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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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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致力於青年學生培育工作，以培育青年探求真知、建立良好

品德為宗旨。成立六十多年來，社務不斷擴展及改革，現以全港青年學

生為服務對象，協助青年學生構建人生，並為未來社會培養具廣闊視野

及多元思考力的人才。

專注三大範疇　多元培育青年
憑著多年培育青年的經驗，學友社近年專注學生輔導、生涯規劃及全人發展三大工作範疇。

•	 學生輔導服務──助學生抉擇出路。有見青年學生面對課業及出路抉擇的壓力，學友社自

1980 年代起，創辦多種涵蓋應試及放榜出路的學生輔導服務。

•	 生涯規劃教育──助青年規劃人生。憑藉三十多年的學生輔導經驗，學友社以「知己」、

「知彼」、「抉擇與部署」及「行動與反思」為介入點開展中學生生涯規劃教育。

•	 全人發展──培育明日社會領袖。透過舉辦潛能發展、領袖培訓及考察交流等活

動，引領青年學生立足香港、認識國家、走進世界。

學界稱譽
學友社在學界廣受稱譽，深受學生、家長及教師的

信任，每年服務人次逾一百五十萬。此外，本社常年獲

政府當局及教育機構委託承辦各項青年及教育工作，並

就學生輔導及青年發展等事務發表建議。

力求變革　始終如一
求變只為育才，學友社不止是切合社會現實所需，

更是先於社會所需而行，適時調整服務計劃，一如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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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將繼續與學界保持良好的伙伴關係，並擴展

與商界企業的合作，共同開展各項培育青年的工作，適

時回應青年學生及社會所需。

捐款支持
如您認同學友社的培育青年工作，請捐款支持我們：

1.	 	網上捐款：www.donation.hyc.org.hk

2.	 入帳至學友社捐款帳戶：	

中國銀行（香港）012-352-10334182

3.	 郵寄支票：郵寄抬頭「學友社」或「Hok	Yau	Club」

的劃線支票至本社。

	� 捐款HK$100 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減免。

	� 如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轉帳通知書	/	支票（註明

姓名、聯絡電話、地址及收據抬頭）寄回學友社。

	 2397	6116	

			info@hyc.org.hk	

	深水埗長沙灣道 141 號長利商業大廈 13 樓

名譽贊助人

梁唐青儀女士 尤曾家麗女士

郭位教授

葉國華先生

吳克儉局長

張建宗局長

劉江華局長

沈祖堯教授

陳繁昌教授

鄭國漢教授

胡鴻烈博士

黃玉山教授

劉鳴偉先生

唐偉章教授

曾鈺成議員

錢大康教授

馬斐森教授

華道賢教授

張仁良教授

彭韻僖律師

社務顧問

李金鐘校監

吳國榮律師

魏雁濱教授

李浩然博士

盧子健博士

義務法律顧問

崔建昌律師

名譽顧問

學友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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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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有各種升學及就業資訊	

（地址︰長沙灣麗閣邨麗荷樓地下 129 號）	

媒體出版

•	 出版各種升學指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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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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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計劃」指南編輯

及顧問工作

•	 	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內地高校

免試收生計劃一本通》編輯及製作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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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發展

•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公民教育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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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拉闊大學	Live	U」高中生大學體驗營	

到校服務

•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	 校本交流考察團

學友社主要服務及活動

學友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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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禧以來：堅守崗位　迎接學制改革

踏入千禧以後，學友社繼續開拓新服務，以回應服務需要的轉變。為配合學制改革，學友社亦適時重整

原有服務，於雙軌學制期間，同時為會考、高考及文憑試考生提供服務，加強生涯規劃教育工作。

放榜輔導熱線

載35會
社

務服

《中六升學指南》創刊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創刊

首辦香港模擬文憑試

出版《出路指南—會考放榜號外》

首辦學友所承．校本輔導大使

推出 SMS

即時學額 

查詢服務

《內地升學指南》

創刊

2
0
1
1

2
0
0
3

2
0
0
4

出版《出路指南

－高考放榜號外》2
0
0
9

推出「學位通」

會考放榜手機平台

《大中華升學指南》創刊

2
0
0
8

2
0
1
4

學友社於 1982 年創辦放榜輔導熱線，為日後全面學生輔導服務的啟航點。35 年來，學友社

學友社現時的學生輔導服務，涵蓋出路抉擇、應試支

援、情緒輔導及出路資訊等。此外，亦以「知己」、「知彼」、「抉

擇與部署」及「行動與反思」為介入點，開展中學生生涯規劃教育。

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學畢業生的成長，亦見證學界從會考、高考到文憑試的轉變。

學友社

與香港電台合辦奮發時刻 DSE 節目

首次承編教育局內地免試收生計劃指南

學制改革期間，同時為會考、 

高考及文憑試考生提供服務。

2
0
1
2

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 35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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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回應需求　創辦輔導服務 

1980 年代初期，學友社先後舉辦會考試題分析講座、放榜輔導熱線、出版《出路指南》及舉辦「模擬會

考」。其後更獲香港電台邀請，合辦廣播節目。輔導服務迅速發展，為全港青年學生提供升學輔導服務。

1990 年代：擴展服務　涵蓋會考高考

踏入 90 年代，學友社為回應廣大青年學生之需要，於 1991 年成立學友社學生

輔導中心，致力為青年學生提供更全面服務，並出版多本指南；同時，亦將輔導熱

線恆常化，創立「學生專線」及首辦「高考放榜熱線」；隨著網絡發展及普及，學

生專線網頁 student.hk 正式啟用，提供全面升學資訊。

首辦會考試題分析講座

1990 年起，移師紅磡香港體育館等大型

場地舉行。

首辦

高考放榜熱線

《會考指南》創刊

《出路指南》創刊

1
9
8
1

1
9
9
6

1
9
8
6

1
9
8
3

創辦會考放榜熱線

與香港電台合辦

「踏出新一步」

廣播節目

學生輔導中心成立

首辦模擬會考

《中七指南》創刊

首辦學生專線恆常服務

首辦

校內輔導計劃
首
辦 

學
生
專
線

1
9
8
2

1
9
8
9

1990

1
9
8
5

1
9
9
5

1
9
9
8

首辦 

大學聯招講座

1992

《讀書指南》

《中五指南》創刊1
9
9
3

學生專線網頁

student.hk 啟用1
9
9
9

學友社放榜輔導熱線 35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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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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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共接獲約四千五百宗求助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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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的模擬文憑試除了有一直提供的四個核心應考

科目外，更首次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合辦，加開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一）模擬考試，並於全港逾廿所中

學設立試場，每年逾一萬八千人次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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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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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抉擇與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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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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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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連續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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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亦首次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

港）中心《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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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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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入校服務－領袖培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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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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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共有來自近 118 間中學逾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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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量身訂製行程及學習內容。

重點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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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報告

服務及活動回顧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過去一年，本社一如過往，全方

位回應高中畢業生對應試支援、升學

與出路及情緒輔導等需要，並銳意發

展生涯規劃教育服務。早於新學制改

革時，本社已深明推行學生生涯規劃

教育的迫切性，並於 2011 年開始提

供校本生涯規劃教育。經過持續的整

全及優化，現時本社以「知己」、「知

彼」、「抉擇與部署」及「行動與反

思」為介入點，協助中學開展生涯規

劃教育。2014/16 年度，本社獲民政

事務局「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資助，透過多元化活動讓參與學生結

合自身條件及客觀形勢後，訂立適切

目標及部署，進而裝備自己及適時反

思以進行生涯規劃。本社亦提供支援

家長和教師的工作坊，多方面支援年

青人作生涯規劃以深化成效。

此外，本社亦喜獲「太古集團慈善

信託基金」贊助「學友所承．校本輔導

大使計劃	2016/2017」，通過基礎輔導

技巧、升學資訊和活動籌劃等培訓及實

踐，裝備同學成為朋輩輔導員，再按校

內同學的需要，提供適切的支援。

全人發展及公民參與

活動方面，本社提供多元化的「體

驗式學習」活動以提升青年人的學習

和社交能力，培育創新素養及抱持正

確的價值觀。近年在不同的社會行動

中，均不乏青年參與的身影，令社會

漸趨熾熱地討論「青年發展」及其相

關政策。新一代青年在香港土生土長，

接受獨有文化洗禮，並勇於追求物質

以外的價值，尋求參與社會政策構建

的空間。

因此，學友社堅持與青年同行，

讓他們認識及參與社會，發揮力量，

表達聲音。過去一年，培幹工作委員

會及青年發展組開展有關青年議題的

討論平台，探討香港的青年政策、社

會創新、中港關係及一國兩制等主題，

讓青年社員就不同議題作出深入分析

和討論，並鼓勵他們透過多元渠道表

達青年人的意見與需求，以促進青年

的公民參與及投入。2017年是香港回

歸二十周年，適逢特區政府換屆，如

何令青年更準確地掌握社會實況及不

同議題，以至了解不同社會行動涉及

的問題及代價，同時令他們在參與過

程中感受到尊重、認同及自我實踐，

將會是我們面對的挑戰及責任。

機構營運
2008 年常委會設立統籌主任，

2009 年重新制訂採購程序、活動審

批程序及指引，以導引及監管各方

面的日常運作，踏出改革的第一步。

2011 年開始進行管治模式的討論，

經多番諮詢後，2015 年完成《學友

社架構改革方案》。架構的轉變，對

本社員工與義工團隊的協作能力有更

高的要求。架構改革的意義在於，讓

抱持對本社宗旨認識、理解與堅持的

員工與義工合力，共同為學友社的宗

旨理念奮鬥作貢獻。本社年度活動特

色與主題常按年代青年人的需要而變

化，但宗旨「始終如一為育才」。

作為全社的一份子，我們應不斷

學習從宏觀角度理解學友社的角色與

運作。義工互相支援，相互欣賞之

餘，更要理解員工隊伍的角色：一方

面他們經常站在義工的背後，盡心

盡力作支援；另一方面他們為社會提

供專業服務，確保本社服務品牌與質

素，以取得本社營運經費，作持續發

展。架構改革實踐一年，我們還需不

斷調整和學習，學友社的宗旨願景才

能與時代目標進一步實現。

此外，面對日益激烈的競爭，不

論人才、地方或財政資源，本社均需

要有系統的計劃才能得以應付。從高

瞻遠足的使命感和方向感，以至準確

的策略方針、周詳的工作計劃、實質

的成效評估，均是今天社會服務機構

生存和發展的基石。因此，為提升本

社的團隊協作能力、策劃機制和服務

成效，我們開展了「重思再構」的討

論和諮詢工作，重新檢視本社的使命、

未來願景與目標，確立未來發展計劃。

展望
良好有效的發展計劃，能使我們

未來的服務更聚焦，發揮更大的社會

影響力。作為多元化的服務機構，

要規劃未來、制訂策略並未雨綢繆，

走於人前，實有賴各團隊的合作和參

與。因此，我們期望日後的討論過程

中，員工及義工能有更多的參與及投

入。而世事瞬息萬變，社會急速發展，

新生代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我們單

單明白現今青年的需要並不足夠，有

時我們甚至要預視他們未來的關注。

這對學友社確是一項重大挑戰，但我

們堅信團結就是力量，同心同德，服

務香港青年是我們不變的承擔。

最後，謹此衷心感謝常委會全體

成員、全體員工和義工團隊的努力。

六十七年來，大家對本社服務貢獻良

多；我們深信在本社邁向鉑禧之際，

大家仍會堅守對本社的委身及承擔，

一起繼續攜手努力，促進社務發展。

主席　陳穎文										執行總監　陳凱茵

學友社立足香港六十七年，背後肩負簡單而重要的使命，就是按時代需要，提供平台讓青年學生探求真知，服務

社會，成為對社會有承擔與樂於奉獻的青年。為了回應社會對本社的期望與訴求，過去一年，本社更進一步轉型，

由常委會制訂方向，執行總監帶領推展，並透過更具全局系統的活動與服務營運模式，為青年學生提供更適切、

全面和多元化的活動和服務。

工作報告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潛能發展

到校服務 - 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到校服務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公民教育

大專平台

考察交流

媒體出版

研究調查



10

學生輔導

學友社發展學生輔導服務至今已逾三十年，致力為青年學生提供應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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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成長路上的困難

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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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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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8

至 17 日及 8 月 6 至 12 日期間（共 17 日，放榜前夕 7月

12 至 13 日通宵服務）設立 38 條「放榜輔導熱線」，共

接獲約 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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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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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25日舉辦三場「大

學聯招講座」，服務逾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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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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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教師工作坊

	面對多元化的出路資訊及大量學生

的輔導需求，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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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 24 及 30

日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吸引超過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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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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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月 9日舉行，吸引近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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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場面談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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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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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服務概況：

全港 27 個試場

18,021 應考人次

應試支援
為舒緩公開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學友社近年推出「支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系列」服務，並與香港電台合辦電台

節目，全方位支援學生備戰文憑試。

	學友社自 2011 年起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讓沒有公開考試經驗的考生熟習環境氣氛，並提供一個評核能力

水平的機會，減低臨場應試時的焦慮及不安。2015/16 年度的模擬文憑試除了有一直提供的四個核心應考科目外，更

首次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合辦，加開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卷一）模擬考試。今屆於 2015 年 11 月 21 日、11 月 28

日及 12 月 5日舉辦五場模擬文憑試，試場增設至全港 27個，共吸引 18,021 人次應考。

	本社招募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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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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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模擬文憑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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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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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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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9 月至 2016 年 3 月期間，增設至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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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節，

服務人次合共近 7,6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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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香港電台文教組聯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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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年內邀得 79 位嘉賓參與，包括教育局副局長、香港考

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以及 20所中學及 24 所大專院校派代表參與。

「奮發第一」環節內設有「文憑試考試須知系列」、「生涯規劃系列	—	職業博覽」等內容，協助考生全方位面

對應試、升學出路、就業及輔導課題。「奮進校園」環節，則有「校長訪談系列」、「文憑試成績優異學生專訪」等，

邀得大專院校及中學師生分享優秀高中教與學、學習心得、其他學習經歷、應用學習，以及出路輔導支援等經驗。

	■ 節目邀得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先生參與分享文憑試放榜及相關教育支援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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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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人，加上組長及督導28人，共同應付龐大的需求。全年接獲1,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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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至翌年 6月舉行，今年共有來自

15 所中學，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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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0 月至 2016 年 1 月舉行，包括培

訓課、日營及重溫日活動。2016 年 1 月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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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月 25 日舉辦嘉許禮，以表揚表

現優異及積極參與的學校及同學。

恆常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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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輔導的深度及其擴展性，以服務更多受眾。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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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外界大型展覽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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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學友社連續 6年獲香港貿發局邀請，於 2016 年 1

月 28 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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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免試收生計劃」講座

學友社獲教育局邀請統籌主任（學校服務）許雅

影姑娘於 2016 年 1 月 22 日及 2 月 25 日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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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本年再獲教育局邀請，於 2016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參與「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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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場，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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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職廣場升學博覽

學友社應星島集團求職廣場（JobMarket）邀請，

於 2016 年 6 月 5 日，由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

先生擔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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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日報海外升學講座

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受邀擔任都市日報於

2016 年 6 月 26 日舉辦之「海外升學講座」主講嘉賓

之一，講解海外升學概況及注意事項，讓同學及家長

為海外升學作好準備。

	■ 社工及輔導員在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為學生提供即場	
面談諮詢服務。

	■ 學友社在教育及職業博覽場內設置升學輔導攤位。

	■ 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先生擔任「求職廣場升學博覽」
的嘉賓講者。

	■ 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先生為	
「都市日報海外升學講座」的主講嘉賓。

	■ 都市日報海外升學講座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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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能發展

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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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繼續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

同時，亦首度與香港政策研究所合作，舉辦「香港傑出中學生

價值發展核心素養調查」發布會，選舉共吸引近 300 名來自

94 間學校的學生參與為期 7個月的選舉計劃。

 「『祝融』── 智
障學童共融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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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領袖透過舉辦工作坊，讓智障學童與主流學生共同交流，攜手製作相架、

木牌等工藝品，並於 2016 年 5 月 14 及 15 日連續兩天在旺角行人專用區向大

眾展出製成品，表達對智障學童的關懷祝福與接納共融之意，以行動展現出社

會領袖應有的人文關懷素質，實踐平等與共融的社會。

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 2016 年 5 月 21 日舉行閉幕暨頒獎典禮，邀

得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教授擔任主禮嘉賓，並頒發獎

項予十名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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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能發展中心於 2005 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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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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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輪評核 第二輪評核 第三輪評核

第四輪評核

閉幕暨頒獎典禮 :

選出 10 名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以及 20 名中學生領袖

選出 30 名準學生領袖，參加社會領

袖培訓課程：訓練營、交流團、香港

前瞻工作坊、自主的社區實踐計劃等

約 110 名學生參與約 300 名學生參與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的流程及內容：

核心服務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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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為鼓勵青少年投入區內義務工作，建立社區互助，學友社於本年度首辦V-ACT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透過「體驗式學習」，讓來自 7間深水埗區學校，共 18名區內中學生有更多機會探索社區的人與事、物與情。

	活動為期約七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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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辦基層兒童聖誕聯歡會、南亞兒童服務，以及為視障人士籌劃『曙光行動』2016步行籌款等，服務人次共1,560人。

	本計劃獲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贊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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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致社區互助及紓緩社區問題。新創建義工與參與同學共同參與活動，令雙方有交流分享機會，

新創建義工的分享對參與同學產生正面積極的作用。

核心服務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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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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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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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領航者計劃

高中組（中四、中五）

初中組（中二、中三）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對象：中二至中五學生

領航長培訓課程

對象：應屆中六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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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項目中與東南大學合作，合辦上海南京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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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名應屆中六學生，於 5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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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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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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間學校，超過 175 個

參賽者組成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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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開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訓練坊
2016 年 7月 17 日 提升組員個人潛能及建立團隊精神

CityRun 城巿定向比賽 2016 年 7月 31 日 以定向比賽形式認識香港

「家」「國」問答比賽 2016 年 8月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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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閉幕禮	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決賽
2016 年 8月 20 日 進行決賽及頒發獎項予各得獎隊伍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領航長誓師典禮 2016 年 5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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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月 28 日、

6月 4日	及 7月 1日
自我認識訓練、體驗團隊合作、歷奇訓練活動

「露」「宿」訓練營 2016 年 6月 9日至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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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月 18 日及

7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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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年 6月 21 日	至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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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年 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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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老人體驗 ]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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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 年 7月 22 日至 23 日 探訪露宿者及不同社群，親身體驗其生活

社會透視

[ 社區實習計劃分享會 ]
2016 年 8月 3日 學員互相分享得著及感受

國家層面

治國工作坊（兩節）
2016 年 6月 25 日及

7月 16 日
認識中國國情及熱門議題

國情交流團 2016 年 7月 5日至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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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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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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本年度服務概況：

179 間中學 8 所機構 約 300 場講座

=

全港服務覆蓋率約 40% 學校

176 場工作坊 22 場職場參觀 服務人次共 5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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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與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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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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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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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年度服務概況：

22 所中小學            服務人次共 1,693

到校服務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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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積極拓展各種到校個人成長、歷奇訓練、領袖及團隊培訓等潛能發展服務，按

中小學需要及參加者程度量身訂製各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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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到校服務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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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

學友社於 2005 年成立通識教育部，至 2011 年改組為公民視域，將聚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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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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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中學生對社會情況

的了解及認知。本活動獲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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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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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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議題如美

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公共衛生事件如疫症及食水含鉛風波；

曼谷炸彈爆炸及伊斯蘭國處決人質皆進入十大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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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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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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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是記者？」作為專

題，讓同學以專題研習手法，探討新媒體記者的定位，包括

其角色、職能、社會影響等方面。不少老師認為內容充實，

切合通識教育的教學，亦可讓參加者深入了解當今新媒體對

讀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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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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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平台

學友社大專部自 1997 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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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專部幹事會由來自各大專院校的學生組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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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闊大學 Live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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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拉闊大學以「大學發現號」為主題，於 2016 年 6月 24 至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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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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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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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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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大專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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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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南湖北考察交流團

2016 年 3 月 24 日至 30 日，準中學生領袖及工作人員一行 30 人前往武漢長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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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嶽麓書院、韶山、毛澤東故居、紅

樓、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紀念館、長江大橋、中山艦博物館、三峽大壩、武漢規劃展廳、光谷電子產業園、武漢大學、

黃鶴樓、香港特區駐武漢經濟貿易辦事處等。

核心服務 ︱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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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 – 上海南京交流團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與東南大學為明日領航者計劃合辦上海南京交流團，於 2016 年７月 5日至 11 日，讓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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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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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西外灘等，並與東南大學學生進行交流，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特色的了解。

核心服務 ︱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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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考察日（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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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 月期間，組織 2所中學逾 30 名本港

師生，參訪內地院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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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馬多元文化考察之旅

學友社獲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於 2016 年 8 月 24 至 29 日舉辦了「星馬多元文化考察之旅」，與約

30 位青年前往馬來西亞及星加坡進行交流考察。活動不但帶領香港青年認識「一帶一路」為東南亞地區帶來的經貿合作

潛力，更透過與當地人深入接觸和溝通，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族群關係有更全面、更立體認知，以培養「文化智商」。

珠三角西部青年學生交流團

本社與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合國際學院於 2016 年 8 月 6日至 9日合作舉辦「環境保育與發展」珠三

角西部青年學生交流團。透過講座、實地參觀考察、分組討論等一系列活動，讓青年學生對環境保育有深入了解。本

活動得到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

核心服務 ︱考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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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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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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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路輔導刊物，並推出革新版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Student.

hk，多方位涵蓋學生不同需要。

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 涵蓋中學生不同階段需要
本年度共出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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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社亦承辦教育局《內

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及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計劃一本通》。指南總發行量逾

三十萬本，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逾八成。因應政府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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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4 月的「中六升學指南 2015 讀者意見調查」，

成功收回221份有效問卷中，整體評價有37%受訪老師表示非常滿意，

61%表示滿意，書刊整體滿意率達 98%。

各指南訂閱統計

大中華

升學指南

高中選科及

升學指南

出路

指南

中六升學

指南

訂閱學校（所） 379 399 447 417

平均覆蓋全港 90% 以
上官津直資中學

超過 90% 教師表示
滿意或十分滿意

《中六升學指南 2015》教師意見調查

資料來源：《中六升學指南 2015》讀者意見調查表

《中六升學指南》

內 容：大學聯招選科策略、聯

招院校巡禮、聯招課程

一覽及新生入學成績、

聯招以外升學途徑、留

學漫遊等。

對 象：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七萬五千本（免費派發）

11 月 2015 年

核心服務 ︱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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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華升學指南》

內 容：內地、臺灣及澳門的升學資訊，

包括升學途徑、院校及學科概

覽、入學申請程序、選科選校及

報考策略的輔導文章，留學生活

知識等。

對 象：高中學生

發行數量：五萬本（免費派發）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

內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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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象：中三至中五學生

發行數量：六萬八千本（免費派發）

《出路指南》

內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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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訓練及就業資訊等。

對 象：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九萬八千套（一書兩冊，免費派發）

2 月 3 月 7 月

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

港學生計劃指南 (2016/17 學年 )》

內 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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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象：中六學生

（為「內地高等教育展2015」場刊）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

《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計劃 2016

一本通》

內 容：內地高等教育特色、

免試收生計劃日程、

參與高校一覽及分

布等。

對 象：中六學生

（為「內地高等教育展2015」場刊）

2016 年 2015/16 年度出版項目

核心服務 ︱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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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至 2016 年度出版項目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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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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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內容涵蓋升學、就業、生涯規劃、

個人成長及通識教育等內容，亦載有學友社各升學輔導

刊物的電子版供免費下載。每年逾一百萬瀏覽人次。

Student.hk 文憑試 Special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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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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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tudent.hk/enews/	

每月兩期 高中學生、教師及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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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約逾二萬

人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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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宣傳品

年報（2014-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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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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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及活動概覽（2016-201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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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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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

「香港傑出中學生價值發展核心素養」調查報告
青年人是香港未來社會的棟樑，當中的表現較突出的模範

學生更被社會寄予厚望。為此，香港政策研究所及學友社於

2015 年 11 月期間，合辦「香港傑出中學生價值發展核心素養

調查」，以問卷形式向「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24 位

參選同學進行調查，了解他們的價值觀及核心素養。調查結果

顯示傑出中學生學習範圍涉獵面廣，有別於社會普遍認為「好

學生即死讀書」的刻板形象。

調查亦發現受訪學生，經常留意新聞時事，也常常與家人

或朋友討論社會議題。惟只有一成同學曾就政策、措施，參與

公眾諮詢活動，電郵、填表或其他書面方式（10%）或以遊行

方式（19%）向政府表達自己意見。

此外，近八成受訪學生相信《基本法》保障香港安定與發

展及相信「一國兩制」對香港發展有利，亦有近九成認為香港

不是中國的普通城市。絕大部份受訪學生以「香港人」為第一身份（99%），並對此身份感到驕傲（92%），逾七成

受訪同學也認同自己是一個中國人。

學友社建議同學應加強身處的社區及香港社會的了解，掌握自己及香港的形勢與定位，以配合全球化時代的發展。

「文憑試考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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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升趨勢。為此，學

友社於 2016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

1,2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他們前往內地及臺灣升

學的意向及認知。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對兩地升學的資訊

掌握較去年有增長；受訪學生憂慮畢業後的認受性。

此外，調查對比2016及 2015年受訪學生的數據，

發現受訪學生對兩地升學資訊的掌握有所上升，其中

有四成及近六成學生了解內地及臺灣大學報讀方法；亦

有近一半及逾六成學生了解內地及臺灣大學質素，均有

4%至 7%的增長。

學友社建議，學生考慮學歷認受性時不能只憑主觀

印象，要分別了解回港後在學術上及專業上的銜接。持

非本地學位的畢業生可向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申請學

術評估，評定總體學歷相當於香港的資歷級別；而內地與香港亦已簽訂備忘錄在高等教育升學上互認學歷。但即使如

此，有意投身特定專業的同學仍要滿足各專業團體的執業資格條件。長遠而言，兩地可與本港當局或專業團體簽訂更

多專業認可安排及細節，應能逐步釋除學生對學歷認受性的顧慮。

為了解學界所需，學友社不時就教育相關事宜進行問卷調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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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 ︱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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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
學友社於 2016 年 1 月期間，以問卷形式訪問逾 1,2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面對文憑試的困難及壓力。

調查結果反映應屆考生的各項壓力指數均與去年相若，惟在自我期望過高、朋輩競爭及社會輿論等壓力來源指數上

升，致整體壓力指數較去年輕微上升。

調查結果顯示，考生認為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平

均分為6.99分，以10分為最高，情況較去年輕微上升。

而當中約 14%的考生稱文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為 10分

（表示壓力大得不能承受），較去年上升 2%，情況值

得關注。

學友社建議同學要正面關注自己的情緒及壓力，並

列舉數個小秘訣協助考生紓緩壓力，包括做好時間分

配、遇難題時不作糾纏、將憂慮寫下不作多想，以及試

後不急於核對答案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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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教育局於去年推出「指定專業 / 界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由 2015 至 16 學年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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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 月，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逾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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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逾六成考生會考慮報讀資助

計劃相關課程。受訪考生選擇報讀資助計劃課程

時，有近半受訪考生最為關注的因素是畢業生出

路，另外逾四成考生認為相關課程的入學要求、學

費及行業前景亦是主要考慮因素。

學友社建議，教育局在推行資助計劃的同時，

亦可多加關注學生不同的需要，因資助計劃除在經

濟上提供支援外，亦有助提升課程與畢業生的認受

性及信心。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 www.hyc.org.hk 下載



拓展與協作
對外關係

人才培育及凝聚

資源拓展



34

「啟夢伙伴」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為協助中學生開展生涯規劃教育，學友社 2015 年首辦「啟夢伙伴」

商界生涯規劃合作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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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透過參觀工作環境及與前線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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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參與「啟夢伙伴」的企業及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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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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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外關係

榮獲「香港星級品牌 2015」—非牟利機構獎
本社一直致力於青年學生培育工作，為學生、家長、教師提供全面及優質的服務，榮獲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舉

辦「香港星級品牌 2015」—非牟利機構獎，為該選舉 2015年首設獎項，以表揚非政府組織為社會持續發展出貢獻。

頒獎典禮於 2015 年 11 月 17 日舉行，由常委會主席陳穎文女士及執行總監陳凱茵女士代表領獎。

	香港會計師公會 	通域存網有限公司

	嘉雯美容集團有限公司 	ONYX 酒店集團

	香港警察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機電工程署 	微軟香港有限公司

	建造業議會 	香港電訊

	凸版印刷 ( 香港 ) 有限公司 	Riot	Games	Service	Limited

	中國飛機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諾富特世紀酒店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元富科技有限公司 	拉斐特婚禮協會

	施特偉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香港話劇團

（排名不分先後）

拓展與協作 ︱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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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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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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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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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承辦指南顧問及編輯

工作、出席升學講座等。

•	 獲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邀請合作，包括

承辦一本通編輯及製作工作、協助報名確認工作等。

•	 明日領航者計劃邀得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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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

得 6間機構合作進行義工服務。

院校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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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曾與北京師範大學 - 香港浸會大學聯

合國際學院、中山大學、武漢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暨

南大學等內地高校合辦交流團。

青年團體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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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內地免試收生計劃」招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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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除承辦內地免試收生計劃

指南及一本通的顧問及編輯工作外，亦參與內地升學講座及協助處理報名工作。

•	 出席教育局「2015 內地高等教育展」講座	

2016 年共有 84 所內地高校參與免試收生計劃。教育局於 2015 年 11 月 7日及 8日假座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舉

行「2015內地高等教育展」。本社代表應教育局邀請出席擔任講座嘉賓，解答在場師生家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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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月 22 日及 2月 25 日於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舉辦的內地升學講

座擔任講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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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心處理報名核實工作，安排人手於

2016 年 3月 10 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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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與協作 ︱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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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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訓義務專業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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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校服務導師培訓（生涯規劃及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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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活動都對入校導師需求甚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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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考核後成為入校導師，帶領生涯規劃工作坊。

合共提供了 93 人次訓練，最後共有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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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服

務。本社於 2015 年 9 月至 10 月舉辦入校導師訓練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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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名參加者完成訓練及評核，其中 15 人完

成入校實習並成為合資格入校導師。

人才培育及凝聚

拓展與協作 ︱人才培育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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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及職員凝聚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學友社共有約 1,000 名社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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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2015

11 月 29 日 幹事迎新日 共 35 位社員參加

12 月 24 日 同事聖誕聯歡 共有 31位同事、社長及常委參與

2016

1 月 2日 展中新年聚 共 37 位社員參加

1月 16 日 社友聚餐 當晚筵開 8席，約 100 位社友及社員參與

1月13日、1月20日、

1月 27 日
解構香港討論小組

舉辦 3次小組聚會，分別就香港政治、經濟及社會

狀況作討論及深入分析，共 34位社員參與

1月 31 日 學友社猴友相聚團年飯 共 63名社員及同事參與

2月 4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 3席，共有 28 位社長、	

常委、同事參與

2月 28 日 「Avengers	War」氣槍射擊訓練課程 約 30人參與

2月 29 日 全社春茗
筵開 12 席，共邀請 94 位外界嘉賓及 49 位社長、

常委、同事出席

3月 29 日 咖啡拉花班 約 15 人參加

4月 17 日 野餐 x	Running	Man 共 15 位社員參加

4月 22 日、9月 30 日 晚餐會 共約 60 位社員出席

5月 9日 錢進無難度 共 14 人參加

5月 19 日 性格透視 ®工作坊 共 19位社員參加

6月 3日
「一步一腳印～回憶中的我們」大專

部邁向 20週年慶祝活動
共 23 位歷屆及現屆幹事參加

7月 3日 展中盃 共 43 位社員參與

7月 16、8月 7、13、

21 日、9月 4日
急救班 共 22 位社員及同事參與

8月 13 日 戰爭零距離 共 23 位社員參與

9月 2日 學友社員工發展日 共有 30位同事參與

9月 3日 夏水禮 共約 30 人參加

9月 12 日 魔術班 共 12 位社員參與

9月 25 日
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週年頒獎典禮─

愛．回社
共 58位社員參與

普通社員
621 人

基本社員
270 人

永久社員
10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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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拓展

拓展與協作 ︱資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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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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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年度成功爭取多項外界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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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2016-18)
民政事務局

學友所承─校本生涯規劃朋輩輔導計劃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第 24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第 25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6

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計劃

星馬多元文化考察之旅 公民教育委員會「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青年社會領袖培訓計劃─湖南湖北考察之旅

青年國情體驗計劃 2016 上海南京考察之旅

環境保育與發展─珠三角西部青年學生交流團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內地考察資助計劃

戰爭零距離 深水埗區青年活動委員會

V-ACT	深水埗地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新創建集團慈善基金

	

活動贊助
學友社每年舉辦多種活動，承蒙多間機構及多位人士慷慨贊助經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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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名不分先後 )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KOKUYO	Co.,	Ltd.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彩豐行有限公司

復興 ( 香港 ) 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會計師公會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東華學院

Raffes	International	College	Hong	Kong

IDeal	Design

Manfield	Wan	Makeup	Image	Styling

阿炸@Snappro

Mr.	Dick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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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財政年度：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

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0TH JUNE 2016

2016 2015

------ ------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3,604,689 4,195,216

Advertising	income 3,994,407 3,926,070

Donations	received 2,944,133 956,283

Dividend	income 72,705 55,310

Interest	received 441 619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33,710 28,520

Sundry	income - 20,402

________ ________

10,650,085 9,182,420

------------ ------------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578,184 4,308,263

Depreciation	 35,789 37,013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445,741 4,942,110

________ ________

11,070,547 9,298,219

------------ ------------

DEFICIT FOR THE YEAR (420,462) (115,799)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loss)/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07,180) 328,075

________ ________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727,642) 212,276	

======= =======

附錄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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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0TH JUNE 2016

2016 2015

------ ------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1,036,367 1,063,376

Prepaid	lease	payments 303,337 314,170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143,618 1,450,798

________ ________

2,483,322 2,828,344

------------ ------------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14,270 15,7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2,485,980 2,637,017

Prepayment 212,381 235,377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3,482,638 4,626,066

________ ________

6,206,102 7,525,063

------------ ------------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240,343 2,748,639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87,106 403,983

________ ________

2,327,449 3,152,622

------------ ------------

NET CURRENT ASSETS 3,878,653 4,372,441

------------ ------------

6,361,975 7,200,785

======= =======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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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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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67,524) 239,656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13,312 124,480

GENERAL	FUND 2,536,187 2,956,649

________ ________

6,361,975 7,200,785

======= =======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3rd	October	2016.

附錄 ︱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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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顧問

行政及財務組 學生輔導中心

大專部出版及資訊科技組

學校服務組 潛能發展中心

公民視域青年發展組

監察委員會

社長

常務委員會

執行總監

職員組別 義工區部

名譽社長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　　長（201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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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務委員會成員（2015-2017 年度）
主 席

陳穎文

副 主 席

梁銘言

委 員

包添隆         江奕謙         列豪章         梁麗嬋
	

執行總監

陳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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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幹事名單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2015-2016 年度）

總 幹 事：	 周頴進

副總幹事：	 李嘉莉 ( 兼財政 )

幹 事：	 包添隆、田芷蓓、李曉晴、羅嘉誠、林庭峯、李 鶯、蔡永耀

	 	 鍾皓俊、曾寶兒、石匡怡、袁駿峰、周凱雯、楊凱婷、馬瀚津

	 	 趙梓樂、張峻銘、方琮瑋、郁曉彤

	

學生輔導中心幹事會（2015-2016 年度）

總 幹 事：	 吳寶城

副總幹事：	 陳倩雯

財 政：	 徐兆恆

幹 事：	 譚志聰、余淑芬、黃嘉豪、郭鍵樂、蕭君寧、李 翠、呂駿輝

	

大專部幹事會（2015-2016 年度）

總 幹 事：	 孫梓媛

內務副總幹事：	 羅銘峰

外務副總幹事：	 文思琪

財 	 政：	 甄俊彥

幹事 (宣傳及出版 )：	 詹佩漩

幹事 ( 公共關係 )：	 李宝薏

公民視域幹事會（2015-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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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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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名單

行政及財務組 統籌主任（行政及財務） ：周燕如

行政助理 ：謝玉亭、黃淑娟、

鄭冠鋒（於2016 年 8月 3日起）

（兼職）會計 ：錢本剛	

（兼職）庶務員 ：宋愛金（於2016 年 4月 1日起）

出版及

資訊科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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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主任 ：黃曉彤	（由 2016 年 2月 18 日起升任）

編輯 ：黃思婷	（於 2016 年 8月 31 日止）

編輯助理 ：尹孝賢

黃韻盈（由2016 年 9月 19 日起）

傳訊助理 ：劉嘉欣（於2016 年 1月 8日止）

助理傳訊主任 ：彭嘉怡（於2016 年 4月 11 日起）

市場助理	 ：麥凱珊（由2016 年 6月 20 日起）

系統管理員 ：黃志虎（於2016 年 4月 30 日止）

資訊科技員 ：譚凱峯（由2016 年 7月 19 日起）

行政助理 ：葉雅絲

學校服務組

統籌主任（學校服務） ：曹春生、

許雅影（於2016 年 5月 31 日止）

社工 ：陳衍宗、鄒港進、石展邦、周芷楓	

倫慧宜（由 2016 年 6月 20 日起）

李婉薇（由 2016 年 9月 1日起）

余淑芬（於 2015 年 11 月 6日止）

陳曉君（於 2016 年 3月 31 日止）

陳泳聰（於 2016 年 8月 31 日止）

生涯規劃導師 ：伍玉儀（由2016 年 1月 4日起）

項目幹事 ：許敏喬（由2015 年 10 月 1日起升任）

項目助理 ：林海紅

黎家韻（於2016 年 4月 15 日止）

盧慧姍（由 2016 年 4月 18 日起）

行政助理 ：李婉雯、

余惠琼（由2016 年 8月起調組）

活動工作員 ：鄧浩然（由2016 年 9月 19 日起）

青年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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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助理 ：陳朗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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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資深社員

謝凱健、王翠蘭、湯國焜	

黎穎嘉、馮立信、嚴永皓	

職員長期服務獎

梁兆南

（集體）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個人）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陳愷瑩

傑出幹事

張峻銘、陳倩雯、文思琪、陳永裕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陳愷瑩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郁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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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愷瑩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歐陽佩欣

（集體）優秀服務獎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放榜輔導熱線籌委會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個人）優秀服務獎  

李 鶯、譚芊睿、方琮瑋、周凱雯

余淑芬、黃嘉豪、陳愷瑩、陳永裕

（集體）服務獎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明日領航者計劃籌委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籌委會

潛能發展中心	─	社員發展小組

潛能發展中心	─	興趣組小組

潛能發展中心	─	文化與社會小組

潛能發展中心	─	訓練組

學友所承籌委會

學生專線籌委會

大學聯招講座籌委會	

（個人）服務獎

石匡怡、石穎姍、鄧福謙、蔡永耀、馬瀚津

張兆康、何采珈、梁佩詩、袁駿峰、劉嘉欣

黎麗燕、李慆皚、何宇航、梁藹媛、林于靖

吳浚傑、黃榮晉、趙奕斯、梁曉穎、馬穎瑜

梁凱銘、鄭善文、張家標、勞震雲、余姿汶

康頌怡、官嘉怡、梁瀞文、葉銘恩、曾秀慧

范美儀、陳啟耀、陳宗懷、鍾皓俊、吳家詠

李曼琪、袁匡俊、盧展鴻、石毅俊、李嘉莉

田芷蓓、李曉晴、羅嘉誠、林庭峯、楊凱婷

趙梓樂、張峻銘、徐文偉、張奕凱、盧俊彥

徐淑雯、朱楚穎、冼柄潮、鄧小儀、鄺俊達

李思賢、陳欣婷、黃詠芝、盧寶珠、郁曉彤

陳潤德、何 晴、陳展鈞、歐陽佩欣

呂駿輝、李 翠、郭鍵樂、蕭君寧、徐兆恆

譚志聰、黎穎嘉、梁仲康、王開傑、張立君

林冬玲、莊英儀、黃進彥、江奕謙、劉慧瑩

林瀚元、蕭翠芝、譚勵程、曾綺雯、羅孔亮

李詠欣、吳子欣、趙敬唐、黃卓珩、曾皓楓

邱少玲、關秀易、吳嘉琪、區智聰、朱家杰

吳倩盈、陳敏暉、譚海軍、孫嘉莉、方煜如

李詩敏、李嘉雯、黃菊珍、何詠儀、梁文慧

葉詠欣、鄺美蓮、鍾穎翹、魏逸戈、曾國偉

李雙如、陳稀文、曾嘉詠、陸映澄、霍褘穎

鄭凱嘉、何雩晴、曹晶晶、黄苗峰、伍穎騫

馮子盈、林嘉琦、梁鈞年、黃卓瑤、蔡洛如

關漢華、黃思揚、陳海慈、鄭曉芹、李向邦

陳善鍕、陳智豪

李采穎、施建康、梁啟盈、文思琪、余庭洵

羅銘峰、李宝薏、胡穎熙、詹佩漩、鄭兆浚

甄俊彥、李驍軒、陳子偉、李家希、陳潤生

馮運通、黃漪澄、李珮詩、張鎮良、韋俊鴻

孫梓媛、林敬庭

吳柏源、鄒 晴

（排名不分先後）



46 附錄 ︱同行伙伴

同行伙伴

本社衷心感謝於 2015 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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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模擬文憑試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

合辦機構︰香港會計師公會

	

第二十四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比賽評判團

岑倚蘭女士	 資深傳媒工作者

沈旭暉副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課程主任

呂秉權先生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高級講師

皇甫河旺教授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曹虹教授	 恒生管理學院協理副校長 ( 傳訊及公共事務 ) 兼傳播學院院長

陳學然副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助理系主任

陳景祥先生	 資深傳媒工作者

郭錦鴻先生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高級導師

黃仲鳴副教授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

馮振超先生	 AM730 副社長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楊玉峰副教授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潘少權先生	 晴報總編輯

Prof.	CHIU	Chi-yue	 De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Mr.	Chris	Yeung	 Editor	of	the	Voice	of	Hong	Kong	website

Dr.	Judith	Clark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Dr.	Sherman	LEE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網絡人間」專題探究比賽			賽前工作坊講者

吳曉東先生	 FactWire（事實傳真通訊社）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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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夢伙伴──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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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劉佩玉議員辦事處

•	 梁文廣議員辦事處

•	 甘文鋒議員辦事處

•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	 元朗民生服務處

•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有限公司

•	 一團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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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扶弱紓困協會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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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辦機構：香港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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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訊盈科及其集團成員香港電訊

•	 微軟香港

•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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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嘉雯美容集團



培育青年  服務社會  捐助學友社

本人	/	本機構願意支持學友社：(	請於適當方格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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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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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
沿
此
線
撕
下
及
傳
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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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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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您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