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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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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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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