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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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重點包括學業

支援、進修增值、社會體驗，以及聯繫青年。期間，青年

空間的會員合共三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人，總參與人次達

三百零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人。

社會體驗

此服務讓青年人了解本地以至全球的社會問題，透過培訓及

各類演講和社區服務擴濶他們的視野。過去一年，共有三十

八萬零一百八十三人次參與。

鄰舍第一廣播劇

在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試驗計劃的協助下，本會

製作了首套廣播音樂劇，傳遞希望在鄰舍的信息。超過三十

名青年空間的青年人經過多次培訓及錄音工作後，為聽眾

呈現青年心底的鄰舍情，重拾近在咫尺的鄰舍情誼。本會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出版了《鄰舍第一廣播音樂劇》一書，內

容包括劇本、歌詞及相關資料，讓更多人分享其中的體驗。

全城傳情

年內，八間青年空間攜手合作，為超過一百名青年人提供

訓練，助他們透過短片表達對社區的想法及熱情。

學業支援

年內，本會提供一系列的學業支援服務，幫助青年人鞏固

課堂知識及提高學習效率，從而建立學習自信心，參與人

次為二十五萬九千一百六十一人。

「學習有導」

由專業英文老師及前線員工推行的「學習有導」，旨在透過

身心語言程式學提高青年人的學習動機。計劃由六間青年

空間合辦，為小學及初中生提供課餘學習支援。

「學習有法」及「學習有成」

針對兒童不同的學習需要，本會提供了「學習有法」課餘

託管服務、「學習有成」功課輔導服務，以及個人成長和

課外活動。有需要的家庭更可獲得資助參與此項服務。

「學習有里」

在大學義工、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及「陳校長

免費補習天地」的支持下，十一間青年空間為清貧學生提供

「學習有里」鄰舍學業支援計劃。約一百三十名學生獲分配

一百二十名義務導師。透過一對一功課輔導服務，令學習上

有需要但缺乏資源的學生得到莫大幫助。

網上社區教室

作為協助學生自修的自學計劃，社區教室提供一系列不同

科目及主題的節目，包括英文、中文、經濟、數學，以及海外

留學的資訊。節目可在本會設於學校和青年空間的M21站

及M21青協網台收看。

進修增值

自二零一一年起，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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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服務旨在提供多元優質的

學習活動，內容包括語言、視覺藝術、音樂及歷奇訓練。�

截至三月底，共舉辦了一千六百九十個UP課程，總參與

人次為三萬三千三百八十人。UP系列以外的所有進修增值

服務，總參與人次為三十五萬四千一百九十七人。

UP Theatre 舞動節拍2013綜合舞蹈匯演

綜合舞蹈匯演於二零一三年十月二十日舉行，約有一千名

演出者及觀眾參加。�

UP Stage 普通話朗誦比賽2014

普通話朗誦比賽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十六日舉行，接近一百名

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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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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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Gallery「喜‧空間」兒童及青少年畫展

畫展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八至二十九日在香港文化中心舉

行，展出二千一百三十名青少年的裝置藝術品及畫作，吸引

超過一千名參觀者。

聯繫青年

為鼓勵青年人參與運動，本會舉辦了香港青年協會盃，推出

五項不同聯賽，包括室內五人足球賽、三人籃球賽、冰上曲

棍球、龍舟競渡及獨木舟比賽。超過一千四百名青年人參與

賽事，總參與人次為八十一萬九百零一人。

2014世界盃@青年空間

二零一四年世界盃舉行期間，青年空間舉辦了一系列與足球

有關的活動，包括佈置中心、為M21社區頻道製作一系列

「足球格鬥場」節目。本會更開放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直

播決賽賽事，讓世界盃熱潮席捲社區。最後，由七月份舉行

的室內五人足球賽為整個足球盛事畫上句號！

「S.P.O.T. Sound」音樂系列

為推動樂隊自成一格，本會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子夜在大埔青年空間舉辦「S.P.O.T. Sound」音樂會，讓�

青年人歡聚慶祝新一年的來臨。本會更接續舉辦了十三個

「S.P.O.T. Sound」音樂會及工作坊，以及「S.P.O.T. Sound」

音樂營，讓有興趣在樂隊玩音樂的青年人參與。以上節目

亦透過M21「S.P.O.T. Sound」Music Channel 播放，共有

十三集。

其他重要活動

M21站@青年空間

遍佈二十一間青年空間的M21站，是本會的媒體服務廣播

平台，並將M21的製作與社區連接，播放直播資訊、時事

新聞及教育節目。每間青年空間亦擁有基本設備，讓員工及

會員能製作微電影、預告片及社區節目。其中兩項社區節目

製作為「社區透視」及「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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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網劇�─《萬事OK》

承蒙滙豐銀行贊助「萬事OK�─�南區網劇製作培訓計劃」，�

M21青年製作隊製作了一輯十三集的處境喜劇《萬事OK》，

論盡時下家庭百態。每集共五分鐘，展現家庭生活的真實

一面。

香港集作�─《拍出香港》短片比賽

比賽要求青年人在二十一小時內，以鏡頭捕捉「青年眼中

的非常香港」。共有五十隊製作團隊獲選，分別製作長達

五分鐘的短片。

M21媒體服務

M21是一個多媒體互動平台，透過十個頻道播放多元化

節目，範圍包括時事、校園、社區、音樂、綠色、旅遊、

綜藝、娛樂、生活及就業。所有節目皆由青年人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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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已有超過二百五十名

青年人參加M21青年製作隊。

廣播平台

M21建立了廣濶的廣播網絡。除了M21.hk網站，更於一百

二十間中小學及二十一間青年空間安裝M21機頂盒，讓學

生及公眾收看M21的製作。此外，廣播網絡擴展至不同媒

體及社區平台，如亞洲電視、二百間診所、五十間大家樂�

快餐店、一百七十間日本城店舖及香港航空的機上娛樂

系統。社交媒體方面，M21擁有專屬的YouTube頻道及

Facebook專頁。

施政Online@M21

M21就政府施政舉辦了一系列的交流節目，並邀請了行政

長官梁振英先生及其他主要官員，如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女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先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教授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

先生等出席。節目主題包括施政報告、財政預算案、扶貧

政策、政改及長遠房屋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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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讓他們有機會表達意見。

M21「完全青年」─ 我最愛華語歌曲

頒獎禮2014

為支持本地作曲家、音樂家及其音樂製作，M21在『紙談

音樂』雜誌的支持下舉辦了首屆歌曲頒獎禮。活動的候選

歌曲及專輯總數超過二百五十，逾七十位歌手、樂隊及組合

參與公眾投選。大會向二十二名個人或組合的得獎者頒發了

三十五個獎項。

M21旅遊節目�─「全職旅人」

「全職旅人」以「透過不同形式的遊歷，發掘生命的可能

性」為宗旨，鼓勵青年人走出個人舒適區，探索世界。透過

不同主題的比賽及資助計劃，如「打工換宿」及「非常旅人

任務」，讓完成不同任務的參加者享受免費旅遊的機會。

「打工換宿」為青年人提供海外工作的體驗之旅，而「非常

旅人任務」獲瑞安建業有限公司贊助，鼓勵青年人帶着社會

使命旅遊，如保衛地球、關愛孩童、傳遞快樂及創新變革。

參與青年須自行擬定旅遊計劃。至目前為止，他們的足跡遍及

柬埔寨、日本、馬爾代夫、緬甸、俄羅斯，以及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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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暴於「微」─ 保 護 女 性 向 暴 力 說 不

微電影資助計劃

此項計劃舉辦至二零一四年十月，旨在贊助有潛質的青年

電影創作人製作以「保護女性向暴力說不」為題的微電影。

影片將於網上平台及大眾傳媒播放，以提高公眾對婦女暴力

問題的意識。

創意影「誠」─�青少年微電影資助計劃

M21及廉政公署合辦了創意影「誠」青少年微電影資助

計劃，推廣誠實的價值觀。

智「惜」用電計劃之「綠得開心『微電影』

創作比賽」

在「低碳─從校園出發」主題下，M21與香港電燈公司

合辦了「綠得開心『微電影』創作比賽」，旨在提高年青

一代保護環境及珍惜資源的意識。此外，參賽影片更用作向

學生及公眾推廣低碳生活。�

「飛躍啟德」城市規劃設計概念國際比賽�─

「『你』想地方短片比賽」

「『你』想地方短片比賽」附屬於發展局起動九龍東辦事

處主辦的「飛躍啟德」城市規劃設計概念國際比賽，並由

M21負責統籌，旨在鼓勵公眾透過短片表達期望和意見，

讓啟德成為真正的「你」想地方。�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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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合作舉辦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

旨在加深公眾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識。第五

屆比賽的主題為「好壞‧由你選」，期間並舉辦了關於編

導、後期製作及演出的工作坊。參加者接近五百人。

第三屆M21全港校際互聯網常識及安全

問答大賽

為提高網上安全意識及資訊科技常識，第三屆M21全港

校際互聯網常識及安全問答大賽再次舉辦，並獲得教育局、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及新加入的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

的支持。八十間中學分別派出三人隊伍參與初賽，共八間

學校入選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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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支援

自二零零三年創立以來，青年就業網絡一直倡導「生涯

規劃」概念，並致力為青年人舉辦學校活動、提供有助前景

規劃的諮詢服務、提升其就業技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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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一百零六間中學超過二萬

八千八百八十一名學生參與了一系列的活動、工作坊及講座。

為回應中學生日益增加的個人就業輔導需要，本會在李嘉誠

基金會愛心進行曲贊助下試行一項駐校就業輔導計劃，為

四間中學的八十五名學生提供個人輔導。

獲保誠保險有限公司支持的「成功在望獎勵計劃」，讓

中學生培養「保持規劃‧成功在望」的精神，學習生涯規劃

的技巧。來自六十五間學校的五百位學生參加，其中五十位

優勝者獲得獎學金，在社工的指導下實踐自己的計劃。

Burberry Create Hong Kong 2013� 就業培訓：在

Burberry Foundation的支持下，青年就業網絡為完成中學�

文憑試的學生推出就業培訓計劃。計劃包括兩個創意培訓

工作坊及為期七週的工作體驗，共有十八位學生獲選參加。

職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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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共處理一百零八

宗個案，就業率超過八成。

展翅青見計劃：在勞工處及僱員再培訓局的統籌下，

青年就業網絡共處理二百三十宗年齡在十五至二十四歲待業

青年的個案，並為一百八十四名學員舉辦十六個就業技能

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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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一千名青年人提供「一站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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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八份創業計劃申請書，並向其中十一項業務提供金額達

港幣三十八萬的免息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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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的財政年度，共有六個申請獲金額達

港幣一百四十五萬的貸款。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獲巴克萊銀行批款支持，為弱勢青年提供

創業培訓。計劃在專上學院舉辦創業講座和創業名人分享，

讓他們認識另類的就業選擇。本計劃亦將「青年創業學」

推廣至青少年，讓他們掌握創業所需的技巧，課程更成為

小型貸款計劃接受的創業營商培訓課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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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擂台」再次獲得

熱烈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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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三千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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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幫助參觀者對創業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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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進一步推廣香港的創業精神，香港青年創業計劃成功與電視

廣播有限公司合作，推出電視節目「我要做老闆」。在香港

青年創業計劃的鼓勵下，六間由計劃支持的青年企業在節目

中推廣業務，並獲得港幣五十五萬元作為創業啟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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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會企業

由民政事務總署贊助的舞導館，旨在為有志投身舞蹈業的

青年提供專業的舞蹈訓練。年內，舞導館為二十名參加者

舉辦高級導師培訓課程，其中七名畢業生於青年空間、

學校及其他非政府機構擔任舞蹈導師。舞導館亦舉辦了

舞蹈營及「Sparklers全港中學生舞蹈體驗計劃」，為數百名

中學生提供體驗式學習的機會。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位於元朗，佔地超過十六萬

平方呎。農莊成立於二零一零年，旨在推廣健康的生活與

環境，是本港唯一獲美國農業部有機認證的農莊。過去�

一年，農莊共生產四萬四千斤時令農作物。農莊同時提供

教育平台，讓青年人有機會親身參與耕種和收割。年內，

共有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六名參觀者到訪。

　

有機空間餐廳位於中環區，鄰近作為歷史建築的元創方。

餐廳提供新穎健康的有機食物，部分更來自本會有機農

莊。開業以來，餐廳知名度日漸提升。隔鄰的零售店出售

來自世界各地的有機食品和其他產品。餐廳及零售店旨在

推廣有機生活。此外，有機空間聘用居於永利街青年宿舍

的青年人，為他們提供工作機會以及餐飲和零售業培訓。

咖啡空間由一班青年人負責管理，提供優質食物及飲品，

由招牌咖啡至佳餚美饌，應有盡有。年內，咖啡空間與

有機空間以及有機農莊合作，為更多顧客提供有機產品零售

服務。咖啡空間亦提供到會服務，並歡迎客人租用店鋪作

講座、訓練及私人聚會之用。

玉緣為本會轄下社會企業，由Lisa’s Collection張鍾麗裳

女士擔任顧問設計師，於中環元創方開業。本店以傳承

中華藝術為本，精選深受中華民族熱愛的各式寶石及罕見

歷史文物，以融匯古今的獨特設計創作首飾。本店致力提升

香港青年對我國文物的認識，並教授他們運用古董製作

首飾的技巧，培養他們成為新一代中華文化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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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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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四年，中心

已為超過十一萬名本地中學及大學的學生領袖提供約一

百一十萬小時的訓練。此外，本中心的「總領袖生證書課

程」更於同年成為資歷架構認可的中學生領袖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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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年，共一千六百位青年透過培訓得以擴闊視野、發展才能

和提高社會責任感。他們將於本年暑假在香港接受一系列以

「社會創新」為主題的學習及實踐活動，並到廣州進行社會

服務學習為本的內地培訓，展示青年人能以行動為社會帶來

正面改變的一面。

暑期青年領袖學校

「暑期青年領袖學校：開啟領袖之門」是本會與香港大學

的合辦項目。踏入活動的第七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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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邀在為期九天的

課程中演講的嘉賓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廉政專員白韞六先生、

香港樂施會余志穩博士、香港工商專業聯會黃友嘉博士，

以及EL2100莊陳有先生。

此外，香港科技大學亦首次與本會合辦「暑期青年領袖

學校：公眾演說的藝術」。被邀在為期六天課程中演講

的嘉賓包括香港UnLtd張凌翰先生；2013香港精神大使

Vivek Mahbubani先生；2011年國際演講協會世界演講比賽

亞軍楊光耀先生，以及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前演講稿撰寫人

楊光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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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力支持的「青年領袖教室」。今年「教室」已邁進十周

年，並以「亞洲新趨勢」為主題，邀請了六位傑出的社區

領袖一起探討亞洲於經濟、社會及科技等範疇的新趨勢，

另有四位將於未來數月發表演講。六位演講嘉賓包括羅致光

博士�(扶貧委員會關愛基金專責小組主席)、包致金法官�(終審

法院非常任法官)、魏華星先生�(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辦人

及行政總裁)、梁卓偉教授�(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何靜瑩

女士�(L plus H Fashion及L plus H Creations Foundation

董事)�及梁錦松先生�(南豐集團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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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青年義工網絡成立於一九九八年，致力推動青年人加入義工

行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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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會，讓青年人回饋社會。

「我係義工」運動

為鼓勵青年人參與義工服務及尋求公眾和學校的支持，

青年義工網絡舉辦了「我係義工」運動，以回應「全球青年

服務日」及「國際義工日」這兩項全球義工活動。

2013全球青年服務日

為加強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而舉辦的「我係義工·種出愛心」

環保體驗場，共有一百名義工及四百名參加者出席，學習及

參與各項減廢、食物回收及有機蔬菜耕種活動。另外，在指

定網頁以“Go Green!”為主題分享及刊登對環保團體的訪

問及各類環保「貼士」。

國際義工日

青年義工網絡鼓勵非牟利機構成為「提供服務機會團體」，

並上載以「鄰舍服務」為主題之服務到青協全新的搜尋器

「好義配」。在推廣期間，網站瀏覽人次接近八千次。

有心計劃

為建立學校與商界間的合作，本會持續推行「有心計劃」達

九年。年內合共二百二十五間學校參加，並有一百二十七間

公司為一百二十一個學校義工服務計劃提供贊助，其服務

時數達二百五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小時。

鄰舍隊

為了推動社會共融及鄰舍守望相助的精神，二千四百三十名

來自一百一十二支鄰舍隊的青年義工為超過三萬六千名鄰舍

提供服務。

「好義配」

為善用網上媒體，青年義工網絡推出網上平台「好義配」，

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義工配對、網上培訓、分享平台及

積分計劃，令網站更受歡迎。網站已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

試行推出，並已向超過二萬名登記義工及接近一百間聯繫

機構發送推廣電郵。

義工培訓及交流機會

為學校、企業義工及義工領袖提供培訓

青年義工網絡為佛教慧因法師紀念中學提供學生講座，並為

喇沙小學和港青基信書院推行服務學習計劃。另外，在澳門

「善明會」的邀請下，我們為澳門的青年義工提供培訓，分

享義工價值和服務規劃。

為本會其他服務單位及企業的培訓，包括為鄰舍隊義工領袖

提供兩項度身訂造的導引課程，及為六十一名來自九個有心

企業的義工提供向兒童講故事的技巧訓練。

童夢同心東莞義教團

二零一三年六月六日至九日，青年義工網絡與東莞市橫瀝鎮

隔坑社區服務中心合辦了為期四天的「童夢同心東莞義教

團」。三十三名義工進行義教及生日派對，並探望了五百

六十二名缺乏家長照顧的兒童。參與義工有正面的回饋，

並表示對中國近代發展有更多的了解，亦對外省勞工的生活

有更深的反省。

出版工作

「香港三鄉青年義工交流計劃」(電子書)

報告書輯錄了參與義工的學習心得和反思，並上載於青年

義工網絡的網站供參閱。

獎項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計劃

本會兩位表現出色的青年義工陳美婷小姐和黃樂妍小姐，

獲選為社會福利署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香港傑出青年義工。

最高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

本會對香港青年義工服務的推廣不遺餘力，更獲社會福利署

表揚，榮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頒發二零一二年度最高

服務時數獎�(公眾團體)�第五名。

服務統計

過去一年，青年義工網絡有一萬零九百三十七名新登記

義工，累積已登記的義工總數達到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三人，

共貢獻七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小時的服務時數；這包括來自

二萬八千六百八十名活躍義工所投放的熱誠及時間。另外，

「有心計劃」的學校共提供二百五十八萬九千三百六十四

服務小時。本會亦提供超過一千五百項的義工培訓計劃，

達六萬二千八百五十五參與人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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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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性危機與吸毒等問題提供電話熱線及危機介入服務。年

內，三百四十名在六間警局接受警司警誡計劃的青年接受

了危機評估服務。

「守望計劃」由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及香港警務

處首次於新界南區舉辦，對象為已被捕及接受調查的十至

十七歲青少年。承蒙凱瑟克基金在未來三年的支持，計劃於

年內為三百三十名已被捕的青年人提供服務。

邊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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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主要針對三大範圍：青年犯罪違規、性危機和吸毒

問題。二零一三至一四年間，邊青服務共處理四千五百

七十宗個案，舉辦四百九十八項活動，總參與人次為十萬

五千五百九十八人。接近一百二十五名來自不同行業的

專業人士提供義工服務，擔任顧問、伙伴或培訓員。

預防教育

年內，「青法網」的瀏覽次數超過四萬七千，而「青法網」

手機應用程式下載次數共一千七百二十七，為市民提供

有關青少年犯罪違規的資訊和求助途徑。在義工及專業�

人 士 的 協 助 下 ， 「邊講邊聽」製 作 了 二 十 一 輯 電 台 節

目，討論違規行為的法律後果，並傳遞正面的守法和反

吸毒信息，以及預防性危機的意識。

本會舉辦了一百一十六個教育及識別工作坊，主要增進青年人

的守法價值觀、自我保護意識及讓他們明白危險性行為和

吸毒的後果。

「南網計劃」是香港首個由香港警務署及非政府機構合辦的

青年科技罪案預防教育計劃。計劃提供如何避免墮入陷阱及

網上騙局的資訊。另外製作了由真實個案改編的短片，並

上載至「青法網」手機應用程式。

「守法行動」之「運動無界限，守法安全人人讚」，以三

十九位愛好「極限運動」的將軍澳青少年為對象，推廣守

法價值觀，並邀請三百五十位鄰舍參與推廣該信息。

輔導治療

犯罪違規行為

年內，專業輔導員共處理三千二百七十五宗青少年犯罪

違規個案，而六百二十三宗街頭群黨或黑社會個案則由

以下兩個計劃處理：社會福利署資助的「青奮行動」及

「Love Ideas, Love HK集思公益計劃」資助的「違規

青年燃亮生命輔導計劃」。兩項計劃均提供技能培訓、

歷奇活動及模擬法庭活動，以提高參加者的個人價值及向

其灌輸正確的價值觀。

「E. Positive� ─� 青少年群黨輔導計劃」：年內，共為八百

二十八名青年提供五十一項活動，包括提供認知行為輔導、

社交技巧訓練及正向人生體驗活動。

「青少年群暴行為輔導計�劃」下的兩項計劃�─「生命解碼」

及「Teen晴行動」，幫助了二十六位青年提升憤怒管理及

解決問題的技巧，從而停止其暴力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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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行為輔導計劃」包括「Cross-over Anti-theft計劃」、

「i-step盜竊輔導計劃」及「Loving分享愛行動」，為參與

店舖盜竊的青少年提供輔導服務。

透過「X計劃」及「Project Friends」兩項導師計劃，

四十位嶺南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為四十位在警司警誡

計劃下接受監管的青年罪犯擔任導師及樹立榜樣。

「深宵青年培訓學堂」推出各種深宵職業技能培訓課堂，

旨在提高夜青的求職動力和技巧。共一百三十名青年參與了

十八個培訓課堂。

性危機問題

本會服務了六百二十三宗與性有關的個案，並舉辦了�

「愛體驗」工作坊、「Project Love 4S」及「愛‧創作」

友伴藝術輔導小組，為一百零六名邊青提供技能培訓、藝術

活動及參觀，培養適當的性與愛價值觀，提高自我保護意識

及情慾管理技巧，讓他們明白援交及其他相關問題的風險。

吸毒問題

年內共處理了六百七十二宗個案。

「青少年心理輔導普及計劃」獲禁毒基金的贊助和葵涌醫院

的合作，年內為三十九名青年吸毒者、三百八十九名高危青

少年及六十名家長提供綜合心理評估、低門檻及緊密的心理

治療，以及臨床心理服務。

本會為三百四十七名青年罪犯提供「禁毒工作坊」，運用

多媒體及撰寫故事作為治療手法。

研發倡導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對八

位青年作出表揚。他們因違規及其他行為接受治療，期間

跨越了重大困難，值得嘉許。他們的榜樣亦鼓舞了其他

邊緣青年。

本會進行了「青少年網上罪行研究」，並提出了預防教育及

處理對策。

本會出版了《20.30.童黨的故事》，透過三十年來的一些

真實故事，闡述童黨文化及行為的轉型，並提出幫助童黨

成員的處理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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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二十四位青年。

創新計劃

未來一年，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服務重點是為童黨問題

製作一套認知行為治療的輔導手冊，並針對青少年群暴建立�

風險評估工具及輔導服務。在「香港仁愛香港」的資助

下，本會將建立模擬超級市場為曾經參與店鋪盜竊的青少年

提供輔導治療。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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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為幫助青少年面對不同成長階段的挑戰，本會提供以下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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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

為老師和家長而設的服務。

駐校輔導服務

本會透過青苗計劃，向二十八間小學及四間幼稚園�/�幼兒園

提供駐校全方位輔導服務。年內，共處理四百八十五宗與

情緒、行為、心理及家庭問題有關的個案，並為學生、家長

及老師提供一萬二千九百八十八次諮詢服務，以及舉辦一千

一百二十五項活動。

此外，本會亦向三十六間中學提供駐校服務。其中二十間由

十間青年空間提供服務，其餘十六間由學校社會工作組

負責。年內，共處理一千五百三十四宗個案，並向老師、

學生及其家長提供八千三百八十次諮詢服務和一千三百

零一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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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香港公益金資助推行

「讀寫易」─�讀寫障礙學生輔導計劃�(二)。年內，中心舉辦

了十個訓練小組及五個治療小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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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亦舉辦

了講座、工作坊及互助小組，幫助老師及家長學習處理特殊

學習困難的實際技巧。

青苗計劃亦為十三間小學有讀寫障礙、自閉症或專注力

不足�/�過度活躍症的學生提供個人訓練及課程；另外亦設有

家長課程。

　

本會也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學生提供輔導和訓練小組，

包括為有讀寫障礙的學生舉辦體驗活動，建立他們的自信

和學習動機，以及為患有亞氏保加症及專注力不足�/�過度

活躍症的學生而設的輔導小組。

其他學習經歷

年內，本會舉辦了五百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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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值觀教育

戀愛通識課�─�中小學戀愛及性教育計劃

為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戀愛及性教育價值觀，優質教育基金

資助本會推行這個為期十五個月的計劃，為中小學生特別設計

相關的課程活動，以及為家長和老師安排講座及分享會。

計劃共為來自二十間中小學的二千四百九十七名學生、

四百一十六名老師及家長提供五百二十一節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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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學生抗逆能力服務

大埔區健康校園計劃

鑒於宣傳抗毒信息的成效顯著，大埔區健康校園計劃將於

未來兩年繼續舉辦。計劃為兩間中學的學生舉辦總共一百

二十五節活動，包括參觀、講座、工作坊及社區服務。

高中生生涯規劃活動

為幫助中學生規劃人生及提高實現目標的動力，本會提供了

一系列的高等教育及生涯規劃講座，連同職業性向測試、

模擬遊戲及面試工作坊，為二十間中學學生提供了一百

三十四節活動。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

計劃向來自三間中學及十間小學的弱勢社群學生提供不同的

體驗和增廣見聞的機會。

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

計劃為四十九間小學學生提供各種不同類型的活動，建立

其抗逆能力。

網絡青少年的輔導服務

由於網絡安全問題和互聯網成癮行為日益嚴重，青年全健

中心在二零一三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舉辦了「網絡

達人」網絡青年論壇。在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支持下，共向

四十位活躍的網絡用戶提供一系列的發展小組及劇場訓練，

並於二零一四年三月三十日舉辦了舞台表演，展示現今

網絡世界的新挑戰。

青年全健中心繼續與學校緊密合作，舉辦發展小組、教育

講座、桌上遊戲及義工活動。過去一年，共提供一千八百

六十八次諮詢服務及五百零五節活動，參與人數為八千八百

九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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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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為及沉溺問題的青年。並於年內推出了手機應用程式�

“Something”，方便求助者使用服務。二零一三年四月至

二零一四年三月間，共發出六千二百零七個關懷信息，並

成功連繫一千三百七十四宗個案。

DSE@27771112

為協助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生面對壓力及規劃升學，本會舉辦

了一系列模擬面試和本地大學體驗課。透過講座及工作坊，

讓九千二百零四名文憑試學生及其家長參與。本會亦設立了

播放影片的DSE頻道，社工及義工們則透過電話熱線及網上

服務提供即時援助。

媒體輔導服務

媒體輔導中心

媒體輔導中心透過電話熱線及網上輔導，為危機中的青少年

提供即時支援。

「關心一線2777�8899」─�電話熱線服務

「關心一線2777�8899」繼續致力提供即時便利的途經，讓

青年人透過電話傾訴困擾及紓緩情緒。年內，共錄得四十七萬

六千二百零二個來電，並處理其中四萬三千九百二十九宗

個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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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常為青少年提供輔導信息及實用資訊。服務旨在幫�

助小學生建立積極正面的生活態度和提升解難能力，亦�

歡迎致電者於語音信箱留下信息，分享其想法。過去一年，

共有二十五萬七千二百五十九名致電者聆聽故事及節目。

青少年評估及發展

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評估及發展中心為十八歲及以下有學習

困難、言語障礙、成長需要或情緒困擾的兒童提供及早

識別、評估及訓練等服務。除了評估服務，中心亦提供各類

活動及訓練課程，有助學生多元智能發展，提升他們的學習

和社交能力。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間，中心收到七百零六個家長及學校的

查詢，並為八十六名兒童提供由教育心理學家、語言治療師

及職業治療師主理的臨床評估服務，主要處理專注力、社交�

技巧、感官綜合能力或情緒控制方面的問題。另有一千七百

五十七名兒童參加中心的培訓、發展及興趣班。二零一四年

一月及二月，中心亦為家長舉辦了「精靈家長星級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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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本會以優質教育為願景，營辦兩間非牟利幼稚園及幼兒

園、一間非牟利幼稚園、一間資助小學及一間直資中學。

轄下的持續進修中心則延續這使命，推廣持續進修並為

青年人提供常規教育外的啟發性學習平台。

學前教育

教育局在二零零四年推出新的質素評核架構，以確保及維持

學前教育的質素。幼稚園必須達到質素評核架構的指定

標準，才能繼續參與學前教育學券計劃。教育局已開始

另一個五年的質素評核工作，香港青年協會青樂幼稚園��

(油麻地)�亦成功通過最近的外部評估，實在值得引以為傲。

評核隊伍對該校策略性推行繪本教學、全面的自我評估

計劃、流暢的課程銜接、學生良好的社交發展、彈性運用

課室及有效推動親子共讀的校本親子閱讀冊表示讚賞。

本會轄下三間幼稚園繼續採用繪本教學，它不但有效激發�

學生的想像力、創造力、好奇心、批判性思考、語言發展，

更重要是培養幼童的閱讀興趣。此外，幼稚園舉辦了多個

工作坊，提升老師推行繪本活動的教學技巧。為增加繪本

故事書的資源，香港青年協會青樂幼稚園與書伴我行�(香港)�

基金會合作，參與由凱悅國際資助的書架圖書館項目。

啟動禮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日在該校舉行。超過三十位

凱悅酒店的義工出席，為兒童朗讀故事書。自從採用繪本

教學後，學生更積極自發閱讀，成效令人鼓舞。

小學教育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着重發展學生的語言能力，並為此

按高年級學生的英文程度舉辦了校本寫作工作坊。這項安排

讓學生的英文寫作潛質得以發揮，亦鼓勵了他們活用課堂

所學的知識。

過去四年一直推行的滙豐銀行外籍義工教英文計劃，

每星期三有平均二十名母語為英文的義工出席。他們透過

說故事、遊戲及個人匯報，為不同程度的學生提供學習

英語會話的機會。

學校亦舉辦了「赤柱英語」體驗日。活動包括讓學生在赤柱

午餐時自行點菜、製作薄餅及訪問說英語的遊客，以改善

他們的英語溝通技巧。

為進一步改善老師的中文讀寫結合教學技巧，香港青年協會

李兆基小學在過去兩年舉辦了「內地與香港教師交流及協作

計劃」。該計劃非常成功，參與老師亦因此獲教育局邀請，

與本地學校分享他們與內地專家協作交流的教學體驗。152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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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旨在培養品學兼優的學生。在掌握

學生的學習風格和需要後，書院定期對課程設計及教學方法

進行檢討及調整，並為學生預備合適的學習體驗。書院亦為

學生安排指導老師，以確保其學習進度。

李兆基書院一向着重發揮學生所長。透過天才庫計劃及延伸

課程，為資優學生提供各種發揮才華的機會，如參加比賽、

參觀及會議、大使計劃及領袖訓練等。年內，學生在國際

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中獲得多個榮譽。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的學生在會計及商業管理個案比賽中擊敗三百支隊伍，

勇奪季軍。本校學生亦在香港中學文憑試考獲佳績，四個

核心科目的合格率超過百分之九十，而英文科的合格率更

高達百分之一百。超過百分之八十五的學生合資格申請入讀

專上教育程度的課程。

李兆基書院為中一學生舉辦「科技日」，培養學生的科技

知識及生活技能。在重點教授「科技及生活」的知識之餘，

更配合生活體驗教育營，讓書院的科技教育課程架構更為

平衡和全面。

持續教育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提供各種優質課程，並以卓越及

高水準聞名。年內獲資歷架構認證的熱門課程如下：「幼兒

Playgroup導師培訓證書課程」及「醫務所助理證書課程」。

另一個熱門課程為「高級調解員培訓證書課程」。該課程自

二零一零年起推行，更出版了《智在調解：從案例剖析專業

調解的智慧》一書。

154 155

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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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推動能有效化解親子衝突的調解服務。提供之專業服務�

包括：親子調解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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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兩代的雙向溝通。

服務重點

親子調解服務

服務運用專業調解的原則及技巧，幫助家長及其青少年子女

學習以積極方式解決衝突，年內接近一百對親子接受服務。

家長及家庭教育計劃

本中心舉辦了一百四十一項調解活動，以提升參加者處理

親子衝突的技巧，合共七千零一十三人參加。另提供一百

七十四項家庭生活教育活動，教授親子正面溝通的方法，

共七千一百五十四名家長及青少年參加。

網上節目

為了與更多家長在網上聯繫，本中心與M21合作，製作

phone-in節目「親子有話兒」，並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至

二零一四年一月播放。節目共涉及六個親子題目，包括﹕

「衝突點轉彎？」、「仔女考得好獎乜好？」、「拍拖係

死罪？」、「病向錢終醫？」、「仔女無手尾點收科？」

及「都是智能電話惹的禍？」。另中心製作真人真事影片

「我城故事」。所有網上節目共吸引了超過一千三百名

觀眾收看。

其他合作計劃

媽咪全動網�─�內地來港婦女家庭支援計劃

計劃為期兩年，自二零一一年九月開始，至二零一三年八月

結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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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目的是在新來港婦女�

之間建立支援網絡，提升他們的個人及親職能力。兩年內，

共九間小學、五間幼稚園及四間非政府機構參與了此計劃。

期間舉辦的活動共九百九十七節，總參與人次超過一萬

五千五百人。計劃共聯繫了七百多位內地來港婦女，其中�

三百一十位有社交退縮症狀。計劃同時成立了不同互助

小組，鼓勵婦女積極參與及分享，互相支持。當中有一百

六十五位成為義工並為社區提供了共超過三千小時的服務。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教育講座系列

本會連續第九年與職業訓練局合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講座

系列，並舉辦了三次講座，超過一千七百名家長出席。

「愛家『正』氣多」家庭活動

在山頂纜車有限公司的贊助下，「愛家『正』氣多」活動

在聖誕節前夕舉行。接近一百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參加者

一起暢遊山頂。透過親子遊戲及活動，父母及子女學會

正面表達、多聆聽、多歡笑及多欣賞等相處技巧。

匯聚愛�─�挪亞方舟親子遊

在滙豐銀行的贊助和義工支持下，於四月份首個星期日，

四十二位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參加者，一同暢遊挪亞方舟，

共渡了美好的一天。活動留下許多珍貴及難忘時刻，義工

和參加者感到非常滿足和享受。

出版書籍

衝突這一家

為了推廣親子間互相討論及尋求共識的概念，本會與青年

藝術家黃瀞儀小姐合作出版「衝突這一家」一書。全書由

四十八個親子衝突小故事組成，記錄一對父母與三名年齡

介乎五至十四歲子女的衝突情節。書中提供了反省問題和

實際解決親子衝突小貼士，以增進家長衝突管理及親職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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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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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成立以來，創新科學中心一直致力為年青人提供一系列

動手實踐的科學活動，助其開展科學探索之旅。二零一三

至一四年，超過四萬六千名學生及教師參與了二百一十四

項活動，包括工作坊、講座、比賽和本地及海外交流團。

年內，中心推出了「1+1科學優才計劃」，為五名中學的

科學資優生提供科研資金及來自本地大學的指導老師，以

發展他們的科學才華。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進入第十九年的創意思維活動，在二零一四年共有六百零

三名學生組成六十七支隊伍參加本地賽。創意活動包括

「襟章設計比賽」、「T-shirt設計比賽」、「奇趣造型大

巡遊暨比賽」、「創意藝術畫廊」及「創意挑戰賽」，令

學生的創造力及解決問題技巧大幅提升。

過去數年，香港代表隊在美國舉行的世界賽戰績彪炳。而

佛教黃允畋中學在二零一四年創意思維活動世界賽中勇奪

冠軍，值得慶賀。

香港FLL暨Jr.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在香港理工大學及西覓亞有限公司的協辦下，香港FLL暨

Jr. FLL創意機械人大賽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成功舉行。

今年FLL及Jr. FLL的主題分別為「自然之怒」及「災難

衝擊波」。超過五百名來自四十間中小學及青少年機構的

參加者，除了設計及搭建機械人或模型，亦要就預防和

應付災難以及災後重建的工作，研發創新的解決方案。

迦密中學及大埔舊墟公立學校�(寶湖道)�分別於中學組及

小學組奪得全場總冠軍。而Jr. FLL則由聖公會基福小學

勝出。冠軍隊伍將代表香港參加二零一四年四月在美國

舉行的FLL World Festival。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由香港青年協會、教育局及香港科學館合辦，並在創新

科技署的贊助及香港科技園公司的場地贊助下，香港

學生科學比賽於二零一三年五月舉行。比賽主題為「活學

活用‧發展科學潛能」，鼓勵學生以創新實際的方法活用

知識。年內，共有來自九十七間中學的二百五十四支隊伍

參賽，而四支冠軍隊伍獲贊助參與日本交流團。

香港綠色能源應用創作機關王競賽

年內，香港綠色能源應用創作機關王競賽於荃灣愉景新城

購物商場舉行，共有三百名來自四十六間學校的學生

參加。各隊伍運用綠色能源概念，以及物理、化學和機械

知識，按不同關卡搭建模型作品，而九個得獎隊伍將代表

香港參加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在台灣舉行的世界機關王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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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

年內，創意科藝工程計劃（LEAD）舉辦了下列活動。

LEAD出版工作邁向國際化

LEAD出版的《Easy�LEAD�創意程式設計：Scratch遊俠傳》

被翻譯成兩本以Scratch創意程式為題的英文書籍，廣受

歡迎，更榮登美國亞馬遜程式書藉銷售排行榜冠軍。該書由�

No Starch Press� 出版，廣受年青人、家長及教師的喜愛，

在二零一三年底賣出接近二萬八千本，並已推出捷克文、

斯洛伐克文及韓文版本。

LEAD創意科藝教室

在繼續得到孔慶熒及梁巧玲慈善基金的資助和教育局的

支持下，本活動的校際計劃「Scratch共融學習計劃」

已推廣至七間主流及特殊學校。計劃強調設計及編寫與

課程有關的Scratch遊戲。另外，本活動舉行了四十二個

Scratch及Tinkercad 3D設計軟件工作坊，為九百五十五名

來自三十間學校的學生服務，又為一百零九名來自六十一間

學校的教師舉行了三個ICT培訓工作坊，協助他將ICT概念

及軟件融入學校課程中。

小工程師工作坊

LEAD繼續聯同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港有限公司，舉辦源於

美國國家工程師周基金會的著名活動EWeek。該本地化活動

透過工程講座、動手設計活動及比賽，推動年青人培養解決

問題及互相合作的能力，並向二千七百名來自十八間中學

的學生推廣STEM概念。

LEAD@香港科學館

應香港科學館的邀請，LEAD在香港有史以來最大型的

恐龍展覽「巨龍傳奇」中協助舉辦了「巨龍再現」親子工

作坊。工作坊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三月間逢

星期六舉行。共有四百五十五人參與，了解恐龍及其結構，

並以4DFrame自行創作其立體恐龍模型。4DFrame是獲

南韓政府教育部認可的創意學習套件，並於二零一二年藉

LEAD引入香港。

中學生OLE服務學習團

青年交流部繼續為主要來自中學的學生提供校本內地及

海外學習團。在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團資助計劃

的支持下，共為二百九十名本地學生及二十名中山大學的

學生舉辦了八個交流團，讓他們了解外省勞工子女的需要

並向其提供各種義工服務。活動期間，學生就交流主題

進行深入討論，這幫助他們就社會政策及服務發表意見，

並在匯報會上向評審學者及贊助者發表討論結果。

增廣見聞系列

青年交流部舉辦了三個以「藝術、歷史及環境保育」為題

的台灣及韓國學習團。共六十八名來自兩間學校的學生，

另有三十七名來自其他青少年機構的年青人參加。他們在台灣

進行與藝術、文化及環境有關的探索活動，而在韓國則學習

以傳統文化及和諧為題的知識。另有十二名學生與澳洲青年

領袖一同參與南澳洲領袖訓練團，該活動由柏立基爵士信託

基金贊助，並由寄宿家庭接待參加者。

迎挑戰‧上武當

在龍傳基金的贊助下，第三屆「迎挑戰‧上武當」於去年

七月完成，並有三十九名來自六間大學及二十二間中學的

學生參加。他們是從四十六間學校的一百一十二個提名中

選出的代表。在為期十三日的武當交流團中，參加者得以

學習武術及道家思想。他們亦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的匯報會上展現其強健的體魄。

SAT試內地考生接待計劃

年內，SAT試內地考生接待計劃共舉辦了六次，為二百

二十九名內地學生提供服務。除了安排住宿、膳食及接送

服務外，他們亦與本地青年進行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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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劇場

香港劇場於二零一三年四月七日在青年廣場進行首次公演。

兩個劇目分別為「Backpacker‧迷失小鎮」及「草民」，

是香港劇場團員的原創作品。劇目主題反映了年青人在

愛情、生活方式及對社會的歸屬感等方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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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完全自負盈虧，為公眾提供優質設施及多元化的

康體文化活動。過去一年，中心舉辦的課程及培訓活動，

參與人次達一萬九千一百七十六人。

中心旨在推廣健康生活方式，鼓勵青年人嘗試多元化的

課程及培訓活動。其中的重點活動如下：

音樂及舞蹈系列：為了發展才能及創意，我們舉辦了各項

音樂及舞蹈活動，包括「與你音樂」活動系列。

歷奇訓練系列：主要為兒童及年青人開辦攀登課程，以及

青少年歷奇培訓活動。另外亦舉行了一年一度的青少年室

內攀登比賽。

成長增值系列：提供不同培訓課程，以增強各方面的能力

和潛能。另有義工培訓，訓練他們成為助教及導師。

文康體藝

2014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港國際無伴奏

合唱節

為慶祝五周年紀念，2014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港國際

無伴奏合唱節於二零一四年三月至四月舉辦，在三星期內

舉辦了三十七項精采活動。參與今屆盛事的有世界知名的

無伴奏合唱樂隊，包括澳洲的The Idea of North、美國的

Musae、英國的The Sons of Pitches及日本的JarnzΩ，

另外有合唱節大使Robynn & Kendy及側田，並有本會香港

旋律及香港起舞的隊伍，再加上本港學生歌手及無伴奏表

演者，合力為觀眾帶來難忘的體驗。整個活動包括音樂會�

及教育音樂會、音樂劇場及工作坊，參加人數超過二萬人。

音樂節得以成功舉辦，有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

慷慨支持。

無伴奏合唱教育

鑑於本會於無伴奏合唱教育的空前成功，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決定獨家贊助在二零一三至一六年度舉行的香港

青年協會賽馬會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計劃包括校園無伴奏

合唱訓練課程及示範演出，為無伴奏合唱歌者和教師而設

的培訓、表演和交流的平台。另外是無伴奏合唱資料庫及

設備租借等支援服務。

除了提供活動和服務，本計劃亦開發了手機應用程式�

“app-cappella”，為用戶提供無伴奏合唱的最新資訊及

排練工具。

香港街舞營2013

為了在香港提升街舞的認受性及豐富舞蹈文化的種類，�

本會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合辦了香港最具規模的國際街舞營。

活動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六至八日在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西貢戶外訓練營舉行。舞蹈營榮幸地邀請到世界知名的�

Hip Hop創始人，代表紐約布魯克林Elite Force Crew的�

Loose Joint。其他海外大師包括Ken Swift、Terry Wright、�

Shan S.、Tony GoGo、Jr Boogaloo及Nahoko Wright，他們

合作為營友提供專業培訓及研討分享晚會，配合二十位本地

資深舞者擔任小組組長。三日的舞蹈營吸引了超過二百名

本地及海外參加者，讓所有街舞愛好者有機會分享對舞蹈

的興趣和熱情。

香港青年協會香港旋律

二零一四年一月，踏入第九年的香港旋律舉辦了「a cappella

時光隧道」樂季開幕音樂會。除了參與其他各種演出，以及

音樂會和活動，香港旋律青年合唱組在二零一三年七月到訪

台北，與其他專業團體同台演出。香港旋律亦獲邀在二零一三

年十一月舉行的深圳灣藝穗節中參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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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第三期擴建工程已於二零一三年八月竣工，增設了六個營舍、

備有餐廳及咖啡室的新餐飲大樓、空中花園、水上平台、

閒敍天地及禮品店。而室內外裝修工程隨後展開。為增添

第二期及第三期營舍的和諧感，我們為第二期營舍的外牆

進行了油漆翻新，另外亦為客房進行室內翻新及更換殘舊的

電視。景觀設計方面，為使營地環境更自然和綠化，我們

保存了珍貴的本土樹木土沉香、在山坡種植幼樹、在行人

小徑的欄杆懸掛盆栽及在空中花園建造綠色屋頂。我們的

計劃是繼續保護環境及培育綠色生活方式。

二零一三至一四年間，共接待了七萬六千八百五十二名

營友。擴建後，營地將能容納四百六十個宿位及二百五十

個日營名額，來年期望超過十五萬人次使用營地。

南丫青年營

位於南丫島山頂的南丫青年營，利用附近的戶外環境，

提供一系列獨特的歷奇訓練活動。營地舉辦了一個歷奇活動

教練培訓課程，透過密集訓練讓參加者成為營地的歷奇

活動教練。在康樂及文化事務處的改善工程資助計劃下，

已於二零一四年初完成更換泵房，以確保穩定的食水

供應。營地亦於農曆新年前協助於南丫島舉辦離島區的

鄰舍第一團年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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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山巒

環繞，是理想的水上活動訓練場地。中心善用此得天獨厚

的環境，在十月份舉辦了首屆青協盃獨木舟大賽，大約

八十名年青人參加。添置了新的龍舟後，中心在常規的水上

活動以外舉辦了一些特別活動，包括龍舟同樂日，獨木舟

證書課程及活動籌備培訓課程。基於不少參加者順利通過

考核課程而成為龍舟教練，來年將會舉辦更多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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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餘暇

消遣，以及體驗水上和團隊活動的好地方。年內，中心

舉辦了陸上及水上活動，而「赤柱灣挑戰營」繼續保持最受

歡迎活動的地位。這項活動的主要對象為年青人，他們須於

兩天內走完一條行山徑並在指定時間內完成多項任務。

香港青年協會中山三鄉青年培訓中心

本中心位於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是青協於內地開辦的

特別營地。除了為中學生舉辦遊學團讓他們了解當地工業，

以及為貧困學校兒童提供義工服務外，中心亦開辦了消閒

之旅及自遊行。為配合兩項新選擇，中心提供了一站式

服務，提供交通、住宿及膳食等安排，讓大部份營友感到

非常方便。本會將繼續發掘中山市有趣的景點和活動，

並為不同類型的營友創辦全新的活動組合。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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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

青年研究中心繼續透過各式研究項目，就有關青年事務

提供客觀而適切的資訊和建議。研究報告廣泛送予政府

官員、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相關團體與公眾人士參考；同時

亦透過互聯網發布。本會希望這些不斷更新的資訊，能

協助有關人士制定和策劃涉及青年的政策與服務。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年內出版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3》透過青年研究及

統計資料，展現香港青年的基本面貌。書內嚴謹選取數據

資料，作出歸納整理，並以培育青年發展的角度，檢視

社會制度及相關因素對人口、青年教育、就業和社會參與

等之影響；同時又從關注青年問題的層面，審視包括網絡

安全、自殺、濫用藥物和犯罪等問題的趨勢。其中更包括

一項持續進行的「青年價值觀指標」調查結果。

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

青年研究中心年內進行了三項青少年問題研究，包括系列

四十八、四十九及五十，以了解青年人當前所面對的問題。

研究系列�(四十八)�名為《高不成、低不就？青年就業困難

與出路》。本港青年失業率一直維持在整體失業率的二至

六倍；而沒有從事經濟活動又非在學的青年人數，亦未因

經濟情況改善而有所減少。是項研究透過廿名青年的深入

訪談、與多名僱主及就業專家的訪問，以及向五百二十五

名青年進行電話調查，以了解就業條件較遜的青年，在求

職和職場適應方面所面對的困難，並探討可行的就業支援

措施。

研究系列�(四十九)�以《借貸渡學—青年的生活需要與財政

壓力》為題，針對曾向政府借取大專學生貸款的30歲以下

青年為對象，透過七百二十七名大專生網上調查、廿個

個案訪談，以及專家及學者訪問，探討曾借取學生貸款

大專生的生活需要與財政壓力，並對大專學生資助政策

措施提出建議。

此外，為探討跨境學生的學習及成長需要，研究系列�(五十)�

以《穿梭兩地—跨境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需要》為題，透過

七百一十名跨境學生自填問卷調查、十六名個案訪問，以及

專家學者訪問，並從政策與服務支援方面提出建議，期望

有助解決及紓緩跨境學生在學習及成長階段面對的困難。

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

青年研究中心年內進行五項全港青少年意見調查，其中

一項為配合本會M21推出「香港集作」大型活動而進行之

《非常香港》意見調查。調查訪問了全港五百五十八名

十五至三十四歲青年，以了解他們對香港的觀感。其餘屬

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中，六項以「青年與資訊科技」為

專題的其中四項；藉以了解急速發展的資訊科技，對青少年

生活各層面所帶來的影響。尚餘兩項將繼續於下一財政

年度進行。

� 出版日期� 題目

�2013年9月� 《非常香港》意見調查

�2013年10月� 「青年與資訊科技」之�

� � 《青年使用智能手機情況》意見調查

�2013年11月� 「青年與資訊科技」之�

� � 《青年網上學習》意見調查

�2013年12月� 「青年與資訊科技」之�

� � 《青年網上消費》意見調查

�2014年1月� 「青年與資訊科技」之�

� � 《青年網上私隱》意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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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學報均會

送發予有關政府部門、政策制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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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研究中心於年內共出版兩期學報，專題如下：

�出版日期� 總期數� 專題

�2013年7月� 32� 人口政策：提升青年素質和�

� � � 生產力

�2014年1月� 33� 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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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議題點評系列

年度內完成一項名為《現今兩代衝突》的點評研究，內容

分析本港現今家庭模式，從而探討兩代衝突的原因，並就

如何改善及減少兩代衝突提出建議。研究透過網上問卷

意見調查，成功訪問八百多名十二至二十四歲青年會員；

另以自填問卷方式，由二百多名義工家長填答。

專業叢書統籌組

本會一直致力透過出版書籍，總結並整理前線工作經驗，

以促進業界、專家、學者及公眾人士交流及分享。此外，

為了開拓青年讀者群，青協亦與青年作家合作建立「青年

讀物系列」。於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本會共出版了十一本

書籍，包括：

專業叢書系列：

•�《職業字典》

•�《創建高效能的義工團隊》

• 《路不轉‧人轉》

• 《網絡解碼》

• 《20‧30童黨故事》

•�《悅寫閱易》

•�《English Public Speaking - 8 Steps to Become a Champion》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3》

•�《衝突這一家》

青年讀物系列：

•�《打工旅人-�打工假期六國誌》

• �《當崩耳貓遇上愛》

同時，本會也參與了二零一三香港書展，向公眾人士推介

本會出版的作品。

《香港青年》英文季刊

《香港青年》為英文季刊，部份主題文章附以中文摘要。

每期主題均圍繞與青年相關的範疇，例如人口政策、學習

障礙、房屋問題及青年創業等。讀者可透過訪問、統計

數據、專題文章及青年投稿等內容，了解香港青年事務的

最新發展。雜誌每期發行一萬二千本予本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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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月刊

中文雜誌《青年空間》雙月刊每期發行量已達三萬五千份。

此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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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富參考價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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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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