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
香港青年協會創辦人史篤士先生，於一九六零年由英國基督教福利會派遣來港發展青年服務。一九六二年，本會根

二零零三年七月，本會成立伙伴及資源拓展組，致力開拓和建立與其他界別和企業的伙伴關係，藉以拓展資源，以

據社團法例正式成立，七零年改以公司法例註冊。

期為青少年提供適切的服務。

本會初期的工作目標，一方面是聯絡其他青年服務團體，共同促進青年服務，另一方面是在公共屋邨開設青年中心。

為進一步了解內地與香港青年的狀況，本會與北京大學在二零零四年四月聯合成立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該中心已

本會早於六十年代開始，針對社會及青年的需要而作出多方擴展，並於一九六七年率先實行「離散青年工作」，專為

就青年的行為，社會關係和價值觀完成了六項比較研究，並將有系統地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若干不願意到中心參加活動的青年提供服務，這可算是本港外展社會工作的先驅。
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本會重新檢示服務範圍及改善執行架構，並把以下十項核心服務作為未來五年重點推行項
踏進七十年代，本會實行「青年諮詢輔導計劃」，幫助青年人解決在情緒及社會適應上的困難。這項計劃已發展成

目；這包括網上服務、就業支援、領袖培訓、義工服務、邊青服務、輔導服務、教育服務、親子調解、青年交流及

為現行的青年輔導服務。期間，本會又推行「三月服務月」，藉此鼓勵青年人積極參加社區服務。在七十年代末

文康體藝服務，以期更貼切配合現代青年人的需要。從二零零九年，本會把青年空間及研究出版納入為核心服務，

期，亦推行了學校社會工作及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務。

數目增至十二項。本會於二零一零年推出五「u」新平台，透過uChannel網上電台、uCinema青年院線、 u21青年網
站、 uPortal青年會員網及uServices網上青年服務，加強與青年人的聯繫。

隨著服務範圍不斷擴大以適應社會需求，本會在一九八一年修訂會章。此外，還增設新服務單位，專責職員及會員
培訓、拓展新服務，以及處理工程事宜。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本會開始進行青年交流計劃，派遣學習團到過不少國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本會把所有行政部門及部份的服務單位遷進坐落北角百福道21號的香港青年協會大廈，標誌著

家；李兆基青年交流基金於一九九五年成立之後，更多長遠而不同形式的交流計劃從而得以實現，令更多青年人在

協會的發展踏入了一個新里程。青協大廈內還設立了青年空間21、青協持續進修中心，以及咖啡空間21，後者更是

海外學習中受惠。隨著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本會與內地的青年工作者亦透過定期的交流及訓練計劃，令兩地的聯

首個由青年就業網絡所推行的青年社會企業計劃。

繫及合作更趨緊密。
本會於二零一零年更設立有機農莊，透過親身體驗，鼓勵青年人實踐健康生活，並提升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的
在過去的十多年，本會有系統地對青少年事宜進行調查研究。自一九九三年初開始，本會均進行每月的青年意見調

意識 。

查及深入的青少年研究。青年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啟用，提供深入的研究及分析數據，從而為青年人設計適
切的服務。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會通過修訂會章的特別議案，以配合籌辦學校的準備。隨著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於二零零
零年九月開課，本會把服務正式推展至教育的領域。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開課，這新開辦
的直資中學將繼續發揚本會的教育理念。
二零零零年四月，本會成立青年領袖發展中心，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未來培訓青年領袖。作為更長遠的投資，本會
亦致力在香港成立一所領袖學院。
除於一九九七年七月發表了服務承諾外，本會亦於二零零一年出版了首份機構計劃，以加強本會服務的透明度及對
公眾的問責性，並透過完整的機構策劃周期，進行每年的服務及財政評檢及策劃工作。
本會於二零零二年把青年中心易名為「青年空間」[一個讓青年人參與、尋找機會和接受訓練的地方]，這仍然是提
供青年服務的主要場地，連同新設立的青年網站u21.hk，本會將繼續把青年服務帶到各社區。
本會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成立青年就業網絡，向離校或失學的青年人提供見習職位、培訓和輔導服務，藉此增強他們
在社會上的競爭力及提供實用的就業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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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人、
理事會及
委員會成員
理事會

青年服務委員會

會長

主席

黃嘉純律師

何淑賢太平紳士

副會長

委員

關百忠先生

魏雁濱教授
陸定光博士

贊助人

義務秘書

盧鐵榮教授

陳家樂律師

陳增輝博士
徐祥齡先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

義務司庫

吳思源先生

蔡定國醫生

龍子明太平紳士
莫慕賢女士

委員
馬照祥先生

列席代表

王英偉太平紳士

潘源舫先生

香港房屋協會

李志華律師

梁碧華女士

勞工處

龍炳頤教授

陳嘉寶先生

香港警務處

王海國教授
周世榮先生
謝翔醫生
李家祥太平紳士
何淑賢太平紳士
溫文儀太平紳士

副贊助人

鍾嶺海太平紳士

楊鐵樑爵士

鄭建源先生
總幹事
王䓪鳴博士

核數委員會
主席
李志華律師
委員
蔡定國醫生
關百忠先生
李家祥太平紳士
王䓪鳴博士

副總幹事
趙惠芹女士

列席代表

馮丹媚女士

凌潔心女士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副贊助人
史篤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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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僱員供款醫療計劃委員會
委員
謝翔醫生（義務醫療顧問）
蔡定國醫生
王䓪鳴博士

僱員公積金計劃委員會
職員代表
朱智霖先生

主席
蔡定國醫生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
法團校董會
主席
葉殿恩教授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青年交流基金
董事顧問團

委員
王䓪鳴博士

委員
李志華律師
蔡張杭仙太平紳士

職員代表

主席

李家誠先生

李森熾先生

李志華律師

陳錦祥太平紳士
趙惠芹女士

蕭燦豪先生
梁偉文先生

委員

王漢華先生

李兆基博士
孫明揚太平紳士

列席代表
梁碧靄女士

錢果豐博士
滙豐信託(香港)有限公司

樊惠文女士

RCM Asia Pacific Limited

杜潔嫻女士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鄭海泉太平紳士
張永霖太平紳士
王敏剛太平紳士
溫文儀太平紳士

潘鎮球校長
何永昌先生
羅煦鈞校長
吳佩儀老師
李毅堅老師
樊文堅女士
莫偉民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
學校管理委員會
主席
王海國教授
委員
蔡張杭仙太平紳士
葉殿恩教授
張黃韻瑤博士
李家誠先生
趙惠芹女士
潘鎮球校長
何永昌先生

王䓪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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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十七年前，本人獲邀加入青年服務委員會，自此成為

向以下人士表達由衷謝意。首先，是認同本會服務信

卸任會長職務後，本人樂意繼續為本會效力，服務年

香港青年協會的一份子；至二零零六年出任本會會

念和抱負的社會大眾、支持者、捐助者、伙伴及摯

青一代。

長，一直以青協的大家庭為榮。

友。沒有各位的支持和鼓勵，我們沒法達至今天的發
展與成果。各位對香港青少年的關愛，以及對本會給

在五十周年會慶之際，我藉此衷心祝願青協邁向更美

予的信任，一直支持我們向前邁進。

好的明天。

協始終堅定不移、積極進取地履行服務青年的使命。

本人亦衷心感謝各理事會及委員會成員。各位的支

多謝大家。

我一直認為，本會的服務既富創意，又具前瞻性；在

持，以及所提供的寶貴意見和指導，實在不可多得，

陪伴年青一代成長過程中，我深切體會本會各式服務

令我萬分感激。能夠與各位共事並得到信賴，我實在

或活動，皆有助參加者生命更顯長進和更添光彩。

感到榮寵有加。

社會各界對本會的支持和鼓勵，令我深受感動。基於

最後，我謹向全體員工，特別是總幹事由衷致意。青

大家都心繫青年，擁有共同願景，本會的工作和使命

協不論是幕後或前線同工，皆竭盡所能，委身工作。

得以持續推展。

他們的努力，令本會眾多服務及活動順利進行，卓有

過去這些日子，我親身見證本會面對種種挑戰 — 從金
融危機以至疫潮威脅，從架構重整以至人事變遷 — 青

成效。本人必須在此代表全體理事會成員，向各位表
本人擔任會長的任期，將於今年九月屆滿；我謹藉此

示衷心謝意。

黃嘉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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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青協半世紀以來立足香港，背後肩負簡單而重要的使

除了優秀的專業團隊，青協能夠成功履行職責，實有賴

命，就是為全港青年提供最適切、全面和多元化的服

社區的鼎力支持。不論政府、個人、團體或其他非政府

務，回應他們的需要。

機構，在與本會攜手合作、建立情誼的過程中，我們實
在獲益良多。對合作伙伴們給予的信賴，我們感到萬分

以下句子，或可解釋我們為何能一直堅持這份不離不棄

感激。

的承諾 — 當工作、承擔、敬業樂業的精神合而為一，而
您又同時抱有激情與熱忱，那麼萬事皆有可能。

青年是香港這座動感之都的靈魂。自一九六零年起，本
會一直得到兒童及青年的信任，為他們提供學習與培育

秉承這種精神、價值和信念，青協與香港的青年一同成

潛能的機會，並協助他們度過成長中的難關，得以茁壯

長。儘管新一代面對的問題日益複雜，但我們的服務亦

成長。

不斷更新，緊貼社會需要和期望。
努力不懈、全情投入，擁抱幹勁與熱誠 — 我深信這些
我們委身服務青年、永不言棄。我們亦相信只有悉力以

精神，將繼續支持我們走向未來更多個五十年。我們堅

赴，才能克服挑戰，迎向未來。

信團結就是力量。同心同德，服務香港青年是我們不變
的承擔。

然而，沒有全體員工的無私奉獻，我們不可能達致這五
十年累積的工作成果。本會同事全情投入、努力不懈，

為青年、再向前。青協在邁向新里程之際，我謹藉此再

勤奮工作且任勞任怨，以專業與關愛精神服務青年；我

次衷心感謝大家。

深深為他們感到自豪。在服務本會三十五年的日子中，
我深切體會員工確是我們的寶貴資產。

王䓪鳴

125

行政及財務
內部監管

本會於年內除獲政府津貼及公益金和香港賽馬會慈善

建基於清晰的內部監管政策及程序，本會得以確保有

信託基金資助外，尚蒙下列基金撥款合共港幣二千五

足夠的監察及完善的制衡。本會竭盡所能讓內部監管

百五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七元

政策及程序得以落實執行，並因應情況加以改善，同
時亦不斷評估資源運用的成效。

1) 獎券基金：港幣二千零八十六萬四千六百元
2) 獎劵基金整體補助金：港幣四百四十七萬九千七百元

審計部於本年度對七個選定服務單位的整體運作進行

3) 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港幣十九萬一千三百九十七元

合規審查；亦因應所選定的程序對所有服務單位進行
合規審查，並發表一份報告，另一份報告亦在編制

李兆基小學

中。此外，部門亦對資源運用和整體財政表現進行分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法團校董會於二零零八年八

析，提交了十份報告，其中包括四份詳細報告。審計

月三十日根據教育條例成立。由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

部亦對四項工作流程作出檢視及提供意見，並開始檢

日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該校總收入為港幣

視會計指南。為配合本會各資訊科技系統的發展及更

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九百七十六元，總支出為港幣

新，審計部對相關的內部監管事宜提出建議。審計部

二千五百一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五元。

亦於年度內開始檢視風險管理事宜。
該校的營辦費用主要來自教育局的政府津貼。
按恆常程序，審計部的工作年報將於每財政年度完結
後提交核數委員會及理事會。

李兆基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是一所以直接資助計劃形式

理事會經審視轄下委員會的工作，決定重組青年服務
委員會，新成員將由年齡介乎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青年
人組成。這是協會重視青年人的意見，為他們提供發
表意見的平台以及磨練其領導潛質的安排。有關的變
動將於二零一零年九月周年大會舉行後才正式生效。
本會繼續發展其多元服務，刊載第104至105頁為組織
架構圖，列出各督導主任的職責及業務範圍。
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本會設有一千二百八
十五個職位，其中四百五十個是為職業培訓及見習計
劃而增設的短期職位，希望藉以提升青年的就業能力
及協助青年就業。撇除這些臨時職位，本會聘用五百

財務報告

營運的中學，為一所獨立註冊公司，其賬目亦以每學

香港青年協會

年的八月三十一日為終結。截至二零零九年八月三十

本會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總收入為港幣三億五千

一日止之年度內，該校總收入為港幣二千零五十一萬

六百一十八萬七千三百零五元。政府津貼仍是主要

八千零六十二元，總支出為港幣一千九百六十六萬五

收入來源，合共港幣二億零二十六萬二千五百四十

千三百七十五元。

一元。本會亦接受香港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及其他信託和基金就經常性開支及特別項目

特定基金

所提供的資助。

本會名下設立了以下基金，按捐贈人的要求須用於特
定目的，並以獨立信託基金的形式運作；

本會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總開支為港幣三億二千九
百五十二萬四千一百三十一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七用

1) 李兆基青年交流基金

於支付員工薪金，百分之二十九為其他費用，而百分

2) 「香港200」領袖發展基金

之四用於支付租金及差餉。

3) 青年創業基金

八十八名合約制同工，佔常設職位的百分之七十點
四，而二百四十七名同工則為長期聘任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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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基金的經審計賬目可見於附錄的財務摘要。有

十年長期服務獎：林珍玉女士和張頌恩女士。

關本會、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法團校董會、香港

承蒙同工及其親屬的慷慨及善心，委員會於中秋節及
農曆新年期間收集了大量糕點，麵食及日用品，透過

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有限公司、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

職員優異服務獎：陳憩晴女士、楊詠儀女士、謝冠文

義工隊送給居住於坪石邨內有需要的長者。隊員亦為

青年交流基金、「香港200」領袖發展基金及青年創業

先生、楊麗霞女士和Dr. Lakshmi Kiran Jacotǎ。

長者家居的鐵閘及大門塗上油漆，令它們煥然一新。

基金的收支詳情及財務報表，歡迎向本會索取。
卓越活動程序獎及最佳團隊服務獎

委員會亦設計一件精美T恤，送給參加由香港業餘田徑

職員服務獎

卓越活動程序獎的冠軍得獎者是邊青服務組的《不可

總會在二零一零年二月所舉辦「渣打馬拉松2010」的

本會服務的持續提供和發展，全賴一群竭盡忠誠、矢

一不可再》健康校園新一代 — 學校禁毒資源套，亞軍

同工，鼓勵他們發揮「青協精神」，釋放正能量。

志不移的同工。年內共有三十五名同工獲頒長期服務

則是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荃灣青年空間、荃景青年

獎及五名同工獲頒職員優異服務獎，以表揚他們對工

空間及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合作的『兒童發展基金先

同工參加了由香港遊樂場協會舉辦的社工機構籃球比

作的投入和貢獻。獲獎的名單包括：

導計劃 ~ 「伴我翱翔」』，以嘉許服務單位為青少年

賽及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舉辦的社工機構足球比

舉辦傑出而具創意的活動。最佳團隊服務獎的得獎者

賽，亦展示出色的運動能力。足球隊除在比賽中取得

為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以表揚他們在年度內發揮高

季軍外，任職於「智Net」家庭支援中心的侯孝文先生

度的團隊合作精神，以及迅速回應需求及提供適切服

亦勇奪神射手榮譽。

三十五年長期服務獎：王䓪鳴博士
二十年長期服務獎：文少娟女士、徐杏賢女士、黎佩

務的能力。
恭喜各位！

貴女士、鍾文芷女士、余芬女士、劉麗琼女士、楊秀
娟女士、吳麗琴女士、馬偉傑先生、吳錦娟女士、鄧

職員康樂委員會

良順先生和鍾淑妍女士。

職員康樂委員會負責為同工舉辦聯誼及康樂活動。
委員會再次成功舉辦周年晚宴，同工積極參與，盡

十五年長期服務獎：吳美雲女士、李詠珊女士、薛巧

興而歸。

雯女士、劉慧心女士、呂慧蓮女士、李碧燕女士、李
雪貞女士、伍倩文女士、馮繼珍女士、林竹泳女士、

為促進同工之間的溝通，委員會開設了新的Facebook

施少鳳女士、梁笑芬女士、何麗齡女士、潘俊傑先

帳戶，讓同工獲得最新資訊及活動資料，亦上載了充

生、鄧燕華女士、蔡裕星先生、李文發先生、黃承榮

滿笑聲及喜悅的相片及短片。為慶祝協會五十周年，

女士、鍾潔雯女士和廖美珍女士。

所有同工都被邀請參加「青協動感迎50之青協生日有
你say」活動，製作出極具創意的慶賀短片，祝賀青協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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