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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空間

本會設有二十二間青年空間，包括十七間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兩間青少年中心、兩間青年中心
及青年空間21，為青少年提供參與、機會及培
訓，促進三十五歲以下青年的全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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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底，青年空間的會員合共三十九萬五千二百八十
七人，總參與人次達三百五十三萬八千四百三十
二，共舉辦了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二項活動。

年內重點活動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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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

視野，當中探討的社會議題多元化。過去一年，各項活動

的總參與人次為五十四萬一千八百八十四。

鄰舍第一「uKitchen」

鄰舍第一「uKitchen」 是與社會福利署合辦的項目，以求通

過食物建立關係。青年人接受著名廚師的訓練後，他們可以

繼續為長者和有需要的家庭烹煮食物。超過一百名青年接受

訓練，並為五百人服務。廚師還與參與者分享了自己的生活

經歷。

鄰舍第一「觸夢．助鄰」程式設計特訓賽

「觸夢•助鄰」程式設計特訓賽旨在推動青年人透過服務同

時運用科技改善人們生活，以編程設計加上創意解決社區問

題。評審團從二百名参加者當中選出二十四名向資訊科技界

的領袖發表作品及推廣意念，爭取外界投入資源優化他們的

構思。

鄰舍第一「愛鄰舍．社區遊蹤」

超過八十名來自不同「鄰舍隊」的青年人與六十名弱勢社群人

士遊走土瓜灣特色景點。參與活動的青年在該區服務超過三百

人，其中包括到私人安老院舍探望長者、與少數族裔兒童玩中

國傳統遊戲，以及向公共屋邨保安員贈送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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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業支援

青年空間提供一連串學業支援服務，幫助學生鞏固課堂上學

習到的知識，並提升他們對學習的能力和自信。去年學業支

援服務的總使用次數為二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

Happy English英語學習獎學金

Happy English英語學習計劃獲科德寶家居用品有限公司贊

助，舉辦多個推廣自主學習英語的工作坊，以及開發英語學習

流動應用程式。參加者在導師協助下，成功編寫英語學習的流

動應用程式。最具創意、表現最佳的隊伍獲頒獎學金，鼓勵他

們持續學習。

2019沙田節－沙田區閱讀嘉年華

沙田區閱讀嘉年華由本會和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聯合舉

辦。超過六千名參加者和一百五十名義工共襄盛舉，會場設有

露天閱讀空間、共讀攤位和快閃活動。

《超時空．史遊記》

參加者透過《超時空．史遊記》參觀不同歷史建築，並體會各

式各樣的活動。義工則打扮成歷史人物重演歷史，講述香港現

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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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增值服務

「UP進修．增值」興趣增值課程理念為「持續實踐，增強

自信」、「關顧孩子，因材施教」、「連繫家長，攜手教

育」以及「循序漸進，培養興趣」。年內共舉辦接近一千個

UP進修增值課程，內容涵蓋語言、視覺藝術、表演藝術、

廚藝和音樂，參加人次達四十七萬八千零九十二。

LEAD Lab創意交通工具比賽

首次舉辦的LEAD Lab創意交通工具比賽要求參賽者設計和

製作自己的滑翔機及運輸船，以及利用電腦編程控制遙控

車。兩日的比賽有超過一百名參賽者和吸引了數以百計觀眾

圍觀。

STEM LEADer 科學生活營

接近一百名小學生齊集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參與暑期

STEM LEADer科學生活營。他們學習製作可以載人橫跨泳

池的運輸船、創意編程、控制無人飛機，以及製造火箭。參

加者亦獲安排參觀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智慧城市。

UP – 青年職場體驗計劃

青年職場體驗計劃以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人為對象，提供

有關服務業和行政工作的實習培訓。超過一百七十名參加者

在青年空間接受培訓。 

聯繫青年

青年空間透過運動、音樂、藝術等聯繫青年，舉辦迎合青年

人的各式創意活動，全年參加者人數超過六十六萬三千三百

四十二名。

uMarket 和創意手作市集

八間青年空間每月於單位內舉辦青年手作市集，亦在香港文

化中心露天廣場舉辦年內重點活動「香港地@uMarket」。

市集招募約五十個手作攤位，出售由青年人親手製造的各式

物品，亦有十五隊街頭表演者演出。

青協盃五人足球賽

第六屆青協盃五人足球賽吸引了四十支參賽隊伍，包括青年

空間代表隊、地區青年足球代表隊和多間中小學的代表隊，

合共有四百名球員。賽事獲香港足球總會支持，利物浦國

際足球學校-香港則為參賽隊伍提供賽前訓練。賽事為期三

日，合共有六十八場比賽。青協盃五人足球賽已成為青年球

員之間的重點年度賽事。

期間限定活動@uCafé

青年空間內的uCafé是青年人的聚腳地，uCafé今年舉辦

一連串期間限定工作坊，內容涵蓋烘焙、咖啡拉花和皮革

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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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主要活動

賽馬會青創社區系列：香港青年協會「藝動人生」計劃

「藝動人生」計劃獲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賽馬會

筲箕灣青年空間利用表演藝術和視覺藝術鼓勵青年盡展才

華，把握機遇。本會安排對視覺藝術有興趣的青年人學習塗

鴉技巧，其後為區內六間店舖閘門噴畫，粉飾社區。作品受

到香港機場管理局賞識，這些青年藝術家更獲邀以香港特色

為主題，創作六幅塗鴉鐵閘，於機場設置作品展覽。

「鄰舍第一」盛宴有里計劃

坪石青年空間的義工從各街坊手中收集多出來的新鮮蔬菜和

肉類，並進行分類。這些食物製成午餐和湯包後，再由義工

把午餐和湯包贈予低收入家庭和長者。這項計劃成功建立鄰

里之間的關係，表達互助互愛，推廣善用資源。自去年三月

起，超過二百名觀塘區人士受惠，參與義工達一百人。

Infinity 2018青少年電競盃

將軍澳青年空間於今年舉行首屆電競盃，吸引超過一百名青年

參賽者，家長和老師紛紛到場打氣。超過一千人在線上觀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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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1媒體服務

M21是一個多媒體網站（M21.hk）同時亦是一所
製作中心，為青年提供發揮創意的三大元素－
「培育」、「實踐」和「廣播」。

培育

媒體教室

M21媒體教室在本年度繼續定期提供多元化課程，包括

校園電視台管理、新聞採訪、配音、微電影製作等。學

員在M21的多個專業場景親身實踐，包括新聞報導室、

電台、佈景、綠幕退地等。M21的課程讓學員認識媒體

的運作，掌握技能，並為有志

投身多媒體製作的學員鋪路。

明日技能暑期班2018

本年度首次舉辦以「明日技能」為題的暑期班，裝備青年人

在科學和科技迅速發展所帶來的轉變和挑戰。在十天的密集

課程，參加者學習未來所需的技能，啟發創意思維，就特定

的任務和課題，運用技能以及擬定解決方案。

編劇大師接班人

課程由創意香港及電影發展基金贊助，為有志成為編劇的青

年，提供專業培訓。知名導師包括劉天賜先生、陳淑賢女士

及林超榮先生等。除了為期一年的課程外，更設有深造班。

當中學員的劇本獲Viu TV拍成《理想國》電視劇，在其電視

頻道播出。

實踐

製作平台

M21每年製作逾千條影片，包括時事、校園、生活和音樂

等內容。當中大部份影片均由青年人參與製作，這支逾七

百人的青年製作隊，擔當幕前幕後不同崗位，既學習又貢

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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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及預算Online@M21

M21就政府施政舉辦了一系列的節目，出席的主要官員包括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先生、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博士、創新及科技局

局長楊偉雄先生，分別談及大灣區和青年發展機會、創新科

技和多項民生議題，又於二零一九年三月邀請財政司司長陳

茂波先生談財政務算案。節目均為網上直播，旨在增加青少

年對時事的關注，並有機會表達意見。

廣播

播放網絡

M21擁有廣泛的廣播網絡，讓青年的作品在不同平台發表，

除了M21.hk網站外，更於一百五十間中小學和二十一間青

年空間設有機頂盒，播放M21的節目。M21並擁有專屬的

Facebook專頁和YouTube頻道。

myTV SUPER

本會與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合作，於二零一七年起在

myTV SUPER專設「M21.hk」頻道，讓青年人的作品得到

更多人欣賞。播放至今，廣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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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選比賽及創意活動

M21開放日暨新媒體節

M21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一連兩日首次利用M21近四萬呎的

空間，舉辦開放日暨新媒體節，吸引逾千人入場參與數十

個精彩活動，包括多場有關新媒體的講座、體驗工作坊、

升學展覽等。另外，同場更與開電視合辦「M21 X 開電

視幕前幕後大招募」，得到一群有志於演藝行業發展的青

年踴躍參加。

Values+網絡短片大獎

一條具感染力的網絡短片，可在短時間內瘋傳，讓觀眾從

中得到啟發，M21於暑假期間舉辦首屆「Values+網絡短片

大獎」，重量級評審及網上投票從一百條網絡短片選出七

大獎項。

惜水大使計劃2018-19暨短片創作大賽

由水務署主辦，M21協辦的首屆「惜水大使計劃」，委任合

共二百五十名中學及大專生擔任惜水大使，透過多元化的活

動，增進認識本港水務設施及保護水資源的方法。本計劃更

舉辦四十多項活動，如相片展覽、攤位遊戲、標語創作比賽

等，總觸及人數高達五千名學生及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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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健康網上短片創作大賽及第三屆健康四格漫畫
創作大賽

這兩項比賽均由電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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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項比賽已分別成為全港學校的年度活動。

全城導讀比賽2019

M21首次舉辦「全城導讀比賽2019」，吸引過百名中小學

生報名，賽前特地舉行工作坊，由招祥麒校長教授朗讀技

巧，而無線電視前新聞主播吳璟儁先生則教授正音使用。活

動更得到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肯定，於新一年撥款支

持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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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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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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生涯規劃

「人生理才計劃」旨在協助高中學生由學校過渡到工作世

界。過去一年，來自九十間中學的三萬五千八百九十名學

生，參與了一系列的活動、工作坊及講座。青年就業網絡亦

在本學年為三間伙伴中學共七十五名中學生提供個人評估及

生涯輔導服務。

「職場實戰計劃2.0」獲民政事務局支持，向來自九間中學、

合共約二千名高中學生推廣生涯規劃概念及提供基礎訓練。

與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合作推行的「成功在望」獎勵計劃，今

年以「夢想未來職業」為主題，吸引了近二百名中學生報名

參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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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就業網絡與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合作舉辦了一系列

的理財教育活動，包括工作坊和講座。「生涯財智策劃家」

工作坊於五間學校推行，為六百名同學進行益智有趣的版圖

遊戲，宣揚生涯規劃和理財的訊息；另外為來自不同機構的

七百五十名青年員工進行理財及規劃訓練；有一百一十一名

大專生參與了職場「錢」途工作坊，並由來自各行各業的嘉

賓分享行業概況。

「職橋計劃」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中學生及待業青年提供一

站式的就業支援服務。計劃分別為一百四十六名學生和二十

七名青年提供在校服務及離校支援，以助他們日後能夠順利

投身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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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強就業能力

青年就業網絡是勞工處「展翅青見計劃」的培訓機構之一。

過去一年，共有一百七十三名十五至二十四歲的待業青年參

與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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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超過二百個職位空缺，並提供相關的在職培訓。年內，舉

辦的特別就業計劃包括：「機場大使計劃」、「初創•行政見

習生計劃 」及「工作x假期@大嶼山」計劃。

「初創‧行政見習生計劃」獲摩根大通贊助及勞工處「展翅

青見計劃」全力支持，屬全港首個由初創公司提供六個月工

作機會予副學位畢業生的就業計劃，為初創僱主和即將踏入

職場的青年，提供招聘及求職的橋樑。過去一年，計劃為一

百五十五名青年提供職前工作坊，其中三十三人獲初創公司

聘用為見習生。

青年就業網絡參與由香港機場管理局牽頭的社區投資項目

「EXTRA MILE 里•想高飛」，首創「工作x假期@大嶼山」

計劃。年內，計劃為十八名青年安排為期一年於機場工作的

機會及社區探索，並提供免費住宿及學習津貼，協助參加者

尋找未來的人生路向。

與恒生銀行合作推出「恒生青年就業導航GPS計劃」，是全

港首個運用「休學年」概念的青年就業計劃，讓中學生運用

一年休學時間重新檢視個人目標，反思前路。過去一年，計

劃為二十位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服務，至今累積共一百一十

八宗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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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職業資訊

過去一年，青年就業網絡舉辦了一場大型青年就業博覽，向

一千名青年提供一站式的就業資訊及援助。另外，透過《職

業字典》網站，為中學生、家長及教師提供二百多項職業的

資料，以及有助學生為未來進行規劃的資訊。

培育青年創業家

社會創新及青年創業部在另一方面通過各種培訓計劃和商業

支持服務，培育年輕企業家和社會創新者。社創中心於年內

舉辦了一百多個青年創業及社會創新活動，包括講座、培訓

課程、師友支援及聯誼活動；亦接待了八百多位嘉賓和

訪客。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十四年來獲得黄廷方慈善基金支持，

為香港的創業青年提供一站式服務。計劃更為青年創業者提

供最高港幣十五萬元免息貸款。自創立以來，計劃收到一千

九百七十六份申請，共有一百九十七份申請獲得通過批核，

支持青年企業的免息貸款金額累計港幣一千三百一十五萬四

千五百七十元。

作為香港貿易發展局創業日的策略夥伴，社會創新及青年創

業部為一千多名參觀者提供創業資料及相關支援服務。而且

讓十六個青年雙創項目在創業日獲得免費展覽攤位。此外，

亦舉辦了兩場重點活動，即「青創師友同行研討會」和「創

業速配活動」，有五十多位專業人士、經驗豐富的導師和商

界領袖出席並與一百七十多位年輕企業家進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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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青年創業

香港青年創業家總商會由一群熱心的成功青年創業家在香港

青年協會支持下成立。商會有超過二百五十名會員，二零一

五年至今已協助超過三百名創業者成立超過一百五十間公

司。商會為他們提供不同範疇的支援，包括：講座、商業網

絡、定期交流等活動，以連繫不同的行業及拓展商機。

社創中心建立的創業師友平台，招募超過二百名具經驗的創

業導師，為創業青年提供專業意見及知識，特別是寶貴的商

業網絡和生活經歷。

為了向創業青年提供實用和度身定制的業務指導，社創中心

建立了創業診症室。這活動每月一次，集合各領域及行業的

專業人士和商業領袖，協助解決創業公司的痛點。今年有超

過五十個創業項目從這項計劃中受益。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夢工場）由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管理局投資建設，該局與深圳市青年聯合會及香港

青年協會三方共同指導運營。截至二零一八年底，已經有超

過三百八十個初創企業團隊進駐，當中一百五十八個來自香

港、澳門及海外。

核 心 服 務

133



社會創新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本會於二零一五年成

立賽馬會社會創新中心（社創中心），為青年創業者及初

創企業提供全面的支援。

由社會創新及青年創業部開展、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贊助的社會創新論壇，用以促進社會創新及提倡對社會產

生影響的業務轉型。活動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並有

二百多家青年創業公司和社會創新者報名。

社會企業計劃

咖啡空間21

咖啡空間21位於青協總部，由青年負責管理和營運的社會企

業，並為有志於餐飲業的青少年提供一個專業的在職培訓機

會。咖啡空間21亦可供租借場地，並為所在大廈內的其他租

戶提供餐飲服務。

PH3

PH3位於灣仔的一座活化歷史建築物，是舉辦私人或公司活

動、典禮、工作坊或社交聚會的理想場所。PH3這個社企項

目不但有助大家了解傳統婚禮儀式和文化遺產，亦為青少年

提供活動管理的培訓機會。

HKFYG Annual Report  2018 -  19   年 報

134



FAT CHOY

FAT CHOY餐廳為客戶帶來「農田直送」的飲食體驗。餐廳

大部分食材來自青協有機農莊以及其他本地農場。餐廳的時

令菜式以推廣低碳、可口的美食體驗為主，亦為青少年提供

就業和在職培訓機會。

YB21

YB21位於中環，旨在陳列、推廣和銷售由本地青年企業

家和設計師所設計和生產的產品。此外，YB21亦為對銷

售和營銷感興趣的青少年提供就業和在職培訓機會。

青協有機農莊

青協有機農莊於二零一零年成立，已有近十年歷史，一直供

應新鮮有機蔬菜，以及與學校和企業協作，提供具教育意義

的參觀活動。今年有超過四萬名個別人士參加活動和二百個

團體參觀了農場，體驗農莊環境及認識有機耕種、健康和食

物來源。

自二零一八年颱風造成破壞之後，農莊不斷更新其設施和服

務。通過流程簡化、產品結構多元化、加強教育元素，以及

引入新服務，農莊致力於滿足學校、團體、企業和公眾的各

種需求。

青協水耕農莊

位於大埔的青協水耕農莊於二零一九年成立，擁有現代自動

化無土栽培系統。佔地五萬六千平方呎的水耕農莊透過有效

控制質量，持續生產無污染的新鮮作物，不含有害化學物

質，提供更健康、清潔的蔬菜。水耕農莊還提供了一個學習

平台，以促進健康生活與環境之間的聯繫，並鼓勵青少年在

生態耕作方法中獲得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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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訓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開幕

以近二十年的領袖教育和培訓經驗為基礎，香港青年協會領

袖學院致力為香港締造能幹和具社會承擔的新一代。

作為政府第三期活化計劃的一部分，學院位於前粉嶺裁判法

院，並於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盛大開幕典禮。由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主持開幕儀式，

數千名嘉賓、校友及公眾人士齊聚一堂，誌慶學院的

新一頁，並透過二十多個項目以體驗這裏的設施，包

括本地及海外領袖主持的工作坊、配以混合實境的團

隊合作遊戲等。

模擬法庭夏令營二零一九

活用學院所在的法律和歷史價值，學院舉辦了第一屆

模擬法庭夏令營，協助六十名高中學生了解香港的司

法制度。另外，與香港學校模擬辯護及模擬法庭協會

合作，參與者也體驗了一場模擬審訊。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

學院達成策略夥伴關係，培養亞洲的下一代公共服務領

袖。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為學院所提名的候選人，提供兩

項碩士課程的全額獎學金，以拓濶香港青年人的世界觀和

視野。

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

滙豐未來技能培訓計劃讓青年人從小接受技能培訓，協助他

們提高未來的就業能力。

滙豐財經領袖對話系列二零一九

滙豐財經領袖對話系列二零一九旨在幫助未來的金融領袖培

育全球視野，並拓寬其批判性分析。金融領袖及專家，包括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先生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副主席

兼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先生，與三百名參加者交談。參加

者其後更將所學應用於「財經創新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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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200》領袖計劃

《香港200》領袖計劃每年選拔二百名具備領袖才能和熱衷

回饋社會的高中學生。本年度計劃的重點在於創新、國際聯

繫和溝通，並培育他們服務香港的承諾。

環球領袖發展院校

為向青年人灌輸全球公民意識，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資助的香港賽馬會環球領袖發展院校舉辦了多項計劃，包括：

全球論壇

全球論壇以「包容性亞洲未來的領導力」為主題，邀請來自

世界各地的二十多名年輕專業人士，共同探討聯合國的可持

續目標，包括在東道主日本大阪的實地考察，以及在和平號上

舉行的特別研討會。發言人有前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亞洲

區主任忍足謙朗先生，和亞歐基金會的高級項目經理Grazyna 

Pulawska女士。

領袖學人計劃

領袖學人計劃對香港未來領袖而言是個十分獨特的機會，參

加者可以從海外青年領袖身上學習，然後得到啓發，並在社

區進一步創造社會項目。十多位全球領袖被邀請到香港，當

中包括香港首個的青年世界核心小組。

優秀的學員也獲贊助加入海外學徒計劃，並跟隨全球領袖到

其家鄉，如加拿大和哥倫比亞等地，參與他們的社會項目，

從而汲取更多實踐經驗。

暑期青年環球領袖訓練計劃二零一九

來自十六個地區和國家約七十名高中生，在暑期青年環球領

袖訓練計劃擔當「未來經濟學家」。通過了解循環經濟，學

習如何以有效和對社會負責的方式運用資源。作為社會創新

者，學員也要就社會問題尋找解決方案。這暑期活動也獲各

界支持，包括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劉怡翔先生、香港設計

中心董事會主席嚴志明先生，以及陳廷驊基金會執行董事鄒

秉基先生出席活動。

文化保育大使計劃

在美國運通的支持下，文化保育大使計劃旨在培養未來的文

物保育領袖，帶領公眾欣賞三級歷史建築，以及了解香港的

法律制度。

由發展局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發起的「文物時尚•荷李活

道」街頭嘉年華會，也吸引了不少遊客親身體會學院所在活

化建築的深遠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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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服務

青年義工網絡於一九九八年成立，以鼓勵及推動
香港青年成為義工。青年義工網絡致力傳揚服務
精神給每一代人，使青年義工能夠發揮積極、創
新和可持續的影響。

青年義工網絡在去年收到一萬六千零三十九人
新登記成為義工，令義工總人數達二十三萬零
九百二十五人。今年義工的總服務時數達九十
二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小時，本會同時為五萬二
千五百四十五名參加者提供一千五百八十四項
義工訓練課程。

「我係義工」運動

「我係義工」運動舉辦了數個主要活動。適逢國際義工日，

超過一千二百名義工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探訪共二千三百六

十五個基層家庭和獨居長者，關愛社區。為響應全球青年服

務日，也透過各種網上宣傳活動收集了過百個義工服務的點

子及故事，及後在不同平台分享精選內容，以感染更多義工

的參與。

有心計劃

本會連續十四年舉辦「有心計劃」。連同新加入的企業，

現時共有九十三家《有心企業》。隨著二十間學校於年內加

入，《有心學校》的數目一共為一百八十三間。其中八十九

間參與學校於年內舉辦了一百零五個服務項目，超過一萬二

千名學生參與並獲頒證書。

鄰舍隊

為推廣關愛社區，本會持續舉辦「鄰舍第一」計劃。來自十八

區超過一千七百名青年義工組成鄰舍隊，服務總人次更多達七

萬五千。

青年主導的服務計劃

配合「鄰舍第一」的服務精神，青年義工網絡與Youth Service 

America及香港迪士尼合作舉辦「Disney Friends for Change青

年資助計劃」。十二至二十五歲香港青少年以小組形式透過此

計劃獲得資助，策劃及實踐促進鄰舍關係的服務項目。二零一

八年內共有三十八隊獲選，當中更有十隊得到雙倍資助，以進

行更大規模的服務計劃。青年義工網絡亦獲得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支持設立青年服務資助計劃，獲選隊伍得以藉此在社

區內推行嶄新的服務意念。五十八個由青年主導的服務項目，

共有一千一百名義工參與，總服務時數達八千八百一十九小

時，受惠人數近八千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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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培訓和交流機會

為答謝義工的努力，本會帶領十八名義工到訪中山三鄉，進行

青年交流。在本港也舉辦四次週末交流會，共有五百名義工出

席，分享經驗。此外，V Studio暑期義工服務策劃訓練班亦成

功培訓超過四十名義工領袖。

青年義工調查

會籍及義工組與本會青年服務諮詢委員會合作，為超過六百五

十名年齡介乎六至三十五歲的受訪者進行青年義工調查。結果

顯示，百分之八十五的受訪者表示會基於服務的性質決定參與

義工服務，部分亦考慮機構知名度、服務的配套安排等。百分

之五十的受訪者表示，缺乏時間是阻礙參與義工服務之原因。

此外，研究發現若義工服務前有充足的簡介會和培訓有助義工

持續服務，甚至鼓勵旁人加入義工行列。

「好義配」升級加強

於二零一四年推出的「好義配」網上義工配對平台，現已升級

加強，當中包括全新介面、簡化流程、加強用戶主導功能，例

如電子證書和即時通訊工具。「好義配」有三百九十四個服務

提供團體，包括非牟利機構、慈善組織和學校，為該平台提供

六百二十五個服務機會。新註冊用戶數量達到一萬一千四百九

十九個。同工亦向八十多間學校和機構舉辦工作坊，介紹新版

「好義配」如何有效協助義工招募和管理。

獎項

義工嘉許

由本會推薦的三位青年義工，包括劉羨文、孫賢諾和周彥瑋，

獲頒「2018-19年度香港傑出青年義工」殊榮。另外，佛教黃

允畋中學的VNET義工隊在本會駐校社工帶領下，奪得最佳學生

及青年義工計劃比賽（中學組）冠軍。

最高服務時數獎

逾二十一萬名義工共同努力參與服務，使本會獲得由社會福利

署推廣義工服務督導委員會頒發的二零一七年最高服務時數獎

（公眾團體）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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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青服務

本會青年違法防治中心提供五類服務，包括預防
教育、危機介入及專業評估、輔導治療、專業協
作和研發倡導工作。服務重點是處理青年犯罪違
規、與性有關和吸毒問題。過去一年，中心共處
理了五千四百二十五宗個案，舉辦九百項活動，
總參與人次為十八萬九千四百八十四。

預防教育

青 法 網 的 網 上 平 台 （ 網 站 、 Y o u T u b e 、 應 用 程 式 及

Facebook）的造訪次數達四十四萬三千零三十九次，其中青

法網應用程式的下載次數達六百二十三次。青法網的網上平

台上發布了八十多份預防教育信息和二十個預防教育視頻，

內容涉及青少年犯罪、網絡犯罪、性危險、吸毒和販毒、賭

博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

本中心為青年、家長、教師、社工和警察舉辦了三百四十六

個教育及識別工作坊，涵蓋的主題包括守法價值觀、網路犯

罪、自我保護意識、性危險，以及隱蔽吸毒和販毒問題。同

時也包括最新網路犯罪、青年犯罪違規現象和分析、賭博、

酗酒、加強家庭溝通和管理、以及危機辨認和專業輔導技巧

等題目。

危機介入及專業評估

違法防治熱線81009669提供熱線求助服務，包括危機介入措

施，以及處理犯罪、性或毒品相關問題。「守望計劃」和

「征途計劃」提供快速介入服務，以持續協助被捕青年和受

害者及其父母。有關服務已協助了一百四十多名青年。

兩項新的專業評估工具也於年內開發。「青少年科網危機快

速辨識和評估」工具由本中心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制定。由

華人慈善基金資助的「青少年飲酒危機預防教育計劃」，則

幫助青年了解飲酒的風險，並制定了一套風險評估工具。

輔導治療

本年中心共處理了三千九百九十五宗個案，幫助涉及以下犯

罪和偏差行為的青年，包括網路犯罪、欺詐、違法工作、販

毒、盜竊、性犯罪、暴力和黑社會和童黨等。中心亦幫助了

四百一十一名青年處理與性有關的問題，以及幫助了七百四

十六名青年處理與毒品有關的事宜，同時為相關青少年的父

母和家人，以及犯罪受害者提供諮詢和輔導服務。

在凱瑟克基金會的資助下，「青少年科技罪行防治服務」為

青少年罪犯和受害者提供風險評估和諮詢服務。過去一年共

服務了二百三十宗個案。「網絡偵探」教育棋牌遊戲旨在以

互動的方式教育公眾和青少年，提高他們的防備意識，避免

陷入網絡陷阱。棋牌遊戲採取認知行為療法的元素，幫助

參與者掌握有關網絡犯罪的十一種思想陷阱，並學習「五常

法」來處理危機。

「依‧正念－支援犯罪違規青少年精神健康輔導計劃」

由陳廷驊基金會資助，提供網上心理健康教育、識別及評

估服務、普及心理教育、認知療法和靜觀練習等教育及輔

導服務，以協助青少年處理精神健康有關、犯罪或異常問

題。計劃製作了十四條短片，以宣揚正向心理健康和預防

犯罪信息。

今年，本中心與懲教署合作推出「還押青年情緒管理訓練

計劃」，以幫助還押青年避免自我傷害行為，並通過認知

行為療法、創造性藝術和家庭功能訓練來提升他們的情緒

管理技巧。

本中心亦與心靈雞湯兒童基金、扶輪社和警察義工合作推出

「強化個人訓練服務」。來自不同機構的導師和生活教練幫助

處的於不利環境和違法青年訂立他們的生活方向和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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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也推出多個培訓計劃，通過加強正向思想、抗逆力和

鼓勵正面的生活方式，持續支援高危青年。計劃包括由建灝

慈善基金資助的「逆風計劃」泰拳訓練及情緒管理、「奮

進行動」的跑步訓練；以及由香港及澳門Clarins資助的專業

化妝及美容訓練。

由田家炳基金資助的「愛體驗－預防青少年性危機教育及輔

導計劃」，因應與性交易和性危機有關的行為和情緒，提供

專業風險評估、預防教育及輔導。該計劃包括敘事治療、表

達藝術活動、互動教育短片和桌上遊戲。計劃現時亦正開發

一套本地化的風險評估工具。

在禁毒基金的資助下，「隱蔽吸毒及干犯毒品罪行輔導計

劃」成功建立了一個跨界別的轉介機制，由八間醫院、香港

海關、社會福利署、警方、律師和學校組成。計劃推行期間

有三百多名有隱藏吸毒問題和干犯毒品罪行的青少年及其家

人得到幫助。計劃亦就販毒和吸毒制定了新的本地化風險評

估工具和輔導手冊。

由於需求甚高，而且計劃有所成效，禁毒基金推出伸延服

務，「隱蔽吸毒及干犯毒品罪行輔導計劃II」將持續至二零

二一年。「虛擬體驗抗毒輔導計劃」於今年度開展了多項活

動，以幫助有毒品問題的高危青少年，包括一套VR教育遊

戲「你有得揀」，以及一套名為「毒卡戲」的互動棋盤遊

戲和紙牌遊戲。「從家庭開始計劃」使用強化家庭功能課程

（SFP）來增強家庭功能並防止青少年吸毒。今年，該計劃

為父母、兒童和青少年開發了一套完整的培訓資源套。

「生命啟航 － 在職及隱蔽吸毒青年抗毒計劃」是一項針對在

職青年及隱蔽吸毒者的禁毒教育及輔導計劃，透過網上媒體

平台及其工作地點推行。該計劃製作了四條全新的KOL禁毒

短片，於去年有超過十萬次瀏覽。

研發倡導

《重新出發III》和《青年與法律》兩本書籍於年內出版。另

外，第五屆「重新出發 - 青年嘉許計劃」也於二零一八年六月

二十三日舉行嘉許禮。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的同工出席了在馬來西亞舉行的亞洲犯罪

學會研討會和在澳洲舉行的第三十一屆澳洲與紐西蘭犯罪學

會國際研討會，分享了他們在不同輔導和教育服務方面的專

業知識。

本中心也舉辦了「青年毒品問題與認知治療介入」分享會。

演講嘉賓包括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黃成榮教授、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與社會行政學系黃富強教授和蔡永傑醫

生。他們從不同角度分析藥物問題並分享其治療方法。當日

有超過一百名社工、醫療專業人員和教師參與。

永利街住宿服務

永利街住宿服務（WL Residence）為年齡介乎十八至二十四歲

的青年人提供短期住宿服務、生涯輔導、生涯規劃指導和職

業技能培訓。去年服務了六十三名青年。

未來計劃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將會重點關注與網絡犯罪、違法工作、隱

蔽吸毒及販毒、在職青年吸毒、精神健康以及性犯罪等問題

的教育和輔導服務。中心亦會制定新的輔導守則和評估工

具，並運用大數據分析青少年吸毒問題和籌劃有關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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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服務

本會成立全健思維中心以整合學校社會工作組、
青苗計劃、媒體輔導中心和青年全健中心的工
作，從而透過跨單位合作和不同平台提供針對情
緒健康的服務。

駐校服務

過去一年，本會透過青苗計劃共向二十五間小學及三間幼

稚園提供服務，為學生、家長及老師舉辦了一千五百六十

三項發展及預防性教育活動，並處理四百七十四宗個案及

提供二萬六千七百六十二次諮詢服務，大部分與情緒、家

庭、行為及學業有關。

本會為三十五間中學提供駐校服務，當中二十一間由十二

間青年空間負責，另外十四間由學校社會工作組負責。共

處理三千三百六十一宗個案，提供一萬八千七百八十一次

諮詢服務，以及舉辦八千三百三十三個活動和小組討論。

情緒健康服務

以下服務以不同服務類別劃分 ：

情緒健康計劃

承蒙「滙豐150週年慈善計劃」撥款，本會得以推行Project 

STEP促進情緒健康及為有需要的青年提供支援。本會的情

緒動車「青協解憂號」到訪全城二百個地點，包括學校及社

區，提供戶外坐位讓參與者可以放鬆休息一會。互動教育劇

場在一百間小學裡巡迴演出，讓學生知道如何處理情緒問

題。本會亦招募及培訓情緒健康大使，向社區宣傳精神健康

的訊息。另外，本會亦透過青少年全健精神科資助計劃，資

助約一百名有需要的青少年接受精神科醫生診斷和治療。

好心情@學校

青少年面對及應付不斷變化的挑戰及生活壓力時容易出現情

緒失衡。為加強學生對精神健康問題的意識，好心情@學校

運動推行「Wellness for Youth」校本計劃，有二十四間中

學參與，並為學生、教師和家長舉辦了一系列共一千七百二

十一個講座、小組討論和工作坊。

服務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Project COACH提供特殊學校駐校服務，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及家長提供小組及個別培訓，尤其針對患讀寫障礙、自閉

和過度活躍症的學生。除了提升其學習動機、掌握有效學習技

巧及改善情緒和行為問題外，本服務亦注重學校和家庭之間的

協作。年內共為二十二間中小學提供一千五百零四節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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戀愛教育

優質教育基金自二零零三年起一直資助愛情價值學戀愛及性

教育計劃。今年本計劃已於年內為來自二十多間學校及單位

的五千三百二十一名學生、教師及家長舉辦了三百四十六節

活動。本計劃於二零一九年二月就愛戀關係向三千零六十八

名中學及大專學生進行調查。調查結果反映了青少年的價值

觀，並提出性教育應納入常規課程以集中培養青少年人際關

係正面的價值。

培養學生抗逆能力

本會舉辦了以下計劃：

• 小學成長的天空計劃為來自四十八間小學的小四至小六學

生舉辦多元化活動。

• 校本課後學習及支援計劃為弱勢社群學生提供額外的機

會。年內，在七間學校舉辦了二百九十七節活動。

• 健康校園計劃在禁毒基金的資助下，為四間中學舉辦了三

百四十六節活動。

升學規劃

DSE@27771112

本會為離校生及DSE考生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教育博覽、

講座、熱線及網上輔導服務，並提供實用資訊協助考生減輕

考試壓力和計劃升學。本年共舉辦了十二節活動予一萬四千

九百九十名學生及家長。本會提供熱線及網上支援服務，並

於放榜階段加強服務。

學生生涯規劃服務

PLUS體驗學習系列是為學生而設的學習教材，針對生涯規劃

和價值觀教育。年內，共為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七名學生舉行

了五百八十六節生涯規劃活動。

媒體輔導服務

電話熱線服務

關心一線27778899提供即時便利的求助途徑。年內，共錄得

二十六萬三千五百八十一個來電，並處理其中四萬九千七百

四十四宗個案。情緒問題、學業及精神健康是青年人最為關

注的三個項目。

網上輔導服務

社會福利署將uTouch網上青年外展服務正規化，以針對六

至二十四歲不適合接受傳統主流服務的青年。uTouch主動尋

找和接觸有危機的青年，提供網上及網下介入的輔導支援服

務。年內，本服務接觸了四千八百三十六名青年，並為其中

一千零二十宗個案提供服務。另外，本會亦與其他社區持份

者及組織聯繫，促進跨界別合作照顧青年的需要。

媒體教育

獲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的Project NET旨在為中小學生發展進

階的媒體素養教育。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本計劃共有二十

間中學和三十五間小學的學生和教師參與課程和工作坊。另

外，亦有二十五支由教師組成的隊伍，參加了為促進媒體素

養教育納入多學科而舉辦的新媒體素養教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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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服務

本會設有兩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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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
提供優質教育。此外，亦設有持續進修中心，旨
在鼓勵青年人通過非正式平台終身學習。

幼兒教育

聯校教師交流團

在復活節期間，聯校教師交流團前往台北研習繪本教學。參與

教師參觀了十分完善的繪本館、出席講課、討論並了解繪本與

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繫。

鼓勵親子閱讀

優質繪本有助於兒童獲得知識，並能幫助理解包括情感和死亡等

較艱深的概念。三間幼稚園整合繪本教學的經驗，出版了《好傢

伙－繪本閱讀之道》家長教育叢書，介紹閱讀對兒童的好處，並

示範了加深兒童理解故事中訊息的活動。希望這本書能為家長提

供一個易於實踐的渠道，讓他們開始與孩子一起閱讀。

遊戲學習

根據教育局的幼稚園課程指引，幼兒主要是通過遊戲學習，三

間幼稚園增加了課程中的遊戲比例，分配更多的課堂時間推行

以兒童為主導的遊戲及自行探索。功課亦包含使用特定教材的

小任務，促進兒童的合作能力、邏輯思維及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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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教育

創新課程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的創新課程，旨在推動學生追求知識和

獨立學習。在課堂上通過愉快高效的活動，學習基礎科目和發展

技能。同時也鼓勵學生利用課餘時間閱讀、進行自主學習及體能

鍛煉。

生命教育

學校將生命教育元素納入課程之中，透過早會、週會、專題課

堂及學校活動，幫助學生在身心、智力、社交和道德發展方面

取得平衡。

LEAD實驗室及校本STEAM課程大綱

校本的STEAM課程為小四至小六學生而設，以卡魅、電腦編

程及微型電腦處理三個部份組成。卡魅是由清華大學高雲峰教

授設計，使學生有機會運用數學和科學知識設計產品，並使用

鐳射切割器製造成品。

跨學科活動

為了鞏固知識和學到的技能，復活節假期後為所有學生組織

了跨學科活動，包括初小學生在本地考察，以及高小學生到

首爾、珀斯、曼谷、新加坡、澳門、山東、四川和北京等地交

流。當中要求學生探索、閱讀、觀察，以及應用在學科中所學

到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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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教育

教與學

教育發展的最新趨勢著重建立發展目標、學生才能和學習需

求。為了配合趨勢，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致力設計校本課

程，以培養未來領導者，通過體現「3S」－「自學、自律、自

信」－服務社區。

為推動多元學習和加強學習能力，自主學習已被納入日常課堂

學習，結合課前預習以在課堂中反映出所學的成果。作為香港

大學大型公開網上課程（MOOC）的唯一合作夥伴，書院鼓勵

學生按照各自的進度修習全球大學的課程。

學生在英語辯論、朗誦和戲劇方面持續有傑出表現，一名學生

在二零一九年香港青年協會英語演講比賽中獲得季軍。他們在

國際聯校學科評估及比賽（ICAS）的成績同樣優異，一名學

生更奪得ICAS中學三年級英文科的最高分和獎牌。STEM（科

學、科技、工程和數學）課程強化學生的語言、科學和數學能

力，同時提升學生的創造力和創新思維，使越來越多學生在數

學和科學比賽中獲得優異的成績。

學生發展

為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書院將「智慧之源，求實求真」的精

神融入課程，並以正向心理和「堅持不懈」為核心價值。書院

安排多項圍繞這主題的講座和工作坊，更獲選在校內推行香港

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培養學生正面態度和價

值觀」主題網絡計劃以及「好心情@學校」計劃。學校亦提供

體育、文化等各項課外活動予學生參與，促進個人健康成長。

書院也和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合作培育未來領袖，數名中三

學生參加了二零一九年的海外大使計劃，並獲得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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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修

持續進修中心一直致力開拓專業課程，培育人才。本年度的課

程重點以事業發展為主，如電競管理、無人機操控、樓宇檢

驗、學前遊戲小組（Playgroup）導師、調解及輔導等學習領

域。中心現有五項課程納入資歷架構課程，當中三項包括專業

調解員培訓證書、幼兒學前遊戲小組導師培訓證書及音樂導師

證書的課程，已納入持續進修基金課程名單；言語訓練及治療

課程也於本年度成功晉身英國資歷培訓認可之證書課程。

持續進修中心亦舉辦考察團及參加展覽和大型活動，如教育及

職業博覽，更為教育系列叢書出版《治療導航》一書。持續進

修中心亦與中國人民大學及徐悲鴻藝術委員會合作籌辦美術教

師文憑課程。

持續進修中心提供的培訓課程廣獲政府部門、各大機構和本地

學校歡迎。而各行業講座及研討會參與人數超過一萬人。

青協生活學院繼續協調各區青年空間及專業單位共同推動課程

發展，加強策劃和行政支援，宣傳工作包括網上課程平台和課

程雜誌，旨在推廣享受生活學習的樂趣。生活學院本年度推出

《青協生活學院進修雜誌》，透過專訪故事、專家專欄與讀者

分享各行業知識及趨勢；搜羅多項精選課程和最新進修資訊，

為讀者提供多元進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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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服務

「家長全動網」和「家庭生活教育組」提供網上
和社區為本的服務，包括為親子提供調解服務、
教育講座、工作坊、自學小組和家庭活動，協助
家長持續進修及建立互相支持網絡。

服務重點

親職教育服務

全新及系統化的「家長學」家長教育課程在年內推出，內容包

括「培育子女成材」、「拉近親子距離」及「處理親子衝突」

三大範疇。全年共舉辦三百九十多項相關的親職教育活動，超

過四萬五千二百零二人次參與。

家長全動網網站 psn.hkfyg.hk

本會邀請不同領域的專業人士，在家長全動網網站分享與親職

教育相關的專業知識及經驗。網站會定期更新資訊和媒體

製作，並鼓勵家長參與網上群組及進行分享。截至二零一九年

三月，網站瀏覽人次為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九人。

親子調解服務

一千九百四十七人次曾接受親子調解及相關服務，

並能處理衝突。

家長自學小組

為加強家長間互相支持，單位組織了超過五十個家長自學小

組。部分小組關注共同議題，部份小組從跑步、遠足、瑜伽、

烹飪及棋類遊戲等各種興趣著手，支援家長身心健康。

合作計劃

「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教育講座系列

本會連續十六年與職業訓練局合辦全港性的家長教育講座，超

過一千二百人出席。本年舉辦三場講座，分別有關香港中學文

憑試放榜策略「DSE家長學堂」，加強親子溝通方法「說出好

關係」及認識未來就業市場「未來職場展望」。

「支持子女建未來」家長教師講座

本會首次與香港建造學院合辦「支持子女建未來」家長教師講

座，講座邀請了麥潤壽先生與現場超過一百名家長分享培育子

女成材經驗，反應理想。

全球家庭活動

本會與WGI Worldwide, Inc.及「膳心連」合作，舉辦「Read 

and Rice」全球家庭活動，活動中外籍義工身兼教師，幫助家

庭讀寫英語及分發食物，其目的是杜絕文盲及協助貧困人士。

活動分別在荃灣、坪石及筲箕灣舉辦過五次，反應非常熱烈，

有超過六十名外籍義工參與及二百名人士受惠。 

出版刊物

單位本年出版《培養子女成才的12道密碼》一書，向讀者

分享培育子女成才的心得及方法。書中同時邀請曾鈺成先

生、朱子穎先生及郭致因女士分享他們對親職教育的反思，

並對育兒技巧作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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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交流

STEM教育

本會成立創新科學中心，旨在為學生和教師提供實踐探索性的

科學教育。在創新科技署和香港科技園公司支持下，中心提供

了四百四十二項計劃，共有超過五萬名參加者。

為了培養科學人才和促進創新科技文化，中心為不同程度的學

生量身定制課程，當中包括針對有天賦小學生的科才種子培訓

計劃，及為優秀大學生而設的1+1科學優才計劃和創新科技獎

學金計劃。所有課程的目的不僅是促進學術興趣，還踏進創新

和技術領域的專業。

STEM比賽

本會年內舉辦了以下各項比賽：

香港學生科學比賽吸引了來自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共八十一間

中學，接近一千名學生參加。他們組成了二百九十四支隊伍，

爭奪各個科學獎項。比賽由本會、教育局及香港科學館合辦，

並得創新科技署及香港科技園公司贊助。

今年，約五百二十九名來自四十三間中小學的學生設計並建造

機械人，以完成香港FLL創意機械人大賽（FLL）的十五項任

務。兩天的比賽共吸引了超過一千七百名參觀人士。

來自六十三間學校的三百六十多名學生和教師參加了今年的機

關王競賽。這些隊伍應用綠色能源概念以及物理、化學和力學

知識，創造了展示連鎖反應能力的模型。

勝出的隊伍更獲進一步的培訓機會，並被派往參加國際賽事，

與海外參加者一起學習和分享。十二隊獲獎隊伍參加了二零一

九年世界機關王競賽，其中四支隊伍分別在各自的組別成功贏

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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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及一帶一路交流

承蒙民政事務局轄下青年發展委員會及深水埗民政事務處的支

持，近一百七十名青年得以到訪大灣區城市了解當地科技發展

和飲食文化，包括深圳、東莞、中山、珠海以及江門。

二十名來自可譽中學的學生前赴佛山參加襌港澳青少年足球交

流賽，另外四十名來自民生書院的學生則在中山接受領袖訓

練。同時亦有三十六名來自十間中學及九間專上學院的學生到

訪遼寧省的沈陽體驗當地生活。

三十名專上學院的青年在民政事務局青年發展委員會國際青

年交流資助計劃的支持下，得以遠赴捷克探索一帶一路所帶

來的機遇。

交流及服務考察計劃

來自八間中學共六十名學生前往日本冲繩體驗當地文化，與此同

時，亦有四十名機場大使前赴韓國學習有關旅遊及酒店知識。另

有一百一十二名學生踏足清遠為弱勢社群提供社會服務。

在青年發展委員會、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以及柏立基爵士

信託基金的支持下，近八十名青年前往武當、台灣及澳洲分別

學習武術、認識體育文化和接受領袖培訓。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

由旅遊事務署及本會合辦，並由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協辦的

香港青年大使計劃，旨在培訓青年人，在本地及海外推廣香港

的好客形象。計劃在本年度已踏入十八周年，二百九十二名年

青朋友經過適切的技能培訓後獲委任成為青年大使。他們在過

去一年，曾經在十四個本地旅遊景點提供駐守服務、參加二十

二項推廣旅遊的盛事活動，與及組織超過十五個活動項目，向

訪港旅客推廣香港。

計劃亦招募五十三名中學學生參與好友計劃，與今年度的青年

大使一起將香港東方之珠的美譽向全球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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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康體藝

香港旋律、香港起舞、香港樂隊及香港敲擊繼續
作為本會的專屬平台，吸引青年人並培養他們的

藝術才華。

無伴奏合唱

文化藝術組為學校、青年空間及機構舉辦無伴奏合唱訓練，

參與人數達至六千人。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在香港藝術發

展局支持下，與澳洲、日本、內地、菲律賓和台灣的團體建

立緊密的合作關係。

二零一九年香港國際無伴奏合唱節

踏入十周年，舉辦了音樂會、社區

表演及校園巡迴演出等多項活動。

香港旋律繼續為本地以至國際社

群送上高質素的演出，分別為在上

海舉行的第一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

會、FIVB世界女排聯賽、運輸署五

十周年慶典等作表演嘉賓。

舞在當下

由華人慈善基金贊助的「舞在當下」活動，在二零一八年十

二月至二零一九年七月期間舉行，三千一百七十一名學生在

學校進行了治療性舞蹈之旅和工作坊。該項目取得了巨大成

功，並引起了對青少年身心靈健康的關注。

週末躍匯藝文青

從二零一八年六月起，本會聯同港鐵舉辦「週末躍匯藝文

青」，以鼓勵青年人的參與。每個週末下午，來自大專院校

的青年表演者都會在港鐵香港站的「生活藝術舞台」上展示

他們的藝術才華，包括歌唱、樂隊音樂、舞蹈，甚至無伴奏

合唱。

My Stage青年創藝節2018

透過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大型青年活動資助計

劃，My Stage青年創藝節於二零一八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九年

五月期間舉行。活動提供了平台讓青年人透過舞蹈、敲擊

樂、樂隊音樂及無伴奏合唱展露藝術才華。創藝節亦舉辦了

大型戶外戶內音樂會、比賽、舞蹈及時裝秀，以及藝術市集

和無伴奏合唱的校園巡迴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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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丫青年營

青年營利用四周的天然環境、豐富的資源和生物多樣性，設

計了一系列野外探險和戶外歷奇活動以及環境教育計劃。環

境及自然保育基金為「五月唧啐•親我樹蛙」－生境保育和

生態倫理教育計劃撥款超過港幣六十萬元，參加者超過四千

二百一十七名。

 

營地亦在十二月舉辦了多個開放日活動，除了現有的野外探險

和戶外歷奇活動外，亦提供中國傳統競技比賽、中國傳統箭藝

和投壺、傳統武術和中國武士遊戲等各種新活動。

深圳灣藝穗節 - 原創音樂祭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六支香港青年樂隊獲邀参與深圳灣藝穗

節，演出為時三小時的Shine On Stage原創音樂祭。演出曲目

均為樂隊原創，從而促進中港兩地樂隊文化交流。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去年，訓練營接待了十六萬名營友和二千二百九十八個團

體。他們參與了近四十項不同活動，包括休閒活動、團隊建

立訓練、體能和技能培訓以及各種證書活動。新推出的餐飲

服務亦致力提供更多元化和健康的飲食，

並可選擇素食。營地亦將體育館的冷氣系

統進行升級，改用效率更高、碳排放更少

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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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

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臨近船灣淡水湖主壩，四周海域相對平

靜，地理上受環山保護，是舉辦各式水上訓練及活動的理想地

點。年內使用人次增至八千七百五十九人，對於一所只容納四

十五人的中心而言，使用率異常出色。

在擴建石屎平台後，不僅有更多水上訓練得以進行，包括滑浪

風帆、獨木舟及直立板；同時也舉辦了不少比賽和活動。於去

年，本地及海外多個國家體育組織更在這裡舉辦了十三項滑浪

風帆、直立板、公開水域游泳和帆船比賽和活動，其中最矚目

的為Optimist公開賽和全國錦標賽，吸引了超過七個國家的一

百多名初級選手參加。

除了技能培訓外，中心亦提供社區水上運動訓練和歷奇活動，

幫助青少年強身健體，提升自信和團隊精神。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港幣一億四千五百萬元，資助中

心重建為度假營地。地基及底層結構工程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開

始，預計將於二零二零年完成。中心將繼續重點提供青少年水上

活動，並在重新對外提供服務時加入綠色生活和環境保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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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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和科學化的數據
分析尤其重要，研究工作亦需以此為根基。過去
二十六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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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創研庫

青年研究中心於二零一五年成立青年創研庫，是本港一個屬於

青年的智庫；亦是一個獨特的意見交流平台；透過以研究實證

為基礎的討論、交流，創研庫成員提出政策建議，期望能為社

會建言獻策。

現屆（二零一七至一九年度）創

研庫由近八十位專業才俊、青年

創業家與大專學生組成。另有八

位專家、學者應邀擔任成員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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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出版十一項研究報告：

出版日期 
專題報告

系列
主題 

二零一八年八月 YI033 培養香港管治人才 

二零一八年九月 YI034 創科生活應用與智慧城市 

二零一八年十月 YI035 釋放香港女性勞動力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 YI036
促 進 高 學 歷 特 殊 需 要 青
年的就業機會

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YI037
促 進 市 民 參 與 公 共 財 政
管理

二零一九年一月 YI038
改 善 中 學 生 涯 規 劃 教 育
的效能

二零一九年二月 YI039
消 除 港 青 在 粵 港 澳 大 灣
區發展事業的障礙

二零一九年三月 YI040
改善香港減廢與資源回收
狀況

二零一九年四月 YI041
優化香港特別行政區授勳
及嘉獎制度

二零一九年五月 YI042
提升初中資訊科技教育的
效能

二零一九年六月 YI043
吸納多元化年輕人才來港
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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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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年內出版的

一期學報探討以下專題： 

出版日期 總期數 專題

二零一八年一月 四十一 青年的全健發展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本會出版的《香港青年趨勢分析》系列，每冊均整理及歸納

本地青年統計數據，並就值得社會關注的現象及趨勢提出建

議，藉此讓社會各界加深對青年發展現況的掌握，並促進公

眾對青年事務的關注和討論。

出版日期 刊物名稱 

二零一九年七月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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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叢書

本會一向致力出版優質書籍，包括專業叢書系列及青年讀物

系列，希望培養社會的閱讀風氣，以及跟青年工作者分享前

線工作經驗。於二零一八年，一共出版十一本專業叢書及青

年讀物，包括：

1.《重新出發III》

2.《青年與法律》

3.《治療導航 ─ 心靈輔導5堂課》

4.《培育子女成材12道密碼》

5.《情緒字典》

6.《「郵」歷香港》

7.《香港代表 ─ 運動．有一種信念》

8.《為你烹調》

9.《職業字典（機場篇）》

10.《49+1生活原則》

11.《細細個嗰一刻》

本會亦參與香港書展2018，藉此推廣及介紹青協出版的刊

物。另外，本會於二零一八年底正式推出青協網上書店，除

了書籍外亦引入文青文具系列，為讀者帶來更豐富的購書經

驗。讀者可前往books.hkfyg.org.hk選購。

為了培育更多青年投身寫作，本組的《青年空間》雜誌製作

組每年訓練超過二十名大專生。今年更特別於暑假期間舉辦

「生活雜誌記者工作坊」培訓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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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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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健康、創意創新、網上罪案等，作出深入探討，並在主

要文章附以中文簡述。讀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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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雜誌現時每

期發行約一萬一千本，讀者遍及香港、亞洲及海外地區。

有興趣的讀者請到youthhongkong.hkfyg.org.hk瀏覽網上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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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雜誌

每期均報道青年感興趣的題目，包括青年的生活時尚及潮流興

趣等。本雜誌亦是一個讓青年發揮寫作才能的平台，故此一

直深受讀者歡迎。有興趣的讀者請到youthspot.hkfyg.org.hk

瀏覽網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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