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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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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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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與協作∣對外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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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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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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