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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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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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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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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