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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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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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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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