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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簡介

學友社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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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創辦逾七十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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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入帳至學友社捐款帳戶：�

�（中國銀行（香港））�012-352-1033418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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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擲回學友社。

��2397�6116� ��info@hyc.org.hk

���深水埗長沙灣道141號長利商業大廈13樓學友社總社

名譽顧問�

史維教授，JP 何順文教授
林群聲教授，SBS，JP 段崇智教授
胡鴻烈博士，GBM，GBS，JP 郭位教授，JP

唐智強先生，GBS，JP 張仁良教授，SBS，JP

張翔教授，JP 梁君彥議員，GBS，JP

曾鈺成先生，GBM，GBS，JP 葉國華先生
楊潤雄局長，JP 蔡敏志教授
鄭國漢教授，BBS，JP 蔡德昇先生
滕錦光教授，JP 衞炳江教授
羅致光局長，GBS，JP

社務顧問�

李金鐘校監，MH 吳國榮律師，PMSM

盧子健博士，JP 魏雁濱教授

義務法律顧問�

崔建昌律師

願　景

宗　旨

1.�PayMe 捐款：�
���掃瞄 PayMe 二維碼�
� �如欲索取捐款收據，�
請於訊息位置輸入�
【收據姓名+聯絡電話+
電郵地址+郵寄地址】

www.donation.hyc.org.hk

2.�網上捐款 :�

（按中文姓氏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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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簡介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媒體出版�

到校服務全人發展�

•� 電話輔導服務2503 3399（香港電訊贊助）：
� 學生專線（逢周二及五，下午四時至六時（公眾假期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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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及家長輔導工作坊
•� �「升學就業資料中心」提供各種升學及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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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與香港電台合作「奮發時刻DSE」廣播節目
� （逢周六晚上8時至8時30分　香港電台第二台播出）
•� �承辦教育局「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
指南編輯及顧問工作

•� �與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合辦《中國內地高校
e 站通》手機應用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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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k�Yau�Club」�
� � �� �學友社最新動態、活動資訊
•����������������「學友社 student.hk」�
� � ���多元升學資訊、網上諮詢������

•� �學生輔導及生涯規劃
•� 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

主要服務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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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年報

年度主要數字

一分鐘年報

學生輔導及

青年發展服務人次共

共92,733

員工年資專注於服務學生

與學校緊密協作

積極培育義工投入服務

10年或以上 5位

5位

18位

2位

7至9年

1至3年

少於1年

4至6年

員工服務年資�（截至2020年12月31日）

使用服務及參與活動中學舉辦274場

入校講座及工作坊

服務覆蓋全港官津直中學

共259間 約55%

註：數字尚未包括媒體出版服務。

義工

共347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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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年報

重點服務

年度財務狀況

升學輔導
共接獲約2,095宗求助電話
每個案約傾談19分鐘

指南總發行量

256,000套

香港模擬文憑試十大新聞選舉
共吸引14,910人次
共213間學校參與

2020年11-12月

有效投票學生人數

共33,676人�
共110所中學參與

總收入合共$13,470,941 總支出合共$10,730,082
媒體出版廣告33％ 服務活動及行政營運51.1％

各單位活動19.5％

外界捐款／
資助46.8％

人力資源
48.5％

註：尚未包括可供出售的金融資產。
詳細財務報表見 P36-37



6 社務報告

疫情影響大　靈活變陣應對需要�

疫情期間，本社不少服務亦需作出調整。隨著學校停課及
遙距工作的實施，部份服務轉在網上或社交平台進行，各
服務單位製作網上節目或推動網上小組活動，讓學生、家
長和老師居家抗疫之餘，亦能透過網上服務和互動得到支
援。去年二月，因應疫情打亂考生的考試部署，一眾同工
在學界忙亂應對間，即時推出支援服務，讓學生抗疫期間
居家備試，停課不停學，服務包括 : 舉辦五場 Facebook 直
播，邀請升學輔導專家及科任教師分享應試準備及心得，
截至2020年底總計觀看人數達9,800人；其次，免費公開
歷年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連答案，相關網站於二月至四月
備試期間的瀏覽量近九萬；此外，為保障考生應試期間的
健康，本社幸獲滴露香港贊助逾四萬樽酒精搓手液，並聯
絡及運送至194個文憑試英文科試場學校向逾四萬名考生
派發。

鑑於疫情下各大學取消招生資訊日，應屆考生未能親身接
觸查詢最新課程資訊，同工立刻聯絡各大學院系舉辦三場
網上直播，邀得多間院系代表講解面試變動及注意事項，
並即席解答提問，截至2020年底總計觀看人數達3,600人。

疫情期間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新冠肺炎緊急援助
基金」和「賽馬會社區持續抗逆基金」捐助，讓本社能全方
位解答學生於學習和升學疑難，提供多元、可靠、及時的
升學和出路資訊，使學生能以正面和積極的態度作出適當
的生涯抉擇。其中，Facebook 專頁和 Instagram「學友社
DSE資訊站」觸及人數分別是231,828和26,425。此外，
有見當屆考生的缺乏放榜的實體支援，本社於放榜前夕開
設 Facebook 直播，高峰時逾780人收看，直播個間回答近
80條問題。

以上支援雖未及實體服務的深度和互動效果，但也成功為
機構及大部份員工提供了網上工作體驗和培訓機會，學會
以靈活、彈性的方式回應疫情衍生的新需要，亦為機構未
來建立數位化資產和能力奠定基礎。

審慎理財　積極拓展資源和伙伴�

財務風險一直備受關注。2019、2020財政年度，本社的
活動及捐款收入遇上鉅大挑戰。本社會持續檢視及分析資
源狀況，確保資源用得其所。另一方面，在疫情等不明朗
情況下，本社仍積極運用不同服務模式，靈活迅速地回應
服務使用者對各項服務及物資的需求。去年九月，本社獲
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益基金會邀請成為其網站的協辦機
構，提供有關大灣區學業，就業和創業的實用資訊，並將
其傳遞予有需要的人士，促進香港青年參與大灣區的建設
及發展。此外，本社與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聯手
開發「中國內地高校ｅ站通」手機App，讓學生一手掌握內
地短期交流、高等院校課程介紹、內地升學途徑等資訊，
及在App 中直接與各間機構及高等院校聯繫。

促進同工專業發展�

配合機構架構和服務革新的需要，本社舉辦「學友社主管人
員管理與領導力發展培訓2020」，培訓管理人員的領導才
能、決策力和執行力，促進跨部門協作。同時，透過外間
機構提供的培訓計劃，協助專責入校服務和輔導服務的團
隊，掌握服務效益量度的基本技巧和研究能力，以提升團
隊和服務的專業質素。

最後，本人再次感謝理事會、管理層和前線同事的信任，
加上社會各界和服務對象的支持，讓本社的服務得以一步
步拓展。自2019年的架構改革，機構的持績向前發展，
實在需要鞏固內外的信任和支持，強化管治。未來一年，
本社將繼續致力提升機構管治、資源拓展與運用、提升效
率，使機構更有效服務青年學生。我亦要感謝各個政府部
門、商業機構及慈善團體，在疫情蔓延的路上守望相助，
支持我們的學生服務和對象，為更好的明天出力。

　　2020年，一場新型冠狀病毒全球肆虐，打亂了我們的
生活。學校停課，學生以網上形式學習，經濟活動重挫，
在家辦工成為新常態。保持社交距離、家居隔離、限聚令
及強制檢疫等，也成為新的日常用語。面對劇變和前景不
確定，學生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議題不斷變化，學友社
必須迅速敏銳地作出回應。這對於我們每人，特別是青年
工作者，都是一項挑戰。

執行總監　陳凱茵女士

社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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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學生輔導

      F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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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出版

      F  研究調查

核心服務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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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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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後因需要積極擴大規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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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8日至
27日及8月12日至20日期間（共19日，放榜前夕7月21
至22日通宵服務）設立38條「放榜輔導熱線」，共接獲約
1,300個求助個案，平均傾談時間約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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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8日以網上形式舉辦兩場
「大學聯招講座」，報名總人數為約1,100人。講座內容包括
聯招選科策略、入學面試技巧、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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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路及放榜輔導

學生輔導
　　學友社發展學生輔導服務至今已逾四十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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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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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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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舉辦「放榜教師工作坊」，
吸引約730位中六班主任、升輔教師及社工參與。

電話／網上面談諮詢服務�

因應疫情，學生輔導中心於文憑試及聯招放榜期間提供電
話和網上面談輔導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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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提供本地及海外升
學、職業進修等多方面的最新資訊。

內地升學輔導�

有見香港學生對內地升學資訊需求日益增加，學友社近年
積極開展內地升學輔導服務，包括︰承辦教育局《內地高校
招收香港中學文憑考試學生計劃指南》、協助「文憑試收生
計劃」確認報名工作、籌辦考察團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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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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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年度香港模擬文憑試於2020年11月28日和12月5日共舉辦了4場
模擬文憑試（分別為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共吸引14,910人次應考，共213間學校參與。�由於疫情關
係，是次活動由原來的公開現場應考模式轉為以寄送試卷模式進行，同時為學生提供網上同步開考服務及評改服務。此外，
本年度繼續與學校合作舉辦到校模擬試，當中包括心光盲人院暨學校，以配合不同學校及學生之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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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於網上公開「香港模擬文憑試」歷屆試題

學友社關注到學生於疫情期間受停課影響，部分應屆中六
級學生未能完成校內模擬考試，特意由2020年3月起公開
近年的香港模擬文憑試試卷、聆聽資料及評分參考，方便
同學隨時參考和練習。

14,910應考人次213間學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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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試支援

2020-21年度服務概況

https://hkmockexam.hk/pastpaper.php

下載「香港模擬文憑試」歷屆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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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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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高中生而設廣播
節目「奮發時刻DSE」。節目逢星期六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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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位嘉賓參與，包括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
蘇國生博士、教育局專責教育主任（教育心理服務）陳日雄博
士、ViuTV�藝人沈殷怡小姐以及行業專業團體代表及科任老師，
其中包括15所中學及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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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業訪問」等內容。另外，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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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香港電台文教組合作）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劉蓮
小姐、時任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秘書長蘇國生博士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元朗商會中學丘
志良校長、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劉蓮小姐

（左起）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老師、香港理工大學香
港專上學院科技、工程及健康學部高級講師盧志恒博士、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工程學副學士二年級生蕭百成
同學、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杜婷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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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學生輔導

　　為回應社會需求，學生輔導中心近年積極優化學生專線服務內容及模式，著重輔導員專業服務
及操守，服務更多受眾。

恆常及支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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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逢星期二、五，下午
4時至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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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接獲803個求助個案。

（香港電訊贊助）

文憑試 /�聯招課程 /�E-APP

資歷架構第五級課程
（資助學位、自資學位、銜接學位）

內地、台灣及海外升學

專線求助者
專線查詢三大問題

51%

49%

學生

家長或其他人士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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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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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因疫情關係，展覽轉為網上舉行，學友社運用相關平台向學生提供最新升學就業資訊與輔
導，助高中生在規劃出路方面做好準備。

參與外界大型展覽及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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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12至13日參與「多元出路網上資訊 SHOW�2020」，設立網上
諮詢服務，為同學及家長提供升學資訊、情緒輔導及意向輔導服務，加强學生選擇適切升學途徑的能力，發掘自己的興趣
意向。

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

學生輔導中心於2020年12月5日參與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展覽，由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隊長、註冊社工陳衍宗
擔任嘉賓講者，講座主題為「赴內地升學經驗分享」，為學生和家長講解內地升學注意事項及資訊，助他們為未來出路作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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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全人發展

　　踏入廿一世紀，學友社除了繼續發展輔導工作外，亦積極拓展其他有關青少年成長及發展的服務，與
學生同行。2019年，學友社因應社會需要，將原來潛能發展中心轉型為全人發展部，為青年人提供正規
課堂教學以外的服務與參與機會，促進青年於品德與價值教育的學習，提升學生終身學習的動力，繼續推
動青年人的全人發展。

　　學友社「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自2004年開始舉辦，累計超過�4,400名學生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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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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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閉幕暨頒獎典禮：

選出及嘉許10名年度傑出中學生領袖，�
和24名中學生領袖

258名學生參與 96名學生參與

第三輪評核

經由評審團個別�
甄選評分

2019-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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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名學生參與。由於疫情關係，部分活動如時事工作坊改以
網上視像形式舉行。時事工作坊邀請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義工及傳媒人向同學分享媒體素養知識。另外，計劃亦
於2020年6月疫情稍緩時舉行了實體的領袖工作坊。

選出34名�
準學生領袖參加�
以下課程：

領袖訓練營

社會實踐計劃

領袖工作坊

時事工作坊

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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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發展∣核心服務

是屆學生領袖於2020年1至6月期間自發籌辦「衫心兩意」計劃。他們透過舉辦工作坊、街訪、影片製作和社交媒體宣傳等
方式，提高社會大眾對速食時裝的認知及其影響，鼓勵大眾以回收或售賣二手衣物代替拋棄。學生領袖亦讓市民體驗多元
化的舊衣回收方法，改變各界對二手衣物的刻板印象，提升大眾購買二手衣物的意欲。此外，他們向大眾講解購買速食時
裝背後的成本及代價，繼而推廣良好的購物原則及習慣。

社會實踐活動：「衫心兩意」

閉幕暨頒獎典禮

本選舉於2020年7月11日舉行閉幕暨頒獎典禮，邀得良
師香港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陳君洋先生以及傑出青年協會副
主席梁國成先生擔任主禮嘉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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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相信自己係一個領袖，要謙卑不要自卑。

�參加者感受

訓練營中學懂管理團隊，更加要認識自己的
優缺點。領袖亦要訂立自己的人生目標，重
燃自己的熱情。

�參加者感受

在社會實踐計劃中，學懂認真做一件事，不
只 get the job done，更要 well done。

�參加者感受

領袖也是人，可以有各種情緒，但領袖亦有
義務為團隊種下希望。

�參加者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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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因疫情關係，2020年度到校活動數量大幅減少，最後仍能提供服務予 :

註：��因疫情關係，無法安排職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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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引領學生認清自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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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成功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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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為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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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間中學 8所機構 約217場講座 42場工作坊

服務人次共45,516服務覆蓋率約26%官津直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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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疫情關係，本年度的相關活動全改為於網上進行。

到校服務—升學輔導及生涯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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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校服務—領袖培訓及潛能發展∣核心服務

因疫情關係，2020年度到校活動數量大幅減少，最後仍能提供服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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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團隊挑戰歷奇日營

•� 領袖體驗教室

•� 溝通體驗教室

•� 校內活動管理工作坊

•� D.I.S.C 四型人格體驗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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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玩出好品格

•� 玩出好團隊

•� 溝通無難度

•� 歷奇小領袖

6所中小學 服務人次共595

　　學友社全人發展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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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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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公民教育

「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

初選活動設有工作坊（於2020年9月19日舉行），共83位
同學參與工作坊。參與初選的學生撰寫新聞標題及簡介的
方式外，同時傳媒工作者麥嘉緯先生帶領同學探討新聞的
定義和假新聞。工作坊更教導同學如何解讀新聞和判斷新
聞訊息真偽的技巧。而同學於9月11日至11月6日透過組
織校內小型新聞選舉，認識選舉和傳媒的功能。校內的初
選結果成為2020年度十大新聞選舉候選新聞。

新聞評述比賽

選舉設有新聞評述比賽，比賽於2020
年8月28日至10月19日舉行，共吸
引了1039位中學生參與。參加者需選
取一則於2020年發生的本地、兩岸或
者國際新聞作主題，以文字形式（中
文或英文）加以評論。

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民政事務局及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

　　「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自1992年舉辦，至今已歷29載。多年來，活動一直獲全港學校踴
躍支持，每年參與投票的學生數以萬計。透過舉辦「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我們希望能夠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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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分析能力。

得着︰

從一頭霧水到找到方向是次活動籌備過程都頗順利和充滿收穫。由一開
始的手忙腳亂、一頭霧水，組員們在疫情下都無法當面溝通、只能透過
網上聯繫，無法清晰得知活動的內容詳情，加上做事效率不同。因此都
花費了一段時間去磨合、分工，到最後組員都成功克服和溝通了。靠着
負責老師的指導加上會長的帶領和組員們的默契，大家互相配合、各司
其職，最後成功使活動如期進行，畫下圓滿的句號。本次活動的效果雖
然可能礙於疫情的問題而不及預期，但收到大家的支持及回饋，對我們
來說就很滿足和值得了。

感謝：

首先，感謝學友社舉辦的十大新聞活動，讓我們能夠有一個機會去學習
如何寫一則新聞，加深了我們的時事觸覺及對新聞的了解。亦令我們有
一個與同學合作的機會，從中學習到一些與人交流、溝通的技巧、分工
等等，令我們獲益良多，累積籌備活動的經驗，令下次可做得更好。

�參加者感受「千編細選」候選新聞初選工作坊

　　學友社自2011年起將聚焦從通識教育擴展至公民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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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既定的思想框架。

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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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核心服務

頒獎典禮

因疫情緣故，頒獎典禮於2021年2月6日以線上形式舉
行，活動讓新聞評述比賽得獎者分享得獎感受及匯報作
品，另作為「十大新聞選舉」的總結活動。

第二十九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總選結果�

總投票人數��������：33,676 人
排名 新聞標題 得票率

澳洲山火連燒多月　威脅原生動物存亡 59.3%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　死亡人數逾百萬 59.1%

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　多國表關注 54.4%

4 新冠肺炎爆發初期　醫護罷工提五大訴求 46.7%

5
學校停課文憑試延期　網上授課替代面授
課堂

46.5%

6 小學教師涉散播港獨　被永久註銷教師資格 42.6%

7 一代球星隕落　高比拜仁墜機亡 42.3%

8 美媒宣告拜登勝出　特朗普拒認落敗 42.1%

9 特朗普確診新冠肺炎　健康備受外界關注 42.0%

10
美國非裔男遭警壓頸亡�
引發�Black�Lives�Matter�運動

41.4%

2

VOTE

本屆選舉共有33,676名學生（來自110間中學）於新聞總選
中投票。今年候選新聞當中，有十則新聞與本地、兩岸及
國際新冠肺炎新聞相關，佔三十則候選新聞三分之一，可
見疫情對於全球及本港所帶來的巨大影響。而首十則新聞
當中有四則與疫情相關，分別為第二、四、五及九位，介
乎�42%至�59%，當中「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死亡人數逾百
萬」( 得票�19,891，得票率�59.1%) 位居次位，可見疫情備
受同學關注。而「澳洲山火連燒多月�威脅原生動物存亡」(得
票�19,984，得票率�59.3%) 排名居首，本社認為是由於中
學生於社交媒體閱讀新聞的習慣，讓同學更有機會從畫面
感受到是次山火對澳洲生態帶來的嚴重影響，同時於去年
第二十八屆 (2019�年 ) 的選舉結果中，亦見到同學於環保
議題有一定關心 ( 亞馬遜雨林火災，2019�年第九位 )。而
第三位「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多國表關注」( 得票�18,315，
得票率�54.4%) 同獲高票數，亦見到同學對於新條例實施亦
有較高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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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繼續出版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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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人」計劃─傳媒教育大使培訓計劃

學友社一直關注及推動傳媒教育。於2021年1月，本社全
人發展部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媒人計劃安排了一次前
線工作者的分享環節──「傳媒人分享：每周送上背後的
刺針精神」，邀請了前《新聞刺針》首席記者楊量傑為本社
社員義工就著傳媒生態、進行偵察報導、傳媒專業作出分
享，超過30位社員義工以網上及現場方式參與。�參與同學
均表示對於何謂傳媒專業受到很大啓發，同時亦以更濶的
視覺理解偵察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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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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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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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共出版4套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總發行量達二十五萬六千本，平均每套指南的學校訂閱率近9成。

2月

《大中華升學指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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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萬八千本（免費派發）

2020年

3月

《高中選科及升學指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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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萬八千本（免費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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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核心服務

《出路指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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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萬套

（一書兩冊，免費派發）

6月

11月

11月11月

《中六升學指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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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萬本（免費派發）

承辦教育局《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學生計劃指南（2021/22學年）》

內容： 內地升學概況、文憑試收生計劃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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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文憑試收生計劃2021一本通》

內容： 內地高等教育特色、文憑試收生計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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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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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南內容資訊準確及時

值得信賴

50%十分同意〡48%同意

98% 認同

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2020年度指南總發行量 4套指南平均中學覆蓋率近

256,000套 90%
*96%中學訂閱《出路指南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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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訂閱統計資料、《出路指南2020》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指南內容全面

提供充足升學資訊

56%十分同意〡43%同意

98% 認同
認同指南內容全面

提供充足就業資訊

45%十分同意〡48%同意

93% 認同

學生策劃升學出路時

指南是重要參考

56%十分同意〡42%同意

98% 認同

《出路指南2020》中學老師意見調查

升學及出路輔導刊物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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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出版∣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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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
訂閱人數近11,500人。瀏覽或訂閱：��

�www.student.hk/enews/

學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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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達151萬

瀏覽人次。

學友社 student.hk
Facebook 及 Instagram

全天候運作
即時傳達文憑試、聯招及多元升學資
訊，發布與學生息息相關的升學資訊。

電子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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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媒體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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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2020年11月出版

載錄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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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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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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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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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調查∣核心服務

研究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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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憑試考生的內地及臺灣升學意向」調查報告（2020年3月8日發布）

� � 為了解本屆文憑試考生對兩地升學的意向，學友社於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期間，透過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
超過1,3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綜觀過去數年統計數字，表示「考慮內地升學」比例較去年下降5個百分點至15%，而「考
慮臺灣升學」的比例則上升8個百分點至30%。

� � 學友社表示，今年調查中，因「朋友�/�家人鼓勵」而考慮內地升學的學生，較去年增加�16�個百分點。調查亦顯示，無
論考慮前往內地或臺灣的同學，考慮畢業後留在當地發展的同學百分比均上升（內地及臺灣分別上升�19�個及�10�個百分
點），反映更多同學的升學計劃不單止選擇升學的地點，更有在當地工作甚至移民的打算。

文憑試考生考慮內地／臺灣升學的因素

朋友 / 家人鼓勵 政治環境 / 制度
未來留在

當地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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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研究調查

2020年文憑試考生壓力指數

新型肺炎疫情對學生準備應考文憑試的影響

8.1/10
歷屆最高

調查報告可於學友社網站www.hyc.org.hk 下載

「文憑試考生壓力」調查報告（2020年4月5日發布）

2020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考生先後經歷社會事件及新
冠肺炎疫情，為了解事件對考生的影響，學友社分別
於�2020�年�1�月及�3�月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發現，考
生壓力在�1�月時平均分為�7.48�分（10�分為最高），在
3�月初時壓力平均分升至有調查以來最高的�8.10�分，
顯示學生因受疫情影響而承受巨大壓力。同學認為文
憑試給予他們的壓力在�1�月時比去年同期上升�0.72�
分，反映應屆考生本已受到自去年中開始的社會運動
影響應考，當中六至七成學生同意因社會事件減低了
他們的學習動力，影響了學習進度、令他們難以集中
精神、身心疲累以及情緒波動。結果亦指出，有更多
考生（約八至九成）認為，新冠肺炎肆虐對應試帶來
上述的負面影響。學友社提醒同學，若溫習時遇有難
於集中的情況，則宜稍作休息，進行一些呼吸練習，
將專注從溫習轉移到身體狀態之上，以緩和自己緊張
之狀態，有助增加溫習成效及紓緩壓力。

* 根據2020年3月數據

1 2 3
難以集中精神 減低學習動力 影響學習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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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對外聯繫

      F  人才培育及凝聚

      F  資源拓展

拓展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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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

工商機構

出席教育局「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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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度因疫情緣故，教育局於2020年12月5至6日以網上直播
形式舉行「2021/22�學年內地高等教育展（網上博覽）」，本
社代表應教育育局邀請出席並擔任講座嘉賓，講座主題為
「赴內地升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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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友社過往每年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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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因應疫情，學
友社未能安排職場參觀。

為學生了解各行業工作概況，學友社於「奮發時刻DSE」電台節目在2020年8月邀請商界機構代表分享創業故事、中學生
創業的準備及投身不同行業的要求與挑戰等，機構包括 ViuTV 及數碼營銷公司 APLUZA 等，助學生及早規劃人生。

協助「文憑試收生計劃」確認報名工作�

為協助文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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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3月1至4月30日期間，協助該計劃的報名核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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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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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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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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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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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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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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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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於教育局「多元出路網上資訊 SHOW�2020」等多個大型升學就業展覽設立諮詢服務，為同學及家長提供升學資訊、情
緒輔導及意向輔導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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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高校文憑試收生計劃2021一本通》編輯及製作工作、協助�
� 報名確認工作等。

•� �傑出中學生領袖選舉獲教育局成為支持機構。

註：受疫情影響，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取消原定於2020年6月11日舉行的「商界展關懷」社區伙伴合作展2020。

對外聯繫∣拓展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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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與協作∣人才培育及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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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關係，本社取消2020年度義務輔導員培訓與入校服務導師培訓（領袖培
訓）。

入校服務導師培訓（生涯規劃）�

本年度，學友社獲民政事務局贊助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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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通過考核後成為合資格生涯規劃導師。本年度
受疫情影響，不少訓練環節被取消，最後仍能培訓33位參
加者成為本社合資格生涯規劃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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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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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及凝聚∣拓展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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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義工交流會、義工管理工作坊、「身心健康－頌缽靜觀工作坊」和「Online�Meet�起來：網上引導小組討論
及帶領技巧分享」活動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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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全年共有347名義工參與義工培訓及發展部舉辦的活動。

義工意見調查

85% 同意參與活動
後有助提高對義工
管理的意識

100% 認 為 參 與 活
動後更有信心帶領
網上小組 / 活動 / 會
議

100% 同 意 參 與 活
動有助舒緩壓力

95% 同意參與活動
後更有意欲認識自
我和提升身心健康

資料來源：義工管理工作坊、學義致用（第一期）計劃：身心健康－頌缽靜觀工作坊、Online�Meet�起來：網上引導小組討論及帶領
技巧分享、學義致用（第一期）計劃：身心健康－生命三維敘事法工作坊義工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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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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深水埗區傑出義工嘉許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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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提供各式各樣的凝聚社員活動，活動包括：「欣賞．生命：表達藝術與生死教育」小組、
愛自己。一心義用社區服務計劃（從心出發工作坊）、設計思維（design�thinking）培訓工作坊等。

約96% 社員表示
未來有興趣繼續參
與學友社其他活動

資料來源：所有社員活動的意見調查

提名義工參與選舉：

84�位

義工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1�日）

39�位

5�位

10�位

28位

少於1年：�

1至3年：�

4至6年：�

7至9年：�

10年或以上：

普通社員
158�人

基本社員
�99�人

永久社員
105人

社員統計（截至�202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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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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凝聚內部士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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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社活動

日期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2020�年1月22日 同事團年飯 筵開4席，約有45位同事、�
社長、理事參與

2020年3月31日 義工交流會 共13人參與

2020年5月6日 義工管理工作坊（第二期） 共16人參與

2020年6月17�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一期 )�頌缽靜觀工作坊 共7人參與

2020年7月17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一期 )�生命三維敘事法工作坊 共12人參與

2020年7月24�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一期 )�生命三維敘事法工作坊 共11人參與

2020年10月20、27日，
11月3、10、17及24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二期 )�「欣賞．生命：表達藝術與生死教育」小組 共10人參與（59人次）

2020年11月12、19及
26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二期 )�「欣賞．生命：表達藝術與生死教育」小組 共11人參與（30人次）

2020年10月20、27日，
11月3、10、17及24日 學「義」致用計劃�( 第二期 )�DSE 英語研習班 共8人參與（43人次）

2020�年�9月�12及�
16日，10月24日 愛自己．一心義用社區服務計劃 共20人參與（55人次）

2020�年�4月28日 Online�Meet�起來：網上引導小組討論及帶領技巧分享 共26人參與

2020�年�5月27日 義工嘉許2020：非暴力溝通工作坊 共24人參與

2020年�6月�29日 義工嘉許2020：義工管理�X�教練學入門工作坊 共22人參與

2020年�9月�9日 義工嘉許2020：設計思維（design�thinking）培訓工作坊 共18人參與

2020年11月2日 學友社社員特質焦點小組 ( 第一節 ) 共4人參與

2020年11月5日 學友社社員特質焦點小組 ( 第二節 ) 共2人參與

2020年11月14日 學友社社員特質焦點小組 ( 第三節 ) 共5人參與

2020年12月30日 同事線上大派對
約有30位同事、社長、�
理事參與

人才培育及凝聚∣拓展與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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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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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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資助來源
「友共程」高中生生涯規劃及輔導服務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
工資補貼 保就業計劃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
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2019-22)
青年發展委員會「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額外撥款」

「停課不停學　防疫不焦慮」支援中學生系列 賽馬會新冠肺炎緊急援助基金
學生輔導中心改造工程 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
租金差餉津貼 社會福利署
明日領航者計劃2020

2020-21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第29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聞選舉
山藝及康樂用品 2019-20年度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第二屆大灣區社會創新青年實習空間計劃 2020-21年度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曾憲備慈善基金

信義集團（玻璃）有限公司
Xinyi�Solar�(Hong�Kong)�Limited
Wise�Regal�Investments�Limited

榮發吊機租賃有限公司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滴露�Dettol�HK

MOMAX�Technology�(Hong�Kong)�Ltd.
星研國際有限公司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KOKUYO�Co.,�Ltd.
Strepsils�使立消

アメ橫丁
香港房屋協會

新世界第一渡輪服務有限公司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瑞安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佳定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親子王國有限公司

Wishh!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Job�Market�
公共小型巴士總商會

東華學院

機　構�／�人　士�
( 排名不分先後 )

拓展與協作∣資源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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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財政年度：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第36至37頁的財務報告乃節錄自本社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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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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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OF COMPREHENSIVE INCOME
FOR THE YEAR ENDED 31ST DECEMBER 2020

2020 2019
HK$ HK$

INCOME

 Activities charges received 2,625,405 996,862

 Advertising income 4,447,651 4,187,853

 Donations received 5,960,624 4,164,668

 Dividend income 86,899 117,300

 Fund raising from Flag Day 344,150 626,813

 Interest received 22 8,528

 Membership subscriptions 6,190 11,931

13,470,941 10,113,955

LESS: EXPENDITURES

 Staff costs 5,205,131 5,247,635

 Depreciation 33,885 37,085

 Lan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480,233 6,175,365

10,730,082 11,470,918

SURPLUS/(DEFICIT) FOR THE YEAR 2,740,859 (1,356,963)

OTHER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YEAR

Fair value loss on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296,252) (32,688)

TOTAL COMPREHENSIVE LOSS FOR THE YEAR 2,444,607 (1,389,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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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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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31ST DECEMBER 2020

2020 2019
HK$ HK$

NON-CURRENT ASSETS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 879,810 913,695

Prepaid lease payments 254,589 265,422

Available-for-sale financial assets 1,181,861 1,457,980

2,316,260 2,637,097

CURRENT ASSETS

Utility and other deposits 51,876 70,176

Accounts and other receivable 1,309,592 1,414,895

Prepayment 100,419 1,236,450

Prepaid lease payments 10,833 10,833

Cash at banks and in hand 4,348,697 2,060,406

5,821,417 4,792,760

CURRENT LIABILITIES

Receipts in advance 2,585,673 4,347,132

Accounts, other payable and accruals 245,135 220,463

2,830,808 4,567,595

NET CURRENT ASSETS 2,990,609 225,165

5,306,869 2,862,262

Represen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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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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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REVALUATION RESERVE (1,220) 295,032

GENERAL FUND 1,428,089 (1,312,770)

5,306,869 2,862,262

Approved�and�authorised�for�issue�by�the�Standing�Committee�on�31st�May�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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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組織架構及主要管治人員

主要管治人員

伍德基先生丶列豪章先生丶陳潤根先生丶謝劍明先生

2020-22年度監察委員會成員

名譽社長 ︰ 鍾樹根先生，SBS，BBS，MH，JP、李綺玲女士、陳潤根先生

社　　長�︰ 伍德基校長、謝劍明先生

主　　席 ︰ 李浩然博士，MH，�JP

副�主�席 ︰ 陳穎文女士

司　　庫 ︰ 許季明先生

理　　事 ︰ 方永康先生、王漢良先生、包添隆先生、梁麗嬋博士

2019-21年度理事會成員

�陳凱茵女士

執行總監

理事會

名譽社長、社長

媒體出版部

行政及財務部

傳訊及資源拓展部

學生輔導中心
學生輔導
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
常設委員會

義工培訓及發展
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部

義工培訓及發展部

監察委員會
學友智庫

財務及投資委員會
顧問、贊助人

執行總監

社員大會

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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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附錄

召�集�人 ︰ 執行總監陳凱茵女士

成　　員 ︰ 陳海慈女士
鄭元豪先生
許雅影女士
李芝恩女士
呂駿輝先生
吳寶城先生

召�集�人 ︰ 全人發展部主管方富正先生

成　　員 ︰ 周頴進先生
林庭峯先生
杜翠盈女士
余明慧女士

召�集�人 ︰（兼任）義工培訓及發展部主管方富正先生

成　　員 ︰ 陳永裕先生
鄒港進先生
林沛庭女士

學生輔導常設委員會�

全人發展常設委員會

義工培訓及發展常設委員會

2020-21年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常設委員會成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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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職員名單

執行總監 ： 陳凱茵

 

 

 

單位主管 ： 周燕如�

高級行政助理 ： 鄺嘉欣��(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

行政助理�I ： 方韻姿�( 由2020年11月16�日起 )

行政助理�II ： 黃翠明

( 兼職 )�會計 ： 錢本剛

( 兼職 )�庶務員 ： 宋愛金

單位主管 ： 梁兆南

高級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 ： 林梓茵

助理傳訊及資源拓展主任 ： 何美怡�

資訊科技員 ： 鄭偉基�(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

 

單位主管 ： 朱振宏

編輯 ： 曾頴慈、王崇德

編輯助理 ： 鍾志民

行政助理�II ： 吳鳳娟

單位主管 ： 方富正

項目幹事 ： 周韶暉�( 於2020年2月12�日止 )、張加力�( 於2020年8月31�日止 )

單位主管�( 兼任 ) ： 方富正

項目幹事 ： 陳鯉圖

中心主任 ： 莊栢基�( 由2020年12月14�日起 )

隊長 ( 註冊社工 ) ： 陳衍宗、周芷楓�

註冊社工 ： 麥鍵鴻、何啟志、張煒瑜、何雩晴、梁頌妍

行政助理 I ： 劉海玲、劉倩琪

行政助理 II ： 黃淑瑩

項目經理 ： 曹春生�( 於2020年10月31�日止 )、王翠蘭�( 於2020年3月31�日止 )

項目幹事 ： 陳得自�( 於2020年3月10日止 )、朱浩然

項目助理 ： 何雅瑩

行政助理 II ： 張穎兒�( 於2020年3月9�日止 )

( 兼職 ) 項目幹事 ： 施能熊

行政及財務部

傳訊及 
資源拓展部

大中華升學及 
發展中心/

項目組
(2020年4月15
日起架構改革)

職員名單

媒體
出版部

全人
發展部

義工培訓
及發展部

學生輔導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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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獎項名單∣附錄

義務參與金獎

馬詠芯、謝文昕、徐文琳、韓宇翹、陳永裕、
吳俊玲、何卓琳、李沚叡、鄭善文、王游瀧、

李灝

義務參與銀獎

許偉鏗、劉晧光、劉俊浩、林曉培、陳家樂、
毛珮淇、黃煒琳、黃子希、許諾玲、鄧睿哲、
梁佩詩、朱倩婷、蔡沚蔚、陳展鈞、蔡梓瑩、

蕭翠芝、譚仁皓 

義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十年（2010-2020） ： 林庭峯 
服務滿五年（2015-2020） ： 范美儀
  鄭善文

積極服務獎

全社 ― 積極服務獎 ： 陳永裕
全人發展部 ― 積極服務獎 ： 馬詠芯
學生輔導中心 ― 積極服務獎 ： 蕭翠芝
義工培訓及發展部 ― 積極服務獎 ： 李灝瑜

員工長期服務獎

服務滿十五年（2005-2020） ：（兼職）會計錢本剛  
服務滿五年（2015-2020）      ： 執行總監陳凱茵
   隊長（註冊社工）周芷楓

義務參與銅獎

周祉延、曾恩勺、徐子軒、吳嘉薇、吳家詠、陳劭馨、關漢華、劉嘉怡、任卓陽、鄧福謙、
李灝瑜、陳愷瑩、顏凱瀅、石巧宜、嚴筠程、林鍵豪、徐子浩、彭芷瑩、梁冠希、駱俊亦、
蔡永耀、陳子怡、蔡喨研、盧敬超、關樂瑤、郭鍵樂、謝文渙、莫可瑜、林卓姸、林信創、
譚海軍、范美儀、李珮詩、黃蕙心、陳梓榮、林敬庭、余明慧、陳澤榮、李海鋒、歐景禧、
張加力、陳儀瑩、李嘉霖、林暐晴、袁嘉賦、巫凱晴、丁敏婷、石毅俊、何詠軒、廖藝婕、
王煒綸、何嘉駿、凌雪儀、崔德興、何藴翹、李宛霖、陳宗懷、丘家寶、黃建華、鄺峻煒、
葉嘉玟、廖珮言、勞震雲、陳貝珊、鄒港進、劉梓君、莊靜芝、張梓謙、陳逸恆、何美姍、
張民豪、張峻銘、黎鐥婷、曾澧晴、馬葆盈、梁譽仁、譚志聰、郁曉彤、萬鈞揚、蔡佩詩、
譚玉華、文紀喬、盧展鴻、李鈺瑩、陳康然、陳天惠、盧嘉潁、何慶輝、孔曉詠、黃進彥、
溫婉儀、陳浚濠、魏逸戈、蒙穎珊、梅婉君、張立君、周思諾、吳學東、溫卓諭、陳海慈、
梁靈楓、曾展庭、吳焯然、林依靜、陳昱均、馮小燕、鄭灼仁、譚靜霞、陸冰溢、李慆皚、

麥浿枬、高政、李鶯

社員獎項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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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同行伙伴

第二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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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比賽評審團
曹　虹教授 香港恒生大學協理副校長�

（傳訊及公共事務）兼傳播學院院長

陳景祥先生 香港文化產業聯合總會行政總裁
陳智傑博士 香港恒生大學傳播學院副教授
馮應謙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潘錦全先生 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首席講師
林靜潔高級講師 珠海學院新聞與傳播學系高級講師
楊健興先生 香港記者協會主席

眾新聞主筆
Dr�Fairbrother,�Gregory�Paul�
方睿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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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機構（獎學金）
榮發吊機租賃有限公司

贊助機構（場地）
東華學院

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特別行政區教育局

協辦機構
傑出青年協會

香港政策研究所

同行伙伴

　　本社衷心感謝於2020年度，與本社同心同行開展各種服務的合作團體及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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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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ayme�捐款：掃瞄 Payme 二維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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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hyc.org.hk�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多謝您的支持�*

（
請
沿
此
線
撕
下
及
傳
回
）

培育青年��服務社會��捐助學友社



為中學生及家長而設的電台節目

節目主持人：杜 婷、吳寶城
逢星期六　晚上8時至8時30分

香港電台第二台及rthk.hk同步播出

節目重溫：           

FM94.8- 96.9

重點系列：各科考試及溫習須知、JUPAS 大學巡禮、多元升學資訊、
  文憑試放榜須知、聯招放榜須知、行業訪問

2397 6116 （張小姐）

comm@hyc.org.hk

www.hyc.org.hk/rise 

節目查詢及參與：

Podcastrthk.hk 或

學友社
緊貼學友社最新動態、活動資訊

Hok Yau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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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網站

與學生
「疫」流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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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