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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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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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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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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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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