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服務
青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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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求促進三十五歲以下青年的全面發展。青年
空間的組合、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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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社會體驗計劃

二十二間青年空間為青年提供多元學習機會及具

由二百二十名青年組成的五十三支隊伍，從不同角度探討

挑戰性的體驗，服務重點包括社會體驗及發展、

「貧窮」議題，並透過多媒體製作表達意見及關注。無線

學業支援、進修增值及聯繫青年。截至二零一七年

電視高級監製阮小清女士與參加者分享媒體訪問、故事表達

三月底，青年空間的會員合共三十五萬八千六百三十四

及分析社會議題的知識。影片製作人呂達榮先生則教授影片

人，總參與人次達三百五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四。

拍攝技巧。

年內的重點活動包括：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創研庫召集人鄭東先生、本會M21 媒體幹
事周志光先生及阮小清女士組成評審委員會，選出最出色
的影片。得獎者亦獲贊助前往日本，探討兩地的貧窮現象。
有關影片已上載至M21。

全城傳情
今年重點是為DSE考生打氣，鼓勵大家於公開考試及放榜期
間支持考生。年青藝術設計師張婉清女士設計了有打氣字句
及可摺疊成小玩意的明信片。各間青年空間自修室亦提供一
系列關懷行動，並延長服務時間。

小學生支援服務
十五間青年空間為回應學生的學習需要提供了不同服務，包
括課餘託管服務、功課輔導，以及個人成長和課外活動。五

學業支援
年內，青年空間提供一系列的學業支援服務，旨在為學生鞏固
課堂知識及提高學習效能，從而建立自信心。學習支援服務
的總參與人次為二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五。

間青年空間因應地區需要，提供延伸課餘託管服務，對象為

視野。探討的社會議題多元化，由全球關注事項至地區、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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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Smart Kids S.M.I.L.E. Corner及才藝表演，提高學童的
自學及科學、技術、工程、數學能力。
對遇上學習困難又欠缺資源參加補習班的清貧學生來說，

有需要的家庭更獲資助參與。

「一對一」功課輔導服務對他們幫助甚大。在香港各大學、

學習有里
與了坪石及祥華青年空間的「穆迪社區數學教室」；另有一

此項服務幫助青年人透過培訓、提交報告和社區參與以擴闊

班教學、創意科藝工程計劃、網上教學、社區教室網上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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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穆迪基金會的贊助下，一百八十二位有經濟困難的學生參

社會體驗及發展

為期一年，對象為四百名小一至中三的弱勢學童。透過小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和青年空間的義工支持下，一百五
十一位義工為一百一十一位學生在十二間青年空間提供了免
費私人補習服務。

百三十四位學生接受了該計劃的網上服務。除了恆常的數學

本會為家長及導師舉辦了多個工作坊，亦為DSE考生安排了

教室，此計劃亦製作十二集數學科短片在M21網台上播放。

大型工作坊，協助青年提高學習效能。

數學教室旨在幫助弱勢學童提高數學水平及知識，從而提升

M21社區教室

他們投入校園生活的動力。除定期的數學教室，此計劃亦會

M21網站的M21頻道提供各種自學課程，讓青年能按自己步

提供每月及暑期活動。

伐進行自主學習。M21頻道並提供十八段教學短片，涵蓋英

舍現象。過去一年，各項活動的總參與人次為三十九萬七千

本會獲得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支持，於二零一七年

二百四十。

一月開 始 推 行 「 新 地 學 習 有 恆 － 自 學 精 靈 計 劃 」 。 計 劃

文、數學、通識教育及外語學習等不同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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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社交媒體及意見交流

社區體育

青年空間透過網頁、Facebook及YouTube頻道發放最新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社區體育計劃連續第二年推出鼓勵八

消息，約有七十四萬七百名青年參與。

至二十五歲青少年參與的五項團隊運動，包括團跑、籃

其他重要活動
M21@青年空間

球、獨木舟、花式跳繩及冰球。本計劃並開辦社區體育學堂及
社區體育盃，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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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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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製作的節目
「鄰舍小故事」已在M21社區頻道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
播放。過程中，攝製團隊需自行發掘題材、採訪、選角，以及
用創意方式展示鄰舍的感人小故事。

增值學習機會
UP 進修．增值
計劃宗旨為「持續實踐，增強自信」、「關顧孩子，因材

運動項目
共八百八十名參賽者參加了籃球、欖球、足球及龍舟比賽。
在香港青年協會盃籃球比賽完結後，參加者經選拔，將會成
立青協籃球隊。

暑期活動
暑假期間，本會二十一間青年空間及其他服務單位共舉辦了
超過六千零三項課程及活動，並以「創意暑假」為主題，為

施教」、「連繫家長，攜手教育」及「循序漸進，培養興趣」。

青年人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活動，包括運動項目及創意

十五間青年空間舉辦了超過一千個增值課程，涵蓋語言、視覺

學習。

藝術、表演藝術、烹飪及音樂，有超過四千名學生參與。課程
總出席人次逾三十九萬。

UP毅能100
UP毅能100舉辦不同課程，發展青年各種技能，擴闊眼界，
超過一百名青年參與，並獲嘉許。

去年，社區體育計劃舉辦了各種專業運動課程，參加者超過
三千名，而「創意體育」社區服務有超過六萬人受惠。

UP –青年職場訓練計劃

兩項重點體育活動也在年內舉行。第一屆全港青年社區體育節

過去三個暑假，青年職場訓練計劃為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
提供綜合實習訓練，在單位進行服務及行政工作的實習。去
年，有二百名青年參加，服務時數共逾一萬六千小時。

聯繫青年
青年空間透過運動、uMarket、uCafe及社交媒體聯繫青年，
鼓勵他們建立健康生活、發揮創意及擴闊眼界。年內的活動
參與人次為一百零四萬八千六百四十三。

uMarket及創意手作市集
青年空間每月舉辦一次「青年手作市集」，以展示青年人的
創意及出售工藝品、植物及食物等青年手作產品。市集大約
有100名商家參與。

uCafé

在二零一七年二月舉行，旨在培養青年對運動的興趣，鼓勵
他們養成定期運動的習慣。體育節有十項比賽，包括團跑、
籃球、獨木舟、花式跳繩、冰球、足球、閃避球、地壺、
跆拳道及乒乓球。共超過三千名青年參與比賽。
第二個重點活動是於二零一七年七月舉辦的「好運動x好創意
展覽」。展覽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吸引超過九萬名

每間青年空間的 uCafé都是青年的日常聚腳點，並定期為

人士入場，同場亦舉辦了「體育里數助人計劃」啟動禮。計

青年舉辦各種活動，如情人節工作坊及S.P.O.T. Sound music。

劃將收集公眾人士的運動時數，轉化為體育里數，支持基層青
少年接受免費體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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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M21媒體服務
M21是一個多媒體網上平台，同時亦是一所製作

M21第「綠」頻道 (https://m21.hk/gogreen)

中心，為青年提供發揮創意的三大元素 －「培育」、

M21獲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環境運動委員會贊助，成立

「實踐」和「廣播」。

第「綠」頻道，向青年宣揚環境保護訊息。第「綠」頻道包括

製作平台

節目製作、綠色網誌及短片資助拍攝計劃。《低碳廚房》為

M21的節目皆由青年人組成的M21青年製作隊製作。這個

頻道其中一個重點節目，向大眾介紹各款低碳食譜。

超過五百名青年人的團隊，透過此一站式的多媒體互動平台，
以十個頻道播放多元化節目，範圍包括時事、校園、音樂、
綠色和生活等。

施政Online@M21
M21就政府施政舉辦了一系列的交流節目，並邀請了時任
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以及創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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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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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與新班子逛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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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第五屆政府新班子和青年人一起逛書展，分享生活
興趣及交流閱讀心得。嘉賓包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

培育基地
媒體教室定期提供多元化課程，包括製作校園電視台、
新聞採訪、配音、微電影拍攝等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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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先生、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先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先生、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先生、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先生，以及環境局
局長黃錦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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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生涯規劃指導。

電影《少年滋味》
香港青年協會呈獻、安樂影片有限公司發行、秀美製作有限
公司製作的電影《少年滋味》，是由張經緯執導的紀錄片，
探討現時香港青少年心態。九位來自二零一四年「譜Teen
同唱」萬人音樂會的參加者，於電影中分享他們的憧憬、
抱負及夢想。此電影於十五間影院總共放映了一百八十八場。
而DVD現正於各大商店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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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精選比賽
PG指引 －「保障缺口」創意微電影資助計劃
上述計劃由M21及香港保險業聯會合辦，讓青年了解保險的
知識，同時也提升他們製作影片的技巧。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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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在加深公眾人士對《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的認識，
並已成為全港學校的年度活動。

廣播平台
M21擁有廣闊的廣播網絡，包括M21.hk網站，設於一百五十間
中小學及二十一間青年空間的機頂盒，讓學生及公眾人士收看
M21的製作。社交媒體方面，M21擁有專屬的 YouTube 頻道
及Facebook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m21.hk/)。

myTV SUPER
本會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合作，將M21製作的節目於myTV
SUPER免費區「M21.hk頻道」播放。節目共分三類：播放
微電影及音樂影片的「創作實驗」、推廣綠色健康生活的
「營創生活」，以及透過青年視野探索世界的「青新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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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就業支援
增進就業能力

青年就業網絡也與各大企業合作推行活動，其中獲恒生銀行

自二零零三年成立以來，青年就業網絡一直致力提高青年人

「休學年」概念的青年就業計劃，讓中學生在這段期間重新

的就業能力、開拓工作機會及鼓勵企業聘請年輕人，成為青

檢視個人目標及規劃未來。

資助推出的恒生青年就業導航GPS計劃，是全港首個運用

年人順利由校園過渡到工作的橋樑。
青年就業網絡更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合辦「成功在望」獎勵
多年來，青年就業網絡與政府部門、私營機構及其他非政府

計劃，近五百名中學生報名參加。二十名最能以個人熱誠

機構合作，提供各種服務。

及毅力實踐未來計劃的入圍者可獲獎學金，並在社工指導下
進一步實現夢想。

職場實戰計劃2.0 獲民政事務局資助，為十一間中學的一萬
零六百六十四名高中生推廣職業規劃理念，並提供基本技能
訓練。
在民政事務局的支持下，青年就業網絡推出職業字典推廣
計劃，幫助中學生、家長及教師獲得二百多個職業的資料，

由凱瑟克基金支持的職橋計劃，為十五至二十四歲，被評估

並成立首個職業探索網站，提供有助學生為未來進行規劃的

或懷疑有學習障礙的待業青年及中學生提供一站式就業支援

資訊。網站共錄得累計點擊率逾一百六十萬。年內共有五千零

服務。到目前為止，已有三百三十六名青年藉此提升就業

七十四名中學生參加了各項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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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一百名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待業青年參與此計劃。
僱主網絡於二零零四年正式啟動，透過互聯網和電郵向青年
發佈職位空缺。憑藉與工商界的聯繫，共提供逾一百二十九個
職位空缺，並提供相關的在職培訓。今年的僱主包括：
「職喺點？職業探知計劃」是與香港保險業聯會合辦的職業
探索計劃。當中包括以老師為對象的「職場有格」版圖遊戲
工作坊，以及由不同行業專家主持的「行業體驗課」。到目
前為止，共有二百三十一名教師出席了工作坊及一千一百七十

針對高中生的人生理「才」計劃著重於由校園到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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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學生參加了體驗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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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渡。去年，來自一百零五間中學的四萬九千一百三十五名

在香港銀行公會的支持下，青年就業網絡推出了青年理財

學生參加了一系列活動、工作坊及研討會。此外，青年就業

教育計劃 -『銀行透視』計劃，讓來自五十一間中學的八百

網絡亦向五間伙伴學校的三百五十四名中學生提供個人評估

一十四名學生透過各式活動、工作坊和參觀銀行，加深對銀行

青年就業網絡也舉行了一個具規模的青年就業博覽，提供

及向一百二十名中學生提供就業輔導。

業務和金融管理的認識。

「一站式」服務，讓二千五百名青年獲得就業資訊和協助。

• Hair Do Desig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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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加強青年創業服務

在微軟香港的全力支持下，本會與香港人撐香港品牌聯合
舉辦了「千Fund一指」創投比賽。進入決賽的十個青年企業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在青年創業國際計劃的支持下，自二零零五

項目即場向二十二名投資者推介項目，以爭取超過港幣一千

年以來一直為年輕企業家提供一站式創業服務。得到黃廷方

萬元的投資基金。社創中心自二零一六年成立以來，已有

慈善基金的慷慨支持，每一獲資助的青年創業項目可享高達

五十個社會創新企業獲得不同的培育計劃支持。社創中心於

港幣十五萬元的免息貸款。創業導師也隨時提供專業的諮詢

年內共組織了六十三項活動，參加人數達三千。

和培訓。
民政事務局青年發展基金和青年事務委員會也資助港幣三百
三十萬元，讓本會推出「SIC之青年創業一站通」。該計劃
為年輕人創業提供種子基金、專業指導、免費辦公空間及推
廣平台。

年內，青年創業部共舉辦了四十六項活動，參與人次更達
八千五百，其中包括獲巴克萊銀行贊助的一系列訓練及特別
活動，如韓國創業交流團，讓二十位參與的青年企業家開拓
眼界，擴展他們的網絡。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E Hub）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
區管理局、深圳青年聯合會及香港青年協會的合作項目。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 ， E Hub 已吸引逾一百八十七家
初創公司進駐，其中九十二家來自香港、澳門和海外。E Hub
向香港年輕企業家提供一年免租辦公室和優惠政策，使他們

作為香港貿易發展局舉辦創業日的策略夥伴，社創中心

能夠在中國（廣東）自由貿易試驗區開拓商業機會。

為參觀人士提供創業資訊、並安排一些青年創業項目免費
參展，拓闊商業網絡。社創中心也與貿發局合辦全新活動
「Start-up Mixer」。八十多位企業家和中小企業代表透過

社會創新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支持，本會於黃竹坑成立

快速配對方式藉此與商界領袖親自會見，並就他們的業務
獲得了寶貴意見，增潤營商智慧。主要嘉賓包括信和集團
邱文華先生、住好啲楊志超先生及慧科資本邱達根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社會創新中心。該中心為佔地五千平方呎
為了表彰優秀青年企業，本會自二零一一年以來舉辦「滙豐
青年創業大獎」。二零一六年的比賽更接獲一百三十八份

的共用辦公空間，地理位置方便。作為香港首個以青年為本的
社會創新中心，本會鼓勵創業者投身有利改善社會的項目。

申請，創歷史新高。「電子商務創意大獎」更是新增獎項，

「賽馬會社創培育計劃」為社創中心的亮點項目，為創業青年

以促進創新思維。

提供包括種子基金及導師的支援。社創中心並舉辦社會創新
論壇和社創早餐會等的活動，以提升參加者的能力，擴大他們
的業務網絡和增進創業知識。社會創新挑戰賽則為有抱負的
社會創新者提供爭取資源的平台，以促進創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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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社會企業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
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成立於二零一零年，位於元朗，佔地
十六萬平方尺，其目的也在喚起健康生活與環境的聯繫。
它是唯一一間擁有美國農業部和香港有機資源中心有機認證
的本地農莊，並連續五年榮獲至TOP十大有機零售商大獎。

FAT CHOY
有機空間餐廳經裝修後，改名為FAT CHOY。「FAT」是
「Farm to Table, Artisanal and Textured food」的簡寫，
顧名思義是農場到餐桌，烹調出色且富口感的菜式。餐廳
農莊在年內生產了四萬五千一百七十一斤時令農作物。除此
之外，農莊亦提供教育平台，讓青年人得以親身體驗種植和
收割農作物，共有三萬多人參與了這些活動。

從本會有機農莊以及其他本地農場獲取大部分材料，並推廣
季節性菜餚及低碳美味的烹飪和餐飲文化。另外，設於餐廳
隔鄰的 零 售 商 店 ， 則 銷 售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有 機 食 品 和 其
他天然產品。餐廳和商店均為青年人提供就業和培訓機會。

咖啡空間
咖啡空間位於協會總部，由青年人管理和經營。咖啡空間
也提供租借場地服務，並為使用總部設施的人士提供餐飲
服務。

PH3
PH3提供派對場地，將於二零一七年八月啟用。它位於灣仔
的活化歷史建築內，可供私人或公司派對、早餐會，工作坊
或社交聚會租借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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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訓
在過去的十七年，青年領袖發展中心致力為十五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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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
於這個穩固的領袖培訓基礎，青協將活化前粉嶺裁
判法院為全港一所「青年領袖學院」，並訂定四
個 領 袖 培 育 方 針 ：領 袖 素 質 、領 導 能 力 、創 建 願 景
與服務社會的承擔， 配以多元化的方式為公、私
營及社福界別培育高質素的傑出領袖，並透過這
群具品德操守和願意承擔的領袖建立一個共融、
有凝聚力的社會。

《香港200》領袖計劃
《香港200》領袖計劃自二零零六年創立，至今已經是
第十一屆。本屆培訓著重提升學員的國際聯繫能力及「願意
為香港」的心志。透過選修項目，包括 A Project for Hong
Kong、社會創新體驗學習、師友計劃等，學員可按照興趣
為自己設計領袖培訓方案。秘書處與香港200會通力合作，
成功招募超過一百一十位來自各行各業的舊生成為良師，
為學員提供職埸、升學及服務社會的寶貴經驗，薪火相傳。

青年領袖教室
青年領袖教室自二零一六年進行了全面革新，今年邀請了
五位國 際 嘉 賓 與 青 年 分 享 成 功 歷 程 ， 他 們 包 括 榮 登
福 布 斯 亞洲三十位三十歲以下精英榜的社會企業家劉青榆
女士、2016年國際演講協會世界演講比賽冠軍戴文杰先生、
榮獲2016年度女企業家 Lina Khalifeh 女士、凝動香港體育
基金創辦人黃梓謙先生、全球百大最具影響力的菲律賓女性
Arizza Nocum 女士等。
本年度更首度推出海外學徒計劃，透過親身體驗，擴闊個人
視野。是次活動成功與九間大學及八所機構建立合作關
係，培育了近一千名青年領袖、並透過網上與網下活動影
響超過二千六百名人士。

暑期青年領袖學校
為配合未來發展，本會主辦的「暑期青年領袖學校2017」，
首次以香港中文大學為合作伙伴。本年度的研習主題為
「掌握科技‧推動創變」，鼓勵參加者思考如何以創新科技
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從而提升其領袖技能及國際視野。
此活動共獲逾十三個國家及地區的領事館及青年機構，包括
比利時、墨西哥、捷克等，提名優秀高中生來港參加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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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義工學堂

青年義工網絡 (VNET) 自1998年起於香港賽馬會
慈善信託基金支持下，一直致力推動青年實踐公

青年義工網絡在南順香港集團、香港電燈及日日煮的支持

民責任，回饋社會。

下，於四月及七月為八十九名領袖義工舉辦工作坊，教授
烘焙技巧，讓他們能成為逾二百名地區義工的導師，焗製曲
奇餅、南瓜布丁及海綿蛋糕，與超過一千名受惠者分享。

共有九十三間企業參與計劃，而連同十三間新加入的學校，

四個交流團，透過交流及經驗分享，鼓勵青年義工「走出

第四名最高服務時數獎

有心學校亦新增至一百九十六間。在參與學校中，九十四間

國際」。本會義工及中山青年義工分享義工服務的心得，

本會於二零一五年合共完成了超過一百二十萬服務時數，獲

學校獲資助舉辦了一百二十四項服務，超過一萬三千名學生

義工們更聯手為當地學生提供英文學習課程、剪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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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發證書。

參與環保服務、家訪活動，並為長者舉行生日派對。

二零一五年十大最高服務時數獎第四名。

義工領袖交流機會

義工週末

九名義工領袖帶領一百零五名青年，參與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

為表揚義工一整年的貢獻，青年義工網絡在三月於烏溪沙青

至二十四日為期五天的「海口－一帶一路一友情」青年探索

年新村舉辦了「義工週末」活動。超過二百名於二零一六年

體驗。讓參加者了解傳統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歷史文化。

服務時數達五小時以上的義工出席活動，交流他們的義工經

他們與海南中學四十名學生分享義工服務的心得，並一起探

驗，並透過定向活動建立團隊精神。青年義工更在傍晚的燒

訪當地老人及智障兒童，進行表演及烹煮義工親手為他們製

烤派對建立友誼和分享。

共二百九十三間非牟利機構、慈善團體及學校透過「好義
配」網站的配對，為義工提供了七百九十四個服務機會。經

點，並將所學技能與其他青年義工分享。超過三百名義工製

「好義配」網站註冊的義工則增加至超過二萬四千名。

義工培訓及交流機會
校本培訓課程

會，包括香港書展、海外留學生暑期體驗計劃及其他暑期義

青年義工網絡於香港基督教青年會港青基信書院舉辦了義工

工工作坊。上述活動合共有一百一十六名義工參與，服務了

技巧培訓，訓練並非以廣東話為母語的學生，讓他們為幼稚

一千零三十九位人士。

園學童提供服務。此外，亦於廠商會中學舉辦講座，令學生

國際義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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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義配」網站

全球青年服務日當日，青年義工參與烘焙班學習製作精美糕

青年義工網絡於暑假期間為青年提供不同種類的義工服務機

温穎彤小姐亦憑出色的義工表現，獲頒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

本會已連續十二年推行「有心計劃」。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

人士。

暑期義工服務

學生及青年義工計劃」。

青年義工網絡與中山三鄉志願者協會於中山三鄉鎮合辦了

共有超過一千三百名青年組成鄰舍隊，服務逾一萬七千名

作糕點，並與逾一千名受惠者分享製成品。

本會荃灣青年空間獲社會福利署頒發「二零一五至一六最佳

義工領袖培訓課程

為推廣緊密鄰舍關係，本會繼續推行「鄰舍第一」計劃，

全球青年服務日

青協義工嘉許

「有心計劃」

鄰舍隊

「我係義工」運動

獎項

了解義工概念，鼓勵他們成為義工。為提高校園層面的活動
策劃及執行能力，亦為「有心計劃」旗下七間學校的特選學

為響應十二月的國際義工日，本會十七個服務單位及十四間

生安排了領袖培訓工作坊，提升他們的解難能力、領袖應有

有心學校於聖誕期間參與「送暖行動」，為十八區超過一千

態度及角色。青年義工網絡亦製作了四輯教學短片，介紹服

五百名長者及低收入家庭送上聖誕禮包及節日祝福。

務兒童、智障人士、長者及賣旗時應有的技巧及態度。

香港傑出青年義工獎項。

作的餃子。

青年領導服務計劃

服務數據
青年義工網絡去年收到一萬四千六百二十八位新義工登記，

青年義工網絡的「鄰舍第一計劃」與Youth Service America

現共有二十萬七百零五名註冊義工；當中三萬七千八百四十

及香港迪士尼合作，為年齡介乎十二至二十五歲的青年推出

三名活躍註冊義工完成了八十九萬三千四百一十六小時服

「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青年資助計劃，鼓勵青年策劃

務。全年舉辦了一千五百四十五項義工培訓活動，共有五萬

及推動建造和諧社區的計劃。二零一六年，共有五十個項目

三千二百九十三名義工參與。

獲選拔及資助，逾一
千一百名義工參與，服
務時數超過八千三百
小時，超過七千六百
名人士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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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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重點為處理青年犯罪違規、性
危機和吸毒問題。過去一年，邊青服務共處理四千
三百六十宗個案，舉辦七百九十項活動，總參與
人次為十六萬三千四百零二。

本會獲建灝慈善基金撥款，推行「逆風
由平和基金贊助「不賭youth－預防賭博教育計劃」，透過
流動平台，提供反賭博遊戲、價值觀教育，並舉辦了反賭博
工作坊及進行風險評估。
「南網計劃」旨在防止青少年墮入網上陷阱及騙局。十四間
中小學及一百九十三名青年加入成為「南網大使」，在其數碼
網絡中發放預防網上罪行的資訊，並接觸了一萬三千四百
五十七人。

罪行的青少年，協助他們建立良好的人
際支援網絡、重建自信及提升情緒管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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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機介入及專業評估

Project LOVESIM －「愛‧體驗－青少年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及香港警務處繼續於新界南總區及新界北

性危機支援計劃」透過敘事治療、藝術

總區，分別推行「守望計劃」及「征途計劃」，為已被捕、

創作及紙牌遊戲，為有性危機青年提供

正接受調查或成為受害者的十至二十四歲青少年提供援助。

輔導服 務 。 這 計 劃 處 理 的 危 機 包 括 性

上述計劃關注處理心理精神健康問題，並為有需要的青少年

犯罪、援交及可導致意外懷孕或暴力的

和其家人提供合適的治療。

未成年性行為。

「青協違法防治熱線8100 9669」就青年犯罪、性及吸毒等

本中心獲禁毒基金贊助，推出「Project RADAR－隱蔽吸毒

《F.O.C.U.S.－青少年街頭暴力行為介入手冊》的有效程

問題提供電話熱線及危機介入服務。

及干犯毒品罪行輔導計劃」，目標對象為有隱蔽吸毒或潛在

度，探討介入的四個重要元素，包括家庭功能、欺凌及打

毒品相關罪行問題的青少年。「Project SIM－青少年戒毒

鬥、自制能力和守法意識。

預防教育

多層輔導計劃」是為吸毒青少年提供分層輔導的介入計劃。
「Project ADSF－抗毒『家』先鋒」是針對家庭成員的禁毒

年內，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網頁、「青法網」及其YouTube頻

教育計劃。上述計劃提供專業評估、心理教育，以及因應

道、手機應用程式和Facebook專頁的瀏覽次數達十一萬四千

不同需要，為潛在、偶發、依賴、隱蔽吸毒及干犯毒品相關

七百八十四，而「青法網」手機應用程式錄得一千六百一十

罪行的青年，提供適合治療。計劃為家庭成員提供家長輔導

八次的下載，這程式也新增了有關香港戒毒服務的搜尋引擎。

及教育，並與海關、警察及一些醫院建立轉介系統。

本中心為青年、家長、老師及警察舉辦了四百一十八個教育

研發倡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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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二零一七年一月舉辦了「青少年科技罪行研討會」。

坊中亦提供有關青年犯罪、加強家長與青年溝通及輔導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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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此計劃的服務對象為犯下輕微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崔永康教授合作，驗證

本中心於澳洲舉行的第八屆世界行為及認知治療會議，就
「香港邊緣青年認知行為介入研究」進行匯報。該研究亦已
刊登在社會工作實務研究期刊。

WL Residence (WLR)
WLR為十八至二十四歲青年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配以生活
規劃指導和職場技巧培訓。年內，共服務五十位青年。

展望未來

的最新資訊。

輔導治療

本中心出版了《盜路－青少年盜竊問題探討》一書。

中心也製作了二十四段預防教育影片，在M21網台和「青法網」

專業輔導員於年內共處理三千四百四十四宗青少年犯罪違

本中心進行了「青年飲酒態度及危機意識調查」，了解青年

發展，並提供預防教育及輔導服務：網絡犯罪、隱蔽吸毒、在職

上播放，主題涵蓋非法工作、援交、運毒、賭博、網絡犯罪

規個案，包括加入三合會、網絡犯罪、偷竊、性犯罪、非法

對飲酒的態度及危機意識。

青年吸毒問題、心理健康和犯罪違規行為，以及援交問題。

及家長與青年溝通技巧。十名青年獲頒青協「重新出發」青

工作及暴力。輔導員亦幫助了五百五十七名面對性危機的

年嘉許計劃獎項，並於書刊中分享了自己的故事，鼓勵他人積

青年人，以及處理了二百三十八宗吸毒問題的個案。輔導員

風險評估工具。另一重點是制定多項有關被捕青年、吸毒者

極面對及解決個人困境，建立守法健康人生。

也為青年家長及罪行受害者提供服務。

及其家庭成員的預防教育計劃 、輔導手冊及專業叢書 。

本中心亦出版了《戒毒心癮處理實務手冊》。

未來一年，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服務重點將按以下範疇

本中心亦會為危險性行為、網絡犯罪及毒品相關問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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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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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E@2777 1112

媒體教育

輔導為服務重點，並同時透過網上平台提供援助。

本會為離校生及DSE考生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聯校招生

「Be NetWise新媒體素養教育計劃」於優質教育基金支持

講座及工作坊、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並提供最新升學資訊，

下，為中學生設計了全面課程。本計劃共有二十間學校參與，

以幫助服務對象減輕考試壓力，並為升學計劃作好準備。

舉辦了六百一十一節課程及活動，共一萬七千一百八十名師生

本年共 舉 辦 了 二 十 一 節 活 動 予 六 千 三 百 八 十 一 名 學 生 及

及家長受惠。

戀愛教育
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愛情價值學」戀愛及性教育計劃，
旨在協助學生透過體驗遊戲、工作坊及課堂學習建立正面
戀愛價值觀。計劃為來自二十五間中小學的二千九百六十
一名學生、一百八十七名老師及三十六名家長，提供四百四十
八節活動。

服務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香港青年協會青苗計劃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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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駐校服務
過去一年，本會共向二十七間小學及三間幼稚園提供駐校

一節培訓。

支援服務。

媒體輔導服務

六百一十三宗個案。情緒、學業問題及精神健康是青年人
最為關注的三個項目。有見二零一六年青年自殺問題加劇，
本會推出「ULine 2777 0309」電話熱線服務，為大學及大專

本會舉辦了以下計劃：

網上輔導服務

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為來自四十五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的「uTouch」網上青年外展

學生舉辦多元化活動。

服務，主動尋找六至二十四歲的青少年提供適切服務，包括

年空間提供，其餘十六間則由學校社會工作組負責。年內，
共處理三千二百九十三宗個案和提供一萬九千九百零二次
諮詢服務，亦舉辦了四千五百二十項活動。

情緒健康服務
青少年情緒健康計劃

學習機會。年內，在十一間學校舉辦了二百五十四節活動。
「健康校園計劃」在禁毒基金的資助下，為兩間大埔區中學
舉辦了一百二十一節活動。

派發iSafe互動單張。

錄得三十三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個來電，並處理其中五萬二千

預防教育活動。期間，共處理了五百一十四宗個案及提供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弱勢社群學生提供不同體驗

了五千四百名學生及三百七十名老師及家長，並向全港小學

的青年人透過電話抒發情緒、個人問題及求助。年內，共

院校學生提供服務。

本會為三十五間中學提供駐校服務，其中十九間由十一所青

及促進基金支持下，推出iSafe新媒體教育活動。活動服務

「關心一線2777 8899」提供即時便利的途徑，讓備受壓力

培養學生抗逆能力

及學業有關。

為培育學生使用電腦及互聯網的正確態度，本會在健康護理

電話熱線服務

服務，為學生、家長及老師舉辦了一千四百四十二項發展及
二萬五千五百四十四次諮詢服務，大部分與情緒、家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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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和行為問題。年內共為十九間中小學提供一千三百一十

家長。本會於放榜階段，延長服務時間，提供熱線及網上

網上諮詢、面談及社區活動。年內，本服務接觸了一千八百
零五名有危機的青年，鼓勵他們積極參與，共有二千一百零
二名青年使用了網上及網下服務。

網絡成癮的輔導服務
為整理本會對處理網絡成癮的實踐經驗，青年全健中心與

升學規劃服務

本會獲「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撥款，推行「Project

中學生生涯規劃活動

STEP 青少年情緒健康計劃」。此計劃透過多元手法，有

專為中學生而設的「PLUS體驗學習系列」，以「正面價值

系統地協助青少年面對情緒困擾。為提升公眾關注，本會於

觀」、「獨特體驗」、「服務學習」，以及最受觀迎的「生

四月九日在香港科學園舉辦「青協背包跑」，共有二千六百名

涯規劃」為四大範疇。年內，共為五十六間中學舉行了九百

人士參與。

三十一節生涯規劃活動。

香港浸會大學及其他機構合作，於2017合辦敘事實踐會議向
本地及海外專業人士發表工作經驗及心得，本會職員也分享
他們的理論模式及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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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教育服務
小學教育

本會致力提供優質教育，尤其為來自弱勢家庭的學
生。本會抱持「三自」辦學信念：自信、自律及 自

發展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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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科目的課程大綱將由小一開始重新設計。除了科目基本

中學。

知識，新課程將專注自主研究學習、多元智能及生命教育。

LEAD實驗室及STEAM課程大綱
隨著推行 STEAM 課程大綱，電腦室安裝了鐳射切割器，
成為LEAD實驗室。這課程大綱將按三大重點領域，於小四
至小六推行：包括卡魅、電腦編程及微型電腦處理。清華
大學高雲峰教授為課程大綱的顧問。

全部學習活動設計將以學生為本，中英文學習將先培訓口語
溝通能力，繼而加強閱讀及寫作能力。數學及通識教育將
加入探研的元素，確保學生主動參與學習，鞏固所學知識。
功課將於學校完成，讓學生有足夠時間培養閱讀及運動
習慣，並於課後繼續自主學習。

生命教育
學校新成立生命教育部門，重新設計小一至小六的課程
大綱，集中在四個學習領域及十二個學習焦點。課程大綱
加入多個主題式生命體驗活動及聯校比賽，豐富學生的生活

靜觀訓練

體驗，透過自我反思發展學生的價值觀。

本會另一教學重點是兒童情緒發展。年內，舉辦了聯合教師
發展日，向老師介紹靜觀訓練的概念。老師從而更加了解
如何審視自己的感受及情緒，並用於教學上，幫助兒童了解

學前教育
繪本藝術元素
本會轄下三間幼稚園實行繪本教學多年，本年焦點為繪本
藝術元素，務求培養兒童的審美觀。老師教導學童欣賞平面
及立體藝術，學習及比較不同藝術技巧及物料，並鼓勵他們
發表個人觀感。

自己的情緒，並提高專注力。此外，課堂的開始及完結均
播放柔和音樂，令學生放鬆。本會亦鼓勵老師與幼兒在教室進
行呼吸練習，相信從小開始學習管理情緒，有助學生日後處
理中小學日益增加的壓力。

新資助計劃對未來發展的影響
本會轄下三間幼稚園參加了政府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
計劃，將於二零一七至一八學年起，獲得更多政府撥款。參與
計劃的幼稚園師生比例亦會下降至一比十一，同時將於日
常學習中，投放更多資源在繪本教學、LEAD教育（透過工
程、藝術及設計學習）及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
學）教育。家長將會依其背景得到不同支援服務，協助他們

試後跨學科主題活動

管教幼兒。三校亦已計劃利用資訊科技，精簡行政系統。

考試於六月完結後，學校為所有學生安排了跨學科主題
活動。所有活動均有探究、自主學習、閱讀及實驗元素，讓
學生運用學科知識及一般技能。所有小一至小三學生獲安排
於本地進行實地考察活動，部分小四至小六學生則前往
首爾、北京及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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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中學教育
教與學
學校制定了利用資訊科技提高教與學成效的發展策略。老師
經常在課堂上使用電子應用程式，並準備「翻轉教室」
教材，讓學生在家中繼續學習。
獲取知識的模式轉變促進自主學習能力的發展。香港青年
協會李兆基書院是首間向學生推行大規模開放在線課室的
中學，不少學生參與了世界知名大學的進階課程，如麻省
理工大學、史丹福大學、哈佛大學及倫敦帝國學院。學生
完成的課程涵蓋科學及技術、法律、語文、商業管理及電腦
編程。學生亦受STEM相關學科的創意啟發，部分學生更於
多個數學及科學比賽考取高分。科技課程亦有觸及創業
理論。學生繼續於英語辯論、朗誦及話劇有傑出表現。

學生發展
以校為本的「智慧之源，求實求真」課程結合教牧關懷，
採用正面的心理學概念，持續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午膳時間表
演、服務培訓及學長計劃。本年度核心推廣價值為「尊重

持續教育

他人」，師生共同合作，營造和諧及鼓勵學習的環境。

香港青年協會持續進修中心繼續與不同專家、專業機構及

學生亦積極參與各種課外活動，並於劍擊、越野運動及游泳
有亮眼表現，而足球及籃球隊在多個比賽獲得獎項。學校管

商界協作，並提供一系列的進修課程。中心於年內共舉辦超
過六百項訓練課程及專業講座，逾六千名人士參與。

弦樂團、手鈴隊、合唱團及無伴奏合唱團的學生，都在校
外音樂比賽表現出色。

學生成就持續獲得認可。包括贏得香港浸會大學的文學新進
獎。幾位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學生則參與了少年財務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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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也提供多個備受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專
業課程，最新獲認可課程為音樂導師證書課程。

師大賽及香港會計師公會會計及商業管理個案比賽，並得到

政府以免入息審查貸款計劃，確保每位青年都能達成學習

冠軍、優異獎及獎學金。

目標，繼而推廣終身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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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服務
家長服務

創意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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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推廣
有效的親子及處理衝突技巧。

親子調解大使嘉許禮

STEM教育

STEM比賽

自二零零五年起，本會已率先聯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

本會除一直主辦「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香港機關

中心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九日舉行了嘉許典禮，以鼓勵及表揚

驗室，推行「創意科藝工程計劃」，提供跨學科的科技學習

王競賽」及「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外，現更推出了兩項新

八十名「調解大使」在年內提供服務共超過二千小時。

活動。

比賽：「創意編程設計大賽」及「香港4D Frame數理科學

親子衝突調解分享工作坊

在創新科技署和香港科學園的支持下，創新科學中心正式成

中心與調解學會及青協持續進修中心合作，於二零一七年

立，為師生提供動手的互動科學探究活動。

二月二十五日舉辦親子衝突調解分享工作坊，有超過一百

參照過往的成功經驗，創意教育組進行了架構改組，與創新

二十名調解員出席。

科學中心及「創意科藝工程計劃」合併，提供更優質的計劃
及活動。

合作計劃
精靈媽媽大聯盟
獲左滌江慈善信託基金贊助，中心推出為期兩年的「精靈
媽媽大聯盟」計劃。此計劃旨在提高家長的溝通技巧，並
強化婦女的社區網絡，以提升其精神健康。計劃舉辦逾三十五
項家長教育活動及親子活動，參與人數達三千。本會亦製作
有關處理紛爭技巧的影片，於M21頻道及其他社交媒體平台

親子調解服務
年內，一百一十對親子受惠於本中心的個案調解服務，服務
人次達一千。

親子及家庭教育活動
中心共舉辦了一百零五項調解活動，合共八千一百零八人

播放。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教育講座系列

創意比賽」。年內，共有來自二百四十三間學校的四百八十八
支學生隊伍參與。
得獎者亦獲參與國際比賽的機會，透過與不同地方的學生
比試及交流，建立連繫及增進知識。「香港學生科學比賽」
兩支獲獎隊伍代表香港前赴美國參加「I-SWEEEP 2016」
國際科學大賽，並奪得銀獎。九支「香港機關王競賽」獲獎

為培養香港的科學人才，本會舉辦了不同的人才培育計劃，

隊伍中，有五支隊伍參加了在台灣舉辦的「2016世界機關王

切合不同程度的青少年，包括針對有天份小學生的「種籽

大賽」，並在其組別取得首三名的佳績。

計劃」、「1+1科學優才計劃」，並與國際商業機器中國香
港有限公司合作，為中學生提供「DiscoverE小工程師工作
坊」;本會亦為精英大學生提供「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
上述計劃讓青少年得到足夠支援，於創新及科技領域進修或

此外，有一支FLL隊伍成功於「FLL世界賽」奪得評判專業
大獎，而另外兩支隊伍則取得「FLL亞太公開賽」的創意方
案大獎和團隊合作獎。

工作。在年內，本會共舉辦超過六百四十項活動，獲逾四萬
八千名師生及公眾人士參與。
創意教育組亦向社區透
過 LEAD Lab 推 廣 S T E M 教

過去十三年，本會一直與職業訓練局合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

育。LEAD Lab設於本會北角總

講座系列。年內共舉辦了「DSE家長百科」、「TEEN才

部及五間青年空間，旨在吸引

探索路」及「正向抗逆思維」三個講座，超過一千三百人

及鼓勵更多青年動手實踐和應

出席。

用STEM知識。

參加。另外一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名家長及青少年參與了三百
二十七項家庭生活教育活動，以加強溝通技巧。社交媒體
平台提供的家長教育資訊環節，點擊率亦有二萬三千人次。

親子調解大使網絡
超過一百二十位家長承諾出任「親子調解大使」，以及成立
「親子調解大使網絡」，他們接受訓練以協助同儕、家庭及
鄰舍解決親子間的衝突。「調解大使」並在區內舉辦推廣和
諧家庭的大型活動，有超過五百名人士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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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體藝
專題考察系列

接待外地交流團及其他服務

香港旋律

本會也舉辦中學生交流團前往韓國，並於韓國觀光公社及

十八名韓國中學生於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二至二十八日

香港旋律於年內繼續大放異彩。除了於 TEDxHKPolyU進行

當地廣告公司學習市場推廣。此外，亦安排大專院校學生

訪港，透過與香港學生一起上課，和在本地家庭留宿，深入

無伴奏合唱教育宣傳活動，香港旋律亦獲邀於地鐵觀塘綫

前往澳洲，探討環境保護及可持續旅遊。兩項活動合共有

認識香港的學習文化和生活模式。

延綫及南港島綫開幕典禮表演。香港旋律也與香港弦樂團

五十一名學生參與。
另有十三名青年人參加了由柏立基爵士信託基金及公民教育
委員會「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贊助的青年領袖訓練團，
到緬甸進行考察，到訪中國企業、緬甸工廠及商會，也與
當地的青年互動交流。

其他學習經歷（服務考察團）

青年交流部獲深水埗民政署委託，為三十名前往日本交流的
中學生進行出發前訓練，以及匯報會的準備。

合辦「全為愛」聖誕節音樂會，為二千名弱勢兒童及家庭送上
經典金曲，共度佳節。

一帶一路遊學團
七十三名學生獲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團資助計劃

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

支持，於暑假前往西安、蘭州、福州、廈門及泉州，重點
探討中國鐵路系統及城市發展。另有四十九名青年獲柏立基

為表揚於藝術教育的成就及貢獻，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來自四間中學和兩間大專院校的三百七十六名學生參加了

爵士信託基金及公民教育委員會「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

無伴奏合唱教育計劃獲頒「2016香港藝術發展獎－藝術

東莞、中山和廣西的義工團，服務當地的弱勢社群。

贊助，前往俄羅斯及哈薩克，探索青年人在一帶一路沿線

教育獎(非學校組)」。本計劃橫跨二零一三至一七年，致力

國家的發展機遇。

推動無伴奏合唱的培訓、宣傳，甚至提供專業及支援服務。

武當交流團

本計劃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合共為九十九間學校舉辦了

在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團資助計劃的支持，來自

五百六十三節無伴奏合唱訓練，為一百三十五名人士提供深造

七間大專院校和十六間中學的三十九名學生於復活節假期參

訓練。除此之外，計劃亦包含無伴奏合唱示範活動、領袖

加了為期十日的武當交流團，從中學習武術及道家思想。

培訓、導師工作坊、製作培訓、各種室內及戶外音樂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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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今年已
踏入第十六年。
本年共有二百六十位大使獲選及
經過密集的技能培訓後，於年內
在本地十三個遊客熱點駐守，並
參與十五個大型旅遊盛事活 動
和籌辦二十個於校園舉辦的
推廣活動，以宣傳好客文化。

2017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無伴奏合唱節
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本會於三月至六月舉行
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本屆邀請多支無伴奏合唱勁旅，
包括 Club For Five (芬蘭)、Drums of War (澳洲)、The
Techtonics (英國)、Acapellago (菲律賓)，以及多支特選
本地及校園組合，連同合唱節大使王灝兒，為觀眾帶來一連串
精彩演出。除了出色表演及全城教育活動，本年的無伴奏合
唱營更打破了地域界限，以「 WE love a cappella 」為主
題，結合中西好聲音。合唱節舉行了四十六場戶外與戶內的
音樂會及教育活動，合共有三萬九千多人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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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灣室內體育中心

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

荃灣室內體育中心為青年人提供專業及優質的設施，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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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的康體文化活動，如大受歡迎的芭蕾舞、爵士舞、體操

理想地點。隨著戶外活動空間擴大，不僅可以舉辦水上活動，

及跆拳道。歷奇活動是本中心的重點項目，場內五米高的

如獨木舟、滑浪風帆和木筏，還可舉辦更多比賽。年內共

室內攀石場及不同程度的專業攀爬課程，也能全天候提供

舉辦了八項比賽，參加人數大幅增加至七千九百零六名。

團隊建立及個人發展活動的訓練場地。

中心亦推廣大眾水上活動，如引入吹氣歷奇裝置，讓青年強身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健體。去年十一月舉辦的水上歷奇同樂日吸引了超過二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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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過水上歷奇活動。

青年參與，體驗水上歷奇的樂趣及挑戰。年內約有三千名青年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戶外訓練營，年內共接待了超過十六萬六千名營友，讓營地
使用率再創新高。與此同時，超過十萬一千名營友參與了
營地活動。

南丫青年營

年內，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共接待了四千四百二十一名營友，

為鼓勵營友參與活動，訓練營提供更多活動選擇。營地獲戴

年內，南丫青年營接待了四千三百四十二名住宿營友，及

歷奇活動及「成長的天空」，後者是為小四至小六有特殊需要

麟趾爵士康樂基金贊助，設置戶外攀石牆。戶外攀石牆高

一千五百四十二名日營營友，增幅達百分之二十，顯示營地

的學生所設的一日培訓活動。

十一米，有三條攀爬線，七月開始投入服務，適合八歲或

發展穩定。營地利用四周的天然環境，舉辧各項戶外歷奇

以上人士使用。

活動，其中最受歡迎的包括中國傳統戰術活動、原野烹飪及

網上預約系統已進行升級，用家可以使用VISA及Master卡

提供超過一百項特別設計的活動。其中大部分為水上活動、

洞穴探險。

付款，令程序更加方便。公眾人士亦可提早於十五個月前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批出港幣八十四萬一千八百元，為青年營

預訂房間和場地設施。

重新舖設電線及進行翻新工程，改善現有結構及設施。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港幣一億四千五百萬元，將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從戶外活動中心改建為可住宿營地，提供
八十八個宿營及四十個日營營位。重建工程將於來年四月
開展，其時中心將會暫停服務。工程完成後，中心除了成為
設施完備的營地，更會開辦一個為期三年的計劃，鼓勵有
特殊需要的青年參加水上運動及歷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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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出版
青年研究學報

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新思維和新事物不斷湧
現的同時，從實證和數據分析，以了解年青一代
尤其重要。過去二十多年，青協青年研究中心一

青年研究中心於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共出版十二項研究

《青年研究學報》為青年政策發展提供專業討論的平台，

直不遺餘力，以期在急速轉變的社會中，加深認

報告：

並藉 此 倡 導 更 佳 的 青 年 服 務 及 相 關 政 策 。 每 期 學 報 均

識青年的處境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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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創研庫
青年創研庫成立於二零一五年四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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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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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叢書

《香港青年》英文季刊

香港青年協會一向致力出版專業叢書及青年讀物，希望培養

《香港青年》英文季刊每期均圍繞青年人相關的課題，

青年閱讀風氣，並且跟業界、專家、學者及社會人士交流及

例如身心健康、創意創新、網上罪案等，作出深入探討。

討論與青年工作相關的趨勢和課題。本會於二零一六年出版

讀者可以透過一系列專家訪問、統計數據、青年回應、

了十一本新書，包括：

青年投稿等了解相關內容。本雜誌現時每期發行約

• 《盜路─青少年盜竊問題探討》
• 《讚好校園2.0》
• 《真網樂 #從敘事實踐看青少年的「迷網」框外》
• 《教得喜─新世代教師必讀手冊》
• 《創業50問》

一萬二千本，讀者遍及香港、亞洲及海外地區。有
興趣的讀者可到 youthhongkong.hkfyg.org.hk 瀏覽
網上版本。

《青年空間》雙月刊

• 《智在寵愛─寵物護理入行必讀手冊》

《青年空間》中文雙月刊每期發行量達三萬五千本，

• 《逆轉．亦樂》

本雜誌每期均報道青年感興趣的題目，包括青年的生

• 《選擇造物》

活時尚及潮流興趣等。本雜誌亦是一個讓青年發揮寫

• 《慢遊小店》

作才能的平台，故此一直深受讀者歡迎。有興趣的讀

• 《香港旅俠─北區背包行》

者可到 youthspot.hkfyg.org.hk 瀏覽網上版本。

• 《Startupedia─初創百科》
本會亦參與了香港書展二零一六，藉此推廣及介紹本會的
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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