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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本會設有二十二間青年空間，為青少年提供參
與、機會及培訓的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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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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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重點包括社會體驗、學業支援、
進修增值及聯繫青年。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底，青
年空間的會員合共三十五萬一千一百六十五人，總
參與人次達三百三十四萬八千五百三十八。

年內的重點活動包括：

社會體驗

此項服務幫助青年人透過培訓、提交報告和社區參與以擴
濶視野。探討的主題多元化，由全球關注議題至地區、鄰
舍現象。過去一年，各項活動的總參與人次為四十二萬零
三百八十四。

「愛‧融‧義」社會體驗計劃

本計劃鼓勵了十七個隊伍共七十位青年人探索與社區共融
相關的不同議題，並以短片總結其活動心得。在兩噸慈善
基金有限公司的贊助下，十八位傑出的參加者獲選到新加
坡進行交流體驗活動，對兩個城市的社區共融情況進行比
較研究，並返港分享研究成果。

「青年集睇‧社區現況」媒體製作比賽

這比賽讓青年會員以攝製形式捕捉香港各種社會現象及
體驗，並學習製作微電影以嬴取獎項。微電影作品展及
頒獎典禮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三日在 Anges b.電影院舉
行，演講嘉賓包括著名電影編劇阮繼志先生及香港電台
監製馮家鍵先生。他們分享了專業心得及鼓勵青年人善
用多媒體傳達正面信息。活動共製作了二十六部微電影
並會上載到M21青協網台。

青年空間

學業支援

年內，青年空間提供一系列的學業支援服務，旨在鞏固課
堂知識及提高學習效能，從而建立學習自信心。學習支援
服務的總參與人次為二十五萬一千七百四十六。

「學習有法」及「學習有成」

青年空間全年向小學生提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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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課餘託管服務更推展至將軍澳、天水圍及荃灣區，對
象為其家長無法在課餘及學校假期照顧子女的六至十二歲
兒童，當中許多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參與。

「學習有里」

對遇上學習困難又無法參加補習班的清貧學生來說，
「一對一」功課輔導服務對他們幫助甚大。來自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心、「陳校長免費補
習天地」、區百齡獎學金和青年空間的義工支持下，三百
三十一位學生在十二間青年空間接受了免費私人補習
服務。

在穆迪基金會的贊助下，四百零六位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
與了在坪石及祥華青年空間的「穆迪社區數學教室」；另
有一百零六位學生接受了該計劃的網上服務。除了恆常的
數學教室，服務更提供每月一次的數學體驗活動及暑期活
動，並製作了十二集數學科短片在M21網台上播放。

M21社區教室

這項自學計劃讓學生按其進度及時間自修，年內已製作了
四十五個涵蓋不同科目及主題的節目，包括英文和中文、
經濟、數學、通識及外語。節目可在M21網台上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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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聯繫青年

運動、音樂、藝術及社交媒體是有效聯繫青年的途徑。年內
的活動參與人次為八十七萬三千四百五十七。

uMarket

二零一六年四月開始，青年空間每月舉辦一次「青年手
作市集」，以提高青年人的創意。所有作品都由簡單的
原材料造成，手工精巧細緻，已超過八百名青年人參與
此項活動。

社交媒體及意見交流

青年空間透過網頁、Facebook及YouTube頻道發放最新消
息，並讓青年人提出意見及互相交流。

建立團隊精神的比賽

本會舉辦了龍舟、獨木舟、冰球及五人足球賽，勝出者均
獲頒「青協盃」。本年，更獲禁毒基金撥款資助本會的足
球培訓及賽事。

進修增值

十二間青年空間合作舉辦了超過一千個「UP」系列的語
文、視覺藝術、表演藝術及音樂課程，為四千多名兒童及
青年提供進修增值服務。另外更舉辦了一系列「UP」大型
活動，旨在為參加者提供自我增值的平台。年內，進修增
值服務的總參與人次為三十九萬三千七百一十。

「自信‧跳得喜」

十二間青年空間在二零一五年十月在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廣
場C區舉辦了精彩的舞蹈表演活動。參與表演的青年人超過
一千五百名，活動吸引了許多遊客圍觀。

「喜點匯」

於香港文化中心展覽廳展出了一百一十名UP Gallery畫班學
員的畫作，以及來自超過二十間青年空間及學校共二千件
兒童及青年的作品。

UP Stage朗誦節

接近一百名小學及幼稚園學生參加是次朗誦節，進行普通
話及英語朗誦比賽。

UP毅能100

「青年職場訓練計劃」在夏季正式推出，讓超過二百位青
年人在二十一間青年空間體驗工作。「UP毅能100」亦為
超過一百名青年人舉辦強化及提升能力感的課程。

建立團隊精神的比賽

本會舉辦了龍舟、獨木舟、冰球及五人足球賽，勝出者均
獲頒「青協盃」。本年，更獲禁毒基金撥款資助本會的足
球培訓及賽事。

其他重要活動

M21@青年空間

遍佈二十一間青年空間的M21@青年空間，提供設施讓青
年人積極參與製作微電影、宣傳片及社區節目。年內推出
了「失傳‧珍傳」系列，由多個組別探索因社會發展而面
臨絕跡的職業、藝術或手工。每組均要進行研究考察，並
以創新方法展示該項目的珍傳價值。截至目前為止，已探
索的項目包括木工、涼茶、粵劇及竹棚製作。所有短片作
品均可在M21網台的社區頻道上收看。

暑期活動

暑假期間，本會二十一所青年空間及其他服務單位共舉辦
了超過六千零二十五項課程及活動，並在活動主題「夏日同
行下」，為青年人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動。每間青年空
間亦選出了其重點運動項目。

社區體育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社區體育計劃於二零一六年率先推
出，為期三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計劃在
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啟動，鼓勵八至二十五歲青年參
與五項團隊運動，包括團跑、籃球、獨木舟、花式跳繩及
冰球。本計劃會開辦體育學堂，及每年一度的十八區聯
賽。「創意體育」社區服務更鼓勵青年人善用其運動知
識貢獻及服務社區。五個核心信念，包括團結、無懼、創
新、奮鬥及堅持，更貫穿了整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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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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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站式多媒體製作平台

M21作為一站式多媒體製作平台，讓青年人透過全方位媒
體訓練，及利用互動式平台播放自製創意節目，學習及提
升多媒體製作技巧。超過四百五十名青年人參加了M21青
年製作隊。

廣播平台

M21擁有廣闊的廣播網絡，包括M21.hk網站，並於一百
五十間中小學及二十一間青年空間安裝機頂盒，讓學生
及公眾收看M21的製作。社交媒體方面，M21擁有專屬的
YouTube 頻道及Facebook 專頁。

媒體教室

媒體教室定期提供多元化課程，包括校園電視台製作及
管理、新聞採訪、主持、微電影、配音等課程，亦為學校
及團體度身訂造培訓課程，學員可於M21附設的新聞編輯
室、電台及不同的製作場景親身學習，課程均邀請媒體製

作的專業人士、新聞從業員及導演擔任導師。此外，「媒
體教室」亦提供「新媒體體驗課程」，一方面讓學員了解
傳統及新媒體之間的分別；另一方面，亦為有志投身多媒
體製作行業的學生提供生涯規劃的指導。

特色課程

尋找配樂達人升級版

在創意香港及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贊助下，M21與香港電
影製作行政人員協會聯合舉辦了第二屆電影配樂工作坊，
旨在培育香港電影配樂新血。在知名的音樂製作人及電影
導演，如韋啟良先生、金培達先生、泰迪羅賓先生、陳奐
仁先生及林二汶女士等的指導下，參加者對電影配樂創作
的了解得到全面提升。

編劇大師接班人

在創意香港及香港電影發展基金的贊助下，M21舉辦了首
個編劇專業課程。計劃透過講座、大師課程、現職編劇指
導等方式培育新一代的編劇接班人。多位編劇大師，如劉
天賜先生、陳淑賢女士、陳慶嘉先生及林超榮先生等出任
導師，為學員打穩基礎。

短片比賽

「代代合拍‧家家有愛」24小時短片比賽

李錦記家族基金與M21 聯合舉辦「代代合拍、家家有愛 ─ 24
小時短片比賽」，邀請學生及家庭成員組隊，於二十四小時
內攜手合拍短片，增強家庭成員之間的溝通。比賽總共收到
四十八齣推廣家庭和睦的短片。

「企硬唔Take嘢」微電影大賽

比賽獲禁毒基金贊助，邀請多名學生參加三日兩夜的影片
製作訓練營，公開組參賽者亦可於提交參賽短片前，接受
為期兩天的工作坊，深入認識毒品的禍害。比賽總共有超
過一千名青年人參與。

社會公益廣告大賽

比賽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透過製作精彩的三十秒社
會公益廣告，鼓勵青年人關注弱勢社群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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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第七屆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

比賽由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贊助及與M21合
辦，旨在加深公眾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
識，及拒絕網上暴力遊戲。比賽現已成為全港學校年度
活動，本年主題為「健康‧自主」，吸引了約五百名參
賽者組隊參賽。

音樂比賽及表演

家家作「樂」－代代有愛主題曲創作比賽

李錦記家族基金與M21聯合舉辦「家家作『樂』─代代有
愛主題曲創作比賽」，旨在透過歌曲創作，譜寫出「關愛
家庭、跨代共融」的旋律與歌詞。工作坊與現場表演獲嘉
賓評審支持，包括香港音樂創作人鄧智偉先生、填詞人
梁柏堅先生及創作歌手糖兄。

瞬間匯聚－快閃音樂劇

計劃由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旨在透過快閃音樂劇加
強社區聯繫。三十位表演者經過八十小時的培訓，於南區
進行了五場快閃音樂劇。所有表演均由M21青年製作隊攝
錄，影片已上載社交媒體，發放正能量。

M21.hk 網台精選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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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女士、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及創新及科技局局
長楊偉雄先生出席。節目主題包括施政報告、財政預算
案及《退休保障‧前路共建》諮詢文件。節目均為網上直
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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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鐘‧一份情

五十隊青年人在利希慎基金資助，以及五位專業導演的指
導下製作五十齣「一分鐘‧一份情」短片，拍下發人深省
的真實故事。影片已於無綫電視翡翠台、M21頻道及社交
媒體廣播。

青年與特別嘉賓逛書展

M21於一年一度的香港書展期間，製作了為期一周的電視
特輯，邀請七位特別嘉賓與青少年一起逛書展，分享心水
好書，談論時下熱門話題。七位嘉賓分別是梁錦松先生、
曾鈺成先生、高永文先生、張經緯先生、湯家驊先生、
曾俊華先生及范徐麗泰女士。

M21 旅遊節目－「全職旅人」

為鼓勵青年人出外探索世界，M21舉辦了「非常旅人任
務」，鼓勵十八至三十五歲的青年旅遊愛好者帶着社會
使命旅遊。最新兩隊旅人以「傳遞快樂」為使命，一隊
前往肯亞向有需要的跑手送贈運動裝備；另一隊則以
「創新變革」為使命到訪蒙古，探討再生能源對當地人
生活的改變。

Values+ 價值教育網

Values+價值教育網透過影片及圖像，發放具啟發性的正
能量，歡迎教師及青年工作者瀏覽。教育網至今已上載了
超過一百五十段短片及六十幅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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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就業網絡與各大企業合作推行不同類型活動，其中與
恒生銀行合作推出「恒生青年就業導航 GPS 計劃」。這是
全港首個運用「休學年」概念的青年就業計劃，讓中學生
有思考前路的時間 。

青年就業網絡亦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推行了「成功在望獎
勵計劃」，其中二十位以過人熱誠和毅力積極實踐未來計
劃的入圍者獲頒獎勵金，在社工的指導下繼續實踐夢想。

「職喺點 - 職業探知計劃」是青年就業網絡與香港保險業聯
會合辦的職業探索計劃，活動包括向二百間中學分派一千
盒桌上遊戲「職場有格」。另外，亦邀請了五十名不同行
業的專家，與一百九十七名老師和九百零四名中學生進行
交流分享。

在香港銀行公會的支持下，青年就業網絡舉辦了「青年理
財教育計劃-『銀行透視』計劃2016」，透過活動、工作坊
及參觀銀行，讓一千一百名青年人對銀行業及金融管理加
深認識。

「職橋計劃」由凱瑟克基金資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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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共三百一十六名青年人藉此提升了
就業能力。

青年就業網絡是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的培訓機構之
一。年內，共有一百一十名待業青年參與本計劃。

就業支援
增強就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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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有關前景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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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理才計劃」服務了來自一百二十間中學共三萬三
千九百八十名學。他們參與了一系列的活動、工作坊及講
座。青年就業網絡亦在本學年為七間伙伴中學共四百六十
九名及一百八十九名中學生分別提供個人評估及生涯輔導
服務。

「職場實戰計劃」得到民政事務局支持，向四千八百七十
一名中學生推廣生涯規劃概念及提供基礎訓練。青年就業
網絡亦在民政事務局的支持下推出「職業字典推廣計劃」，
向中學生、家長及老師介紹一百八十四個職業。全港首個
職業探索網站亦已面世，收錄了有助學生進行生涯規劃的
資訊。網站共錄得六十九萬九千四百六十二次點擊。年
內，共三千六百七十九名中學生參與了各項活動。

僱主網絡成立於二零零四年，透過電郵向青年發出職位空
缺通知。憑藉與商界的密切聯繫，發佈了由以下公司提
供，超過八十八個就業及相關的在職培訓機會：

‧ 香港機場管理局

‧ 香港海洋公園

‧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 嘉里物流

‧ Hair Do Designing

年內，青年就業網絡舉辦了一次大型青年就業博覽，向二
千五百名青年人提供就業資訊及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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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青年創業家

在二零零五年推出的「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已踏入十周
年。而一直以來為創業者提供指導和意見的資深導師陳
大為先生更錦上添花，榮獲「青年創業國際計劃」頒發
「2015年度優秀導師獎」。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一直為青年創業家提供一站式服務。在
黃廷芳慈善基金的慷慨支持下，每項獲支持的業務可享最
高港幣十五萬的免息貨款。業務導師亦會為這些未來企業
家提供專業意見及培訓，培養他們的商業眼光及擴濶其商
界網絡。報告年內，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共收到一百零五份
創業計劃申請書，並向其中二十一項業務提供金額達港幣
一百八十二萬五千元。

在巴克萊銀行贊助下，香港青年創業計劃舉辦了一系列的
特別活動，包括前往台灣的海外商貿代表團及出版《創業
50問》一書。活動讓創業青年擴濶視野並增進知識。「青
年創業學」亦是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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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略伙伴，本
會為參觀者和培育公司分別提供創業資訊及免費的產品展
覽。另外亦再次舉辦「創業擂台」，申請人數更達新高。
整體活動共向一萬七千人介紹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社會創新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支持，香港青年協會賽
馬會社會創新中心（簡稱「社創中心」）已於二零一六年
一月成立，並由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先生擔任開幕禮
主禮嘉賓。作為全港首個青年為本的社會創新中心，社創
中心旨在鼓勵創業青年以貢獻社會為目標，努力革新。

包括「賽馬會社創培育計劃」及「摩根大通『STEP』培
育計劃」在內的培育計劃，為社創青年提供啟動金及指
導。而「社會創新挑戰賽」、「社創早餐會」及「淘寶電
商培訓計劃」等提升能力的活動及比賽，則擴濶青年創業
者的商界網絡及增進其知識。年內，共二十項業務獲得創
業啟動金及創業導師支持；並舉辦了約六十個活動，共一
千三百多名青年人參與。 青年社會企業

舞導館旨在為有志投身舞蹈界的青年提供訓練，目前學生
人數已超過七百五十人。過去一年，舞導館舉辦了一個舞
蹈營，其中的兒童舞蹈比賽有一百人參與。十一名已完成
進階舞蹈導師課程的青年人更投身成為舞蹈老師。

在全港中學生舞蹈賽中，舞蹈館的隊伍之一「Shh」獲得亞
軍。他們亦在協青社嘻哈學校舉辦的「Rockie Stars Dance 
Competition 」 中榮獲冠軍。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位於元朗，是本港唯一獲美國農業
部有機認證，並連續四年榮獲「至TOP有機零售商」大獎
的農莊。農莊佔地十六萬平方呎，過去一年共生產了四萬
六千斤時令農作物，同時提供教育平台，讓二萬九千名青
年人到訪並增進農耕知識。

毗鄰中環歷史建築元創坊的有機空間餐廳，提供新穎健康
的有機食物，部分更來自本會的有機農莊。餐廳鄰近更設
有一所零售店，出售來自世界各地的有機食品及天然產
品，更為青年人提供就業培訓的機會。

咖啡空間座落本會總部大樓，由青年人負責管理及營運，
提供優質食物及飲品，並與有機空間餐廳和有機農莊合作
銷售有機產品。咖啡空間亦歡迎外界租用，並可為總部大
樓的訪客提供到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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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俠」

「香港旅俠」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並獲香港大學通
識教育部、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及義遊支持。「香港旅俠」
鼓勵十五至二十九歲的青年以一步一腳印方式，親身認識
香港獨有的文化與歷史。

北區既有繁華的墟市，又保留了鄉郊的綠，城鄉並存而
共生。因此首屆「香港旅俠」以此區為主題，尋找保育
新方向。

首屆入圍的青年團隊有一百二十一人，他們編訂了覆蓋
逾七十個不同景點的北區特色路線，透過一站式網上平
台及出版旅遊書刊，從而推廣由青年主導的香港深度文
化旅遊。

青年領袖教室

為配合預計在二零一七年落成的「青年領袖發展中心」，青
年領袖教室進行了全面革新，在二零一六年暑假邀請了九位
來自八個國家的青年領袖遠道來港擔任講者嘉賓，當中包括
世界經濟論壇Young Global Leader得獎者、The Drinkable 
Book的發明家及英國Asian Women of Achievement得獎者
等。除了啟發香港青年成為未來領袖，他們更與中心學員攜
手共創社區服務計劃，以創新方式服務社區，並透過拜訪社
會領袖聯繫社區，藉此為香港以至世界帶來正面改變。

領袖培訓

《香港200》領袖計劃

《香港200》領袖計劃自二零零六年創立，於過去一年完成
了首十年的培訓工作。經過十年不懈的努力，《計劃》已成功
匯聚了二千名青年領袖，為他們提供全面的培訓機會，擴闊
其區域與國際視野，並啟發他們回饋社會的心志。當中，
《香港200》學員趙舜茹女士憑著其成立的社企Lensational
及於女性平權工作的成果，而獲選為「Young Achiever of 
Asian Women of Achievement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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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六年，中心已為接近十四萬名本
地中學及大學的學生領袖提供超過一百二十萬小
時的訓練。為配合服務的擴展，本會於前粉嶺裁
判法院舊址設立青年領袖發展中心，撥款更於二
零一六年五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正式通過，透
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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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共創社區服務計劃，以創新方式服務社區，並透過拜訪社
會領袖聯繫社區，藉此為香港以至世界帶來正面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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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係義工」計劃

「我係義工」計劃籌劃了以下活動：

全球青年服務日

「萬馬奔騰‧萬眾一心」裝置藝術展及教育計劃邀請了學
生及公眾人士製作了一萬隻「悲鴻奔馬」環保模型，並於
二零一五年三月至四月在不同地方展出。超過二百名義工
參與籌辦一系列工作坊，及擔任接待和秩序管理工作。

義工服務

青年義工網絡自一九九八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慈
善信託基金支持，一直致力推動青年實踐公民責
任，回饋社會。

夏日服務團

「涼浸浸行動」服務計劃鼓勵青年於社交媒體分享夏日照
片。收集到的照片可按數量獲配對捐贈鴻運風扇，共有五
十個低收入家庭受惠。

國際義工日

來自十七間學校及九間企業的四百一十七名青年義工於聖
誕期間探訪了八百八十個貧窮家庭，並分發聖誕禮包。青
年義工網絡亦動員四十九名義工於平安夜送贈布偶給鄰
居，互相問好。

「有心計劃」

今年「有心計劃」共招募了二百零六間學校承諾完成最少
二千個服務小時，此計劃並得到九十一間企業的支持。其
中九十六間參與學校更舉辦了一百三十項服務活動；計劃
獲得社會福利署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嘉許。

鄰舍隊

超過二千名青年義工組成鄰舍隊，服務超過二萬七千四百
七十六名人士。單位也為鄰舍隊領袖提供了六節有關活動
策劃及實踐技巧的培訓課程。為使鄰舍團年飯能讓參與者
留下更美好回憶，核心義工及三十五名青年大使更接受了
特別培訓。

「鄰舍第一」書刊已出版，收錄了鄰舍第一青年義工的服
務故事、經驗及心得。

「好義配」網站

二百一十三間非牟利機構、教育機構及社會團體透過「好
義配」網站提供了接近六百個義工服務機會，公眾人士可
在此網上平台進行義工招募和配對。

義工服務內容包括慈善義賣、家訪、賣旗及戶外及體育
活動，涉及多個如環境議題、藝術文化、愛護動物等的
範疇。

二十名義工組成V-team團隊，協助推廣「好義配」網站及
提供支援服務，包括數據分析、製作宣傳影片、籌辦宣傳
活動及尋求新合作機會。

義工培訓及交流機會

服務學習團

青年義工網絡為港青基信書院二十五名學生提供培訓及社
會服務活動，受訓學生其後實踐所學，為西灣河及九龍東
的幼稚園學童舉辦兩項英文學習活動。

義工領袖交流機會

兩名青年義工網絡的義工領袖獲澳門菜農子弟學校邀請，
分享香港義工發展經驗。

青年義工網絡也與中山三鄉志願者協會於中山三鄉鎮合
辦為期兩天的暑期交流活動，二十名青協義工及二十二名
中山青年義工分享義工服務的心得。義工們更聯手策劃活
動，為長途跋涉於暑假來到中山與父母團聚的民工子女，
提供英文學習課程及二十個遊戲攤位。

青年義工網絡義工獲上海共青團邀請，於二零一五年十二
月分享義工管理經驗，是項交流活動更包括一日觀摩實習
及講故事義工活動。

獎項

青協義工嘉許

十八名青年義工獲提名參選社會褔利署的二零一五至一
六年度香港傑出青年義工獎項。最後有六名義工成功獲
選，包括楊逸銘、黃雋康、劉珊珊、陳俊羲、伍嘉瑩及
林潁婷。

最高服務時數獎

青協於二零一四年合共完成了超過八十六萬服務時數，獲
社會福利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頒發公眾團體組別全
港二零一四年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第六名。

服務數據

青年義工網絡去年收到一萬三千五百八十九宗新義工申
請，現共有十九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名註冊義工；當中二萬
八千五百六十名活躍註冊義工合共完成了九十三萬六千五
百二十八小時社會服務。青年義工網絡年內也舉辦了超過
一千五百項義工培訓活動，共有五萬九千七百五十四名義
工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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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教育

年內，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網頁、「青法網」及其YouTube
頻道、手機應用程式和Facebook專頁的瀏覽次數超過九萬
四千，而「青法網」手機應用程式的下載次數共一千七百
七十七。

本中心舉辦了二百七十八個教育及識別工作坊，加強青
年人自我保護意識及讓他們明白危險性行為和隱蔽吸毒
的後果，並提升他們的守法價值觀，尤其在網上罪行及
違法工作兩方面。

中心也製作了十集由公民教育委員會贊助的「青」談節目─
《邊講邊聽》，在M21網台和青法網上播放，瀏覽次數超
過九千。

邊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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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處理青年犯罪違
規、性危機和吸毒問題。過去一年，邊青服務共
處理四千三百七十二宗個案，舉辦六百七十六項
活動，總參與人次為十六萬四千三百六十三。

「不賭youth─預防賭博教育計劃」由平和基金贊助，透
過流動平台發放風險評估和反賭博資訊。本會亦舉辦了
反賭博工作坊，以及製作了互動短片《抉‧擇》，透過
劇情選擇讓人明白抉擇背後的代價。短片的瀏覽次數為
五千七百。

「南網計劃」旨在防止青少年墮入網上陷阱及騙局。九間
中學及一百三十二名青年加入成為「iSmarters」，在其數
碼網絡中發放預防網上罪行的資訊，共接觸了五千八百三
十六人。本中心亦為二十九名由警方轉介的網上罪行受害
者提供服務。

危機介入及專業評估

「青協違法防治熱線81009669」就青年犯罪、性及吸毒
等問題提供電話熱線及危機介入服務。在凱瑟克基金贊助
下，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及香港警務處新界南總區繼續進行
「守望計劃」，為已被捕或正接受調查的十至十七歲青少
年提供援助。計劃服務了一百八十六名已被捕的青年人及
一百二十名家長。

輔導治療

專業輔導員於年內共處理三千六百三十一宗青少年犯罪
違規個案。同時，亦幫助了五百二十九名面對性危機的
青年人，以及處理了一百五十三宗吸毒個案。

本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的崔永康教授合作進行了「青少
年街頭暴力行為研究」，成功地識別與青少年街頭暴力
行為有關的風險及防護因素、制定評估及識別工具，並
發展了一套輔導手冊─「F.O.C.U.S.青少年街頭暴力行為
介入手冊」。青少年街頭暴力行為輔導計劃共為四十二名
高危及七十八名中危青年參加，並有四十位社工受訓使
用該輔導手冊。

「青少年群黨輔導計劃」提供認知治療、正向人生技巧
培訓、模擬法庭及社區共融活動，以減低黑社會文化對
青年人的影響。另外，本中心製作及出版了與違法工作
相關的影片「酬牢！！囚勞！！ 」 及故事書，受惠青年
超過二千名。

在禁毒基金的資助下，本中心推出了「青少年戒毒多層
輔導計劃」及「抗毒『家』先鋒計劃」，提供專業評
估、心理教育及多層式治療，服務「潛在吸毒」、「初
嘗吸毒」、「吸毒成癮」及「隱蔽吸毒」人士。另外也有
為他們的家人提供支援和教育服務。

研發倡導

本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的黃成榮教授研發了「青少年犯罪
危機風險評估工具」。

「重新出發」青年嘉許計劃2015對十位曾犯罪違規，卻願
意排除萬難，重回正軌的青少年作出表揚。

本中心出版了「談情說性─探討青少年性危機」一書。

而「青少年心理輔導普及計劃」也很榮幸獲得香港社會服
務聯會的「卓越實踐在社福2015─知識整合及應用獎」。

本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盧鐵榮教授合作，為一百名青年
外展社工舉辦「現今黑社會運作對外展工作的啟示研討
會」，研究現今黑社會的現象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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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務三十九位
青年。

展望未來

未來一年，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服務重點是驗證「青少年
犯罪危機風險評估工具」的有效性及制定多份預防教育和
輔導手冊，以服務被捕青年、吸毒者及其家庭成員。另一
重點是網上罪行的預防教育和治療。中心會製作三十個違
法防治的教育影片，在M21網台的社區頻道和「青法網」 
手機應用程式上播放。此外，針對被捕青年的服務亦會延
伸至香港警務處新界北總區及其他政府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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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媒體輔導服務

「關心一線2777 8899」電話熱線服務

「關心一線2777 8899」提供即時便利的途徑，讓青年人透
過電話抒發情緒及求助。年內，共錄得三十六萬七千二百
八十個來電，並處理其中四萬七千六百七十六宗個案，主
要與情緒困擾、學業及精神健康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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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為小學生提供輔導信息及實用資訊。過
去一年，共有五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四名致電者聆聽故
事及資訊。

網上輔導服務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uTouch」網上外展輔
導服務旨在主動尋找、辨識及服務六至二十四歲的青年。
此網上服務以適切的網上及離線支援服務接觸青年人。透
過媒體製作、義工服務及藝術活動，本服務接觸了四百三
十三名有危機的青年，並鼓勵他們參與社區活動。

網絡成癮的輔導服務

為揭開網絡成癮的面紗，青年全健中心進行了一項研究，
評估敘事治療對處理網絡成癮的成效。中心亦出版了輔導
書籍及舉辦研討會，與其他專業人士分享研究成果。

升學規劃服務 

中學生生涯規劃活動

專為學生而設的「PLUS體驗學習系列」，以「正面價值
觀」、「獨特體驗」、「服務學習」以及最受觀迎的「生
涯規劃」為四大範疇。年內，共為五十三間中學舉行了一
百三十四項生涯規劃活動。

DSE@27771112

超過二萬五千名學生參與了這項幫助應付香港中學文憑試
壓力的活動。本會舉辦了JUPAS選科講座。另外又舉行了
亞洲升學教育展，邀請了來自日本、韓國、澳門及台灣的
大學及院校代表，與本地學生分享海外留學的選擇。

輔導服務

本會的學校青年工作以情緒健康、升學規劃及
媒體輔導為服務重點，並同時透過網上平台提
供援助。

讚好校園（schoolike.hk）及教得喜（teachlike.
hk）是兩個在校園推動正面學習的平台。在二零
一五年，本會舉辦了「讚好校園表揚計劃」，在
一百六十八個提名名單中，選出以創意激發正
面學習的十名「讚好老師」及十個「讚好校園
活動」。頒獎典禮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舉行。

過去一年，本會共向二十五間小學及五間幼稚
園提供駐校服務。期間，共處理了五百三十五宗
個案及提供一萬九千三百六十九次諮詢服務，大
部分與情緒、家庭、行為、學業、社交及心理有
關。另外亦舉辦了一千一百九十六項活動。

此外，本會亦向三十五間中學提供駐校服務。其
中十九間的服務由十一所青年空間提供，其餘十
六間則由學校社會工作組負責。年內，共處理三
千一百五十一宗個案和提供九千一百一十三次諮
詢服務，亦舉辦了六百六十七個活動。

情緒健康服務

戀愛教育

「戀愛通識課─中小學戀愛及性教育計劃」由優質教育基
金資助，旨在幫助學生透過體驗遊戲、工作坊及課堂建立
戀愛的價值觀。過去一年，計劃共為來自二十一間中小學
的四千九百三十八名學生、二百五十四名老師及三百八十
六名家長提供二百三十七節活動。

服務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學生支援中心特別為患有讀寫障
礙、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的學生及其家長提供個人
及小組培訓，以提升學習動機、掌握有效學習技巧及改
善情緒和行為問題。年內共為二十三間中小學提供一千
零七十三節培訓。 

培養學生抗逆能力

為幫助青年人面對挑戰，本會舉辦了以下三項計劃： 

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為四十七間小學舉辦多種不同
的活動。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弱勢社群學生提供多元機
會。年內，在十二間學校舉辦了一百八十四節活動。

「大埔區健康校園計劃」在禁毒基金的資助下，為兩間中
學舉辦了一百五十八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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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教育

全新繪本教學課程

本會三間幼稚園已試行繪本教學多年，務求培養兒童的閱
讀興趣。經過全面的培訓及嘗試後，老師更能掌握如何有
效運用此教學方法。本會亦在二零一五至一六學年正式將
繪本教學納入幼苗班（N1）至高班（K3）的課程中。

向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專業支援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乃本會三間幼稚園的主要
目標之一。過去一年，幼稚園一起成立了支援服務專業
小組，針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服務作出檢討、透過參
與社會福利署「到校學前康復服務試驗計劃」尋求專業支
援，以及引入專業培訓服務。

兒童精神健康與身體教育

青樂幼稚園（油麻地）參加了由何鴻毅家族基金資助的
「敢動！身體教育計劃」。此計劃鼓勵孩子們藉跳舞表達自
己，以建立自信和健康的價值觀，尊重自己、他人和周遭的
世界。

教育服務

本會抱持「三自」辦學信念：自信、自律及自
學。此信念貫徹於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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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繼續
推廣持續進修學習。

小學教育

在繼續提高學習和教學效率的同時，本會轄下李兆基小學
錄得近年破紀錄的大量入學申請。

全面檢討課程設計

小學的課程設計於年內進行了全面檢討，包括分析整體
課程設計和學科特色，從而按學校的發展需要制定了嶄
新措施。

培養良好閱讀習慣

年內，推行了「Full of Fun」閱讀計劃，增加了學生的閱讀
時間。設立了一個讓學生分享閱讀心得的平台，以及介紹
新書和閱讀活動的壁報。此外又在大堂入口增設了以火車
外型設計的大書櫃，方便學生隨時隨地閱讀。學校更舉辦
了角色扮演比賽和為家長而設的講故事工作坊。

全人發展活動

學校統整了全人發展活動，如多元智能課程和才藝活動。
高階能力學生更可獲選參加抽離課程，接受專業訓練。所
有學生均可按興趣選擇合適的才藝活動。

中學教育

服務李兆基書院十年之久的學校管理委員會主席王海國教
授及校監趙惠芹女士已退任，並分別由陳維安先生及何永
昌先生接任。

閃出真我‧耀展未來

李兆基書院十周年校慶的主題為「閃出真我‧耀展未來」。
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及十二月舉行的開放日及步行籌款不
只是慶祝活動，更是老師和學生一展身手、創意和領導才
能的良機。此外還有表演節目、展覽及攤位遊戲。步行籌
款活動籌得的款項，讓學校能設立全校Wi-Fi網絡，並以十
周年校慶聚餐晚會結束整項盛事。

「學習智慧」

年內，李兆基書院的課程設計踏入了全新紀元，更多採用
數碼科技來豐富課堂內外的學習經驗。此外亦加強了獎學
金計劃以肯定學生的學業成就，並提高了學業獎學金的獲
獎人數。學校亦推出了「文憑試摘星獎學金」，專為在香
港文憑試中成績優異的學生而設。

「生活智慧」及「人際關係智慧」

學校的升學就業輔導組、訓導組、輔導組及德育及公民教
育組聯合推出校本「生活教育計劃」，更透過正式及非正
式的課程，策略性地推動其中五項核心價值 ─ 關愛、誠
信、尊重、謙遜及負責任。學校更與香港大學合作，幫助
學生建立積極的人生態度和良好的學習習慣。此外，學校
舉辦了一系列的就業及生涯規劃工作坊，幫助學生發掘自
己的興趣與優點。

學生成就

李兆基書院的學生在多項校外比賽和活動中綻放光芒。
他們在國際聯校學科評估（ICAS）、高中數理比賽和
澳洲國家化學測試中獲得多個特別優異獎及優異獎。透過
資優教育計劃，有些學生利用「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MOOC）平台，完成了來自世界各地大學的網上課程。
學生亦在辯論、工商管理及運動比賽方面取得驕人成就。

持續教育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主動與不同專家、專業機構及
商界接觸，並提供一系列的進修課程。年內，報讀中心課
程的人數錄得比去年增長了百分之十一。

中心多個課程均獲得不同機構的認可，包括資歷架構、
持續進修基金、香港調解資歷評審協會有限公司、韓國國
際美容健康總聯合會、倫敦師範學院、中國人民大學及徐
悲鴻藝術學院。

年內，持續進修中心設立了校友會，為會員舉辦各種進
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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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服務

親子衝突調解中心及家庭生活教育組繼續為面
對親子衝突的家長及子女提供親子調解服務、講
座、家庭活動及工作坊。「親子調解大使計劃」
更推廣有效的親子及處理衝突技巧。

創新科學中心

中心繼續獲創新科技署及香港科學園公司的支持，為超過
五萬五千名學生舉辦了二百四十九項活動。年內亦與香港
科技大學攜手舉辦《敢創未來》師友計劃。

香港創意思維活動

今年創意思維活動有五十六支隊伍合共五百零四名師生參
與。熱門活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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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出隊伍與世界各地參賽者比拼，其中可風中
學（嗇色園主辦）於二零一六年創意思維活動世界賽榮獲
第二名。

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

今年約有六百名來自四十六間中小學的參加者按比賽主題
「Trash Trek『廢』盡心思」設計及搭建機械人。

小學組總冠軍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代表香港參加
了二零一六年四月舉行的FLL World Festival，並贏得評審
專業大獎。中學組總冠軍拔萃男書院及總亞軍迦密中學出
席了二零一六年七月的亞太公開賽，分別奪得創意方案大
獎及團體大獎。

創意交流

本會每年舉辦多項國際和地區性比賽，以鼓勵創
意思維。透過體驗式考察交流，也協助青年擴闊
視野。

香港機關王競賽

超過二百二十名來自三十九間學校的師生參加了二零一
六年香港機關王競賽。各隊伍運用綠色能源概念，以及
物理、化學和機械知識創建模型，展示連鎖反應的力量。

香港隊隨後於台中舉行的世界機關王大賽取得優秀成績，
小學組三甲得主分別為港澳信義會小學、天水圍循道衛理
小學及福榮街官立小學，中學組第二及第三名得主則為博
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及皇仁書院。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二零一五年的香港學生科學比賽以「活學活用 發展科學潛
能」為題，吸引了來自七十七間中學的八百名學生組成二
百一十七支隊伍，競逐各項科學比賽殊榮。比賽得創新科
技署贊助，由本會、教育局及香港科學館合辦，並由香港
科學園公司提供場地。

兩支獲獎隊伍代表香港前赴美國參加「I-SWEEEP 2015」
國際科學大賽，英皇書院的隊伍奪得「工程」組別銀獎，裘
錦秋中學（元朗）隊伍則奪得「環境─管理及污染」組別
銅獎。

DiscoverE小工程師工作坊2015

創意科藝工程連續四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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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overE（前身為EWeek）。該本地化活動透過工程講
座、動手設計活動及工程比賽，推動青年培養創意解難及
互相合作的能力，並向超過三千名來自二十一間中學的學
生推廣STEM 概念。

親子調解大使計劃

超過一百位家長承諾出任親子調解大使，協助同儕、家庭
及鄰舍解決親子間的衝突，並在區內舉辦推廣和諧家庭的
活動。

合作計劃

精靈媽媽大聯盟

在左滌江慈善信託基金的贊助下，本中心在二零一五年九
月至二零一七年八月推出「精靈媽媽大聯盟」計劃。此計
劃旨在提高個人能力和有效的溝通技巧，並強化婦女的社
區網絡，以保障其精神健康。啟動禮在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二十日舉行，參加人數超過一千。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教育講座系列

過去十一年，本中心一直與職業訓練局合辦全港性的家長
教育講座系列。年內共舉辦了三個講座，分別為「開竅人
生路」、「DSE 家長指南」及「親子Click一Click」，超過
一千二百人出席。

快樂家庭廚房全城運動

在「愛+人：賽馬會和諧社會計劃」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
支持下，此計劃在年內展開。超過四百位參加者出席了一
系列社區為本的活動，並透過「快樂家庭廚房全城運動」，
學習健康飲食及生活的小貼士。

親子衝突調解培訓工作坊

本中心在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與澳門天主教美滿家庭
協進會舉辦了親子衝突調解培訓工作坊，向二十五位澳門
社工及輔導員分享專業知識和技巧。

服務重點

親子調解服務

年內，接近一百四十對親子受惠於本中心的個案調解服務。

家長及家庭生活教育計劃

本中心舉辦了一百一十七項調解活動，合共八千二百七十
六人參加。另外為一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名家長及青少年提
供了三百四十四項家庭生活教育活動，加強溝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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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創意科藝工程－同創共融學滿Fun－
數碼互動設計共融學習計劃

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贊助，創意科藝工程邀請來自3 間特殊
學校超過一百名學生，與六間本地小學，利用Scratch創意
程式共同籌劃及設計超過十個不同主題的遊戲。這計劃亦
舉辦了一個互動遊戲攤位嘉年華，超過四千五百名公眾人
士參與。

專題考察系列

來自五間大專院校和十間中學的三十四名學生獲港台經濟
文化合作協進會贊助，於去年十二月參加了一個交流團，
探討台中、台南及高雄的環境保育議題及了解當地文化。
他們於二零一六年三月五日的分享會表達對香港如何實踐
綠色生活的看法。

除了上述交流團，還有來自四間中學的一百二十七名學
生和來自三間大專院校的一百零二名學生，參加了前往
台灣、韓國及英國的八個交流團。行程包括探索藝術、
歷史、語言及市場學，並安排了台灣單車遊和於韓國、英
國當地家庭留宿。另有十四名青年人參加了由柏立基爵士
信託基金贊助的青年領袖訓練團，到緬甸探討社會轉型議
題，並進行義工活動，服務當地弱勢社群。

其他學習經歷（服務考察團）

來自三間中學和三間大專院校的三百七十六名學生參加
了東莞、中山、韶關和廣西的義工團，服務當地的民工
子女。

香港旋律

香港旋律今年繼續大放異彩，屢次獲媒體報導和採訪，並獲
邀於TEDxYouth@Hong Kong、香港理工大學《十日節x香港
文化節》及多個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大型活動演出。

2016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香港國際無伴
奏合唱節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再次廣受好評，本屆邀請多支無伴奏合
唱勁旅，包括來自美國的Naturally7、The SoCal VoCals、
法國的Ommm、日本的Hamoj iN、香港旋律、Metro 
Vocal Group，以及多支特選本地及校園組合，連同合唱
節大使吳業坤，為觀眾帶來一連串精彩演出。

本屆合唱節於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贊助下，成功於三月至四
月舉行了五十五場戶外與戶內的
音樂會及教育活動，合共有三萬
七千多人參與。

文康體藝

本會今年繼續為青年人籌劃多項趣味創意兼備的
新體驗與活動。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

為推動香港的無伴奏合唱發展，本會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
託基金的獨家贊助下，推行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本計劃
共舉辦了超過五百節無伴奏合唱訓練，及主辦了香港國際
無伴奏合唱比賽，為五十七支香港及國際無伴奏合唱團隊
提供切磋交流平台。

香港起舞

香港起舞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六年四月期間推出
了「愛‧牽手」舞聚社群計劃，其中包括舞蹈工作坊、義
工服務、公開表演及藝術創作市場，為少數族裔以及殘疾
人士、長者和弱智人士提供各種平台，傷健攜手公開展現
才華，實踐社會共融精神，計劃更獲滙豐社區夥伴計劃頒
發「卓越社區夥伴計劃大獎」。

My Stage 青年創藝節

「My Stage 青年創藝節」透過舞蹈、敲擊樂及樂隊音樂等
比賽和演出舞台，為青少年提供一展所長的平台。創藝節
於二零一五年七月至二零一六年三月期間舉行，並得到民
政事務局與青年事務委員會之「2015年大型青年活動資助
計劃」贊助。

武當交流團

獲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團資助計劃支持，為期十
日的武當交流團成功於復活節假期期間舉行，有來自五間
大專院校和十五間中學的三十七名學生參加。行程包括學
習武術及道教思想。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由旅遊事務署及本會聯合主辦，香港優
質顧客服務協會協辦，旨在培育青年大使於本地及海外推
廣香港好客之都的形象。計劃今年踏入第十五年，選出了
二百三十一位大使，全部都經過密集的技能培訓。他們年
內的職責包括：於本地十二個遊客熱點駐守、參與十四個
大型旅遊盛事活動和籌辦二十個於校園舉辦的推廣活動，
以宣傳好客文化。

接待外地交流團

三十三個韓國中學生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九日
來到香港，期望加深對香港學習文化和生活模式的認識。
在港期間，他們獲安排與香港學生一起上課，並於本地家
庭留宿。

137136PDF compression, OCR, web optimization using a watermarked evaluation copy of CVISION PDFCompressor

http://www.cvisiontech.com


核心服務

恒生青少年舞台

原創音樂劇 ─「時光倒流香港地」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十九日
及二十日假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公演，並邀請了勞
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出任主禮嘉賓。是次音樂劇得
恒生銀行支持，與香港話劇團合辦，為青少年提供戲劇培
訓及表演機會。

荃灣室內體育中心

荃灣室內體育中心為青年人提供專業及優質的設施，以
及多元化的康體文化活動。中心提供有助提高自信及強
身健體的柔道、空手道、跆拳道及體操訓練；年內也增
設了室內射擊場。而中心極受歡迎的「與你音樂」則繼
續獲得荃灣區議會的支持。年內所有培訓及活動的參與
人次共達三萬。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擁有四百六十個宿位及二百五十個日營名額的賽馬會西貢
戶外訓練營，年內共接待了超過十六萬五千名營友，是營
地自一九六五年成立以來使用率的最高紀錄。

為了讓青年人建立「零廚餘」意識及促進生態平衡，營地
鼓勵營友們按食量訂餐和學習吃清光不餘剩菜。所有廚餘
都會轉化為堆肥，供屋頂有機農圃種菜之用。營友亦可採
摘新鮮蔬菜和香草，在烹飪班上使用。營內設置魚菜共生
系統，以展示如何使用廚餘養魚和種菜。而該水族箱內的
魚已成功繁殖，證明其生態環境相當良好。

營地並且推出以咖啡渣和廚餘種植有機菇菌的新活動，讓
營友不但學會如何種植美味的菇菌，也明白循環再生的
概念。

承蒙環保及自然保育基金的資助，營地將破舊的冷氣機更
換為更節能的型號。營地推出了新的環保活動及改善了節
能表現，同時配合其他環保措施，因此獲得中電「環保節
能機構」嘉許計劃社福機構組別銅獎。 南丫青年營

年內，南丫青年營共接待了五千五百三十二位營友，增幅
達百分之二十五，顯示去年推出「一團一營」的訂營政策
及「平日優惠訂營計劃」有效地提升了使用率。

南丫青年營坐落在南丫島中部的山野地帶，離碼頭約一小
時行程。雖然沒有交通工具直達營地，但對於享受大自然
和希望挑戰自己體能的營友，卻顯得更加吸引。環繞營地
盡是獨特的荒野，適合舉辧各項戶外歷奇活動，包括中國
傳統戰術活動和原野烹飪，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營友皆樂於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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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舉辦各式水上活
動的勝地，包括獨木舟、滑浪風帆和木筏等。去年中心亦
因應水上充氣歷奇設施漸受歡迎而推出水上歷奇活動，反
應十分熱烈。

在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主要基金）的贊助下，擴建供水
上活動使用的露天場地工程經已完成，並在二零一六年四
月正式啓用。透過香港滑浪風帆會和香港業餘游泳總會舉
辦的活動，中心成了滑浪風帆年輕精英健兒及開放水域運
動員的訓練場地。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城市規劃委員會已批准將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從日間活動中
心改為可住宿營地。在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的慷慨捐
助下，重建工程即將展開。

重建工程包括拆卸現有的活動中心，改建為四層高的營
舍，提供八十八個宿營及四十五個日營營位，並新增餐廳
設施。營地亦會開辦一個為期三年的創新「水上運動及歷
奇挑戰」普及運動計劃。

而「赤柱灣挑戰」則繼續是最受參加者歡迎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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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創研庫

青年創研庫是一個屬於年輕人的智庫。透過這個意見交流
平台，創研庫成員就著他們關心、並有助香港持續發展的
社會議題或政策，進行討論和研究，並探討可行解決方
案，為社會未來建言獻策。

青年創研庫由近一百一十位專業才俊、青年創業家與大專生
組成。八位專家、學者應邀擔任創研庫的顧問導師，就各項
研究提供寶貴意見。四項專題研究系列包括：（一）經濟與
就業；（二）管治與政制；（三）教育與創新；及（四）社
會與民生。

研究出版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思維和新事物不斷
湧現。在知識型經濟社會下，實證和數據分析
尤其重要，研究工作亦需以此為根基。過去二
十多年，青協青年研究中心一直不遺餘力，以
期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中，加深認識青年的處境
和需要。青年研究中心年內進行的主要研究項
目，包括《青年研究學報》，以及由中心研究
員與青年創研庫成員攜手，定期發表一系列研
究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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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學報均會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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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專題如下：

出版日期 總期數 專題

二零一五年七月 三十六
推行職業教育的
方向與實踐

二零一六年一月 三十七
青年運動習慣
與促進策略

青年研究中心於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年度共出版十二項研
究報告：

 出版日期 專題報告系列 主題
   人盡其才—
 2015年7月 1 如何開拓青年
   就業出路

   年輕一代可以
 2015年8月 2 為高齡社會做
   什麼？

 2015年9月 3
 誰願意參與公共

   事務？

    促進青年參與創
 2015年10月 4 新科技的障礙與
   對策

 2015年11月 5
 如何促進科技創

   業的發展條件

 2015年12月 6
 輸入人才的機遇

   及影響

 2016年1月 7
 青年看公眾諮詢

   的不足與障礙

    「翻轉教室」有
 2016年2月 8 助提升香港學生
   自主學習？

    香港擔任「超級
 2016年3月 9 聯繫人」的挑戰
   與機遇

 2016年4月 10
 年輕一代為何出

   現悲觀情緒

 2016年5月 11
 青年看立法會的

   職能與運作

 2016年6月 12
 青年對持續進修

   的取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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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叢書統籌組

本會於二零一五年共出版十本新書，以促進業界、專家、
學者及社會人士交流及討論與青年工作相關的趨勢和課
題，並持續培育青年良好的閱讀習慣。十本新書包括：

‧《青春戀事》

‧《談情說性──探討青少年性危機》

‧《讚好校園──30個教育心》

‧《心寬．路更寬》

‧《尋回．快樂的童年》

‧《智在兒戲──幼兒playgroup 導師必讀十堂課》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5》

‧《全職旅人──成為全職旅人的＿＿個方法》

‧《跑步誌──當跑步成為生活》

‧《鄰舍第一．青年帶動關愛社區的故事》

本會亦參與了香港書展2015，藉此推廣及介紹本會的出版。

《香港青年》英文季刊

《香港青年》英文季刊每期均圍繞青年人相關的課題，
例如青年事業發展、情緒健康、城市規劃等，作出深入探
討。讀者可透過一系列專家訪問、統計數據、青年回應、
青年投稿等，了解相關內容。雜誌現時每期發行約一萬二
千本，讀者遍及香港、亞洲及海外地區。網上版本可瀏覽
youthhongkong.hkfyg.org.hk。

《青年空間》雙月刊

《青年空間》中文雙月刊每期發行量達三萬五千本。雜
誌每期均報導青年感興趣的主題，包括青年生活時尚及
所思所想。這亦是讓社區青年分享故事與經驗的交流
平台，且一直深受年輕讀者歡迎。對有意加深了解現代
青年面貌的讀者，更饒富參考價值。網上版本可瀏覽
youthspot.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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