學講座等。

• 明日領航者計劃獲香港定向總會及同社成為支持機構，並邀得10間地區辦事處及社福機構成為社會實習

機構，有助拓闊參加者的視野。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獲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獲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及 IDEAL DESIGN 成為支持機構，並聯同6

間機構進行義工服務。

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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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每年得以有限的資源來開展多種服
務，全賴義工及職員的全情投入及通力合作。
本社一直致力培育及凝聚兩支團隊，讓學友社
既能保持活力幹勁，亦能提升服務專業水平。

人才培育及凝聚

學友社升學輔導服務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每年服務受眾眾多，廣受學界稱譽及認同，輔導服務的背後，實

有賴一群默默的義務專業輔導員支撐。

無論是恆常的「學生專線」，或是放榜前後設立的「放榜輔導熱線」，甚至是教育展攤位、講座的即場面談，

皆由本社義務專業輔導員提供服務。

輔導員除有服務心志外，亦需要經過一連串的甄選、訓練及考核，方能投入服務。要成為「輔導員」必須通

過一系列嚴謹的訓練、模擬個案練習、資料及輔導考核，專線及熱線輔導員培訓分別於每年的1月至2月及

5月至6月期間進行。本年度，完成訓練及通過考核的輔導員共有178人，另有53位組長及督導協助引領輔

導員成長及開展輔導服務。

培訓義務專業輔導員

本年度，學友社獲民政事務局贊助與13所中學合作推行生涯規劃教

育，各項活動都對到校導師需求甚殷。故本社於7月及10月舉辦了兩

期的導師訓練，招募本港專上院校社工系及教育文憑學生接受訓練，

並通過考核後成為到校導師，帶領生涯規劃工作坊。合共提供了282

人次訓練，最後共有41位參加者成為本社合資格生涯規劃導師。

除生涯規劃及學生輔導，本社亦提供領袖及團隊培訓到校服務。本社

於2014年9月至10月舉辦到校導師訓練班。課程提供合共42小時訓

練（六節工作坊及一天日營），課程結合理論與實踐，包括歷奇訓練基

本理論及安全管理、溝通及合作技巧，以及帶領及解說技巧等。共有

17名參加者完成訓練及評核，其中8人完成入校實習並成為合資格到

校導師。

到校服務導師培訓（生涯規劃及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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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年 度 學 友 營 於2015年9

月13日（日）假烏溪沙青年

新村舉行，共有28位義工

及同事參與。當日除有區部

互 相 交 流 環 節 外，亦 就 著

「培育青年」的主題進行分

享及討論，一起探討學友社

的發展願景。

學友營

截至2015年9月30日，學友

社共有逾1100名社員（當中

包括永久社員95人、基本社

員210人及普通社員884人）

及逾30名職員。年內，本社

積極舉辦各種聯誼活動，藉

以讓兩支團隊交流經驗、傳

承理念。

社員及職員凝聚

日　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2014

10月31日
學友社65周年社慶

酒會及晚宴

酒會邀得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博士及立法會主席曾鈺成議員
擔任主禮嘉賓，逾百名社會賢達到場祝賀，共同見證學友社
65年來的發展。
晚宴吸引不同年代的社員聚首一堂。筵開23席，逾270位嘉
賓、社員社友及同事參與。

2015

1月31日 社友周年聚餐 筵開8席，約90位社友及社員出席

2月7日
學友社熱氣羊羊

團年飯
約80位社員及同事參與

2月13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3席，約30位同事、常委及社長參與

3月8日 同事聯誼活動
暢遊沙頭角禁區邊界，共38位同事、家屬、社長及常委一起

參與

3月16日 全社春茗 逾100位嘉賓、區部幹事、社員及同事參與

8月8日 馬術體驗活動 共18位社員參加

8月16日及23日 帆船出海活動 共9位社員參加

8月29日 歷 • 耆體驗日 共22位社員參加

9月23日 學友營 共28位區部幹事及同事參與

9月25日 晚餐會
邀得黃英琦律師擔任主講嘉賓

共27人出席

35人才培育及凝聚∣拓展與協作



　　有賴社會各界的支持，提供經費、產品、
服務及場地等贊助，讓學友社在資源有限下，
仍能每年舉辦多項服務及活動，惠及全港青年
學生。

資源拓展

除服務及活動收益外，學友社幸得多項政府及機構撥款資助，以開展各種項目。在全社上下的努力耕耘下，

本年度成功爭取多項外界撥款。

撥款資助

項　　目 資助來源

學生輔導中心社址的租金津貼 社會福利署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2014-16） 民政事務局

第23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第24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5

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計劃

歷 • 耆體驗日 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學生專線2015 滙豐銀行慈善基金社區發展計劃

「現代中國」通識教育考察團 田家炳基金會

V-ACT 深水埗地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

走進部落─台灣原住民文化交流團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

促進港台交流活動資助計劃

（排名不分先後）

學友社每年舉辦多種活動，承蒙多間機構慷慨贊助產品、服務及場地，使服務得以順利開展之餘，彼此亦建

立長遠伙伴關係。

機構贊助

機　　構

香港電訊

KOKUYO 

鴻福堂

彩豐行

アメ橫丁

Bio-Essence

白蘭氏學進雞精

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

Kangen Water (HK) Ltd.

復興 ( 香港 ) 貿易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機　　構

逸東酒店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學院

Raffles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時代影視娛樂製作

PhoenixC Makeup

De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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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年度：2014 年 7 月 1 日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財務報告

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JUNE 2015

2015 2014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4,195,216 3,573,964

Advertising income 3,926,070 3,811,540

Donations received 956,283 447,970

Dividend income 55,310 48,971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s - 830,382

Interest received 619 739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28,520 40,900

Sundry income 20,402 -

9,182,420 8,754,466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4,308,263 3,726,130

Depreciation 37,013 42,417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4,942,110 4,589,228

9,298,219 8,368,608

(DEFICIT)/SURPLUS FOR THE YEAR (115,799) 385,858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28,075 15,284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212,276 40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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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0TH JUNE 2015

2015 2014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063,376 1,084,389

Prepaid lease payments 314,170 325,003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450,798 1,122,723

2,828,344 2,532,115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15,770 14,2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2,637,017 2,145,440

Prepayment 235,377 260,218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626,066 4,882,166

7,525,063 7,312,927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748,639 2,356,209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403,983 211,438

3,152,622 2,567,647

NET CURRENT ASSETS 4,372,441 4,745,280

7,200,785 7,277,395

Represented by:-

FOUNDATION FUND 2,000,000 2,000,000

CAPITAL RESERVE 1,880,000 1,880,000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239,656 (88,419)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124,480 413,366

GENERAL FUND 2,956,649 3,072,448

7,200,785 7,277,395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3rd October 2015.

39財務報告∣附錄



附錄

組織架構

名譽社長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　　長（2013-2015年度）

伍德基、謝劍明

監察委員會成員（2014-2016年度）

李綺玲、伍德基、陳潤根、謝劍明

執行總監

陳凱茵

常務委員會成員（2013-2015年度）

主　　席 ： 陳穎文（兼人事管理）

副 主 席 ： 梁銘言（兼社員發展）

委　　員 ： 江奕謙（司庫）

吳寶城（資源拓展、社會事務）

梁麗嬋（社會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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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幹事名單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周頴進
副總幹事 ︰ 李嘉莉（兼財政）
幹　　事 ︰ 包添隆、何樂文、田芷蓓、林詠欣、

盧寶珠、李曉晴、周嘉祺、羅嘉誠、
林庭峯、李穎珊

大專部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林敬庭

內務副總幹事 ︰ 陳愷瑩
外務副總幹事 ︰ 吳家詠

財　　政 ︰ 邱艷靖
幹事 ( 資訊科技 ) ︰ 江文富

幹　　事 ︰ 蔡育衡、李珮詩、周咏詩

 公民視域幹事會﹙2013-2015年度﹚
總 幹 事 ︰ 余明慧
副總幹事 ︰ 吳學東
財　　政 ︰ 陳永裕
文　　書 ︰ 江重豪
幹　　事 ︰ 徐梓傑、李智迪、吳穎欣、陳慶鵬

學生輔導中心幹事會﹙2014-2015年度﹚
總 幹 事 ︰ 列豪章
副總幹事 ︰ 吳寶城
財　　政 ︰ 何嘉雯
幹　　事 ︰ 徐兆恆、陳倩雯、譚志聰、黃嘉豪、

梁仲康、李　翠、蕭君寧、郭鍵樂

41義工幹事名單∣附錄



統籌主任（行政及財務）
（由2015年7月20日起更改職稱）

: 周燕如

項目助理 : 謝玉亭、余惠琼、

黃淑娟（由2015年7月6日起）、

嚴雅藍（於2015年5月26日止）

會計﹙兼職﹚ : 錢本剛

行
政
及
財
務
組

統籌主任（學校服務） : 曹春生、許雅影（兼職）

（兼職）項目主任 : 何婉薇（於2015年7月31日止）

社工 : 余淑芬、陳衍宗、陳曉君、

陳泳聰（由2015年3月10 日起）、

鄒港進（由2015年3月16 日起）、

石展邦（由2015年4月20 日起）、

周芷楓（由2015年5月26 日起）、

陳天惠（於2015年3月31 日止）、

鍾家恩（於2015年5月31 日止）

項目助理 : 黎家韻、許敏喬

青年工作員 : 林海紅

行政助理 : 李婉雯 （由2015年8月3日起）

統籌主任（出版及資訊科技） : 梁兆南

高級市場及傳訊主任 : 林梓茵

編　　輯 : 黃曉彤

編輯助理 : 黃思婷、尹孝賢（由2015年1月5日起）

傳訊助理 : 劉嘉欣

系統管理員 : 黃志虎

行政助理 : 葉雅絲

統籌主任（青年發展） : 方富正

項目主任 : 雷詩琪

項目幹事 : 周韶暉

社　　工 : 施能熊

青年工作員 : 陳朗梃

職員名單

出
版
及
資
訊
科
技
組

學
校
服
務
組

青
年
發
展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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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員

吳學東、陳曉玲、杜翠盈、蘇慧賢、何嘉雯、
黎詠恩、林芷欣、陳椅華、林沚欣、吳穎欣、

葉基威、陳康然、李向榮　

 （個人）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黃嘉豪

（集體）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傑出幹事

田芷蓓、吳寶城、林敬庭、陳慶鵬

獎學金

林敬庭、蔡曉珊

長期服務獎

曹春生、錢本剛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庭峯
學生輔導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郭鍵樂
大專部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余明慧

（集體）貢獻獎

V-ACT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籌委會

 （集體）榮譽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集體）優秀服務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放榜輔導熱線籌委會
拉闊大學2015籌委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個人）優秀服務獎  

李　鶯、周凱雯、吳家詠、方琮瑋、林庭峯、
周頴進、李曉晴、盧寶珠、何樂文、包添隆、
鄧小儀、列豪章、徐兆恆、陳倩雯、黃嘉豪、
蕭君寧、譚志聰、何嘉雯、郭鍵樂、梁仲康、
李　翠、林敬庭、余明慧、江重豪、吳學東、

陳慶鵬　

（個人）服務獎 

張家標、陳展鈞、李焯男、楊凱盈、石毅俊、
杜翠盈、張峻銘、楊詩彤、周智健、鄧福謙、
吳浚傑、石匡怡、羅采欣、戴雪凝、黃世昌、
趙奕斯、陳芷婷、官嘉怡、葉銘恩、盧展鴻、
畢善庭、勞震雲、陳家傑、方富正、陳椅華、
鍾皓俊、袁駿峰、馬瀚津、石穎姍、徐文偉、
趙梓樂、曾秀慧、石采穎、黃詠芝、周嘉祺、
羅嘉誠、李嘉莉、蔡永耀、楊凱婷、陳欣婷、
陳韻姿、梁嘉穎、何嘉儀、田芷蓓、林國鏗、
曾綺雯、余惜彤、蕭翠芝、廖坤怡、葉浩楊、
莊英儀、譚勵程、王開傑、丘婷婷、屈欣愷、
吳應懽、李向邦、李景鉦、劉慧瑩、黎穎嘉、
江奕謙、林瀚元、盧海泓、黃進彥、陳愷瑩、
江文富、李珮詩、蔡育衡、周咏詩、邱豔靖、
張立君、李肇雯、安金玲、施建康、陳子偉、
周子亮、李采穎、洪永瀧、鄒　晴、溫嘉敏、

徐梓傑、歐陽佩欣、陳雅媛、吳柏源、蔡曉珊、
李慧妍、何泳詩

 （集體）服務獎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社員發展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社會事務小組
•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小組 ─ 興趣小組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籌委會
• 明日領航者計劃籌委會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籌委會
• 學友所承籌委會
• 學生專線籌委會
• 大學聯招講座籌委會
• 第十九屆大專部幹事會
• 拉闊大學2015籌委會

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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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模擬文憑試
 支持機構︰香港會計師公會

第二十三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比賽評判團

 楊玉峰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陳景祥先生　  資深傳媒工作者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曹　虹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協理副校長（公共關係）
    兼傳播學院院長

 皇甫河旺教授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呂秉權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客席高級導師

 Prof. Wilson W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Sherman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Dr. Judith Clark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Prof. Angel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 Literacy Education,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網絡人間」專題探究比賽　賽前工作坊講者

 余家輝先生　  前主場新聞總編輯

本社衷心感謝於 2014 至 2015 年度，與本社同心同
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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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
支持機構︰   香港定向總會

    同社

提供實習之機構：  

•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 周永勤議員辦事處

• 劉佩玉議員辦事處 • 鄭泳舜議員辦事處

•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 •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互助幼兒服務中心

• 九龍婦女聯會劉舜雯富昌婦女服務中心 • 扶弱舒困協會

• 元朗民生服務處 • 天水圍婦聯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支持機構︰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支持機構︰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協會

    IDEAL DESIGN

合作進行社會服務之機構： 

• 明愛麗閣長者中心 • 社區組織協會

•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長沙灣中心 •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培訓及就業─開飯服務  

• 嗇色園可健長者中心 • 新創建集團義工隊

（排名不分先後）

啟夢伙伴──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電訊盈科及
其集團成員香港電訊

• 元富科技 • 凸版印刷（香港）

• 微軟香港 • 施特偉科技（中國） • 拉斐特婚禮協會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通域存網 • 香港會計師公會

•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 ONYX 酒店集團 • 香港話劇團

• 建造業議會 • 星晨旅遊 • 香港警察

• 機電工程署 • 諾富特世紀酒店 • 嘉雯美容集團

• Riot Games • 麗思卡爾頓酒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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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 本機構願意支持學友社：( 請於適當方格內填寫 ü號 )

捐助「學友社青年培育工作」：

□　劃線支票，抬頭為「學友社」或「Hok Yau Club」

　　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銀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直接將善款存入本社戶口：中國銀行（香港）012-352-10334182

□　網上捐款 ─ 請登入 donation.hyc.org.hk

□　請寄回收據。（請註明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捐款 $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扣減稅項。

□　希望繼續收到本社的服務及活動資訊

請將支票、銀行入數紙或客戶轉帳通知書連同本表格一併傳真2381 8927，或

寄回學友社總社（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141號長利商業大廈13樓）。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女士）

機構名稱（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夜間）

傳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上述個人資料，本社只收集作處理捐款事宜、簽發收據或聯絡詳情之用途。

　　此外，學友社擬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包括你的姓名、電話、傳真、電郵及郵寄地址），作本社日後社務通訊、籌募

善款、推廣服務及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唯本社在未得到你的同意之前，本社不可以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有關直接

促銷用途。請在本文最後部分表示你同意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如你不同意，請在以下空格加上「ü」，然後簽署。

□　本人 不同意 學友社使用我提供的個人資料作上述直接促銷用途。

　　如你日後不願意再收到本社所發送的資料，可隨時通知本社。查詢請電郵 info@hyc.org.hk。

查詢

地址：九龍深水埗長沙灣道141號長利商業大廈13樓

電話：2397 6116

傳真：2381 8927

網址：www.hyc.org.hk

電郵：head@hyc.org.hk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多謝您的支持 *

（
請

沿
此

線
撕

下
及

傳
回

）

培育青年  服務社會  捐助學友社



學生專線
2503 3399 

﹙5條線﹚由香港電訊贊助

逢星期一、三、五 
晚上7時至9時

www.hyc.org.hk
機構網站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總 社
深水埗長沙灣道141號

長利商業大廈13樓
  ：2397 6116
 ：2381 8927

學 生 輔 導 中 心
長沙灣麗閣邨
麗荷樓地下129號
：2728 7999
：2510 0539

學友社 Hok Yau Club

升 學 資 訊 ‧ 學 友 社 動 態

求變
育才

Annual 
   Report

2 0 1 4 - 2 0 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