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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匯

此計劃旨在匯聚及鼓勵青年人關心社區。二零一二年間，超過

一百名來自八間青年空間的青年學習如何進行社區考察研

究，題目包括舊式餐廳、漁村及麵粉公仔。二零一三年五月

十八日，參加者將他們的觀察心得，透過三套微電影在社區

嘉年華中與公眾分享。

 愛里？不理？」

由於反應熱烈，青年原創音樂劇「愛里？不理？」在二零

一三年四月九日於青年廣場再度公演。這音樂劇於二零一二年

八月首演，由超過一百名青年會員合力編寫、製作及演出。

學業支援

透過學業支援，學生的學習效率得以提升，知識得到鞏固，

且變得更有自信。在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間，

共有二十五萬一千一百五十八人次參與。

 學習有導」學業支援計劃 

自二零一零年起，「學習有導」一直為小學及初中生提供課餘

學習支援，透過專業的身心語言程式學推動參加者學習英語。

本會設有二十二間提供參與、機會及培訓的青年空間，務求

促進三十五歲以下青年的全面發展。青年空間由十六間青

少年綜合服務中心、三間青少年中心、兩間青年中心及青

年空間21組成。

年度統計

過去一年，二十二間青年空間為青年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及具

挑戰性的體驗，切合不同青年人的需要。服務重點包括社會

體驗、學業支援、進修增值，以及聯繫青年。期間，青年空

間的會員合共三十二萬四千一百二十九人，總參與人次達

三百一十萬。

社會體驗

此服務讓青年人有機會透過義務工作、社區考察及社區服務

計劃親身體會及擴闊視野。過去一年，共有二十三萬七千零

六十六人次參與。

 學習有法」課餘託管服務

透過課後支援服務，「學習有法」向小學生提供課餘功課輔

導及個人照顧。有需要的家庭更可獲得資助參與此項服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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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有成」功課輔導服務

透過課後個別功課輔導及功課覆核，「學習有成」為學生提

供學習支援，改善其學業成績。

區本計劃

此計劃為清貧學生提供多元化的課外活動，旨在提高其學習

效率及人際關係技巧。

進修增值

此項服務旨在提供多元及大眾化的學習活動，內容包括語言、

視覺藝術、音樂、社交禮儀、倫理以至野外歷奇。截至二零

一三年三月底，共有三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四的參與人次。

UP 進修 · 增值課程

自二零一一年起，八間青年空間合作推出 UP 進修增值課程

系列，推廣四個核心價值，包括「持續實踐 · 增強自信」； 

  關顧孩子 · 因材施教」；「連繫家長 · 攜手教育」及「循序

漸進 · 培養興趣」。

UP Theatre 舞動節拍2012綜合舞蹈匯演

綜合舞蹈匯演於二零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舉行，共一百名

青年人參加。

UP Stage  普通話朗誦比賽2013

普通話朗誦比賽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舉行，

超過五十名小學生參加。

UP Gallery「喜 · 空間」兒童及青少年畫展2012

畫展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零一三年一月二日在

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展出來自十間青年空間超過一百名兒童

及青少年的畫作。

聯繫青年

uCafé

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底，已有二十間青年空間設有uCafé，

鼓勵青年人在安全的社區環境聚會、聊天和建立社交網絡。

 香港青年協會盃」龍舟邀請賽

是項賽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二日在大埔海濱公園長廊

舉行。來自二十一間青年空間超過一百五十名青年與青協

員工組成八支隊伍參賽比試。

RED S.P.O.T. 跨年音樂會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首屆 RED S.P.O.T. 跨年音樂會

在大埔青年空間舉行。來自十一間青年空間超過二十隊青年

樂隊在四百名觀眾面前表演，同時歡慶二零一三年的來臨。

其他重要活動

兒童發展基金 ─「伴我翱翔」計劃

在兒童發展基金的支持下，第二期計劃在二零一二年五月

推行，並由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舉辦。計劃讓超過一百一

十名荃灣及葵青區的兒童受惠，並得到來自支持機構及社區

的六十三名導師提供指導。兒童發展基金亦為參加者的個人

儲蓄計劃提供配對供款。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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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華人青年短片大賽2012

在新力（香港）有限公司的贊助下，M21 舉辦了第二屆華

人青年短片大賽。來自亞洲各華人社區共一百三十四隊青年

電影製作者參加，並以「歲月 · 人情」為創作主題。冠軍得

主由網上投票和業界專業評審團選出。比賽旨在鼓勵青年人

以創新的短片傳遞正面價值觀，藉此推動共同價值觀及卓越

媒體技術的交流。

M21青年微電影大賽 ─ VIDEA 品牌創意招募

VIDEA 品牌創意招募為各個品牌所贊助的電影比賽提供

網上平台。年內，本會與四個品牌合作，包括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7-Eleven、維特健靈醫之選

及活方商場。超過三百五十名青年人提交了七十四齣介紹以

上品牌的微電影，並獲得四千四百二十三票網上投票。

M21青年短片電影節2013

今年的 M21 青年短片電影節以「第一次 · 夢想飛翔」為

主題。為期一周的電影節共播放了二十六齣由青年原創的

短片電影，並舉行了四節電影導賞會，放映了四位著名導演

首次執導的電影。多位電影人，包括導演、製作人、男女

演員出席分享心得，超過三百六十名青年參與。

M21 是一個多媒體互動平台，透過七個頻道播放多個青年

製作的多元化節目，包括時事頻道、社區頻道、學校頻道、

就業頻道、文化頻道、綠色頻道及綜合頻道。此外，M21 

在學校及社區層面建立網絡，讓青年的製作及適合青年觀賞

的節目，得以廣泛傳播。

M21開幕禮

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支持及贊助下，本會在石排灣

成立了佔地四千平方米的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Media 21 

媒體空間（簡稱 M21）。 M21 開幕禮於二零一三年四月

二十七日舉行，由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及香港賽馬會行政

總裁應家柏先生擔任主禮嘉賓。

三項核心服務 ─  
媒體實驗、媒體教室及媒體輔導

本會透過媒體實驗、媒體教室及媒體輔導三項核心服務，

向青年人提供全面的媒體訓練，以及媒體創作的互動性廣播

平台。服務更鼓勵青年人勇於想像及創新，盡情發揮創意，

讓他們實現夢想，成就將來，聯繫全球。

施政及預算案 Online@M21

二零一三年施政報告發表後，M21 舉辦了一系列的交流

節目，並邀請了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女士、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張炳良教授、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先生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先生等出席。我們直播了大部分節目，旨在增加青年人對

時事的興趣及知識。M21 青年製作隊更製作了一套紀錄片，

表達青年人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預算案發表後，我們邀請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與中學及

大學生直接互動交流，學生們均踴躍發表對預算案的意見，

節目同時以直播形式進行。另外，我們亦舉辦了辯論比賽，

讓青年人表達對預算案的不同觀點。

第四屆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

自二零零九年起，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前影視及

娛樂事務管理處）及 u21 青年網站（M21 的其中一個網絡

平台）合作舉辦該比賽，旨在加深公眾對保護青年人的《淫褻

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識，並推廣健康的網上短片。

第四屆比賽的主題為「Share My Likes 我讚我分享」，期間

並舉辦了關於編導、後期製作及演出的工作坊。參加者超過

五百人，並收到七十四份作品。



73135134

就
業
支
援

就
業
支
援

就業支援

全球經濟衰退過後，香港失業率走勢持續改善。然而，學歷

或技能水平較低的十五至十九歲青年，其失業率仍較整體失

業率為高。

自二零零三年創立以來，青年就業網絡一直致力幫助青年人

提升就業技能，同時發掘就業機會並鼓勵商界僱用他們，讓

他們能順利從學校進入社會投身工作。

過去一年，青年就業網絡聯同政府部門、私人企業及其他非

政府機構，在不同層面提供多項服務。

增強就業能力

人生理「才」計劃：著眼於高中學生，關注他們從學校過

渡至就業的轉變。過去一年，來自九十間中學超過二萬五千

三百四十六名學生參與了一系列的活動、工作坊及講座。

由英孚教育及維珍航空公司支持的「我想 · 我闖」獎勵計劃

2012：青年就業網絡為高中學生推行了「我想 · 我闖」獎勵

計劃2012，鼓勵青少年學習生涯規劃的技巧，培養「擁抱

理想，勇闖未來」的精神。計劃吸引了五十七間學校共一百

五十名學生參加，最後有五名學生贏得免費遊學澳洲悉尼兩

星期的機會。

由「凱瑟克基金」資助的「職橋」就業計劃：在凱瑟克

基金的撥款資助下，青年就業網絡在二零一三年二月開展為

期三年的「職橋」計劃，為四百名被評估或懷疑有學習障礙

的十五至二十四歲中學畢業生及待業青年提供一站式就業支

援服務。服務重點包括協助青少年了解其就業傾向及能力和

累積工作經驗，以至提升其就業機會。

展翅青見計劃：在勞工處的統籌下，本會共處理二百四十

二宗年齡在十五至二十四歲待業青年的個案，並為一百五十

二名學員舉辦十六個就業技能培訓課程。

人才發展計劃：在僱員再培訓局的統籌下，青年就業網絡

為應屆中學文憑考試畢業生推出「TEEN試再行動2013」，

活動包括大型生涯規劃講座、行業試讀班、面試技巧工作

坊、暑期實習、行業專家分享會及企業探訪，以擴濶畢業同

學的就業視野。超過二千九百名中學生報名參加。

綜合就業援助計劃：青年就業網絡為屯門區十五至五十九

歲的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受助人提供就業輔導服務及培

訓。年內共處理六百五十六宗個案。計劃於二零一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結束。

創造就業機會

僱主網絡：於二零零四年正式成立的僱主網絡，透過互聯

網及電郵向青年發出職位空缺通知。憑藉與商界的密切

聯繫，本會已提供了超過一百二十一個職位空缺，並提供

相關的在職培訓。年內，參與網絡的僱主包括：

香港機場管理局 

香港海洋公園 

Hair Do Designing 

環速集團

青年就業博覽：青年就業網絡舉辦了兩次大型青年就業

博覽，採用「一站式」服務，向三千二百名青年人提供就業

資訊及援助。

支援創業

本會獲得「青年國際創業計劃」的認可，於二零零五年七月

推出「香港青年創業計劃」，旨在透過免息貸款形式提供創

業啓動金，協助有意創業的青年成功創業。本會亦配對義務

創業導師，不僅為這些未來企業家提供專業意見與培訓，更

幫助他們建立更廣濶的商業網絡。報告期內，香港青年創業

計劃共收到一百一十一份創業計劃申請書，並向七項業務提

供金額達港幣三十八萬的免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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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同時參與由香港特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按揭證券有限

公司推行的小型貸款計劃。該計劃旨在幫助有意開創業務、

投身自僱行列或進修增值的人士，透過貸款和相關的支援服

務實現夢想。在此計劃下，香港青年創業計劃收到十五份

申請，其中五個共獲金額達港幣一百四十萬的貸款。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獲「Love Ideas · Love HK 集思公益計劃  

批款港幣七十萬元，以舉辦課程及活動，深化計劃對有志

創業青年的影響，並提高社會的關注。有關活動包括：

向前輩學習 ─ 創業名人分享」，邀請著名商界領袖分享其

寶貴經驗。年內，瑞安集團羅康瑞博士、香港經濟日報集

團有限公司馮紹波博士及太子珠寶鐘錶公司鄧鉅明博士分

別出席活動，與創業新手分享寶貴創業心得。

為慶祝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八周年紀念，於奧海城二期舉辦了   

 我係老闆」青年創業 show，讓創業青年展示其獨特產品及

服務。

採用多媒體平台的「創業有出頭之尋找青年創業家的故事」，

讓公眾能透過網上平台了解青年人如何實現創業夢。

在獲得廣泛支持下，香港青年創業計劃的「青年創業學  

得以擴展，為青年人提供重要的創業技巧培訓。該課程更被

列為小型貸款計劃的創業營商培訓課程之一。

此外，香港青年創業計劃憑藉其出色的管治，以及在推廣和

支持青年創業方面的貢獻，獲青年國際創業計劃最高程度的

審核認可。

作為香港貿易發展局所舉辦「創業日」的策略夥伴，本會為

創業新手提供實用秘訣及最新資訊。全新活動「創業擂台  

亦為青年人提供向公眾展示其創業新點子的平台。而由本計

劃支持的青年企業亦能趁機進行免費展覽，向超過一萬三千

名參觀者推廣其產品及服務。而青年創業家主題講座和

現場諮詢服務，則幫助參觀者了解如何營運業務和晉身成為

老闆。我們亦透過參加國際中小企博覽，向來自世界各地的

參觀者介紹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獲香港青年創業計劃支持的創業青年歐卓榮先生，為康德堂

中醫診所有限公司的創辦人之一，憑藉其業務成就和社會貢

獻獲「全球青年創業家大獎2012」亞軍，深受各界認同和

讚譽。

青年社會企業

舞導館

舞導館是由民政事務總署贊助的社會企業，旨在為有志投

身舞蹈業的青年提供持續及專業的舞蹈訓練。舞導館提供

多項舞蹈培訓課程，由入門至高級程度不等。年內，

共為四十名導師舉辦高級導師培訓課程，其中五名更開始

於本會其他青年空間教授舞蹈課程。另外，亦舉辦了一個

舞蹈營及「Sparklers全港中學生舞蹈體驗計劃」，為過百

名中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機會。來年，舞導館會繼續舉辦

Sparklers 全港中學生舞蹈體驗計劃，並協助學校設立舞蹈

學會和青年導師培訓課程，為舞蹈業建立穩健發展的平台。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

成立於二零一零年，佔地超過十六萬平方呎的有機農莊座落

於元朗，是本港唯一獲美國農業部有機認證的農莊，旨在宣傳

健康生活與環境之間的連繫。二零一二至一三年間，共生產

約四萬二千斤的時令農作物。農莊亦作為教育平台，讓青年

人有機會親身參與耕種和收割。二零一二至一三年間，約有

二萬名參觀者到訪。

有機空間

有機空間（Organic 21）位於中環蘇豪區，設有餐廳及零

售 店。餐廳新鮮食材部份來自本會的有機農莊。零售店則

出售來自世界各地的健康食品，向大眾推廣健康生活概念。

上述計劃將與本會另一項青年服務計劃 ─ WL Residence

合作，讓有需要的青年體驗飲食行業。除了推廣有機飲食

文化外，也為青年人投入職場提供途徑。

咖啡空間

咖啡空間由（Café 21）年輕咖啡店實習生負責管理，讓他們

透過工作累積經驗。本店提供健康的食品及多款咖啡，是

忙裡偷閒的好去處。店鋪亦歡迎預訂包場，進行私人聚會、

會議以及媒體發佈會和展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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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領袖發展中心於二零零零年四月成立，致力為十五至

三十四歲青年提供全面的領袖訓練，培養高質素的領袖

人才，以推動香港在二十一世紀的發展，並為實現「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奠定更穩固的基礎。過去十三年，中心

已為十萬名本地中學及大學的學生領袖提供超過一百萬小時

的訓練。

為配合服務的擴展，青協將於前粉嶺裁判法院舊址設立青年

領袖發展中心，提供更有系統及全面的領袖培訓，進一步為

香港及國家的未來培育卓越的青年領袖。

《香港200》領袖計劃

香港200》領袖計劃於二零零六年成立，為期十年。在中華全

國青年聯合會的支持下，此計劃每年嚴格選拔二百名青年領

袖，於香港及內地接受一系列的領袖培訓。過去七年，共

一千四百位青年透過培訓得以擴濶視野、發展才能和提高社

會責任感。年內，學員們探討「貧困兒童」這近期最熱門的

議題。透過工作坊、專家講座及社會領袖分享，他們學習怎樣

透過提供服務及政策倡議，以紓緩貧窮問題。

暑期青年領袖學校

暑期青年領袖學校」是青協與香港大學的合辦項目。踏入

活動的第六屆，學校繼續為參加者提供領袖技巧培訓並擴濶

其全球視野。今年，獲邀在為期十天的課程中演講的嘉賓

包括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陳肇始教授；香港大學周偉立

博士、劉彥方博士和羅致光博士；失明人協進會莊陳有先生； 

香港宣明會趙煥明先生；香港樂施會余志穩博士；Paradigm 

Shift Project 的 Rebecca Sweetman 女士；有機上網黃岳永

先生，以及世界綠色組織余遠騁先生。

恒生銀行 ─ 青年領袖教室

自二零零四年開始，青協與香港大學共同合辦由恒生銀行贊

助的「青年領袖教室」。今年，「教室」以「國家香港新

趨勢 ─ 從過去到未來」為題，邀請了八位傑出的社區領袖

進行探討，另有兩位將於未來數月發表演講。八位演講嘉賓

包括袁國勇教授（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及傳染病科講

座教授）、蘇澤光先生（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倪以理先生 

麥肯錫香港總經理）、呂大樂教授（香港大學社會學系主任）、 

雷鼎鳴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主任）、周一嶽醫生 

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黃友嘉博士（香港工商專業聯會

主席）及又一山人（黃炳培先生）（香港視覺溝通專家）。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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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義工網絡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致力鼓勵青年人加入義工

服務。端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持續的捐助，青年義工

網絡得以提供各類型的機會，讓青年人在個人以至社區層面

發揮影響，並體驗「我幫人．人幫我」的美妙。

「我係義工」運動

為鼓勵青年人加入義工行列及尋求公眾和學校的支持，今年

的「我係義工」運動再次配合四月的「全球青年服務日」及

十二月的「國際義工日」一同推行。

2012全球青年服務日

青年義工網絡出版了一本義工記事簿，內裡刊載青年以繪

畫及個人心得所表達的義工服務經驗。青年義工網絡亦宣

揚義工服務的正面影響，並鼓勵青年義工在互聯網分享個人

經歷，合共六十八名義工上載個人心得到青年義工網絡的

Facebook。超過三千五百名收到記事簿的義工亦獲邀與其

他人分享個人心得。

國際義工日

Facebook 的「讚」和「分享」按鈕，在提升公眾對義工服

務的意識和參與方面，更為簡易有效。透過青年義工網絡的

網上行動，共上載了四十三段由三百八十六位義工製作的影

片至青年義工網絡的 Facebook fan page，分享義工們多姿

多采的服務經驗。影片獲得超過五百個「讚」和五十五個

分享」。

為鼓勵青年義工將節日的歡樂帶給社會中被忽略的一羣，青年

義工網絡繼續動員十二家有心企業。共一百位企業義工及其

家人向一百零五位獨居長者進行探訪及贈送應節的祝福

禮包。

鄰舍隊

承蒙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的支持，超過一千九百名來自

五十二支鄰舍隊的青年義工參與，為全港超過二萬一千名鄰

舍提供服務。

「好義配」義工網站

為回應義工人數和服務需求的增加，以及廣受歡迎的網絡

平台，青年義工網絡正在建立一個多功能的義工服務機會

網 站 。 這名為「好義配」的網站將提供義務工作配對

服 務 ， 並為義工提供最新資訊及讓他們分享個人經驗。

「好義配」預期在二零一三年年底開始運作。

義工交流計劃

香港三鄉青年義工交流計劃

六十名青年義工前往中山三鄉市服務獨居長者，並與二十五

名中山義工合作，互相交流經驗。

  我們的15年 ─ 青年大匯演」義工服務

二零一二年七月，青年義工網絡動員一百七十八位青年

義工，在「我們的15年 ─ 青年大匯演」中協助登記、維持

秩序、派發物品及支援物流。大匯演是慶祝香港特別行政區

成立十五周年的重要活動之一，有八千位青年人在香港體育

館參與是次活動。

  創新科技嘉年華2012」義工服務

四百五十八位青年在創新科技嘉年華中擔當義工。該活動是

創新科技署所舉辦的重點項目。

專業出版

  新視角．新觸覺 ─ 義工服務的可持續發展》

本書特別介紹與「義工服務可持續性」有關的真實個案及義

工經驗。

  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報告書

報告書整理了香港及北京代表團在「第四屆香港青年協會 ─
清華大學青年義工領袖培訓計劃」中的反思和學習心得。

獎項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獎

五位獲提名的青年義工王燦銓先生、林紫櫻小姐、羅蘊聰 

小姐、曾樂慈小姐和冼慧敏小姐榮獲社會福利署頒發「2012

年度香港傑出青年義工獎」。

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

兩項分別由青年領袖發展中心及荃灣青年空間舉辦的活動獲

社會福利署選為「2012最佳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

公眾團體組別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

本會榮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頒發二零一一年度公眾團

體組別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第四名。

服務統計

過去一年，青年義工網絡有一萬二千六百三十六名新義工

登記，已登記的義工總數達到十六萬九千零三十七人，共提供

三百一十三萬九千四百二十九小時的服務時數；其中包括

二萬七千八百三十五名活躍義工所提供的七十萬零六千七百

八十六小時及「有心計劃 」所提供的二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

四十三小時。本會亦向三萬二千五百九十三名青年人提供八百

九十四項義工培訓計劃。

有心計劃

過去八年，有心計劃成功連結學校和商界，一起為義務工作

付出時間、服務及資源。合共二百二十五間學校和一百二十三

間公司為一百四十六支學校義工隊提供贊助，其服務時數達

二百四十三萬二千六百四十三小時。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計劃由旅遊事務署及香港青年協會合辦，協辦機構為香港優

質顧客服務協會。踏入第十二年，計劃一如以往培育青年人

成為大使，透過訓練活動，包括工作坊、公司探訪及「青年

服務之星」比賽，推廣香港作為旅遊勝地。大使們須駐守於

本港旅遊熱點，參與大型的旅遊宣傳活動及為學校舉辦推廣

優質服務的活動。年內，共接獲六百零一份申請，其中二百

二十三位獲任命為青年大使。

「

「

「

「

《



73143142

邊
青
服
務

邊
青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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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鼓勵青年人成為奉公守法及貢獻社會的市民。在外展

社會工作隊及青年支援服務計劃的推動下，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提供以下五類服務：預防教育、危機介入

及專業評估、輔導治療、專業協作和倡導工作。中心針對

青年犯罪違規、性危機和吸毒問題，為邊青和青年罪犯提

供創新有效的服務。二零一二至一三年間，邊青服務共處理

四千一百四十六宗個案，舉辦五百項活動。接近一百一十名

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提供義工服務，擔任顧問、伙伴

或培訓員，協助制訂及推行輔導計劃。

預防教育

 青法網」提供與青年違規及不良行為的相關教育資訊和統計

資料，以及求助途徑。年內，網頁瀏覽次數達二萬八千，手

機應用程式下載次數共一千二百九十四。在香港律師會及義

務法律顧問的支持下，青法網新增「守法一分鐘」以傳遞法

律資訊及滅罪信息。

本會共舉辦了三十二個教育及識別工作坊，增進青年人對危

險性行為和毒品問題的守法價值觀和自我保護意識。工作坊

亦提高了不同持份者的識別及介入技巧。

一百五十名邊青服務的義工參與推動「守法行動」，透過不

同方法，在葵青、荃灣、屯門及將軍澳推廣守法的價值觀。

危機介入及專業評估

 青協違法防治熱線81009669」就青年犯罪及違規問題提

供諮詢和危機介入服務，及就有關犯罪及性行為和吸毒問題

作出專業評估。透過警司警誡計劃，三百九十名青年接受了

「風險 ─ 需求 ─ 響應度評估」。

 守望計劃」由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及香港警務處首次於新界

南區舉辦，為已被捕及接受調查的十至十七歲青少年提供危

機介入服務，共二百六十二名青年人接受該服務。

輔導治療

青年犯罪及違規行為

年內，共為三千零三十一個青年犯罪違規個案進行專業個案

輔導及特別計劃。

 E.Positive ─ 青少年群黨輔導計劃」為五百四十五名青年

提供六十二項活動，包括認知行為輔導、社交及職場技巧

訓練、正向人生體驗活動及生涯規劃，以減低犯罪文化對

他們的影響。

 青少年群暴行為輔導計劃」服務三百七十名有暴力傾向和

參與群黨毆鬥的青年人，其中三項主要計劃為「生命解碼」、 

 青奮行動」和「Teen晴行動」。計劃為邊青提供衝突及

情緒管理技巧的訓練和灌輸守法的價值觀，以提升其自我能

力感和停止群暴行為。

 盜竊行為輔導計劃」為三十九名被控盜竊的青年提供話劇

培訓。計劃幫助參加者停止偷竊行為，並透過話劇在社區宣

傳反盜竊信息。

 在囚青少年情緒管理小組」服務二十七組來自十間懲教所

共二百三十二位青年罪犯，透過創意藝術及體驗式學習提升

他們的情緒管理技巧。

 一人一故事」在西貢區議會的資助下，邀請了十二名有群

黨及犯案背景的青年人透過多媒體及自傳向公眾分享其

經驗。故事對社區內其他邊青產生啓發和警惕的作用。

與性有關的行為問題

本會服務了五百七十七個與性行為有關的青年個案，並建立

了「『愛體驗』模擬遊戲」，以培養適當的性行為價值觀。

該遊戲亦增加了青年人的自我保護意識及技巧，並幫助他們

明白援交的風險和其他相關問題。另外提供了三十五個輔導

小組，為三百五十名青年人舉行活動，培養他們的自我形象

和提升其情緒及情慾管理技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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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問題

年內共處理了五百三十八個吸毒個案及相關問題。

「閃亮計劃 Ⅱ」由禁毒基金贊助，共為一百一十一名葵青

及荃灣區的青年吸毒者提供青年吸毒損害綜合評估及認知

行為治療單元為本的活動，以及認知行為治療輔導和臨床心

理學服務。

由西貢區議會贊助的「與『你』同路─生命掌舵計劃」共服

務一百五十名來自將軍澳區的邊青和青年吸毒者。透過流動

評估工具、醫療服務、技巧培訓、自我提升活動、義工服務

及生活津貼，提升參加者的競爭力及融入社會的能力。

研發倡導

「青少年違法行為新趨勢及對策」專業交流論壇在二零一二年

六月七日舉行，並藉此推出「青法網」手機應用程式及討論

有關青年犯罪違規問題的新趨勢和對策。

本會進行了「邊緣青少年性危機調查」及「青少年越軌行為

研究」，以探求此類危險行為背後的價值觀和成因，另外亦

提出預防教育及處理對策。

本會出版了《抗毒家長》一書，就治療內容及經驗進行

整合，以幫助家長與子女建立有效溝通，進行抗毒教育。

WL Residence (WLR)

WLR為十八至二十四歲青年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配以生涯

規劃指導和職場技巧培訓。年內，共服務二十九位青年。

前行之路

未來一年，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服務重點為提供更創新有效

的輔導服務，處理青年犯罪違規問題。未來將會進行一項

關於青年網上犯罪的研究，以了解其趨勢及成因，並提出預

防措施和相應對策。另外也會開展「青少年心理輔導普及

計劃」，透過全面的心理治療服務，為邊青及青年吸毒者

提供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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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青少年在成長路上常遇到各種挑戰，需要支援及指導以加強

抗逆能力和處理難題的技巧。本會透過下列輔導服務幫助

他們成長：

學生支援服務

學生支援服務的對象為幼稚園 / 幼兒園至中學學生，是項

服務旨在幫助他們處理在學習及成長過程中遇上的危機和困

難。此外，亦為老師和家長提供支援服務。

駐校輔導服務

本會透過青苗計劃，共向三間幼稚園 / 幼兒園及二十八間

小學提供駐校全方位輔導服務。年內，共處理五百八十二宗

與心理、情緒、行為及家庭問題有關的個案，並為學生、家長

及老師提供一萬七千三百四十二次諮詢服務，以及舉辦一千

零四十三項活動。

此外，本會亦向三十六間中學提供駐校服務。其中十六間由

學校社會工作組提供服務，其餘二十間則由十一間青年空間

負責。年內，共處理一千五百四十宗個案，並向學生及其

家長提供九千六百五十七次諮詢服務和一千四百零二節

活動。

提升學習能力服務

服務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學生支援中心分別到學校及在中心內為

服務使用者提供輔導服務及培訓。報告期內，中心在十三間

學校舉辦了訓練和治療小組，並透過興趣培訓課程，幫助有

讀寫障礙的學生掌握有效的學習技巧、改善情緒及行為

問題。期間，青苗計劃亦為十二間小學有讀寫障礙、自閉症

或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服務。中學方面，學校社會工作組

亦嘗試透過桌上遊戲和繪畫輔導幫助專注力不足和欠缺社交

技巧的學生。

為強化讀寫障礙學生的支援網絡，本會舉辦了講座、互助

小組及工作坊，幫助老師及家長學習處理讀寫障礙的實際

技巧。

其他學習經歷

年內，本會在一百五十間學校舉辦了五百一十二節「其他學習

經歷」活動，涵蓋四個範疇，包括德育及公民教育、與工作

有關的經驗、社會服務及藝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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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生抗逆能力服務

大埔區健康校園計劃

報告期內，本會在大埔兩間接受服務的學校舉辦了總共一百

二十五節活動，包括參觀、講座、工作坊及社區服務，以宣傳

抗毒信息及幫助學生培養健康的人生態度。

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

計劃提供一系列活動以提升小四至小六學生的抗逆能力。

二零一二至一三學年，共有五十一間小學參與此計劃。
「共創成長路」：賽馬會青少年培育計劃

計劃旨在培育青少年的潛質，並幫助中一至中三學生達致

全人發展。計劃已於二零一二年八月完成，因此，只有兩間

控制學校會繼續接受青苗計劃的服務至二零一三年八月。

高中生生涯規劃活動

良好的計劃，對學生迎接未來挑戰相當重要。學校社會工作

組設計了一項互動性的模擬遊戲，務求激發中學生規劃未來

的動力。年內，共十四間中學參加，二千三百名學生接受

服務。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此計劃為弱勢社群學生而設，讓他們有更多學習和體驗的

機會。共十二間學校接受青苗計劃的服務。

沉溺行為輔導服務

青年全健中心

青年全健中心在傅德蔭基金的支持下於二零一一年成立，並與

醫院管理局新界西醫院聯網合作，為有沉溺行為的青年提供

度身訂造的服務。除臨床輔導服務，中心亦在學校及社區推

行一系列教育活動，傳遞健康及正向人生的信息。

個案分析

報告期內，中心接獲七百二十一宗轉介個案，並處理了一百

六十五宗個案。其中一百零四宗需接受深入輔導、醫療及心

理評估和治療。在各項沉溺行為中，網絡（佔百分之七十

四）及毒品（佔百分之十七）最受關注。由於沉溺行為較為

複雜，中心以深入輔導、社區為本治療法及跨專業團隊手法

介入。部分個案則進一步轉介予中心的臨床心理學家或新界

西醫院聯網的醫生跟進。
「智 Net 棋」桌上教育遊戲及專業培訓

中心推出名為「智 Net 棋」的桌上教育遊戲，幫助青年人善

用互聯網。遊戲專為小四至中三學生而設，並免費派發五百

份給老師和社工。

計劃期內，青年全健中心針對各種沉溺問題，特別是青少年

的網上沉溺，推出一系列專業培訓工作坊。接受服務的專業

團體包括香港專業輔導協會、教育局、社會福利署、香港

警務署、衛生署，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教育暨青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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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面對壓力及規劃未來，本會舉辦

了一系列講座、工作坊、模擬面試和本地大學體驗課，協助

文憑試學生及其家長掌握升學的實用資訊及秘訣。透過電話

熱線及網上平台，社工及義工們為七千五百六十二名熱線致

電者及二千三百五十二宗網上個案提供即時諮詢及輔導

服務。

青少年評估及發展

青少年出現有特殊教育需要或發展障礙，如讀寫障礙、專注

力不足、過度活躍症、言語發展障礙，甚或資優表現等而面

對適應困難，日漸普遍。本會於二零一二年開設青少年評估

及發展中心，為二至二十五歲的學生提供專業評估服務，

及早識別其發展需要。中心亦提供各類訓練課程，有助學生

多元智能發展，提升他們的學習和社交能力。 

由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中心共接獲家長和

學校的相關查詢二百六十二宗。期間，二百三十七名學童

接受個別或小組的訓練；當中，專注力不足及言語發展問題

最受關注。中心亦定期舉辦家長工作坊，共有一百一十七位

家長參與。
媒體輔導服務

青年輔導中心

為回應青年人對媒體輔導服務日益增加的需求，青年輔導中

心繼續透過電話熱線及網上輔導向青少年提供即時支援。

「關心一線2777 8899」─ 電話熱線服務

報告期內，「關心一線2777 8899」共錄得六十九萬二千六

百六十個來電，並處理其中四萬七千三百九十九宗個案。透過

電話的即時支援，求助者得以傾訴困擾及紓緩情緒。精神健

康、情緒及學校的問題是首三項求助者最為關注的問題。

「關心一線通資訊聆」服務

「關心一線通資訊聆」是一項免費的二十四小時電話資訊聆

服務，向小學生提供輔導信息及實用資訊，幫助他們建立積

極正面的生活態度和提升解難能力。致電者亦會於語音信箱

中留下訊息，分享其想法。過去一年，共有三十七萬七千六百

九十三名致電者聆聽故事及節目。

網上輔導服務

由獎券基金撥款資助的「uTouch」網上外展輔導服務，旨在

主動尋找、接觸及服務網上六至二十四歲有情緒、行為

及 / 或沉溺問題的青年。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二零一三年三月

間，共發出一萬一千二百九十八個關懷信息，並有一千三百

五十二名青年使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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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

第三間由本會營辦的幼稚園

透過二零一二年度的校舍分配工作，教育局將一所位於牛頭角

彩德邨的幼稚園校舍分配給本會。承蒙翠菊基金的慷慨

捐助，幼稚園將按捐助者父親的姓名命名為香港青年協會

鄭堅固幼稚園。這所校舍的設計創新而現代化，配以高科技

設施，旨在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建立穩固的語言

基礎。校舍亦設有一個表演場地，提供大量機會予學生建立

自信、練習演說技巧、培養創意及提升自我形象。幼稚園於

二零一三至一四學年開始服務社區。

前景展望

繪本教學在下學年將發展為重要的學習方式。我們更會為

彩德邨的新幼稚園建立穩固的基礎。

本會於一九九七年開始提供學前教育服務，現於西灣河及

油麻地營辦兩間幼稚園及幼兒園。

推行繪本教學

繪本故事書是圖文並茂的書籍。老師可善用它激發學生的

創造力、想像力、好奇心、批判性思考、語言發展，以及最

重要的閱讀興趣。去年，油麻地青樂幼稚園舉辦了一系列的

培訓，提升老師的繪本教學技巧。在老師的指導下，學生的

閱讀興趣得以提升，而在其他學習領域如數學概念和藝術

欣賞方面，亦得以加強。

透過創意舞蹈提升教學技巧

我們相信創意是學生成功的重要素質，所以強調在學前階段

培養創意。年內，青樂幼稚園集中發展老師的創意舞蹈教學

技巧，他們學習以動作及身體語言說故事，帶領學生更了解

自己的身體及如何運用身體語言表達自己。教學技巧的

提升，使老師及學生體驗舞蹈的樂趣和意義。創意舞蹈活

動亦能提升學生的社交互動技巧。

中國銀行（香港）贊助的駐校社工服務

承蒙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贊助，兩間青樂幼稚園在

過去兩個學年均加強了駐校社工服務，開展兒童情緒困擾的

預防服務、兒童為本的遊戲治療和系統性的家長教育活動。

服務的擴展讓我們幫助家長及兒童學習情緒管理的技巧，

有助兒童的全人發展和促進親子關係。由於在學前階段提供

全面的駐校社工服務是非常重要，我們希望政府能關注這

情況並在不久的將來提供資助予所有幼稚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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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創校的目的是「為天水圍地區提供

優質教育」。本年度開始時，學校訂定了新的三年計劃以期

提升教育質素。以下是本年度學校的重點工作：

中文課程 

中文老師經過多年不斷改善教學策略，採用多種不同的教學

方法。就以寫作教學來說，便有：四素句、五素句、小練筆、

課堂練筆、故事創作、模仿寫作、合作寫作、網上交叉寫作

等不同教學策略，還有「書香 · 圍城」寫作小組活動。通過

這些靈活的教學方法和活動，提升了同學的寫作能力。

在老師和同學的共同努力下，本校今年已經連續第五年取

得 「優質學校寫作文化榮譽大獎」，而我們的同學更取

得「中國語文菁英計劃」的「菁英金獎」及「菁英銅獎」。 

該計劃是由教育局資優教育組委託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舉辦的一項活動，目的是發掘在中、小學中國語文方面表現

優秀的資優學生。在近千名來至全港各學校的學生中，

僅十人獲頒發「菁英金獎」。

英文課程

經過幾年的努力，本校完成了重整各級英文閱讀課程的

工作。在低年級，我們與外籍老師合作，整理好 PLP-R/W 

英文讀寫計劃。這個是以培養學生興趣、打好學習基礎為

目標的閱讀計劃。今年我們亦為高年級首創了「閱之以恒」。

這是本校英文科科主任被借調到教育局工作兩年期間所

研發，主要為學生升讀中學做好準備。現時學校在一至三

年級推行英文讀寫計劃，四至六年級則推行「閱之以恒」 

計劃，讓學生在高、低年級建立起一個完整的、配套的、互

相銜接的閱讀課程，讓我們的學生不但有閱讀興趣，建立起

良好的基礎，更有應付未來挑戰的能力。

品德教育

學校非常重視品德教育，其三年計劃亦要求培養學生自律、

自理、自信。計劃第一年的重點是自律，學校為此實行了不少

新措施。舉例來說，今年學校打破一般小學的常規，到操場

做體操和到禮堂進行周會都不需要學生列隊，改為要求

學生自己準時到達集會地點。在老師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並作適時提點下，各級同學都能夠安靜、準時地自行前往

集會場地。

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於本年度首次推行「飛躍學童

獎勵計劃」，以獎勵在不同範疇努力及有進步的學生。本校

學生在學術、品行及其他不同範疇的表現也得到該計劃

的認同，並獲該計劃安排廸士尼「怪獸大學」的毛毛和大眼

仔出席本校舉行的頒獎禮。

此外，學校今年亦再次取得「關愛校園獎勵計劃」的「關愛

校園榮譽」獎項。

前景展望

展望未來，學校會因應天水圍的社區特點，採用更有效的

教學策略，為來自社會不同階層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

學校將協助學生建立更穩固的學習基礎，同時會拓展學校的

資優課程，將資優教育的不同策略結合到課堂教學之中，

並加強相關的教師培訓。學校亦關注培養學生的自理能力，

從而提升學生的責任感和自我形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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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智慧之源，求實求真」─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為本

會首間於天水圍的英語授課中學，旨在提供優質教育，培

養品學兼優的學生。踏入第七年，李兆基書院已開展六個

年級（中一至中六）共二十九班，學生人數約七百名，教師

共六十七人，包括校長。

二零一二至一三學年，李兆基書院致力發展多個領域，大部

分的目標均已達成，且成效理想，令人鼓舞。

為卓越的學術成就耕耘 

李兆基書院致力提升學生自我引導的學習技巧及照顧學生的

學習差異。為鼓勵學生閱讀，書院推行「Reading to Learn」

計劃，每天早上安排閱讀時間及將閱讀與課程結合，同時

亦增加圖書館的資源。書院也透過各種學術活動及「三自

計劃獎」，激發學生的興趣及發揮其潛能。

提高學生對權利與義務的意識

年內，李兆基書院全面推行「生命教育計劃」，並以培養

學生「尊重別人」及「承擔責任」的質素為重點。全校各

班已成立班會，提升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書院亦舉辦了教

育營和傳統中國價值的專題性周會，另外亦有音樂、球類

及翻譯等各項四社比賽，為同學帶來良性的競爭。

提升老師的專業水平

為發展教學及課程管理技巧，書院安排老師與浸信會永隆

中學、沙田崇真中學及路德會沐恩中學的老師進行交流合

作，而英華女學校校長及傑出教師孔雪兒亦與本校老師分享

管理技巧。透過校本工作坊及專業對話，老師的團隊精神得

以進一步提升。

全面評鑑

全面評鑑於二零一二年十二月進行。本校獲評為擁有清晰

願景的學校，其使命與香港的教育趨勢吻合。對老師的評價

為勤奮而具備充足的學科知識。學生普遍操行良好、具備

優良英語能力和創意。家長則與學校保持良好合作及支持

的關係。有關報告已上載於學校網頁供公眾參閱。

卓越成就

學生

本校於二零一三年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令人非常鼓舞。

謝楚灝考獲七科5**，而獲得5級或以上成績的學生百份比

亦較全港水平為高。

本校於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及澳洲數學比賽中

獲取佳績，亦在香港學校音樂節及聯校辯論比賽中贏取豐富

獎項。今年更獲元朗區英語歌唱比賽的金獎及 IVE 職業先鋒

培訓總冠軍。透過年度話劇表演“The Case of the Missing 

School”，話劇學會繼續為觀眾留下深刻印象。而男子籃球隊、

欖球隊及泳隊則於地區比賽中奪得冠軍。本校中四蔡健恆同

學獲「仁愛堂極地之旅」贊助參加到非洲的交流，另外中五

黎苑喬及姜彥同學參加了教育局到北京的學習交流團。

老師

在推廣藝術教育上貢獻卓越的視覺藝術老師胡美華及音樂

老師楊佩蕊，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傑出藝術老師獎」。

展望

作為一個學習型社群，李兆基書院過去一年有長足的進步。

展望將來，書院會繼續提升學與教的效能和學生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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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教育

青協持續進修中心

面對社會的急速轉變，持續進修是保持競爭力的有效方法。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自二零零八年成立以來，一直推

出各類型的進修課程，以切合青年人興趣、升學或工作的需要。

回顧過去，中心在課程發展及報讀人次，均每年上升。新增

之銅鑼灣進修中心自去年全面投入服務後，更成為繁囂鬧市

中的進修綠洲，吸引眾多青年學生報讀課程。年內中心兩處

進修地點合共推出二百七十六項課程，獲超過四千六百人次

報讀。

與此同時，中心積極提高課程的認受性，自取得資歷架構認

證後，多個熱門課程先後被認可列入資歷名冊，包括「專業

投資 ─ 技術分析全面睇」、「高級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

「物理治療助理培訓證書課程」。其中首兩個課程更獲持續

進修基金列為「可獲發還款項課程」。為進一步拓展籌辦

課程的領域，「青協持續教育中心」於年內更獲教育局批

准註冊，開辦學術相關課程，包括語言、會計等科目，為青

年提供更全面培訓，以應付學業或工作所需。

中心本年度繼續獲利希慎基金贊助，與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籌辦

「青 · 熱 · 戲」錄像培訓課程，為熱愛電影製作的青少年提供

全面的創意媒體藝術培訓。另一方面，中心亦獲周錫輝助學

基金贊助，成立「好學．學好」青年增值資助計劃，為有

志進修的低收入家庭青年作出支持。

青協徐悲鴻藝術空間

青協與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委員會合作，成立青協徐悲鴻

藝術空間，由本會在港開辦藝術課程，將徐大師的書畫藝術

精神和文化涵養推廣至年青一代。藝術空間年內開辦多個

國畫及書法興趣課程，對象包括兒童、青年及成人。空間亦

為學校提供到校水墨畫培訓課程，鼓勵學生參加公開比賽，

並屢獲佳績，廣受師生歡迎。

與此同時，藝術空間籌辦了「中國人民大學徐悲鴻藝術研

究 院 ─ 美術教師文憑」，課程強調中西畫藝術美學，

包融兼得。一眾畢業學生由藝術空間安排前往北京中國人

民大學本部學習交流及出席頒獎禮領取證書，活動不但擴闊

學生視野，亦豐富了他們的藝術體驗。

於推廣藝術層面上，藝術空間年內籌辦的「2012徐悲鴻盃

國際青少年兒童美術」香港區賽事，獲得圓滿結束。活動得

到全港超過八百間學校及藝術中心踴躍參加，參賽作品達二

萬多份。頒獎禮及得獎作品展覧，分別於香港大會堂及青年

廣場展出。其中於大會堂的展覧，更加插由六十多位青年學

生以先進科技製作之「悲鴻駿馬動畫」，吸引以萬計人次入

場觀賞。

未來展望

配合青年工作專業發展，並為業界培育專才，傳承和分享

青協五十多年累積下來的青年工作智慧，本會計劃籌辦

「青年工作專業發展中心」，為從事青年工作及有興趣的

人士提供理論與實踐並重之系統性培訓教學，攜手促進

青年全人發展。專項課程由青協或業界資深同工作出分享

教學，引領學員裝備青年工作上的各項技能，從而面對

青年工作專業發展的不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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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服務

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及位於大埔 / 北區、九龍城、元朗、東區 / 

灣仔、荃灣 / 葵青區的家庭生活教育組繼續採用並推動能有

效化解家庭衝突的調解服務。除此之外，亦提供專業服務，

包括講座、工作坊及家庭活動，幫助建立親子間的責任感及

彼此尊重的精神，以及增進兩代的雙向溝通。

親子調解服務

此服務運用調解的原則及技巧，幫助家長及青春期子女學習

以積極方式溝通及解決衝突。年內共有一百零一對親子接受

服務。

《衝出愛II》

此計劃在二十二間中、小學推行，為家長及學生舉辦工作坊

及講座。超過五千四百名學生及一千六百名家長參與。

家長及家庭教育計劃

本中心舉辦了一百四十四項與衝突調解有關的活動，共一萬

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參加。此外中心在各區提供了不同的家庭

生活教育活動，為總共六千四百九十一名家長及青少年提供

幫助。

其他合作計劃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教育講座系列

本會連續第八年與職業訓練局合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講座系

列，並舉辦了四次講座，超過八百七十名家長出席。

「鄰舍第一」鄰舍團年飯

中心為灣仔區居民舉辦了「鄰舍第一」鄰舍團年飯，共設二十席 

盤菜宴，約三十名義工與一百八十名居民同享豐盛筵席，

並欣賞傳遞彼此關懷及和諧社會信息的綜合表演。

媽咪全動網 ─  內地來港婦女家庭支援計劃

計劃自二零一一年九月起，由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銀香港暖心愛港計劃」資助，在觀塘及黃大仙推行，為期

兩年。其目的是在新來港婦女之間建立支援網絡，提升她們

的個人及親職能力。年內，九間小學、五間幼稚園及三間非

政府機構參與了此計劃。期間舉辦的活動有一百八十三項，

共六百四十九節，總參與人次超過八千。計劃共聯繫了五百

多位內地來港婦女，其中二百二十八位有社交退縮症狀。

透過積極參與及分享，計劃鼓勵新來港婦女建立不同的

互助小組，當中有八十四位成為義工並為社區提供了共

超過二千小時的服務。

欖球體驗之旅

大約六十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家長及其子女參與了由滙豐

銀行贊助的2013亞洲五國賽的香港主場賽事。所有參加者

都全情投入，盡享首次觀看欖球賽的樂趣。

母親節全城大笑日

根據前線工作者的經驗，有社交退縮症狀的母親，在親職

生活上均面對巨大壓力和困難。有見及此，中心於母親節當

日舉行了「母親節全城大笑日」活動，鼓勵母親們建立健康

的社交生活，並藉此向母親們及其家人朋友介紹各類型的

技巧，幫助她們進行適當的調整。活動更獲媒體廣泛報道。

「愛家智慧在山頂」家庭活動

在山頂纜車有限公司及凌宵閣有限公司的贊助下，「愛家智慧

在山頂」家庭活動於聖誕節前夕舉行，讓接近一百位來自貧

困家庭的父母及其子女一起暢遊山頂。參加者更透過親子遊

戲提升其「智叻、智善、智樂、智潮」的愛家智慧。

赤柱遊蹤

在滙豐銀行的資助及其義工協助下，四十四位來自清貧新

移民家庭的家長及其子女在復活節假期後參與「赤柱遊蹤」 

活動，享受遊覽觀光及豐富筵席所帶來的無比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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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提倡以創意為增進知識以至發揮技巧的主要基石。

創新科學中心

成立於二零零九年的創新科學中心專門服務中小學學生。

二零一二至一三年，中心透過各種活動，包括工作坊、講座、

比賽和本地及海外交流團，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及加強其

科學與科技知識。年內，接近一萬一千名學生及教師參與。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進入第十八年的創意思維活動，吸引了五百六十七名學生組

成六十三支隊伍參加二零一三年的本地賽。創意活動包括

「襟章設計比賽」、「四格漫畫比賽」、「奇趣造型大巡遊

暨比賽」、「創意藝術畫廊」及「創意挑戰賽」，激發學生

的創造力和解決問題技巧。

本年共有六支優勝隊伍代表香港參加二零一二年五月在美國

愛荷華州立大學舉行的世界賽，且戰績彪炳。順德聯誼總會

李兆基中學勇奪冠軍殊榮，而聖士提反女子中學附屬小學及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分別在其題目組別勇奪亞軍及季軍

殊榮。

香港 FLL 暨 Jr.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

在香港理工大學及西覓亞科技有限公司的協辦下，香港 FLL 暨 

Jr. FLL 創意機械人大賽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成功舉行。來自

四十四間中小學以及教育中心所組成的五十四支隊伍參與

賽事。今年， FLL 及 Jr. FLL 的主題分別為「各出『耆』謀」

和「超級耆英」，參賽學生要為機械人或模型設計、製作、

編寫程式，以展示其機械人工程的知識。另外，他們亦須就

這主題進行科學研究及報告。

來自迦密中學二零一二年的本地賽冠軍隊伍，代表香港參加

二零一二年四月在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舉行的 FLL World 

Festival，並勇奪演繹大獎的第一名。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旨在鼓勵學生展示及活用其科學知識。

年內，來自七十二間中學的一百七十二支隊伍參賽。四支

冠軍隊伍獲贊助參與韓國交流團，認識當地的科研發展及成

就。此外，可道中學的隊伍以「電冰箱除臭器」代表香港參

加在新西蘭舉行的 NIWA Waika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ir，並於「創新發明與科技」組別奪得亞軍。

香港綠色能源應用創作機關王競賽

為鼓勵更多學生運用其物理、能量轉換、綠色能源及機械設

計的知識，今年的香港機關王競賽加入高中生組別。共五十一

支來自四十一間中小學的隊伍參加，而各組別的冠軍隊伍將

代表香港參加於二零一三年八月在台灣舉行的世界機關王

大賽。

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

創意科藝工程計劃於二零零五年二月首次推行，目的為推廣

結合科技與藝術的創意教育活動。年內，LEAD 舉辦了下列

活動：

LEAD 創意科藝教室新里程

本活動繼續得到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的資助和教育局

的支持，為一千八百四十名學生及教師舉辦了六十二場

Scratch 體驗工作坊，以及 Scratch Day Hong Kong 2012。

另外亦在十一間主流及特殊學校之間推動兩項新的校際協作

計劃，並以挑戰為本學習及共融學習為重點。

與國際商業機器合辦 
「EWeek Hong Kong · 小工程師創作日」

LEAD 聯同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於二零一二年

七月九至十三日舉辦本地化的著名「EWeek Hong Kong · 

小工程師創作日」，該活動由美國國家工程師周基金會

推動。期間為來自十七間學校及社區共五百二十九名學生

提供工程講座及動手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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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書籍聞名世界

LEAD 首次出版的英文書籍 《Super Scratch Programming 

Adventure!: Learn to Program By Making Cool Games》

廣受歡迎，成為美國亞馬遜的暢銷書，賣出超過六千本，

並已翻譯成捷克文及在歐洲銷售。

上海之旅

LEAD 接受中國上海頭腦奧林匹克協會發出的邀請，於二零

一二年十一月分別為一百五十四及二百四十一名教育工作者

舉辦「LEAD 創意教育論壇 」 及 「 Scratch 體驗工作坊」，

正式開始推展上海的 LEAD 創意活動。

中學生 OLE 服務學習團

青年交流部繼續為中學生提供校本內地及海外學習團，以配

合其他學習經歷內的「服務學習」範疇。內地學習團主要讓

本地學生有機會了解內地外省勞工子女的需要，並實際地為

他們提供服務。

年內，本部為來自八間學校共四百四十四名學生舉辦十一個

OLE 服務學習團，其中十個與東莞一間社區中心合辦，另一

個在北京舉行。

此外，亦舉辦了一個前往泰國北部清萊的服務團，活動期間

十五名學生向當地的華裔兒童教授中文。

增廣見聞系列

青年交流部舉辦了集中推動環境保育的台灣學習團及以創

新科技為題的韓國學習團。共二百三十四名來自三間中學

的學生參加了三個前往台灣高雄及兩個前往首爾的學習團。

在台灣，學生參與物料回收及有機耕種，而在韓國的學生參

觀了科學館及 Samsung 4D Digital 體驗館。學生亦有機會

入住韓國家庭，並學習韓國傳統禮儀。在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贊助下，十二名學生參加了南澳洲領袖訓練學習團。

迎挑戰 · 上武當

承蒙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的贊助，第二屆「迎挑戰 · 

上武當」於去年八月完成。活動廣受本地學校歡迎。我們

從七十八間學校共二百五十二個提名中選出了四十名來自

二十九間學校的中學生參加是次活動。為了讓清貧家庭的

學生有機會參與這次別具意義的訓練，我們提供了十七個免

收費的名額。在八日的旅程中，學生除了學習武當武術，

更有機會領悟道教知識。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九日的匯報

會上，他們在贊助者、家長及老師面前展現強健的體魄。

校友領袖則承諾教授兒童基礎武術練習，為社區服務。

SAT 試內地考生接待計劃

在香港考試及評核局的支持下，青年交流部繼續為在香港參

與 SAT 試的內地考生提供接待計劃。在本地導遊和青年義工

協助下，為期三天的計劃為參加者提供住宿、膳食和接送服

務，以及進行交流活動。年內，計劃共舉辦了六次，共二百

四十八名學生參加。

2013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

2013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是一年

一度的精采盛事。今年我們邀請了多支著名的無伴奏合唱

樂隊，包括美國現代搖滾樂組合 The House Jacks、韓國的 

MayTree、同樣來自美國的 The Exchange 及英國牛津

大學的 Out of The Blue。他們澎湃熱情而又娛樂性豐富的

演出，讓香港觀眾盡享超水準的音樂盛宴。伴隨海外樂隊

的，還有合唱節大使王菀之、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旋律及多個

香港無伴奏合唱組合，使合唱節生色不少。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支持，合唱節成功舉辦

了五場音樂會、兩場露天音樂會、多個大師班及學校工作坊。

無伴奏合唱教育

鑑於公眾對合唱節的熱烈反應，本會推出了一系列的無伴奏

合唱教育活動作為承接。透過活動，學生更加認識無伴奏合

唱，同時學會歌唱技巧。老師則學會如何在校內組織無伴奏

合唱小組。透過此計劃，出色的無伴奏合唱組合獲得肯定，

而學校亦找到有效吸引學生參與音樂活動的途徑。

是項活動亦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旋律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旋律渡過了美好的一年，期間獲邀在多

項重要活動上演出，如「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文藝

晚會」、「全港歡迎神舟九號載人航天代表團大匯演」、

「2012美國運通香港美酒佳餚巡禮」、「滙豐社區節」及

「a cappella 中樂瘋」。香港旋律亦為社區演出，參與電視

節目及舉辦音樂會。

香港旋律的樂季開幕音樂會「合唱空間」得到爵士樂隊及嘉

賓合唱團的出席，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

舉行。香港旋律亦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及二零一三年四月分

別在沙田大會堂及香港大會堂舉行音樂會，以無伴奏合唱風

格重新演繹多首粵語經典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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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樂隊

本會透過舉辦第一屆「青年樂隊大賽2011」組成香港樂隊，

目的是鼓勵青年人盡情發揮創意和熱情，創作屬於自己的

音樂。

二零一二年六月，本會舉辦了第二屆「青年樂隊大賽」，

共有一百零二支本地樂隊報名。決賽在柴灣青年廣場Y劇場

舉行，決賽隊伍共有十二支，評判包括著名音樂人陳匡榮 

@ LMF、李健宏 @ Hardpack、蘇浩才 @ Kolor 及溫應鴻。

香港起舞

在公民教育委員會的贊助下，香港起舞於二零一二年九月

至二零一三年三月推出「愛分享 · 分享愛」舞動奇蹟共融

計劃。透過向長者、失明及殘疾人士推廣舞蹈藝術，宣揚人

人都能參與舞蹈的積極信息。

年內重點為二零一三年八月八至十二日在香港理工大學蔣震

劇院舉行的年度表演，超過五百名觀眾出席。

香港劇場

香港劇場在二零一二年五月成立，旨在善用青年人的朝氣和

天賦，藉着戲劇、音樂及舞蹈演出關心時事，並走進人群與

社會對話。

香港敲擊

在二零一三年一月成立的香港敲擊，是香港人精力充沛的

標誌。除了演奏現代敲擊樂，樂團更別具創意地以日常用

品如膠樽、膠筒和罐頭製作樂器，盡顯青年人創新的特質。

荃灣室內體育中心

荃灣室內體育中心為香港房屋協會與本會合作發展的項目。

中心以自負盈虧的方式經營，專注為青少年及公眾提供優質

設施及多元化的活動。中心在過往一年合共舉辦五百四十五項

課程及培訓活動，參與人次達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九人。

中心提供各類豐富多樣的進修增值課程，服務重點如下：

成長增值系列：中心積極發展青少年興趣及成長培訓課程，

同時透過義工培訓，訓練義工成為中心之助教及導師。

音樂及舞蹈系列：提供各類青少年音樂及舞蹈訓練，鼓勵青

少年發揮創意及才能。近年透過「與你音樂」活動系列，

不但加強與青年人的連繫，同時獲得不少外間的贊助，在社

區舉辦極富特色的青年音樂會。

歷奇訓練系列：中心為公眾開辦運動攀登課程，同時亦提供

青少年歷奇培訓活動供學校及團體參與。每年也公開舉辦青

少年室內攀登比賽，務求在社區推廣富挑戰性的攀登運動。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位於西貢的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沿岸而建，景緻翠綠怡人，

環境清幽。這裡海洋生物繁多，且有濕地及紅樹林，亦是

消閒和訓練活動的理想場地。營舍有多種康樂及運動

設施，可進行運動攀登、高空游繩、竹筏紮作、浮潛、水肺

潛水、獨木舟及射擊，為青少年提供大量度身訂造的活動及

歷奇挑戰。

營舍正在進行第三期擴建工程，預計於二零一三年竣工。

擴建後營舍的宿位將倍增至四百六十個，並能容納二百五十名

日營營友。所有營房均有獨立的睡房、洗手間、浴室及

俯 瞰 西 貢 灣 的 客 廳 。 新 飯 堂 / 餐 廳 會 提 供 多 種 款 式 的

食物，滿足不同營友的需要。擴建完成後，亦將會增加更

多培養創意及綠色生活的活動。

南丫青年營

南丫青年營位於南丫島山頂，營舍充分利用周遭的自然環

境舉行歷奇訓練活動，幫助青少年勇敢應付挑戰及超越個人

界限。

去年，營舍為興致勃勃的營友舉辦了備受歡迎的野戰活動

「墨攻」簡化版。也有新的活動正在建構中，並會於通過風

險評估後推行。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位於赤柱聖士提反灣海灘沿岸，是舉辦

水上及團隊活動的好地方。赤柱灣挑戰營仍是最受歡迎的

活動，另外還有不同級別的獨木舟訓練和划艇團隊遊戲，

以及其他海上活動。

去年十二月，我們推出了一個由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資助，

為期半年，名為「赤柱故事」的活動。透過區內行走及定向

遊戲，鼓勵參加者積極了解赤柱的名勝古蹟。

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

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位於船灣淡水湖主壩附近，是進行各種

水上活動的勝地。活動主要對象為兒童及青少年。除了基本

滑浪風帆及初級獨木舟訓練外，亦有專為提升技巧而設的

高級課程。中心亦與各個水上活動協會合辦公眾活動。

香港青年協會中山三鄉青年培訓中心

於去年開始運作的香港青年協會中山三鄉青年培訓中心，

位於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其活動集中在認識鄉鎮企

業及當地農業。中心亦舉辦了歷史地點參觀，以及為中學生

和青少年提供義工服務。

除了改善活動及課程外，本會亦繼續探求如何提升場地

質素，以至能服務不同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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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掌握青年最新意見取向及態度，

青年研究中心繼續透過各式研究項目，提供客觀而適切的資

訊和建議。研究報告廣泛寄發予政府官員、政策制訂者及其

他相關的團體與公眾人士。同時，有關資訊亦透過互聯網

發布。本會希望這些不斷更新的資訊，能協助有關人士制訂

和策劃涉及青年的政策與服務。

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

權威在社會組織中，往往能發揮管理、決策、教導，以至示

範作用。而權威同時亦維護組織的秩序與融和。不同的組織

均需建立在某種權威之上，而適當地運用權威，能為組織的

管治和運作帶來正面作用。

現代青年對權威的看法，以及由此所帶來的影響，社會各界

均甚表關注。青年研究中心年內進行了一項「青年對權威的

看法」研究，透過與二十九名青年進行聚焦小組討論，以及

向七百五十二名青年進行網上調查，探討十五至二十九歲青

年人對政府高官、警察、老師、父母和上司五類權威人物的

看法。

青年議題點評系列

青年研究中心年內推出新研究系列，名為「青年議題點評」。

就社會一些具爭議的青年議題或現象，進行探討，透過一手

及二手資料進行深入分析和討論，提出問題焦點及建議，

供社會人士參考。於二零一二至一三年內完成首項名為「香港

中、小學生補習現象」研究。

該研究透過文獻資料，參考選定地區，包括南韓、日本及

台灣的補習狀況，並用電話進行隨機抽樣，訪問了本港五百

二十四名中、小學生，以了解香港學生的補習情況，並作出

比較。研究結果反映香港學生的補習風氣盛行，情況與鄰近

地區不遑多讓。

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

青年研究中心年內進行兩項網上意見調查，以了解青年對

行政長官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的期望及評價。調查於二零

一三年一月進行，分別訪問了五百四十七名及五百三十三名

香港青年協會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四歲的會員。

專業叢書

本會一直努力透過出版專書，整合並總結前線工作經驗，

以促進業界、專家、學者及公眾人士交流及作出討論。二零

一二年，本會共出版十本著作，包括：

《抗毒家長》

《青年創業秘笈》

《港孩不壞 ─ 新一代管教指南》

《解難不難 ─ 青年工作實務手冊》

《LEAD創意科藝教室：求知、重塑、再探索》

《快樂部落格3.0》

《怎能認輸？》

《伴我翱翔 ─ 人生企劃的六堂課》

《鄰舍第一．貧窮「身」體驗》

《貓言貓語》

同時，本會也參與了二零一二香港書展，向公眾人士推介

本會出版書籍。

《 香港青年 》

《香港青年》為英文季刊，個別文章附以中文摘要。每期主題均

圍繞與青年相關的範疇，例如求職、青年罪行與更生康復、創

意及貧窮等。讀者可透過訪問、統計數據、話劇、專題文章及

青年投稿等內容，了解青年事務的發展。雜誌每期發行一萬本

予本地、亞洲及海外人士，包括教育界、社會服務界及專業人

士等。網上版本可瀏覽 youthhongkong.hkfyg.org.hk。

《 青年空間 》 雜誌

中文雜誌《青年空間》雙月刊每期發行量已達三萬五千份。此

刊每期以貼近年青一代生活和興趣的廣泛主題，進行訪 問

及報導，一直深受青年歡迎。對有意加深了解現代青年面

貌與意見取向的讀者，甚富參考價值。本雜誌更是社區青年

分享其故事和經驗的交流平台。網上版本可瀏覽 youthspot.

hkfyg.org.hk。

青年研究學報

《青年研究學報》為青年政策發展提供專業討論的平台，並

藉此倡導更佳的青年服務及相關政策。每期學報均寄發予有關

政府部門、政策制訂者、學術機構、社會服務機構、大專院

校及專家學者，並發行至包括內地、台灣、澳門、新加坡、

海外及本地。此外，學報已編入 PsycINFO 索引、EBSCOhost

等國際性資料庫，以利流通。

本中心於年內共出版兩期學報，探討專題如下：

出版日期 總期數 專題

二零一二年七月 三十 兩地經濟融合為香港 
帶來的挑戰

二零一三年一月 三十一 媒體新世代的青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