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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對外聯繫

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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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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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福機構和各大專院校等。

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工商機構

出席教育局生涯規劃教育講座 ── 「內地部分高
等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 

學友社應教育局邀請，派出時任項目主任（註冊社工）陳衍
宗先生於2019年12月16日及2020年1月17日	舉辦的生
涯規劃教育講座擔任主講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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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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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019年因應
社會運動，學友社沒有安排職場參觀。

學友社於奮發時刻DSE電台節目在2019年8月一連四集邀
請新興行業機構代表分享行內工作、發展前景及投身不同
行業的要求及挑戰等，機構包括綠芝園、香港電競總會及
深圳市方塊動漫畫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等，助學生了解新興
行業工作概況及入行途徑及早規劃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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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3月10至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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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因社會運動，教育局取消原定於2019年11月30至12月1日
舉行「內地高等教育展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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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文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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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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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院校

傳媒機構

青年團體

各界聯手　關顧學生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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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院校及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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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強與培育青年的效果，學友社與本地及內地青年團體保持緊密交流，相互協作，以了解及幫助學生所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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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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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及有效開展，服務更多學生、家長及教師。本社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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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繼續獲教育局邀請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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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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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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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人才培育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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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輔導員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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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至2月及5月至6月期間進行。2019年度，完成訓練及通過考核的輔導員共有97人，另有40位
組長及督導協助引領輔導員成長及開展輔導服務。

人才培育

因著社會的變化及需求，學友社緊隨提供相應服務予青年學生，多方面照顧學生所需。為讓學友社
的服務更專業、更廣泛，我們不忘培育人才，提供平台予義工及職員一同學習及發揮，為社會培育
更多有為青年。

入校服務導師培訓 – 生涯規劃 

本年度，學友社獲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贊助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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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社舉辦導師訓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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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合共提供了79人次訓練，最後
共有79位參加者成為本社合資格生涯規劃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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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服務導師培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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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至12月舉辦入校導師訓練班。課程提供合共64小時訓練
（七天工作坊及一天日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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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名參加者完成訓練及評核並成為合
資格入校導師。

義工培訓及發展

為配合社會需要及社務發展，學友社於2019年1月1日全面落實新架構，成立義工培訓及發展部，主要擔當策劃、協調義
工發展及推動社員運動。為提高社內學習氣氛，增值義工團隊的知識及技能，義工培訓及發展部提供多種優質培訓及義工
發展活動，包括義工管理工作坊、專業司儀實戰工作坊和急救課程等，同時成立義務實踐小組，義工進行直接服務，回饋
社區需要之餘，並提升參與青年對社會的關懷。整體合共達98人參與。

義工意見調查

85% 同意參與活動
後有助加強溝通技巧

60% 認同參與活動
後有助提高對義工管
理的關注

86% 同意參與活
動後加強自信心

80% 認同透過參與
小組， 提高了對社會
的認識

資料來源：義工管理工作坊、專業司儀實戰工作坊、義務實踐小組義工意見調查



44

學友社年報  Hok Yau Club Annual Report  2019

拓展與協作∣人才培育及凝聚

人才凝聚

學友社每年積極籌辦各種聯誼活動，藉以讓義工、社員及職員交流經驗，傳承理念。

凝聚義工 

為提高義工活躍度，學友社開設一系列活動凝聚義工外，
同時提供各種義工嘉許方式以肯定義工的付出及努力，包
括提名義工參與地區及傑出義工選舉及安排義工免費參與
各種活動。

VOTE

2019年深水埗區傑出義工嘉許計劃

	國際義工會議	The	16th	IAVE	Asia	Pacific	
Regional	Volunteer	Conference

2019-20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凝聚社員

社員一直是學友社珍貴的人力資源，為集合一眾社員並提高全社社員交流互動的機會，義工培訓及發展部訂立每季度進行
一次活動服務為目標並於2019年提供各式各樣的凝聚社員活動。

多達168位社員參與凝聚社員活動
約80% 社員表示未來有興趣繼續參與學友社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社員發展活動如開年飯、普拉提體驗班、體。感端午及深山3.0	考察之旅意見調查

VOTE

提供義工參與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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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職員 

學友社能否緊貼學生和社會所需，以提供全面服務全港青
年學生，很大程度是取決於內部團隊的付出及合作。本社
於每年定期舉辦各聯誼活動，以增強內部士氣，帶動全
體員工積極工作外，亦會因應社內活動建立跨部門合作小
組，從而團隊能緊密互動，共建彼此關愛，共同成長的工
作環境。

社員統計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義工統計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普通社員269人

永久社員108人

少於1年： 146位

136位

17位

13位

10位

1至3年：

4至6年：

7至9年：

10年或以上：

基本社員228人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月12、13及18日 MaD	Festival	2019 共7人參與

1月31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3席，約有30多位同事、社長、理事參與

2月18日及25日、
3月4日及11日

普拉提體驗班（第一期） 共10人參與

2月23日	
「豬」朋好友迎社慶			
學友社開年飯2019	

共45人參與

3月20日 義工管理工作坊 共32人參與

3月25日、
4月1、8及15日

普拉提體驗班（第二期） 共10人參與

4月10日 學友社七十周年社慶晚宴
筵開42席，約有280位外賓及約230位同事、社長、理事
及社員參與

5月15日及19日 體。感端午 共11人參與

7月14日 專業司儀實戰工作坊 共14人參與

9月1、8、22及29日、
10月13日

急救課程 共34人參與

9月21日、10月10日 壹日重溫急救課程 共12人參與

10月17至18日 普拉提體驗班（第三期） 共6人參與

11月16日 扎染工作坊 共15人參與

12月28至29日 深山3.0	考察之旅 共15人參與

12月31日 同事除夕聯歡大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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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30 60 90 12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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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資源拓展

項目 資助來源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 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2019-22)

學生輔導中心改造工程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學生輔導中心社址的租金差餉津貼 社會福利署

明日領航者計劃2019
2019-20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第28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山藝及康樂用品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明日領航者計劃	–國情考察團（安徽文化多面睇）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2018-19（獎學金） 復興 ( 香港 ) 貿易有限公司

大中華社會創新青年實習空間計劃

大灣區社會創新青年實習空間計劃
2019-20年度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體。感端午 深水埗區議會活動計劃

機構 / 人士 
( 排名不分先後 )

曾憲備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信義玻璃控股有限公司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

黃廷方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Chen	Hon	Keong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KOKUYO	Co.,Ltd.	
MOMAX	Technology	(Hong	Kong)	

Limited

Job	Market( 求職廣場出版有限公司 ) 滴露	Dettol	HK Andox	Limited

Oh 爸媽討論區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利口樂 (Ricola	Group	AG)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恆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星研國際有限公司

星島日報 星晨旅遊有限公司 衍生行有限公司

香港房屋協會 香港房屋委員會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香港樹仁大學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榮發吊機租賃有限公司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親子王國香港討論區 東華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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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撥款資助

活動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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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