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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求變同航
保持一顆為學生服務的心 於社會萬變下共同前行

   「求變」是因應社會不斷的變化而緊隨調整本社工作重點，亦期盼上下員工及義工可於社會的變遷下，仍不忘來到學友
社的初心，一起啟航同行引領學生成長。而2018年，正值學友社邁向七十周年之際，亦是本社需要「求變」的階段。為此，
本社於這重要時刻全面落實歷經數年討論及磋商的架構改革方案。架構改革並非單單是行政架構重組，而是希望藉此讓主
要持份者同事及義工都能在學友社這個平台上發揮所長，亦讓學友社更有效回應社會的急速發展。

　　我們深信學友社未來的發展，實有賴每一位持份者的參與。因此，本社於2018年就架構改革舉辦一連串活動，收集各
持份者的意見，期望即將踏入第七十周年的學友社於未來日子會有更堅實的根基以實踐願景及使命。

機構滿意度及策略發展調查2018�

社慶七十周年前瞻

　　為進一步了解各主要持份者的期望、凝聚共識，本社於2018年8月20至31日期間發出網上調查問卷。調查發現，大
部分受訪者認同及掌握學友社「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的願景及發展方向，而職員傾向正面的比率明顯較義工為高。
另外，約60% 義工及100% 職員認同自己的參與能有助學生成長或改善。

　　在機構未來發展方面，持份者認為要優先處理的內部問題分別為：制訂發展目標及策略、開發新資源、釐清權責、培
育職員專業性和義工組織及培育。而未來五年，持份者認為應投放資源發展的服務，依次為：「生涯規劃」、「升學輔導」及

「情緒管理與心理健康」。

約80%持份者認同機構願景 約60%義工 |�100%職員認同�

自己的參與能有助學生成長或改善

持份者認為要優先 未來五年，持份者認為資源可投入

1.       制訂發展目標及策略 1.       生涯規劃

2.       開發新資源 2.       升學輔導

3.       釐清權責 3.       情緒管理與心理健康

4.       培育職員專業性

          義工組織及培育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2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集思會2018�

在調查結果的基礎上，本社於2018年12月23日假饒宗頤文物館文化講堂舉辦集思會，進一步讓持份者探討學友社的未來
發展及凝聚共識。為加強討論效果，是次特別邀請外界專業顧問 Amana 及 Ridy，籌組及帶領共43名理事會成員、常設委
員會成員、義工及職員共同討論及審視學友社現況及強弱。

　　集思會先回顧學友社過往近七十年的足跡和學友社願景、使命和價值觀，以開展當天一連串精彩的討論。過程中，參
與者深入檢視學友社現況及探討發展方向，並嘗試思考各種短期以及長期解決方案。參加者踴躍發言，表達自己的意見時
亦聆聽他人的意見並嘗試達成共識。集思會過後，由社長們帶領大家唱社歌下，當晚的感謝宴亦正式開始，以答謝一眾同
事、義工多年來對學友社的付出及為促進本社未來的發展作出貢獻。

　　整個活動，既聯誼同事、義工歡聚一堂，亦了解主要持份者對於學友社的想法，期望各持份者可記起當初來到學友社
的初心並繼續互相砥礪前行，不忘初心！

參加者動手畫未來�

社慶七十周年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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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陳穎文揭開活動序幕

社長謝劍明試以卡片上的圖畫介紹自己參加者互相認識

專業顧問 Amana 介紹破冰活動

傳訊及資源拓展部主管梁兆南分享持份者調查結果名譽社長陳潤根分享架構改革原因及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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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慶七十周年前瞻

執行總監陳凱茵簡述學友社足跡和願景

參與者就所抽選的角色牌對本社的 VMV 進行提問

各組討論持份者調查結果而推進改善的4個議題 大合照 

社長伍德基分享入社原因及趣事

學友社代表回答工作小組所擬定的問題



學友社簡介� P.6

一分鐘年報� P.8

社務報告� P.10

核心服務  

            學生輔導� P.12

            潛能發展� P.18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P.22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P.23

            公民教育� P.24

            考察交流� P.26

            媒體出版� P.30

            研究調查� P.35

拓展與協作  

            對外聯繫� P.38

            人才培育及凝聚� P.40

            資源拓展� P.42

附錄  

            財務報告� P.44

            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P.46

            義工幹事名單� P.47

            職員名單� P.48

            社員獎項名單� P.49

            同行伙伴� P.50

目錄



6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學友社簡介

學友社簡介

宗  旨

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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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為政府認可的公共性質慈善機構，是於香港註
冊成立的擔保有限公司。學友社創辦七十年來，一直「與學
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適時回應不同時代社會及學生的
需要，亦為香港社會培育具視野及承擔的明日領袖。學友
社一直是學生、教師及家長的伙伴，每年服務逾一百五十
萬人次。

    在過去七十年，學友社始終如一地積極回應學生需
要，工作重點亦緊隨社會變化而調整，由早年的文娛康
樂、科學探究，到近年專注於學生輔導、生涯規劃及全人
發展等三大工作範疇，既協助學生尋找人生方向與意義，
亦讓學生從正規課堂外的活動中作品德與價值教育的學習。

    每一代學生都有不同需要，學友社從不執著形式，只
堅持與學生同行。未來我們將積極開展中學生生涯教育及
大中華發展事務，助學生構建未來及把握大中華發展機
遇。一如我們社徽上的火炬，既為青年學生領航，亦由青
年學生照亮未來社會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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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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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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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譽顧問�

尤曾家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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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  景



7學友社簡介

主要服務及活動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媒體出版 

 
到校服務

大中華升學及發展全人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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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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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交流考察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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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收生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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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友社 DSE 資訊站

•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  提供大中華諮詢及輔導服務：在探索、在讀及畢業三個
階段，提供全面及有效的支援

•  建立一站式大中華升學及發展資訊平台：助學生及家長
掌握全面大中華發展資訊

•  創建大中華發展互動社群：邀請在讀生或畢業生拍攝及
分享短片，並互動解答提問

•  促進大中華人才交流：與大中華企業合作協調實習安排，
並為香港青年提供大中華事業發展資訊，長遠建立「大
中華發展人才庫」連結企業與區內人才

•  支援大中華地區學生赴港升學及發展，協助他們融入社
區，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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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年報

一分鐘年報

年度主要數字

學生輔導及

青年發展服務人次

共149,235

員工年資專注於服務學生

2位 4位 6位 8位 10位 12位 14位

10年或以上

7至9年

1至3年

少於1年

4至6年

員工服務年資

每位義務輔導員平均培訓

使用服務及參與活動中學 服務覆蓋全港官津直中學

共39小時

共400間 約85%

與學校緊密協作

積極培育義工投入服務

義工

共712位

註：數字尚未包括媒體出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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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服務

年度財務狀況

升學及輔導
共接獲約4,449宗求助電話
每個案約傾談20分鐘

指南總發行量

279,000套

香港模擬文憑試十大新聞選舉
共吸引13,732人次
增至45個場地

有效投票學生人數

共75,505人�
共159所中學參與

註： 2018/19年度香港模擬文憑試。

總收入合共$10,688,705 總支出合共$11,967,708
媒體出版廣告38.6％ 服務活動及行政營運53.0％

各單位活動30.5％

外界捐款／
資助29.8％

人力資源
46.6％

註：尚未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詳細財務報表見 P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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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十分同意〡62%同意

社務報告

社務報告

確立願景「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

為讓學友社能迅速回應社會需要及規劃機構長遠發展，理
事會在2017年就機構長遠發展作出研究，經過與持份者諮
詢、分析及商討，理事會於2018年中提出重整後的「與學
生同行　關顧學生福祉」的願景及相應使命、架構和營運方
案。變化更新的目標，除了強化組織及營運建設，更好發
揮員工與義工的協作效能外，更希望以學友社的願景及使
命為本，透過協調各持份者的想法，步伐一致地展現、評
估和提升本社服務的社會影響力，以創造社會價值。

為進一步了解各主要持份者的期望、凝聚共識，我們進行
了網上問卷調查，了解各持份者對機構滿意度及策略發展
發表意見；亦於2018年12月23日舉行集思會，以「不忘
初心，砥礪前行」為題，讓一眾有志參與社務發展的義工及
同事掌握學友社的最新發展，共同構思學友社的未來。

集思會當日除深化了大家對「願景、使命及價值」的認識，
也就學友社的發展方向及工作優次、持份者權責角色、溝
通協作、工作流程，以及人才培育及團隊士氣等作了深入
討論。我們將根據討論內容和共識，於2019年工作計劃內
作出適當的跟進處理，以回應大家的關注，推動社務向前
發展。

建立及維繫伙伴合作關係�

為更好向各持份者推廣學友社的核心價值、願景、使命和
成就，以及進一步募集更多捐款及資源以支持學友社的發
展，我們需要專責團隊和單位，有計劃和策略地開展有關
工作。因此，我們由原來的「出版及資訊科技組」分設「傳
訊及資源拓展部」及「媒體出版部」，作出更專業化的分工。

此外，我們藉著學友社邁向七十周年，積極開拓不同合作
伙伴與機會，一方面努力維繫固有伙伴的合作關係，同時
搜集和物色更多工商企業、政府部門、傳媒機構及專業顧
問等，向社會各界介紹本社多元的服務，從而邀請他們合
作，給予具體支持。

成立大中華升學及發展中心�

自2009年新學制實施以來，赴內地、臺灣及澳門（大中華地
區）接受專上教育的學生比例逐步上升。然而上述地區的招生
途徑眾多，院校的資訊龐雜，學生與家長對選擇仍有很多疑問
或誤解。以內地升學為例，學友社的研究顯示，擔心學歷及就
業的認受性、憂慮生活環境不理想，仍是阻礙香港學生選擇內
地升學的最大障礙。他們迫切需要進一步的服務與支援，以便
在掌握全面資訊的基礎上，配合其自身興趣與能力，從而作出
最切合的選擇。

與此同時，隨著大中華地區的往來日趨頻密，香港青年的發展
不再僅僅局限於本港，需要放眼大中華地區，把握發展的機遇
和挑戰。因此，學友社於2018年開始籌備成立「大中華升學
及發展中心」，提供大中華升學及發展諮詢及輔導服務、建立
一站式大中華升學及發展資訊平台、創建大中華發展互動社群
及促進大中華人才交流，以拓展香港青年視野，把握大中華發
展機遇，促進區內人才交流。

進一步落實管治架構和管理制度改革�

學友社已於2019年1月1日開始，落實管治架構和管理制度
上的改革。本社下一步將逐步建立機構策劃機制和服務組合管
理；優化和提升機構內部的運作和程序的效能，鞏固機構整體
的實力和根基。具體工作包括完成「財政預算、管理財政及監
察財政指引」，以建立系統監察及預測財政的可持續性；建立
電子化的物資及場地管理，優化行政工作流程，提升效率。此
外，我們將展開學友社價值觀諮詢和討論，完善「學友人」工
作，繼續讓各方持份者共同探討機構未來發展及凝聚共識。

優化團隊協作�

為確保本社的人力資源持續發展，我們將加強員工培訓，擴闊
員工個人思維與專業知識，對內更會加強監管，藉此提升員工
的工作效率和服務質素。於社員培育方面，新增設的「義工培
訓及發展部」將透過不同的交流會收集社員意見，逐步建立義
工管理系統和舉辦培訓項目，以了解及回應社員和義工需要。

緊貼學生的需要�

為更有效接觸廣大的學生社群，我們將成立跨專業的隊伍，探
討善用數碼科技及網絡文化，以創新的接觸手法和介入模式，
提供不同的學生服務，與學生建立更緊密的聯繫和接觸，以及
把本社的服務和訊息更有效及廣泛地傳遞予學生社群。學友智
庫也將研究與疏理學生學習與成長的需要，從關顧學生的福祉
角度表達我們的意見。

緊貼學生需要，正是我們學友社一九四九年成立之初的抱負。
展望來年工作，我們定不忘初心，在「與學生同行　關顧學生
福祉」信念下，繼續努力向前、精益求精，拓展我們的服務。

(2019年工作計劃 )

學友社自1949年成立，機構規模與服務範圍不斷擴大，工
作內容日益多元，學生受惠人數也持續增長。然而，組織
發展要繼續前進又不忘初心，擴充之餘亦維持核心價值不
變，工作規劃及前瞻思維便顯得非常重要。我們既要高瞻
遠矚、主動接觸並回應學生不斷轉變的需求，同時也要確
保服務的專業素質。因此，本社過去一直檢視及重組架構
和服務，同時亦與時並進，變化更新。

主席　李浩然博士

執行總監　陳凱茵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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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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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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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並肩同行，解決成長路上的困難與挑戰。

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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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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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7至16日及
8月5至8日期間（共14日，放榜前夕7月10至11日通宵
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熱線」，共接獲約3,004個求助
個案，平均傾談時間約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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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電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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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1日舉辦兩場「大學聯
招講座」，服務共2,1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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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得各聯招院
校代表即場解答現場學生和家長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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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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師了解聯招改選排序及策略、
各類升學出路選擇及輔導技巧，以協助校內升輔工作的開展。學生輔導中心於2018年6月28日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
吸引約3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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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舒緩考生壓力，以協助他們積
極面對放榜和升學問題。是次工作坊於2018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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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有效的溝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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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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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應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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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模擬文憑試�

學友社自2011年起舉辦「香港模擬文憑試」，期望透過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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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年度的模擬文憑試於2017年11月18日和11月
25日舉辦4場模擬文憑試（分別為中國語文、英國語文、
數學、通識教育），場地增設至全港44個，共吸引16,845
人次應考。而2018-19年度模擬文憑試則於2018年11月
17日及11月24日舉行4個核心科目，共吸引13,732人次
應考。

為確保模擬試題題目及評核結果能達公開試標準，本社招
募134名科任教師參與出題及評卷工作（2017-18年度），
而2018-19年度則招募146位評卷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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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45應考人次 13,732應考人次全港44個場地 全港45個場地

2017-18年度服務概況 2018-19年度服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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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節目「奮發時刻D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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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於香港
電台第五台播出（由2018年9月1日起更改為逢星期六晚上8時
至8時30分於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屬錄音節目），環繞考生所
關注的議題作討論。年內共邀得149位嘉賓參與，包括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教育界議員葉
建源以及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其中包括28所中學及
26所大專院校派代表參與。

為協助考生全方位面對應試、升學出路、就業及輔導課題，節
目設有「文憑試考試須知系列」、「生涯規劃系列」等內容。另
外，2018年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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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電台文教組聯合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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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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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輔導的深度及廣度，以服務更
多受眾。

學生專線2503�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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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人，加上組長及督導18人，共同應付龐大的需
求。全年接獲1,445個求助個案。

（香港電訊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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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至翌年6月舉行，共有來自5所中
學，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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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至2019年1月舉行，包括多堂培訓課、日營
及重溫日活動。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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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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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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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
月4至5日參與「多元出路資訊 SHOW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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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職業專才教育講座，時任學
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事吳寶城先生亦為在場人士講解如
何面對放榜及升學選擇和放榜心理輔導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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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5月19至20日，由時任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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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貿發局教育及職業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連續8年獲香港貿發局邀請，於2018年2月1至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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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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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潛能發展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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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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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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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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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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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名學生參與 約154名學生參與

第四輪評核

經由評審團個別甄
選評分

2017-18年度選舉除榮獲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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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共吸引333名學
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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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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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實踐活動：「Cool 煲大作戰」�

為推廣正向思維，提升大眾對心理健康的認知 ，並令「高壓族」
能有放鬆的一刻。是屆學生領袖於2018年1至5月期間親身籌
備了「Cool 煲大作戰」活動，透過「黑盒劇場」、「街站」、「微電
影播放會」等不同形式，讓參加者對心理健康問題有更深入的了
解以及學到不同的減壓方法。

潛能發展∣核心服務

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18年5月26日舉行閉幕暨頒獎典禮，邀得時任傑出青年協會主席余嫿擔任主禮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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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在 OSL 中磨練自己的
寶劍，尋找自己的領袖道路，再把這份精神傳承，我相信
是我最有得著的地方。

�參加者感受

參加 OSL，起初我改變了思考的空間，對社會時事的剖
析，對事物的觀點等。但隨著參與的時間越長，我改變了
的是心態。

�參加者感受

我覺得 OSL 給予我很多思想上的刺激，讓我思考怎樣成
為一個好領袖和貢獻社會。 以前我沒有意識到對社會的責
任，亦不肯定自己可以為社會付出多少，但是 OSL 給予空
間我去思考怎樣成為一名好領袖。

�參加者感受

OSL 帶給我很多意想不到的體驗，讓我開闊眼界，亦讓我
對身邊事的心態改變了。這些於書上是學不到的。

�參加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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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潛能發展

明日領航者計劃
我們相信「甚麼樣的年青人，造就甚麼樣的未來」，因此，學友社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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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吸引超過3,700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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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領航者計劃

高中組 
（中四、中五）

領航長培訓課程
對象：應屆中六畢業生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
對象：中一至中五學生

初中組 
（中一、中二、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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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提供共2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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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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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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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日　　期 內　　容

領航長誓師典禮 5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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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6日、6月2日、 
6月23日 及8月4日

自我認識訓練、體驗團隊合作、生涯規劃

「露」「宿」訓練營 6月14至17日
野外體驗、掌握野外活動知識、自我認識、學習有效溝通
技巧

社會層面

社會工作坊 6月16日及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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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月16至8月31日 於不同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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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嚐貧身體驗 ]

6月9日、6月22日、 
6月29日、7月20日、 

7月27日及8月5日

活動以生命教育和社區體驗為主題，透過與不同群體接
觸，了解不同社群的生命故事

國家層面

國家工作坊 6月30日、8月5日
透過嘉賓分享，國情討論及專題研習與匯報等，讓領航長
以多角度加強對國家的認知，關心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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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間學校，共159個參賽者組成30隊
參賽。比賽項目包括「CityRun」城市定向比賽及社區攝影比賽。

活　　動 日　　期 內　　容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8開幕禮 7月14日 宣佈明日領航者計劃正式全面展開

優秀領航員訓練坊 7月14日 以訓練形式提升組員個人潛能及建立團隊精神

社區攝影比賽 7月21日 透過社區攝影，認識社會議題

CityRun 城市定向比賽 7月28日 以城市定向比賽形式認識香港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8閉幕禮暨
優秀領航員挑戰賽決賽

8月11日 進行決賽及頒發獎項予各得獎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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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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2018年度服務概況�

146間中學 4所機構 約246場講座 79場工作坊 8場職場參觀

服務人次共40,827服務覆蓋約31%官津直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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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成功獲民政事務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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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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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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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2018年度服務概況�

12所中小學 服務人次共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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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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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公民教育

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學友社自 2011 年起將焦點從通識教育轉換至公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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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教育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1992年舉辦，旨在增強中學生閱讀新聞的廣度與深度，提高他們對香
港社會、國家事務及國際局勢的認知，培養分析技巧及批判能力。

「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

初選活動設有工作坊（於2018年9月15日舉
行），共92位同學參與工作坊。學生除了撰寫
新聞標題及簡介外，同時傳媒工作者麥嘉緯先
生亦與同學分享傳媒的功能角色，加深同學對
傳媒教育的理解。而同學於2018年9月15日
至10月22日透過組織校內小型新聞選舉，認
識傳媒及選舉的功能。2018年度十大新聞選
舉候選新聞也參考校內的初選結果。

十大新聞總選�

本屆選舉共有超過75,000名學生（來自159間中學）於新聞總
選中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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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智能通訊設備廣泛應用，不少現
場人士都能夠即時拍攝突發新聞並發布至社交媒體平台，部
分更由傳統傳媒機構加以轉載。現場震撼的畫面能令學生對
相關新聞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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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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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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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

總投票人數        ：75,505人
排名 新聞標題 得票率

1
超強颱風「山竹」襲港　 
停課不停工惹爭議

73.7%

2
大埔九巴高速轉彎釀19死車禍　 
各界促檢討專營巴士服務

48.6%

3
「光纖之父」高錕逝世　 
研究為通訊科技創新章

46.7%

4
知名科學家霍金逝世　 

《時間簡史》流傳後世
46.4%

5
泰國少年足球隊被困山洞失蹤9天　 
多國救援13人全部獲救

42.9%

6
港珠澳大橋正式通車　 
超支和安全問題惹關注

42.2%

7
武俠小說泰斗金庸逝世　 
多部著作膾炙人口

41.5%

8
旺角行人專用區「殺街」　 
街頭表演曲終人散

41.4%

9
5歲女童遭虐打致死　 
生父繼母被控謀殺

40.9%

10
巴士座位遭連環插針　 
至少3名乘客受傷

40.3%

V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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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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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交流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計劃�–東北發展交流考察之旅�

2018年3月29日至4月5日，準中學生領袖及工作人員一行逾30人前往瀋陽、哈爾濱、長春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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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帥府、東陵公園、九一八歷史博
物館、哈爾濱工業大學及東北抗聯博物館等。

▲ 團員於張氏帥府門前留影

▲ 交流團考察重點之一，中國東北重工業。團員於華
晨寶馬汽車工廠前合影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交流團團員於索菲亞教堂前合影

▲ 駐遼寧聯絡處主任董旭麟為同學介紹駐遼寧聯絡處的 
工作

參加此交流團後可嘗試理解及思考，一直覺得中國落
後，現發現中國發展迅速，開始欣賞。

�參加者感受

與組員相處的回憶最令我印象深刻，大家會分享自己
的經歷，而來自其他人的關心很窩心，亦可以做回自
己，覺得 OSL 是個大家庭。

�參加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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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校考察團�

近年，香港學生到內地升學意願上升，但前往內地高校就讀及未來職業發展仍抱有疑問。為增強同學對內地高校教育制度
及課程的了解，本社於2018年4月2至6日組織北京高校考察團。考察團主要拜訪教育機構，包括教育部、北京師範大學、
北京大學、北京中醫藥大學和中國傳媒大學。是次成功吸引200位學生報名，最終通過面試的36位同學，分別來自17所
中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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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遊覽的北京大學的途中，在京港生對每個經過的地
方都有十分詳盡的介紹，而且介紹的方法亦十分有趣
和有文學氣息。可見北京大學用自身的氛圍去熏陶學
生的品格情操。

�參加者感受

在這次參觀北京各大高校，如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
學等令我能深深感受到內地學生的學習氣氛，學校也
充滿了濃厚的書卷氣息和學習氛圍及種植了不同植物
的舒適環境。

�參加者感受

正所謂 : 無友不如己者。事實證明，大家志同道合的
確更容易融洽地相處。這個團最令我驚喜的地方是規
定同學校不能分配在同一組。而這決定擴闊了社交圈
子同時亦為自己找到同道中人。

�參加者感受

我認為在京留學生的分享對我們一團亦十分有用。留
學生們的第一身感覺和分享，令我對在內地升學的途
徑和資料有更深一層認識。因為他們都分享了許多自
身經歷讓我們參考。

�參加者感受

▲ 北京師範大學合照 ▲ 參觀北京天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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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考察交流

明日領航者計劃�–福建考察之旅�

於2018年7月2至8日，參與明日領航者計劃的46位參加者和工作人員獲安排參加福建考察之旅，深入泉州和廈門，認識
當地的歷史文化，亦有參觀「海上花園」「鋼琴之島」美譽的鼓浪嶼。同學們在這次交流考察中，除增加對祖國的認識外，
更提升自己對國民身份的認同，獲益良多。

▲ 華僑大學代表作簡介

▲ 於泉州東湖公園合照

▲ 參加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 參觀福建土樓之王承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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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滬吳文化交流團�

是次交流團與東南大學合作籌辦，約40名中學生於2018年7月16至22日與東南大學學生同行互動，訪遊長三角南京、
上海、蘇州多個地方，其中包括玄武湖、拙政園、雲錦博物館以及東南大學，藉此體驗當地大學食宿、近距離了解當地民
情，思索兩地文化及生活面貌的異同，並就長三角歷史、政經社發展進行分享活動。

港珠澳大橋深山2.0考察團�

為凝聚各區部社員，加強對社活動投入感及參與度，本社於2018年12月29至30日舉辦港珠澳大橋深山2.0。透過拜訪港
珠澳大橋管理局、參觀橫琴規劃建設展示廳、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究院以及晶科電子股份有限
公司等，藉此加深對國情的了解。

當我們遇到分歧時，我們領悟到要先反省是否自己問
題或不足之處，不應只從自己角度出發。我們應多欣
賞別人的長處，不要只批評別人。

�參加者感受

橫琴、珠海、南沙就像一張白紙，畫出了理想的家
園，創造了嶄新的產業。今次我們的參觀和學習，不
但長知識、壯雄心、感自豪，更深深明白到人們對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可創造出無限的未來。

�參加者感受

少說話多做事，我很珍惜及把握每次與內地大學生聊
天交流及相處的機會。

�參加者感受

短短兩天時間學習了不少新知，了解祖國科技發展情
況，使我們對祖國更加感到自豪。同時我們可見到多
年不見的社友，感到十分快樂。

�參加者感受

▲ 參觀東南大學▲ 參加者體驗大學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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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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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出版

本年度共出版4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總發行量近二十八萬本，平均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達九成。

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大中華升學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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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萬五千本（免費派發）

2月

2月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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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萬五千本（免費派發）

3月

3月2月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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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媒體出版∣核心服務

《出路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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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教育局《內地部分高校免試招收香港
學生計劃指南（2019/20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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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一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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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六升學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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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萬三千本（免費派發）

6月

11月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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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 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統計

2018年度指南總發行量 4套指南平均中學覆蓋率

279,000套 90%
*99%中學訂閱《出路指南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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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訂閱統計資料、《出路指南2018》讀者意見調查、《出路指南2018》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 《出路指南2018》讀者意見調查

� 《出路指南2018》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閱讀指南後清楚適合

自己的升學途徑選擇

27%十分同意〡62%同意

89% 認同

指南內容資訊準確

值得信賴

57%十分同意〡43%同意

100% 認同

閱讀指南後清楚自己心儀院校

和課程的收生要求

34%十分同意〡51%同意

85% 認同

學生策劃升學出路時

指南是重要參考

63%十分同意〡36%同意

99% 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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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媒體

Student.hk
文憑試 Special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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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達九十七萬瀏覽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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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有約二萬人訂閱。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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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 機構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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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報
（2016-17）
2018年10月出版

載錄2016-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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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與教育界息息相關的最新資訊。

學友社DSE資訊站
Facebook 專頁

全天候運作
專為 DSE 考生而設，提供最新及詳實的多元 

升學出路，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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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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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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調查

「文憑試考生的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2018年3月4日發布）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2018年4月8日發布）

「本地自資學士及副學位課程」調查報告（2018年5月13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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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期
間，透過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1,1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綜觀過去數年統計數
字，表示會考慮到內地升學的學生比例保持穩定，由2017年的17% 升至19%：考慮到
臺灣升學的比例，則由2017年的26% 下降至 25%。

  學友社提醒，往外地升學是一個人生中重要的決定，結果往往影響日後工作的選
擇，同學在作出升學抉擇時應考慮各種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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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友社於2018年1月期間，以問卷形式，成功訪問逾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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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5分（10分為最
高），較去年下降0.37百分點，壓力指數為2012年開始調查以來最低。學友社認為，
文憑試推行多年，同學愈來愈熟悉課程內容、考試模式、難度和題型要求，加上有更好
的準備，所以對考試的恐懼慢慢減少。

  為了解同學報讀自資專上課程的意願及考慮因素，學友社於2018年1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逾1,500名應
屆文憑試考生。調查發現，在表示考慮報讀自資學士學生（60.3%）中，認為「收生成績較低」（50.1%）為主要考慮因素，
其次為「有機會升格大學」（38.7%）。逾七成同學考慮報讀自資副學位課程（副學士及高級文憑）（72.4%），當中最主要原
因是「有機會銜接上資助學士」（71.4%），其次為「收生要求較低」（60.3%）。

  學友社認為同學選擇課程時，以收生成績要求、就業認受性及自己能力為主要考慮，可見同學看重的不是實際所付金
額的高低，而是看重課程是否符合自己期望及是否物有所值。

0分

10分

升學�
意願

內地 臺灣

2018年文憑試考生兩地升學意願

壓力來源

兩地升學意向差距收窄至�

6個百分點

2018年文憑試考生�
壓力指數

19%

100%

25%

6.75分 ;
歷屆最低

課程收生成績要求為�

主要考慮因素

3
自我期望時間不足往後出路

21

逾60%考生考慮報讀自資學士學位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 www.hyc.org.hk 下載

5**

逾70%考生考慮報讀自資副學位

Associate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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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研究調查

「香港傑出中學生價值發展核心素養」調查報告（2018年5月26日發布）

「中學生看內地與香港關係」調查報告（2018年7月29日發布）

學友社就調查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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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成功回收282份問卷。

  絕大部份受訪的香港傑出中學生經常留意香港、國內及國際新聞，也常常與家
人或朋友，討論新聞時事，社會發展。然而，過半學生表示從來沒有參與團體活動，
76% 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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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港取態上，學生偏向先關心香港事務，繼而留意中國。大部分學生認為香港
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普通城市（79%），突顯了對香港的身份認同感。

  近年，內地與香港關係成為社會焦點，為了解中學生的想法。本年度的調查於
2017年11月至2018年1月期間進行調查，有效問卷數目為1,326 份。

  受訪同學認為三個最影響內地與香港關係的因素依次為兩地文化差異（72.8%）、 
內地維權、民運事件（45.6%）及香港政制發展（44.3%）。三個最不影響內地與
香港關係的因素依次為經貿合作（50.9%）、歷史背景（50.4%）及中國綜合國力

（48.2%）。

1. 讓更多同學有機會參與內地交流團項目。

2.  設計策劃交流項目時可加強與當地民眾互動的方式，如參與當地生活體驗、 當地義工服務及與當地民眾交流、拜訪非政府組
織等，以深化交流團果效。

3.  加強對「一國兩制」及「基本法」的教育，以讓同學有更全面的認知，如實施的背景歷史，同時亦可於課堂上就生活上出現的
相關議題進行反思討論。

逾76%訪問者沒有參與公眾諮詢活動 近80%受訪者認為香港不是中國的普通城市

最影響兩地關係因素 最不影響兩地關係因素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 www.hyc.org.hk 下載

1 1
2 23 3

經貿合作
歷史背景

中國綜合國力香港政制發展

兩地文化差異
內地維權、
民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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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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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對外聯繫

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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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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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機構、青年團體、社福機構和各大院校等。

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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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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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局於2018年12月1至2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展覽廳舉
行「2018內地高等教育展」。本社代表應教育局邀請出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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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教育局「免試收生計劃」講座�

學友社應教育局邀請，派出項目主任（註冊社工）陳衍宗先
生於2019年2月19及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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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心處理報名核實工作，安排人手於2019
年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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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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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各界聯手　關顧學生福祉

傳媒機構

青年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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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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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開展，服務更多學生、家長及教師。本社於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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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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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

• 共有8 間機構提供職場實地考察（詳情可查閱第51頁同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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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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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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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兩地青年工作經驗及最
新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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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人才培育及凝聚

培訓義務輔導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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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完成訓練及通過考核的輔導員共有94人，另有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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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人次訓練，最
後共有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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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9至10月舉辦入校導師訓練班。課程提供合共62小時
訓練（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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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成為合資格入校導師。

入校服務導師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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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學友社共有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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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及職員凝聚

社員統計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普通社員773人

基本社員223人

永久社員108人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月13日 社友聚餐 共92人參與

1月14日 澳門四地華人體驗教育會議分享會 共17人參與

1月26日 時事花生組 共9人參與

2月3日 學友社團年飯2018 共45人參與

2月13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3席，共有33位同事、社長、常委參與

3月9日 時事花生組 共8人參與

3月26日 學友社邁向七十周年新春聚餐 筵開16席，共188人參與

4月13日 玩季試 GAME 共20人參與

5月12日 深水埗剩菜回收體驗團 共15人參與

5月23日 大澳導賞 共7人參與

5月25日 小巴膠牌書寫工作坊 共20人參與

6月22日 從社會需要到社會影響工作坊 共11人參與

6月25日、 7月1、4及7日 一級山藝訓練證書課程 共20人參與

7月10日 出路 Friend 享會 共61人參與

7月23日 「從死看生」遺體捐贈全面體 共20人參與

8月12至9月2日 「急救證書」課程 共22人參與

9月8日 開學禮 共52人參與

9月22日 季度訓練 - 探訪兆基創意書院 共14人參與

12月23日 學友社集思會暨答謝宴 共46人參與

12月28日 展中 • 再見 共63人參與

12月29至30日 港珠澳大橋深山2.0考察團 共50人參與

12月31日 同事聯歡 • 除夕大食會 約有30位同事參與

全年 同事生日茶聚 各社址每年約舉行6次



42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拓展與協作∣資源拓展

撥款資助

活動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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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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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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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 延伸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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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8-19

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第27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7-18
青年事務委員會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東北交流考察之旅
青年國情體驗計劃福建考察之旅

拉闊生命故事人生計劃 (2017-18) 滙豐香港社區夥伴計劃
從死看生遺體捐贈全面體

深水埗區議會活動計劃小巴膠牌書寫工作坊
一級山藝訓練

機構 / 人士 
( 排名不分先後 )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MOMAX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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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恒生大學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東華學院 港九電召的士車主聯會有限公司

捷榮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京都念慈庵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Wishh!

滴露 Dettol HK Loeb & Loeb LLP

星研國際有限公司



        F  財務報告

        F  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F  義工幹事名單

        F  職員名單

        F  社員獎項名單

        F  同行伙伴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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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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2018 2017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3,261,957 3,239,135

Advertising income 4,127,332 4,303,688

Donations received 3,186,634 2,114,044

Dividend income 55,430 63,473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 - 645,951

Gain on disposal of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43,414 25,550

Interest received 553 255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13,385 14,065

10,688,705 10,406,161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579,286 5,303,892

Depreciation 37,085 37,085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6,340,504 5,135,329

11,967,708 10,487,139

DEFICIT FOR THE YEAR (1,279,003) (80,978)

OTHER COMPREHENSIVE (LOSS)/INCOME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loss)/gain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33,764) 319,835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INCOME FOR THE YEAR (1,312,767) 238,857

　　財政年度：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財務報告

附錄∣財務報告

第44至45頁的財務報告乃節錄自本社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年度的審核財務報告，此報告應與審核財務報告中的附註一起閱讀。



45

HOK YAU CLUB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DECEMBER 2018

財務報告∣附錄

2018 2017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950,780 987,865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76,255 287,088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439,200 1,461,476

2,666,235 2,736,429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64,176 14,270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1,053,706 1,135,835

Prepayment 623,824 508,441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3,002,254 4,334,923

4,754,793 6,004,302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955,600 3,125,523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213,515 50,528

3,169,115 3,176,051

NET CURRENT ASSETS 1,585,678 2,828,251

4,251,913 5,564,680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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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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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327,720 361,484

LEASEHOLD IMPROVEMENT RESERVE - -

GENERAL FUND 44,193 1,323,196

4,251,913 5,564,680

Approved and authorised for issue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28th March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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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主要管治人員

附錄∣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名譽社長 ︰ 李綺玲、陳潤根、鍾樹根

社　　長 ︰ 伍德基、謝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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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綺玲、伍德基、陳潤根、謝劍明

陳凱茵

2018-20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執行總監

2017-19年度常務委員會成員

常務委員會

監察委員會

社  長

顧  問

行政及財務組 學生輔導中心

媒體出版部

傳訊及資源招展部

大專部

學校服務組 潛能發展中心

青年發展組

公民視域

執行總監

職員組別 義工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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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幹事名單

義工幹事名單∣附錄

總 幹 事 ︰ 周頴進

副總幹事 ︰ 張峻銘

財　　政 ︰ 方琮瑋

幹　　事 ︰ 郁曉彤、石毅俊、葉銘恩、陳宗懷、 
吳家詠、林敬庭、林庭峯、勞振雲、 
康頌怡、陳天惠

總 幹 事 ︰ 吳寶城

副總幹事 ︰ 陳倩雯

財　　政 ︰ 郭鍵樂

幹　　事 ︰ 李 翠、余淑芬、吳應懽、譚志聰、 
呂駿輝、黃進彥、陳海慈

總 幹 事 ︰ 余明慧

副總幹事 ︰ 吳學東

財　　政 ︰ 陳永裕

幹　　事 ︰ 吳柏源、徐梓傑、李智迪、吳穎欣

2018年度潛能發展中心  幹事會

 2018年度學生輔導中心  幹事會

 2018年度公民視域  幹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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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職員名單

職員名單

執行總監 ： 陳凱茵

 

 

 

統籌主任 ( 行政及財務 ) ： 周燕如 

行政助理 ：
謝玉亭、黃淑娟 ( 於2018年7月5日止 ) 

鄺嘉欣 ( 於2018年10月11日起 ) 

( 兼職 ) 會計 ： 錢本剛

( 兼職 ) 庶務員 ： 宋愛金

主管 ： 梁兆南 ( 由2018年6月1日起調任 ) 

高級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 ： 林梓茵

傳訊及資源拓展助理 ： 何美怡 ( 由2018年3月12日起 ) 

資訊科技員 ： 譚凱峯

 
 

 

 

主管 ： 黃曉彤 ( 由2018年6月1日起升任 ) 

編輯 ： 黃韻盈 ( 由2018年9月19日起升任 ) 

編輯助理 ：

尹孝賢 ( 由2018年11月23日止 ) 

顏燕婷 ( 由2018年7月23日起 )

王崇德、黎凱晴 ( 由2018年12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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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主任 ： 陳衍宗

社工 ：

周芷楓、鄧渝楓、魏佩琪

李婉薇 ( 由2018年2月2日止 ) 文嘉如 ( 由2018年4月13日止 )

陳芷平 ( 由2018年8月31日止 ) 梁鎮彭 ( 於2018年6月19日起 )

麥鍵鴻 ( 於2018年9月3日起 )

項目幹事 ： 丘惠媚 ( 於2018年4月9日起 )

項目助理 ：

陳美琳 ( 由2018年11月28日止 )

李志浩 ( 於2018年8月24日止 )

葉柔柔 ( 於2018年9月20日起 )

行政助理 ：

李婉雯 ( 於2018年8月31日止 )  

吳翠山 ( 於2018年6月20日起 )

劉海玲 ( 於2018年9月10日起 )

活動工作員 ： 鄧浩然 ( 由2018年4月13日止 )、周芷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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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經理 ： 王翠蘭 ( 於2018年8月14日起 )

傳訊及 
資源拓展部

媒體
出版部

全社

行政及財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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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獎項名單

資深社員

田芷蓓、何樂文、張沅堙、石采穎、李智迪、
 蔡永耀、鄧小儀、郭鍵樂、周頴進

義工時數獎 

全社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潛能發展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林敬庭
學生輔導中心 - 最高義工時數獎 李灝瑜
公民視域 - 最高義工時數獎  陳永裕

員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十年 (2008-18)    ： 高級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林梓茵

服務十年 (2008-18)    ： 行政助理謝玉亭

服務五年 (2013-18)    ： 媒體出版部主管黃曉彤

服務時數獎

鄭善文、陳家樂、梁子晴、劉俊浩、勞震雲、彭芷瑩、王亦臨、葉鑫灝、程楚瑜、劉嘉欣、梁妙盈、高開勤、
連綺敏、鄧福謙、源敏婷、李沚叡、周采翹、石毅俊、黃樂瑤、陳澤榮、葉建亨、蔡永耀、范美儀、陳宗懷、
方琮瑋、林庭峯、何詠軒、鄭琦琦、郁恩彤、康頌怡、陳展鈞、周頴進、葉銘恩、郁曉彤、陸珮琳、徐淑雯、
梁掁文、張峻銘、余灝雯、張民豪、陳家傑、林子君、吳家詠、關穎詩、何樂文、陳逸楓、李慆彣、王鈞達、
袁駿峰、潘浩昌、譚浩璟、鍾言禧、戴雪凝、李依娜、陳天惠、謝文昕、吳佩琳、羅嘉誠、胡紫瑩、曾婉愉、
馬穎瑜、梁曉穎、廖貝欣、盧展鴻、何旭華、曾秀慧、李灝瑜、蕭翠芝、萬鈞揚、郭鍵樂、楊雅茜、黃進彥、
陳梓榮、趙敬唐、蕭穎雯、賴晉森、凌雪儀、關漢華、廖藝婕、曾皓楓、香偉暘、譚志聰、黃思揚、陳芷雅、
馮詩銘、陳麗瑜、陳海慈、陳逸恆、陳汶燕、魏逸戈、婁聖軻、丘家寶、陳倩雯、趙仲文、張立君、盧敬超、
何美姍、王開傑、陳儀瑩、鄭曉芹、鄧麗盈、曾國偉、余淑芬、吳應懽、葉泰賢、羅孔亮、蒙穎珊、何慶輝、
黃卓瑤、唐慧珊、李鈺瑩、謝燕鈴、鄒子康、譚海軍、蕭穎雯、賴晉森、許朗生、容群娣、王耀聰、董穎瑜、
甄詠蕎、曾展庭、李真鳳、鍾巧情、杜錦輝、黃建華、林詠如、何佩賢、高雅文、尹智林、許珮怡、李海鋒、
楊敏瑜、郭瑩瑩、李嘉麗、蔡悅延、李芷翹、張梓謙、陳正浩、劉浩桓、李嘉茵、甘嘉穎、陳樂諾、張頌恩、
劉爾雅、鄧焯琳、李宛穎、陳嘉慧、鄧苑文、傅健欣、陳紀晴、黃紹霆、吳雨琦、顏君怡、胡穎琪、黃詩詠、
羅斌惠、余希彤、呂澤昆、黃巧彤、謝蘊詩、梁美儀、馮曉陽、陳凱宜、曾思玉、龔耀華、關家華、薛朗天、
雷銘慧、陳永裕、吳學東、余明慧、毛珮淇、尹穎彤、韓宇翹、岑朗軒、林敬庭、陳愷瑩、李珮詩、鄧煜杰、
李　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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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同行伙伴

本社衷心感謝於 2018 年度，與本社同心同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同行伙伴

第二十七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排名不分先後）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比賽評審團

沈旭暉副教授

曹  虹教授

郭錦鴻先生

陳景祥先生

陳智傑教授

馮應謙教授

Mr. Chris Yeung

Dr. Fairbrother, Gregory Paul

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研究課程副課程主任

香港恆生大學協理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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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恆生大學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Chief Writer of CitizenNews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贊助機構
復興 (香港 ) 貿易有限公司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傑出青年協會

協辦機構
香港政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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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領航者計劃

生涯規劃合作計劃（排名不分先後）

贊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

提供實習之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鄺俊宇議員辦事處

甘文鋒議員辦事處

洪錦鉉議員辦事處

周永勤議員辦事處

Green Ladies

九龍婦女聯會慧妍雅集婦女綜合服務中心‧互助幼兒服務中心

‧  Beans Cafe

‧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 ( 香港 ) 有限公司

‧  香港電訊 

‧  機電工程署

‧  香港警察學院 

‧  蘋果日報有限公司

,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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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學生同行  捐助學友社



www.hyc.org.hk
機構網站 一站式學生資訊網站

www.studen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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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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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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