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nual 
   Report

2 0 1 6 - 2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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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心‧學友同行



目錄
學友社簡介 02

一分鐘年報 04

社務報告 06

核心服務 �
        學生輔導  08

        潛能發展 14

        到校服務 - 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18

        到校服務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19

        公民教育 20

        大專平台 22

        考察交流 23

        媒體出版 26

        研究調查 31

拓展與協作 �
        對外關係  34

        人才培育及凝聚 36

        資源拓展 38

附錄 �
        財務報告 40

        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42

        義工幹事名單 43

        職員名單 44

        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45

        同行伙伴 46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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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 旨

學友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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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近七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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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您認同學友社的理念或工作，請捐款支持我們：

1. 網上捐款 :�www.donation.hyc.org.hk

2.�經銀行戶口入帳�

�012-352-10334182�中國銀行（香港）�

3.�郵寄支票：郵寄抬頭「學友社」或「Hok�Yau�Club」的劃�

�線支票至本社。

u�如捐款HK$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稅項減免。如需索

取捐款收據，請與本社聯繫。

u�如需索取捐款收據，請將有關收據或證明，如通知書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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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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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顧問

尤曾家麗女士 段崇智教授 胡鴻烈博士
唐偉章教授 張仁良教授 郭位教授
梁君彥議員 陳繁昌教授 黃玉山教授
曾鈺成先生 華道賢教授 彭韻僖律師
葉國華先生 楊潤雄局長 劉江華局長
鄭國漢教授 劉鳴煒先生 鄭慕智博士
錢大康教授 羅致光局長

社務顧問

李貝茜女士 李金鐘校監 吳國榮律師
盧子健博士 魏雁濱教授

義務法律顧問

崔建昌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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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星期六晚上8時至8時30分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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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服務

•�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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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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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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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流考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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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及

青年發展服務人次

共57,212

服務覆蓋全港官津直中學

每位義務輔導員平均培訓

使用服務及參與活動中學

約86%

共40小時

共410間

與學校緊密協作

員工年資專注於服務學生

積極培育義工投入服務

義工

共258位

2位 4位 6位 8位 10位 12位

10年以上

7至9年

1至3年

少於1年

4至6年

員工服務年資

註：數字尚未包括媒體出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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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年報

年度主要數字（2016年10月至 2017年12月）

一分鐘年報



重點服務（2016年10月至2017年12月）

年度財務概況 (2017年1月至12月 )

一分鐘年報

香港模擬文憑試

升學及輔導

十大新聞選舉
共吸引17,730人次

增至31個場地

共接獲約4,700宗求助個案

每個案約傾談15分鐘

有效投票學生人數

共74,472人 

共137所中學參與

總收入 $10,406,161 總支出 $10,487,139

媒體出版廣告 41.4%
服務活動及行政營運49.0%

各單位活動 31.1% 人力資源50.6%

外界捐款 /
資助 26.5%

註：尚未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詳細財務報表見 P40-41。

指南總發行量

359,000套

註：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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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
主席　　　李浩然博士
執行總監　陳凱茵女士

學友社六十九年來立足香港，背後肩負簡單而重要的使

命，就是回應全港青年學生的需要，為他們提供適切和多

元化的服務。年內，我們累積了豐碩的經驗，為未來深化

機構管理和服務改革，建立良好基礎。

學生服務及活動

除學生輔導服務及生涯規劃教育外，學友社亦專注青年學

生的全人發展。自1992年起，本社每年舉辦「全港中學生

十大新聞選舉」，希望透過選舉活動增強中學生閱讀新聞的

深廣度，提高他們對社會、國家及國際事務的認知。活動

廣獲社會各界認同及獲全港學校踴躍支持，每年參與投票

的學生超過60,000人。2016年，選舉活動踏入第二十五

屆，除年度新聞選舉活動及新聞評述外，更舉辦「香港媒體�

一直在變」專題研習比賽，及於比賽頒獎典禮上舉行「1992-

2016年香港十大新聞選舉」，讓參與學生現場選出過去25

年來者最為深刻的新聞，表達他們對社會的關注。

本社重視青年的生命教育，亦鼓勵和帶領青年對身處的社

區有更多的關心和探索。本社獲「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贊助，連續兩次舉辦生命教育活動「拉闊生命」。透過一系

列活動包括座談會、殯葬主題的導賞團，讓深水埗區學生

能夠從中認識「生死」議題。同時亦透過探訪社區長者，促

進長幼共融，從雙方故事中一起展開新的人生歷程，拉闊

對生命的思考。

適逢香港回歸20周年，本社獲「《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

資助舉辦「回歸二十年－一國兩制的制定及在香港的實踐」

教育推廣計劃。計劃內容包括「吾講吾識基本法—講座暨競

技工作坊」專題講座暨展覽開幕禮、教師經驗交流分享會及

網上學習資源。計劃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與師生共同討論

和介紹《基本法》這個嚴肅的話題，提高師生對基本法及一

國兩制相關議題的認識。

員工團隊培育

全體員工是本社的重要資產，也是為社會和青年學生提供

優質服務的基礎，故此，本社重視員工的培訓工作。本年

度，本社舉辦了「社會影響力工作坊」，邀請了「親切」前總

監湯崇敏女士擔任導師，介紹不同量度社會影響的模式及

做法，讓本社員工了解各種模式的應用及所涉及的資源，

藉此得到發展本社服務的啟發和開拓資源。

義工貢獻備受嘉許

多年來，本社服務及活動有賴各方青年義工的籌劃及推

動，才得以成功開展。為表揚義工對社會的貢獻及「勇於承

擔　樂於貢獻」精神，本社每年推薦多位社內義工參加不同

機構舉辦的義工獎勵計劃。年內，本社共有3位義工獲嘉

許，分別是張峻銘獲頒發「香港傑出青年義工」；郁曉彤獲

頒發「深水埗區優秀青年」；及林敬庭獲頒發「深水埗區傑

出義工」。

機構管理更新

2017年，為提高管理效率、改善服務質素，以及增加成本

效益，本社透過各項收支數據分析、檢視各業務和單位的

財政狀況，辨識可開拓的收入來源和可節省的資源，以配

合整體未來的財政運用，及有助建立系統監管及預測財政

的可能性。

此外，本社有幸參加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香港會計

師公會『會計專業惠社群』計劃」及「非政府機構策略規劃」

伙伴計劃。透過配對專業顧問，為本社提供財務及風險管

治和策略規劃方面的意見，以協助本社進一步實踐機構使

命。衷心感謝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支援本社提升服務社會

的能力；以及多位顧問代表：黃龍德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

司黃俊碩先生、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張敏輝女士，以及羅兵

咸永道公司郭美雯女士和馮蔚妍女士，無償地貢獻精神、

時間、知識及經驗，就本社的財務、管治及規劃上提供諮

詢服務。

評估過去　策劃未來

自2016年起，本社已開展檢視及再思機構使命的工作。過

程中，常委會與各單位義工及員工總結和分析過往經驗，

並審視最新形勢。本年度，常委會更調整進一步的發展

需要和定位，清晰地規劃本社長遠發展的願景、使命和目

標。( 常委會確立本社的願景為「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

祉」，並正與各持份者就使命及發展計劃作深入討論。)

未來，本社希望優先落實管治架構和管理制度上的改革，

包括成立多個發展委員會和設立審計制度，建立機構策劃

機制和服務標準，並配合電腦化工程的技術支援，完善各

種管理工作的制度和匯報機制，提升機構內部運作的效

能，鞏固本社整體的實力和根基。

此外，本社因應學生的需要、生活習慣和活動模式持續轉

變，亦面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生態和服務形勢轉變，將逐步

改革服務內容。繼往開來，本社將不斷審視現有服務的社

會需要，從而規劃長遠的發展，使學友社的服務能持續向

前，與學生同行，關懷學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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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學生輔導

F 潛能發展

F 到校服務 –– 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F 到校服務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F 公民教育

F 大專平台

F 考察交流

F 媒體出版

F 研究調查

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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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路及放榜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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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7至16日及

8月5至12日期間（共18日，放榜前夕7月11至12日通宵

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熱線」，共接獲約3,100個求助

個案，平均傾談時間約15分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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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3日舉辦兩場「大學聯

招講座2016」，服務逾1,300人次。�講座內容包括聯招選

科策略、入學面試技巧、中、英文科目應試策略，並邀得

八大院校各自派代表即場解答提問。同場亦邀得資深教育

工作者分享中、英文科應試策略。

*原定於2017年10月15日舉行「大學聯招講座2017」，因

當日懸掛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而取消。

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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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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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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教師工作坊

學生面對放榜時，教師的支援可謂必不可少，故此學友社每年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讓教師了解最新出路資訊及形勢、

聯招改選策略及輔導技巧，以協助校內升輔工作的開展。學生輔導中心於2017年6月23日舉辦「教師工作坊」，吸引超過

300位中六班主任、升輔教師參與。

DSE 家長工作坊

學友社「DSE家長工作坊」專為應屆文憑考生的家長而設，

一方面透過講座讓家長更了解大學聯招的運作方法及多元

升學出路的資訊，另一方面透過工作坊，共同探討交流與

子女溝通的有效方法，進而舒緩考生壓力，以協助他們積

極面對放榜和升學問題。是次工作坊於2017年5月27日舉

辦，吸引約60位家長參與。家長可透過不同活動了解現時

的學制及出路資訊、學生的價值觀，從而進一步探討與子

女有效溝通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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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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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為舒緩公開試為學生帶來的壓力，學友社每年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並與香港電台合辦電台
節目，全方位支援學生備戰文憑試。

應試支援

香港模擬文憑試

學友社自2011年起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2016/17年度

的模擬文憑試包括4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

學、通識教育）及1個選修科目（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

透過模擬公開試的情境，讓學生經歷其中，並提供一個評

核能力水平的機會，減低他們在真正考試時的緊張和不

安。今屆於2016年11月19日、26日及12月3日舉辦5場

模擬文憑試，場地增設至全港31個，共吸引17,730人次應

考。

本社招募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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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30應考人次全港31個場地

2016/17年度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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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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節目共邀得193位嘉賓參

與，包括時任候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時任食物及衛生局

局長高永文先生、時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唐創時博士，

以及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其中包括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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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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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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輔導的深度及廣度，以服
務更多受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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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為全港學生、家長及公眾提供升

學、就業及情緒支援等諮詢服務。本年度受訓及通過考核

的輔導員有47人，加上組長及督導75人，共同應付龐大的

需求。年內共接獲1,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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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所承．校

本輔導大使」計劃於每年約6月至翌年6月舉行，以校本及

朋輩服務模式，培訓中學生成為校內升學輔導大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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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6月至翌年6月舉行，共有來自20所中

學，1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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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舉行，包括多堂培訓課、日營

及重溫日活動。2017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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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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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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連續7年獲香港貿發局邀請，於2017年2月

23至26日的「教育及職業博覽」場內設置升學輔導攤位，

同時免費派發升學指南及單張，並由社工及受訓輔導員為

學生及家長提供即場面談諮詢服務，解答升學及出路疑難。

教育局多元出路資訊 SHOW

學生輔導中心本年再次榮幸獲得教育局邀請，於2017年5

月6至7日參與「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7」，於場內設置

升學輔導攤位，即場為同學、家長提供面談諮詢服務。是

次展覽有多場多元升學出路同職業專才教育講座，學友社

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先生及學友社項目主任（註冊社

工）陳衍宗先生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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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輔導中心應星島集團求職廣場（JobMarket）邀請，於

2017年5月20至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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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E 升學出路攻

略」，為計劃升學的學生及其家長講解放榜貼士及選科秘

技，提供全面的本地升學須知資訊。

13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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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名學生參選。選
舉計劃以「唔止選舉咁簡單 More than you think」為口號，讓學生領袖彼此交流學習，並有機會
接觸不同界別的社會領袖，讓這群明日領袖汲取更多經驗，盡早訂立目標，回饋社會，貢獻香
港。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流程及內容：

第一輪評核

小組活動式面試

第二輪評核

小組活動式面試

第三輪評核

小組活動式面試

閉幕暨頒獎典禮：

選出及嘉許10名傑出中學生領袖， 
以及20名中學生領袖

選出31名準學生領袖，

參加社會領袖培訓課程：

訓練營、交流團、

社會實踐工作坊等

約400名學生參與 約280名學生參與

2016-17年度選舉除榮獲十位大學校長的支持，擔任本選舉

名譽顧問，亦繼續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另外，我們繼

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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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約400名學生參與選舉計劃。

社會實踐活動：「港還講 gong2waan4gong2」

為 向 大 眾 宣 揚 對 傳 承 粵 語 文 化 價 值 的 關 注，是 屆 學

生 領 袖 於2017年1至5月 期 間 親 身 籌 備 了「港 還 講

gong2waan4gong2」活動，透過舉辦話劇演出和廣東話文化

體驗館，讓參加者體驗失去粵語後的香港，藉此感受本土語

言文化的重要性，欣賞及了解粵語文化在香港的發展及現況。

第四輪評核

經由評審團個別甄

選評分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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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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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17年5月27日舉行閉幕暨頒獎典禮，邀得青年

事務委員會主席劉鳴煒先生擔任主禮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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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參加者感受
OSL 最吸引到我的是大家都可以自由、無分階級地表

達自己的意見，因為大家都互相尊重同彼此學習。

 參加者感受
活動令我更了解本區，透過社區探索及籌辦活

動，令我對自己社區——深水埗，更有歸屬感。

而更高興能認識一班好好的組員及導師。

 參加者感受
OSL 是我見過第一個有這麼多培訓課程及實踐機會的

計劃。我很享受這種學習模式，能有效提升我各方面

的能力。

 服務使用者感受
今日好開心呀！好多謝學友社的你們，希望下次

再見！

活動為期約三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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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旗活動、自行籌劃之社會服務 – 愛心深行

動及社區考察等。另外，參加者透過不同形式的分享，

於所屬學校內分享活動中的學習與經歷，鼓勵其他學

生關心社區，身體力行服務社區內有需要的組群，繼

而推廣義工文化。整體而言，活動為深水埗區學生提

供服務本區弱勢社群的機會，以達致社區互助及紓緩

區內問題，同時亦建構深水埗區內的青年義工網絡、

進一步累積社區資本。服務人次共1,440人。

為鼓勵青少年投入區內義務工作，以宣揚義工文化，建立和諧互助社區，學友社於2017年2月
19日至5月21日舉辦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透過「體驗式學習」，讓來自3間深水
埗區學校，共10名區內中學生有更多機會探索社區的人與事、物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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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甚麼樣的年青人，造就甚麼樣的未來」，因此，學友社於2005年起舉辦明日領航者計
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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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屆計劃共吸引逾230所中學參與，總活動參加人次超過3,500人。

明日領航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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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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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定向總會及同社合作；「領航長培訓課程－社會層

面」的社區實習計劃則與6間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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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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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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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領航者計劃

高中組 
（中四、中五）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領航長培訓課程

對象：應屆中六畢業生

初中組 
（中一、中二、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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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日　　期 內　　容

領航長誓師典禮 2017年5月27日 在嘉賓的見證下，領航長培訓課程正式揭開序幕

個人層面

修身工作坊（四節）
2017年5月27日、6月3
日、6月24日 及8月5日

自我認識訓練、體驗團隊合作、歷奇訓練活動

「露」「宿」訓練營 2017年6月8至11日 學習野外活動及露營知識、自我認識、學習有效溝通技巧

社會及國家層面

社會政策工作坊
2017年6月17日及 

7月1日
探討本港社會議題，加強批判性思考及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社會透視 [ 社區實習計劃 ]
2017年6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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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年7月26日 於黑暗環境體驗視障人士的困難及需要
社會透視 [ 嚐貧身體驗 ] 2017年7月27至28日 走進基層市民的社區、住所，親身體驗其生活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分為初中組（中一至中三）及高中組（中四及中五），今年共得來自8間學校，超過56個參賽者組成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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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開幕禮 2017年 7月15日 宣佈明日領航者計劃正式全面展開

兩日一夜訓練露營 2017年 7月15至16日 以露營形式提升高中組組員個人潛能及建立團隊精神
CityRun 定向比賽 2017年 7月30日 以定向比賽形式認識香港

「家」「國」問答比賽 2017年 8月1日 以問答比賽形式加深同學對香港與中國的認識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7閉幕禮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決賽 

2017年 8月12日 進行決賽及頒發獎項予各得獎隊伍

 參加者感受
「我們並不是等待被塞滿的瓶子，而是盼望燃燒的火

焰」。還記得我在誓師典禮上寫下的這一句。感謝「明

日」給了我朋友和經歷，讓我學習包容和欣賞，讓我

反思和不斷探求，讓我得到燃料和能量。

 參加者感受
計劃以遊戲的有趣方式進行，增加我對香港社會的了

解，更有意義的是，每次遊戲完結後，導師都會帶領

我們一群組員對議題作進一步的討論和反思。

17潛能發展∣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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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推行中學生升學輔導及生涯
規劃教育。本社提供的到校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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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 17年度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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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引領學生認清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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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至17學年獲民政事務局「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

助計劃」資助，為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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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間中學 9所機構 約345場講座 171場工作坊 22場職場參觀

服務覆蓋率

約39% 間官津直中學
177,04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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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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玩出好品格

F  玩出好團隊

F  溝通無難度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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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團隊挑戰歷奇日營

F  領袖體驗教室

F  溝通體驗教室

F  校內活動管理工作坊

F  D.I.S.C 四型人格體驗教室

1,480人次18所中小學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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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各種活動。

2016 - 17年度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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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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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社舉辦了第二十五屆及二十六
屆選舉。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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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或國際

新聞，並撰寫新聞標題及簡介，然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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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屆選舉有超過20間學校共

120位同學參加工作坊，而第二十六屆選舉則超過30間學

校共127位同學參與。同學均透過講座和扮演記者的活動，

學習客觀中立地報導新聞。有不少同學表示這是他們第一

次寫新聞稿，認為工作坊能讓他們懂得如何處理大量資料。

十大新聞總選

第二十五屆選舉共有超過62,000名學生（來自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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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議題如銅鑼灣書店人員失

蹤；社會議題如接連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公共衛生事件如

寨卡病毒蔓延全球皆進入十大之列。

第二十六屆選舉共收回137所中學的選票，有效投票學生

人數超過74,000名學生。十大新聞當中有7則涉及天災、

意外、恐怖襲擊等突發事件的新聞。當中包括「強颱風『天

鴿』吹襲粵港澳 澳門災情嚴重」、「海洋公園鬼屋致命意外 

調查指與機件無關」及「電腦勒索軟件 WannaCry 迅速蔓延 

多國電腦大規模感染」等。雖然本地政治新聞排名較後，但

不少新聞皆屬本地具爭議，並跨越數年的政治議題。部份

議題亦涉及中港矛盾，反映中學生持續關注本港重要政治

議題，特別是中港關係的發展。

公民教育
　　學友社通識教育部於 2005 年成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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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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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評述比賽、專題探究比賽

除了新聞選舉，活動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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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比賽中均吸引了超過3,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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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五屆專題探究比賽討論以「香港媒體，一直在變」為主題，比賽有幸邀請麥嘉緯先生擔任工作坊分享嘉賓，分享他對

香港媒體轉變的看法，同學亦可以專題研習手法，探討新媒體記者的定位，包括其角色、職能、社會影響等方面。

而第二十六屆專題探究比賽則以計劃書的方式，建議政府、傳媒或讀者如何應對假新聞，當中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院長李立峯教授即場分享有關此議題的看法和建議。不少老師認為內容充實，切合通識教育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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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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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新聞系學生）親身認識

媒體教育的工作，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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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者感受
我很榮幸自己報名參加了媒人計劃。在培訓營中，我

們親身上陣扮演記者，學習如何撰寫新聞，又有其他

的活動及遊戲，幫助我們了解十大新聞的意義。

 參加者感受
我們在初選工作坊中擔當着組長和司儀的角色，一方

面引領著同學互相討論和學習，另一方面也有對著過

百個學生說話的機會，可以令我們累積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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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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闊大學 Live U

本年度活動於2017年5月20至28日舉行，讓學生參與各種體驗活動，透過多國聲納、社區搜索隊及真人圖書館，以加深

對大專生的角色及理解，引發起其對社會的承擔。部份參加者將一同策劃應屆中六學生拉闊大學體驗營，透過不同環節以

助應屆考生應對放榜的同時，亦能提前了解及認識大學學習環境，為成為大學生作好準備。

▲	不同年代參加者一同進行Camp	Fire	大會，一起流汗、放

鬆心情。

▲	參加者接受團隊訓練

大專平台
　　學友社秉承「培育青年」的理念，致力籌備多項為大專生及準大專生而設的活動，
以實踐服務社會，培養良好品德，擴大知識層為宗旨。讓學生從實踐中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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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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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交流
　　學友社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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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不一樣的深度文化交流之旅。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 – 西安交流考察之旅

2017年4月12至18日，準中學生領袖及工作人員一行近30人前往西安及延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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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學、西安市城市規劃館、陝西歷史博

物館、華清池、兵馬俑、回民街、壺口瀑布及延安革命博物館等。

▲	西安交通大學教授講解有關一帶一路的策略後合影

▲	參加者在明代城牆上合影

▲	參加者參觀西安市城市規劃館

 參加者感受
完成西安交流考察之旅，我得到的除了學術知識

之外，亦都培養了我思考和分析事物的角度和方

法，加強了我個人的分析能力和思考模式，令我

成長和變得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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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南京交流團

▲	參觀南京博物院

▲	同學於玄武湖遊覽

▲	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胡漢輝教授分享以長三角發展為題	
的講座

▲	東南大學九龍湖校區留影

得到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與東南大

學合作「江蘇‧長三角」歷史考察交流團，於2017年７

月3至9日，43位參加者及工作人員，透過到訪上海、蘇

州及南京，認識當地歷史以及經濟發展模式，實地了解國

情。是次交流由南京東南大學接待，透過到訪南京市的不

同歷史地點，感受當地城市面貌及歷史底蘊，認識南京市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而讓香港青年有機會反思香港於

中國的角色。另外，東南大學的同學全程陪伴，除加深對

兩地學習環境的互相理解外，亦可與香港青年作深度交

流，建立兩地青年的情誼。

 參加者感受
最開心是認識不同的朋友，特別是陪同

的內地交流生，不單令我了解內地生

活，大家更建立了深厚友情。

 參加者感受
在交流團中，	我首次踏足廣東省以外的地方，	首次對內地有一種不同

的感受和觀感。我以前總是認為內地都是與深圳一樣的，	環境骯髒，

也沒有人情味，但是我卻在交流團中改變了這種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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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考察團

聖誕「深」「山」考察36

為增強同學對內地高校教育制度及課程的了解，本社於2017年4月15至20日，組織約20名本港學生（由120名面試者中

選出）參觀北京高校，當中包括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及中國政法大學。活動不但拉近京港學生間的

距離，建立異域友誼，更可推動香港學生北上學習及深造。

為凝聚各區部社員，加強對社活動投入感及參與度，本社

於2017年12月25至26日舉辦聖誕「深」「山」考察36。

透過考察內地高新科技發展，如參觀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

技術研究院、中興通訊及廣東科達潔能股份有限公司等機

構，藉此加深對國情的了解。

▲	參觀北京師範大學

▲	佛山嶺南新天地

▲	參加者體驗大學飯堂

▲	團友參觀中興通訊

 參加者感受
這次的北京高校考察團，帶給我最親身的機會去體驗

北京的文化和生活。無論我將來會否到北京升學，這

都是我從書本中獲取不到的經驗和體會。

 社員感受
這次旅行參觀更了解國家，從中科院10年前只有5人

在深圳創校，到今擁有2千多人高尖人材，每年研究

成果數以百計，申請專利，孵化了很多公司，學以致

用，高尖人材服務社會，國家又有效資助這些學者，

相輔相成。「創客」，「孔雀」這些新名詞都很新鮮。國

家進步一日千里，我們慶幸生於這個大時代。感謝社

的工作人員安排這次旅行。

 參加者感受
縱觀整個行程，最深刻仍是參觀中國國家教育部。在

那嚴肅的小會議中，我能深深體會到國家對香港中學

生升讀內地大學的關懷備至，感受到國家對此事認真

的態度。

 社員感受
資深社友與年青社友能共同考察大灣區高新科技發

展，兩代社友在考察團中溝通交流，實是難得。

25考察交流∣核心服務



本年度共出版5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總發行量逾三十萬套，平均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逾九成。

媒體出版
　　學友社升學輔導刊物始於1983年出版的《出路指南》，原先是為面臨放榜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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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更從中六學生延伸至全港中學生、老師及家長。

《大中華升學指南2017》

內容： 	內地、臺灣和澳門三地的

最新升學情報，包括當地

升學概況、熱門學科、畢

業生出路等。
對象： 高中學生
發行數量： 五萬本（免費派發）

《中六升學指南2016》

內容： 涵蓋全面的聯招（JUPAS）選科資訊，並載有聯招以外本地自

資學士學位課程的資料，如大學聯招課程總覽、聯招以外自

資學士學位課程總覽、多位升學專家的輔導及分析文章等。
對象： 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 七萬五千本（免費派發）

承 辦 教 育 局《內 地 部 分 高 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2017/18學年）》 （為「內地高
等教育展2016」場刊）

內容： 內地升學概況、免試招生計

劃簡介、校園生活，以及在

讀港生及畢業港生分享。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計劃
2017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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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內地高校畢業港生出

路等資訊。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11月 2月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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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7》

內容： 高中選修科目與大學課程

關係的資料，指南亦搜羅

多個高中以外出路選擇，

如學徒	／見習訓練計劃，

以滿足學生的多元出路需

要。
對象： 中三至中五學生
發行數量： 六萬六千本（免費派發）

《中六升學指南2017》

內容： 涵蓋全面的聯招（JUPAS）

選科資訊，並載有聯招以

外本地自資學士學位課程

的資料，如大學聯招課程

總覽、聯招以外自資學士

學位課程總覽、多位升學

專家的輔導及分析文章等。
對象： 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 七萬二千本（免費派發）

《出路指南2017》

內容： 大學聯招及 SSSDP 課程、聯招以外大

專課程、非本地學士學位課程、職業訓

練、學徒訓練計劃及載有多位升學專家

的輔導及分析文章等。
對象： 中六學生
發行數量： 九萬六千套

（一書兩冊，免費派發）

涵蓋中學生不同階段需要

承 辦 教 育 局《內 地 部 分 高 校
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指南

（2018/19學年）》 （為「內地高
等教育展2017」場刊）

內容： 內地升學概況、免試招生計劃

簡介、校園生活，以及在讀港

生及畢業港生分享。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承辦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
中心《內地高校免試收生計劃
2018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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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內地高校畢業港生出

路等資訊。
對象： 中六學生（免費派發）

7月 11月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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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統計

《出路指南2017》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2016/17年度指南總發行量

指南有效輔助老師

處理學生的選科及升學問題

56% 十分同意〡44% 同意

指南內的職訓及學徒資訊

有助學生策劃就業出路

39% 十分同意〡49% 同意

指南內容資訊

準確及時 值得信賴

51% 十分同意〡48% 同意

學生策劃升學出路時

指南是重要參考

56% 十分同意〡41% 同意

5套指南平均中學覆蓋率

359,000套

100%認同

88%認同

99%認同

97%認同

91%
*99% 中學訂閱《出路指南2017》

資料來源：學友社升學輔導刊物統計資料 註：官津直中學

資料來源：《出路指南2017》訂閱統計資料、	

《出路指南2017》	讀者意見調查（450所中學中收回131份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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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媒體

Student.hk
文憑試 Special

2017年7月
文憑試考生、家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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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ent.hk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全天候開放
中學生、家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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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有一百萬瀏覽人次。

《文憑試 e通訊》
電子報
每月兩期

高中學生、教師及家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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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平均逾二萬人訂閱。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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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及活動概覽
（2017-2018）
2017年7月出版

為本社全年度活動宣傳概覽，具體介紹來年度的
活動及服務。

年報
（2015-2016）
2017年2月出版

載錄2015-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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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通訊》
電子通訊
每月出版

介紹學友社最新動向，讓社員及公眾對本社作更
深入的認識。

學友社 
Facebook 專頁

全天候運作
即時傳達學友社最新活動資訊及服務，發布與學

界息息相關的最新資訊。

機構宣傳品

hyc.org.hk 
學友社網站
全天候開放

建立學友社整體形象，載有本社宗旨使命、區部
介紹、服務及最新活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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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
　　為了解學界所需及反映最新情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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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憑試考生的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2017年2月26日發布）

有見近年港生到內地及臺灣升學的關注

度有上升趨勢，為了解本屆文憑試考生

對兩地升學的意向，學友社學生輔導中

心於2017年1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形

式，成功訪問逾1,700名應屆文憑試考

生。

調查結果顯示，考慮往內地升學（17%）

的學生比例與去年相同，而考慮赴臺升

學（26%）的學生則較去年減少7個百分

點。在考慮往兩地升學的學生中，「收生

要求較低」（內地55%及臺灣52%）及

「學費較便宜」（內地26%及臺灣46%）

仍是主要原因，而其他因素漸受重視，

反映同學升學考慮比以往多元化。

學友社提醒，同學在作出升學抉擇時應

全盤考慮，要結合自身意願與客觀條

件，並掌握多元出路資訊及參考不同意見。

「香港傑出中學生價值發展核心素養」調查報告（2017年3月5日發布）

為了解香港基礎教育成果，香港政策研究

所教育政策中心、學友社潛能發展中心合

辦「香港傑出中學生價值發展核心素養調

查（2016/17學年）」。調查成功回收304

份問卷，調查發現香港傑出中學生經常留

意香港、國內及國際新聞，而最常與家人

及朋友，討論新聞時事及社會發展，反映

出香港中學生關心現時社會情況。

普遍的傑出中學生（72%）沒有就政策或

措施參與公眾諮詢活動，如以電郵、填表

或其他方式表達意見、57%學生沒有參

與關注人權保障的活動及56%學生沒有

參與選舉事務，包括表態支持、分享個別

候選人資訊、參與助選活動。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www.hyc.org.hk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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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2017年4月2日發布）

學友社於2017年1月期間，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逾1,700

名應屆文憑試考生，了解考生面對文憑試的困難及壓力。調

查發現，考生壓力平均分為7.12分（10分為最高），較去年輕

微上升。另外，近六成受訪考生期望家長能在考試期間給予

空間。

調查發現受訪學生最期望家長「在考試間給予空間」

（59.9%），「不 與 他 人 作 比 較」（46.3%），「給 予 鼓 勵」

（39%），「提供良好溫習環境」（35.8%）及「提供生活上的照

顧」（27.5%）。

父母的期望是考生的重要壓力來源之一，但家長亦是考生的

重要同行伙伴，故此學友社建議家長可以作為支援者及引導

者的角色，與子女一同認識自我及了解出路資訊，協助子女

作出長遠生涯規劃。

「中四學生選科」調查報告 
（2017年5月28日發布）

教育局於2009年推行「334學制」，冀打破文理分科，更

能配合不同學生的興趣、性向和能力。學友社於4月成功

訪問逾2,100名中四學生，以了解他們中三選科時的考慮

及現時的修讀情況。

調查發現，學生在考慮高中選修科目時，興趣（84.9%）

是最重要因素，遠超其後的「與日後就業的關係」

（13.2%）及「中三相關學科成績」（4.9%）及「與將來大學

選科的關係」（3.8%）。

對於調查顯示學生選科時最受朋友（34.3%）及同學

（19.7%）影響，學友社建議別人的意見可供參考，但最終

也該由自己決定。

「中學生看內地與香港關係」調查報告（2017年7月16日發布）

近年，內地與香港關係成為社會焦點，為了解中學生的想

法。因此，學友社於2016年11月邀請全港中學高中學生（中

四至中六）參與是次「中學生看內地與香港關係」意見調查，

並成功收集共1,388份問卷。

受訪同學認為現在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平均評分為4.24，表示

大部分受訪同學認為現在兩地關係較差。受訪同學傾向認為

影響兩地關係的重要因素依次為兩地文化差異（71.5%）、對

基本法的理解的差異（65.1%）及香港政制發展（63.5%）。

學友社建議政府當局可繼續推行往內地的交流項目加強雙方

交流，減少因兩地文化差異而造成的磨擦及加強對「一國兩

制」及「基本法」的教育，讓學生提高對涉及相關議題的掌握。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www.hyc.org.hk 下載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6-2017

32

拓展與協作

核心服務∣研究調查



F 對外關係

F 人才培育及凝聚

F 資源拓展

拓展與協作



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工商機構

為提供更全面服務予青年學生，學友社與政府部門及公營

機構就不同項目展開合作。學友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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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參與內地升學

講座及協助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處理報名工作。

F   出席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講座

為讓同學了解內地高等教育情況及免試收生計劃詳情，國

家教育部及香港教育局每年舉辦「內地高等教育展」。2016

年的教育展於12月17及18日，2017年則於12月2及3

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本社代表應教育局邀請

於2016年及2017年均出席及擔任講座嘉賓，解答在場人

士有關內地升學的問題。

為讓青少年確切了解各種行業資訊，以提升訂立目標的適

切性，並檢視目標與其能力的差距，從而協助青少年發掘

達成目標的途徑。學友社於每年與不同的工商機構合作，

學生可於各行各業進行實地觀察及體驗，更有機會與在職

人士交流，讓學生了解各行業工作概況及入行途徑，及早

規劃人生。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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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21及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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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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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3月10至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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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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深明必須與社會各界協作互補，才能加強及擴闊服務成效。20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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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和各大院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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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秉承一貫真誠為學生服務的理念，多年來始終如一與考生們一

起走過準備應試、放榜等公開試歷程，建立一個關係緊密的連繫和形

象。本社於2016年香港模擬文憑試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合辦企業、會

計與財務概論（卷一）模擬試，以舒緩考生面對文憑試的壓力。

學友社一直與各大專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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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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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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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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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地師生交流文化。

為加強培育青年的效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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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與內地團體經常互訪考察，以交流兩地青年工

作經驗及最新形勢。

有賴不同持份者鼎力支持及協助，本社不同項目及活動才能加以開展，服務更多學生、家長及教師。本社於2016-17年度

繼續與不同機構建立良好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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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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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獲教育局邀請合作，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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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香港會計師公會合辦香港模擬文憑試企業會計及財

務概論科。

•	 	明日領航者計劃邀得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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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得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

•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邀得黑暗中對話及

義工運動成為支持機構。

•	 	共有22	間機構提供職場實地考察（詳情可查閱第46

頁同行伙伴）。

專業團體

大專院校

青年團體

各界聯手 關顧學生福祉

為了解學生需求及表達學生意見，學友社積極就教育及青年議題發表多

項調查報告及建議，並召開新聞發布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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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媒機構

傳媒機構

青年團體

各大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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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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服務無數受眾，廣受學界稱譽及認同，輔導服務的背後，實有賴一群默

默付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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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需要通過一系列嚴謹的訓練、模擬個案練習、資料及輔導考核，方能投入服務。專線及熱線

輔導員培訓分別於每年的1至2月及5至6月期間進行。2016/17年度，完成訓練及通過考核的輔導員共有187人，另有

109位組長及督導協助引領輔導員成長及開展輔導服務。

生涯規劃

本年度，學友社獲民政事務局贊助與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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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人次訓練，最後共有

44位參加者成為本社合資格生涯規劃導師。

領袖培訓

為繼續提供優質領袖及團隊培訓入校服務予學校，本社於

2017年9至10月舉辦入校導師訓練班。課程提供合共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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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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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校服務導師培訓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6-2017

36

人才培育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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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與協作∣人才培育及凝聚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2016
11月6日 幹事迎新學友營2016 共22人參加

12月23日 展中聖誕聚會 共41人參加

2017
1月7日 社友聚餐 筵開8席，約有90多人參加

1月25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3席，共有33位同事、社長、常委參與

2月27日 全社春茗 筵開10席，共有122人參加

3月4日 學友社賣旗日
學友社賣旗籌款活動得以順利進行，除了感謝參與的義工
外，實有賴各位社長、常委、幹事、社員及同事的全力支持
及協助

4月24日 手機殼壓花工作坊 共22人參加

5月4及9日 學友社員工發展日
為了加強團隊對服務效益評估的掌握和運用，本社邀請親切
(TREATS) 的前總監和顧問湯崇敏女士，詳盡講解如何以實
證的方法評估服務的成效，共有22位同事參與工作坊

7月17、21至23日、	
8月9日

MaD	2017國際年會 共10人參加

8月19日 扎染活動工作坊 共12人參加

10月8日 鞍山主題導賞團 共16人參加

11月18至19日 觀星營 共23人參加

11月26日 幹事迎新學友營2017 共22人參加

12月29日 同事元旦大食會 共有29位同事參與

12月30日 展中舞野搞事晚會 共32人參加

全年 同事生日茶聚 各社址每年約舉行6次

社員及職員凝聚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學友社共有逾800名社員及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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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統計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普通社員458人

基本社員284人

永久社員10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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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款資助

活動贊助

除社會福利署批准於2017年3月4日進行九龍區賣旗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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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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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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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8） 民政事務局

學友所承─校本生涯規劃朋輩輔導計劃（2016-18） 太古集團慈善信託基金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公民教育委員會資助計劃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6-2017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7	─	陝西發展交流考察之旅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內地考察資助計劃一帶一路與科技發展	─	珠三角西部青年學生交流團

基層民生與社區管理	─	珠三角西部青年學生交流團
拉闊生命友伴同行計劃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回歸二十年	─	一國兩制的制定及在香港的實踐教育推廣計劃 基本法推廣資助計劃

公民對談	─	港台青年交流計劃 港台經濟文化合作促進會		
促進港台交流活動資助計劃

戰爭零距離2017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鞍山主題導賞團 深水埗區議會

機構 / 人士 
( 排名不分先後 )

KOKUYO	Co.,	Ltd.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復興 ( 香港 ) 貿易有限公司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會計師公會 柏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 親子王國
香港公開大學 恒寶旅運有限公司
香港當代文化中心 凸版印刷 ( 香港 ) 有限公司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Andox	&	Box 安逗有限公司
東華學院 EDUplus.hk

深水埗區民政事務處 Fabian	Tuen@TOPROS
捷榮集團有限公司 GAPSK

京都念慈菴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Manfield	Wan	Makeup	Image	Styling
官燕棧 QConcept 正意工作室

滴露Dettol	HK	 Story	Workshop	Photographic	Studio
星妍國際有限公司 Wis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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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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學友社在有限的
資源下，仍能每年舉辦多項服務及活動，惠及全港青年學生。

附錄

拓展與協作∣資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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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2017

2017（1月至12月）2016（7月至12月）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3,239,135 708,563

Advertising income 4,303,688 2,896,178

Donations received 2,114,044 957,812

Dividend income 63,473 51,288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 645,951 -

Gain on disposal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25,550 -

Interest received 255 218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14,065 11,895

10,406,161 4,625,954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303,892 2,827,369

Depreciation 37,085 17,895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5,416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135,329 2,907,287

10,487,139 5,757,967

DEFICIT FOR THE YEAR/PERIOD (80,978) (1,132,013)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PERIOD

Fair value 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19,835 109,173

TOTAL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PERIOD 238,857 (1,022,840)

財務報告
財政年度：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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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DECEMBER 2017

2017 2016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87,865 1,018,472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87,088 297,921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461,476 1,252,791

2,736,429 2,569,184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14,270 14,2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1,135,835 1,013,785

Prepayment 508,441 489,858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334,923 4,341,163

6,004,302 5,869,909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3,125,523 2,984,882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50,528 120,761

3,176,051 3,105,643

NET CURRENT ASSETS 2,828,251 2,764,266

5,564,680 5,333,450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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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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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361,484 41,649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 7,627

GENERAL FUND 1,323,196 1,404,174

5,564,680 5,333,450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20th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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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社長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長 （2017-2019年度）

伍德基、謝劍明

2016-2018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李綺玲、伍德基、陳潤根、謝劍明

執行總監

陳凱茵

2017-2019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主　　席： 李浩然

副	主	席 ： 陳穎文

司　　庫： 許季明

委　　員： 包添隆、江奕謙、梁麗嬋、梁銘言

常務委員會

職員組別 義工區部

監察委員會

社 長
顧 問

執行總監

行政及財務組 學生輔導中心

出版及 
資訊科技組

大專部

學校服務組 潛能發展中心

青年發展組 公民視域

組織架構

主要管治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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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幹	事 ︰ 周頴進
財　　政 ︰ 李	 鶯
幹　　事 ︰ 田芷蓓、蔡永耀、張峻銘、方琮瑋、

郁曉彤、石毅俊、劉嘉欣、勞震雲、
袁駿峰、陳宗懷、葉銘恩、馬瀚津、
鄧福謙、吳家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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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鍵樂、李	 翠、	

呂駿輝、黃進彥、吳應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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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柏源

2016-2017年度潛能發展中心 幹事會 

2016-2017年度學生輔導中心 幹事會

2016-2017年度公民視域 幹事會

義工幹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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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總監 ： 陳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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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9日止 )	

( 兼職 )	會計 ： 錢本剛

( 兼職 )	庶務員 ： 宋愛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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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助理 ： 尹孝賢、黃韻盈

助理傳訊主任 ： 彭嘉怡	( 於2017年11月1日止 )

市場助理 ： 麥凱珊	( 於2017年8月25日止 )

資訊科技員 ：	 譚凱峯	

行政助理 ： 葉雅絲	

 

 

 

學校服務組

統籌主任 ( 學校服務 ) ： 曹春生

社工 ：

陳衍宗、周芷楓	、李婉薇	、文嘉如	( 由2017年2月6日起 )

鄧渝楓	( 由2017年7月3日起 )	 陳芷平	( 由2017年7月6日起 )

魏佩琪	( 由2017年10月18日起 )	 倫慧宜	( 於2017年6月20日止 )

鄒港進	( 於2017年7月31日止 )	 石展邦	( 於2017年9月30日止 )

項目幹事 ： 許敏喬	( 於2017年10月30日止 )

項目助理 ：

李志浩	( 由2017年9月4日起 )

陳美琳	( 由2017年10月23日起 )

林海紅	( 於2017年1月13日止 )

盧慧姍	( 於2017年6月30日止 )

行政助理 ： 李婉雯、余惠琼	( 於2017年5月31日止 )

活動工作員 ： 鄧浩然、周芷其	( 由2017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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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於2017年10月5日止 )

職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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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員

程健琳、任青駿、包添隆、潘浩昌、
	 何旭華、江重豪、蔡靖雯、黃嘉豪	

 （個人）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李	 鶯

（集體）全社最優秀服務獎

學友所承籌委會

傑出幹事

陳永裕、李	 鶯、陳倩雯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周頴進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周頴進
學生輔導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郭鍵樂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余明慧

（個人） 榮譽獎

林敬庭、郁曉彤

 （集體）優秀服務獎

學友所承籌委會

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籌委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籌委會2016-2017

（個人）優秀服務獎  

陳永裕、陳愷瑩、李珮詩、郭鍵樂

獎學金 

黃樂瑤

（個人）服務獎 

方琮瑋、譚芊睿、張峻銘、周頴進、林庭峯、

黃樂瑤、譚浩璟、林子君、陳展鈞、田芷蓓、

盧寶珠、鄧福謙、葉銘恩、勞震雲、吳家詠、

劉嘉欣、袁駿峰、陳宗懷、李沚叡、葉鑫灝、

葉建亨、曾秀慧、陳逸楓、周凱雯、鄭善文、

鍾言禧、范美儀、康頌怡、黃嘉怡、黎麗燕、

林敬庭、盧展鴻、馬穎瑜、包添隆、郁曉彤、

陳重熹、唐慧珊、李鈺瑩、趙敬唐、葉浩政、

趙仲文、梁卓瑤、熊嘉欣、陳晉康、凌雪儀、

唐家豪、鄒子康、王俊仁、林曉南、李佩恩、

廖敏婷、蔡麗婷、林子輝、譚若菲、陳梓榮、

林沛鎔、吳應懽、李嘉霖、楊永亮、陳德雄、

楊綺晴、謝明慧、曾皓楓、袁海朝、陳小靜、

尹啟欣、吳月婷、葉泰賢、石啟謙、李嘉浚、

黃苑琳、羅芷琪、何慶輝、鄧麗盈、何美姍、

羅孔亮、甘蔚茵、周苑瑩、陳佩晞、丘家寶、

徐倩儀、劉毅琛、何嘉欣、宋國安、李	 恩、

陳頌恩、李澄昕、萬鈞揚、譚志聰、陳倩雯、

黃進彥、楊雅茜、盧敬超、林瀚元、何泳詩、

黎鐥婷、張卓烜、余淑芬、吳寶城、呂守為、

江奕謙、張立君、曾子澄、吳柏源、吳學東、

梁啟盈、張鎮良、李舜寧、李蕙如

 （集體）服務獎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7籌委會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2016-2017籌委會

潛能發展中心幹事會

潛能發展中心	-	訓練組

學生專線籌委會

放榜輔導熱線籌委會

個人獎項及集體獎項名單

員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二十年（1997-2017）：	 統籌主任（行政及財務）	 周燕如
服務十年	 （2006-2016）：	 統籌主任（出版及資訊科技）	 梁兆南
服務十年	 （2007-2017）：	 項目主任	 雷詩琪
服務五年	 （2012-2017）：	 行政助理	 葉雅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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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伙伴
衷心感謝於2016/17年度，與學友社同心同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香港模擬文憑試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企業會計及財務概論科合辦機構︰	香港會計師公會

第二十五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第二十六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比賽評審團（名單更新至2016年12月31日） 比賽評審團（名單更新至2017年12月31日）

岑倚蘭女士　

麥嘉緯先生　

黃俊東教授

呂秉權先生

曹　虹教授

郭錦鴻先生

馮應謙教授

李立峯教授

陳智傑教授

Mr. Chris Yeung

Dr. Judith Clarke

Dr. Sherman LEE

Mr. Timothy Hamlett

資深傳媒工作者

傳媒工作者

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系主任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新聞系

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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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高級導師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

Editor	of	the	Voice	of	Hong	Kong	

websit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Shue	Y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李立峯教授　

沈旭暉副教授

柯達群博士

曹 虹教授

郭錦鴻先生

陳景祥先生

陳智傑博士

馮應謙教授

Dr Fairbrother 

Gregory Paul

Dr Law Kam Yee

Prof Linda Chelan Li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社會科學學

士副課程主任

香港珠海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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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系

一級導師

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行政總裁

	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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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支持機構︰	 	 香港定向總會、同社

 贊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公民教育委員會（本活動獲「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提供實習之機構：	 甘文鋒議員辦事處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洪錦鉉議員辦事處	 	 	 惜食堂

	 	 	 	 天水圍婦聯	 	 	 	 Green	La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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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機構︰	 	 黑暗中對話

    義工運動

•	 警察學院 •	 香港麗思卡爾頓酒店
•	 機電工程署 •	 蘋果日報
•	 香港迪士尼樂園 •	 國泰城
•	 旺角維景酒店 •	 科學園
•	 九龍巴士 ( 一九三三 ) 有限公司 •	 香港音樂人協會
•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	 東華學院 •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 ( 香港 ) 有限公司
•	 	香港莎瑪炮台山 Shama	Fortress	Hill	
	 (ONYX 酒店集團 )	

•	 Beans	Café
•	 Deric	Wong	Studio	
•	 Steam	Café
•	 VTC 酒店及旅遊學院

•	 香港電車有限公司
•	 	HKT	Integrated	Surveillance	&	Operation	
Center	(ISOC)

明日領航者計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V-ACT 深水埗區優秀義工培訓計劃

生涯規劃合作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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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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同意，請在以下空格加上「ü」，然後簽署。

□　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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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al 
   Report

2 0 1 6 - 2 0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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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一心‧學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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