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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創辦人史篤士先生，於一九六零年由英國基督

教福利會派遣來港發展青年服務。一九六二年，本會根據社

團法例正式成立，七零年改以公司法例註冊。

本會初期的工作目標，一方面是聯絡其他青年服務團體，共

同促進青年服務，另一方面是在公共屋邨開設青年中心。本

會早於六十年代開始，針對社會及青年的需要而作出多方擴

展，並於一九六七年率先實行「離散青年工作」，專為若干

不願意到中心參加活動的青年提供服務，這可算是本港外展

社會工作的先驅。

踏進七十年代，本會實行「青年諮詢輔導計劃」，幫助青年

人解決在情緒及社會適應上的困難。這項計劃已發展成為現

行的青年輔導服務。期間，本會又推行「三月服務月」，藉

此鼓勵青年人積極參加社區服務。在七十年代末期，亦推行

了學校社會工作及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務。

隨著服務範圍不斷擴大以適應社會需求，本會在一九八一年

修訂會章。此外，還增設新服務單位，專責職員及會員培訓、

拓展新服務，以及處理工程事宜。一九八零年代中期，本會

開始進行青年交流計劃，派遣學習團到過不少國家；李兆基

青年交流基金於一九九五年成立之後，更多長遠而不同形式

的交流計劃從而得以實現，令更多青年人在海外學習中受惠。

隨著一九九七年主權移交，本會與內地的青年工作者亦透過

定期的交流及訓練計劃，令兩地的聯繫及合作更趨緊密。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本會有系統地對青少年事宜進行調查研

究。自一九九三年初開始，本會均進行每月的青年意見調查

及深入的青少年研究。青年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六年五月啟用，

提供深入的研究及分析數據，從而為青年人設計適切的服務。

一九九八年九月，本會通過修訂會章的特別議案，以配合籌

辦學校的準備。隨著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於二零零零年

九月開課，本會把服務正式推展至教育的領域。香港青年協

會李兆基書院也於二零零六年九月開課，這直資中學進一步

實踐本會的教育理念。繼一九九七及一九九九年開辦的兩間

幼稚園暨幼兒園，本會於二零一三年開辦第三間幼稚園。

二零零零年四月，本會成立青年領袖發展中心，為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未來培訓青年領袖。香港青年協會青年領袖發展中

心有限公司更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九日成立，專責設立及管

治「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位於前粉嶺裁判法院舊址的

學院也於二零一八年九月正式運作。

除於一九九七年七月發表了服務承諾外，本會亦於二零零一

年出版了首份機構計劃，以加強本會服務的透明度及對公眾

的問責性。並透過完整的機構策劃周期，進行每年的服務及

財政評檢及策劃工作。

本會於二零零二年把青年中心易名為「青年空間」[ 一個讓青

年人參與、尋找機會和接受訓練的地方 ]，這仍然是提供青年

服務的主要場地，連同新設立的青年網站 u21.hk，繼續把青

年服務帶到各社區。

本會於二零零二年十月成立青年就業網絡，向離校或失學的

青年人提供見習職位、培訓和輔導服務，藉此增強他們在社

會上的競爭力及提供實用的就業指引。青年就業網絡亦在支

援創業方面，加強服務，提供培訓。

二零零三年七月，本會成立伙伴及資源拓展組，致力開拓和

建立與其他界別和企業的伙伴關係，藉以拓展資源，以期為

青少年提供適切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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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度，本會重新檢示服務範圍及改善執行

架構，並把以下十項核心服務作為未來五年重點推行項目；

這包括網上媒體服務、就業支援、領袖培訓、義工服務、邊

青服務、輔導服務、教育服務、家長服務、創意交流及文康

體藝服務，以期更貼切配合現代青年人的需要。從二零零九

年，本會把青年空間及研究出版納入為核心服務，數目增至

十二項。

於二零零八年二月，本會把所有行政部門及部份的服務單位

遷進坐落北角百福道 21 號的香港青年協會大廈，標誌著協

會的發展踏入了一個新里程。青協大廈內還設立了青年空間

21、青協持續進修中心，以及咖啡空間 21，後者更是首個由

青年就業網絡所推行的青年社會企業計劃。二零一三年五月，

本會在大廈五樓設立了青協博物館，展示各類古代文物、陶

器、瓷器及其他工藝精品。

本會於二零一零年設立有機農莊，透過親身體驗，鼓勵青年

人實踐健康生活，並提升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育的意識。於

二零一九年更設立了水耕農莊，除了讓青年體驗另一耕種模

式，也成為認識健康生活與環境相互關係的學習平台。

二零一三年初，本會設立了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Media 21媒

體空間﹝簡稱M21﹞，提供一個獨特、融合先進科技的全新

多媒體平台，讓青年人發揮創意與想像。全健思維中心於二

零一七年八月成立，結合學校社會工作組、青苗計劃、媒體

輔導中心及青年全健中心的服務，全面為青年提供專業支援

及輔導網絡，重點關注青少年的情緒健康、戀愛與性、學習

障礙，以及媒體素養。

配合新《公司條例》( 第 622 章 ) 從二零一四年三月三日生效，

也為遵從教育局對營辦學校的要求規定，本會於二零一四年

十月九日召開特別大會並通過特別議決採納新的章程細則以

完全取代舊有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賽馬會社會創新中心也於二零一五年成立，作為首間以青年

為本的社會創新中心，旨在鼓勵青年運用創新點子，改善社

會及環境現狀。本會於二零一九年成立用戶體驗組，以科技

提升服務水平，透過用戶研究、服務設計、優化流程等，提

升用戶的滿意度。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宿舍 PH2 於二零二零年開始營運，此乃政

府「青年宿舍計劃」下全港首幢落成的青年住房，為在職青

年提供可負擔的居所。該發展項目把座落大埔寶鄉街二號的

大埔青年空間原址重建。新大樓的地下兩層亦供大埔青年空

間重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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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大紫荊勳賢，GBS

副贊助人

楊鐵樑爵士，大紫荊勳賢

高級顧問

王䓪鳴博士

理事會

會長

溫文儀太平紳士

副會長

陳維安先生

義務司庫

馮玉麟博士

義務秘書

蔡定國醫生

當然委員

黃嘉純律師

委員

鄭建源先生
陳家樂律師
何淑賢太平紳士
陳重義博士
石嘉麗女士
凌潔心女士
胡潔瑩博士
張英相教授
廖於勤先生
李嘉胤先生
馬賢慧女士

總幹事

何永昌先生

副總幹事

呂慧蓮女士
魏美梅女士
陳文浩先生

贊助人及高級顧問 理事會及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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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服務諮詢委員會

主席

魏美梅女士

委員

陳昌堅醫生
陳卓曦先生
陳浩升先生
陳景道先生
陳穎雅女士
陳潤新先生
周彥瑋先生
張綽嵐女士
張栢寧先生
趙樂欣女士
周芷瑩女士
馮兆泰先生
馮黛詩女士
葉俊廉先生
龔倚澄女士
林惠業先生
劉翠雅女士
劉漢耀先生
羅晞瑤女士
廖美欣女士
吳宗麟先生
吳美松先生
潘學智先生
潘杰山先生
曾樂慈女士
王柏霖先生
余景浚先生

核數委員會

主席

關百忠先生

委員

馮玉麟博士
李家祥太平紳士（至2019年12月31日止）
凌潔心女士
廖於勤先生（由2020年1月1日起）
何永昌先生

列席代表

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僱員公積金計劃委員會

主席

陳重義博士

委員

何永昌先生

職員代表

劉慧心女士
梁康民先生
蔡芷麟先生
梁偉文先生

列席代表

滙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施羅德投資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滙豐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協會僱員供款醫療計劃委員會

委員

蔡定國醫生（義務醫療顧問）
馮玉麟博士
何永昌先生

職員代表

蕭瑋珠女士

贊助人及高級顧問、理事會及委員會

107



投資專責小組

委員

馮玉麟博士
李家祥太平紳士（至2019年12月31日止）
關百忠先生
鄭建源先生
廖於勤先生（由2020年1月1日起） 
何永昌先生

資訊通訊科技專責小組

主席

陳重義博士

委員

溫文儀太平紳士
張英相教授
鄭小康先生
麥鄧碧儀太平紳士
魏遠強先生
邱桂雄先生
何永昌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青年交流基金董事顧問團

主席

溫文儀太平紳士

委員

李兆基博士
孫明揚太平紳士
陳維安先生
凌潔心女士
何永昌先生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法團校董會

主席

葉殿恩教授

委員

李志華律師（至2020年8月31日止）
蔡張杭仙太平紳士（至2020年8月31日止）
顏雪芳女士
陳錦祥太平紳士
蔡定國醫生
呂慧蓮女士
徐小曼女士
連鎮邦校長
謝煒珞校長
吳佩儀副校長
利國良老師
鄭梓敏先生（至2019年11月９日止）
劉鳳鳴女士（由2020年1月6日起）
李琴女士（由2020年1月6日起）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學校管理委員會

主席

陳維安先生

委員

葉殿恩教授
張黃韻瑤博士
顏雪芳女士
彭韻僖太平紳士
陳德恒先生
林彥卓先生
呂慧蓮女士
徐小曼女士
連鎮邦校長
何欣昕老師（至2020年8月31日止）
李春娜老師（由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8月31日止）
彭緯聰老師（由2020年9月1日起）
魏宏鏘老師（由2020年9月1日起）
黃建邦先生（由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8月31日止）
楊慧敏女士（至2020年8月31日止）
李敏女士（由2020年9月1日起）
梁偉諾先生（由2020年9月1日起）
司徒鈺婷女士（由2019年11月18日至2020年8月31日止）

HKFYG Annual  Repor t  2019 -20    年 報

108



香港青年協會幼稚園校董會

主席

呂慧蓮女士

委員

何淑賢太平紳士
陳玉珍女士
袁慧筠博士
謝煒珞校長
徐小曼女士（至2020年9月10日起）
蘇淑芳校長
陳鳳儀校長
趙嘉汶校長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諮詢委員會

主席

王冬勝先生

副主席

周胡慕芳女士

委員

鄭慕智博士
張子欣博士 
張英相教授 
錢果豐博士
林天福先生
李浩然博士
倪以理先生
石嘉麗女士

列席代表

王䓪鳴博士
何永昌先生
魏美梅女士
黃好儀女士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管理委員會

主席

陳家樂律師

業主代表

何永昌先生
袁少玲女士

租戶代表

社會福利署鰂魚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鄰舍輔導會
安徒生會
香港傷健協會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香港耀能協會
利民會
香港循理會

列席代表

昇捷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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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繼連串社會事件持續不斷，接踵而至是新冠病毒的

疫情全球蔓延，香港面對歷來最嚴峻的挑戰。儘管社會動盪稍

有緩和迹象，但疫症得以遏止仍是曙光未現。青協六十周年鑽

禧會慶遇上這樣獨特的時刻，或許難言歡慶。

我們深切理解青年面對的沮喪與失望，特別是他們的無力感，

其中如住房問題的困擾亦揮之不去。但我們仍積極重建青年的

信心和信任，以至他們對未來的樂觀態度。透過「治癒」和「希

望」兩大工作策略，我們繼續全心全意為年青一代服務。這也

是我們致力向前邁進的方向。我們深信，目前社會最需要的並

非對抗，而是溝通協商和真誠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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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職員團隊將專心致志，繼續服務青年，並全力支援和鼓

勵他們承擔公民責任，遵紀守法，心繫社會福祉，關愛他人所

需。青年構建將來的社會，我誠摯盼望他們的未來光明多姿，

且充滿喜樂。我謹藉此代表理事會仝人，由衷感謝全體員工的

辛勤努力。

我特別要向各個政府部門及機構致謝，包括勞工及福利局、社

會福利署、勞工處、民政事務局、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發展局、

教育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創新科技署、香港科技園、旅遊

事務署、青年發展委員會、禁毒處及香港機場管理局。

我也要感謝獎券基金、香港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

金、禁毒基金、平和基金、優質教育基金、創科生活基金、華

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滙豐

銀行慈善基金、摩根大通基金會、凱瑟克基金、建灝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李國賢基金會、陳廷驊基金會及田家炳基金會。我

們同樣要感謝華懋集團、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美心食品有限公

司、保誠保險有限公司及香港電燈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本人衷心祝願大家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溫文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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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正在經歷史無前例的一年。二零一九年下半年，香港

受到社會事件衝擊，許多年輕人被沮喪和失望情緒所籠罩，

整個社會陷入嚴重撕裂分化。甫踏進新歲，一場新型冠狀

病毒全球肆虐，打亂我們的生活，更是前所未有。學校停

課，學生需網上學習；經濟活動重挫，「在家辦公」成為

常態。而保持社交距離、家居隔離及強制檢疫等，也成為

新的日常用語。面對鉅變，青年的需要和他們所關心的議

題不斷變化，青協必須迅速敏銳地作出回應。這對於我們

每人，特別是青年工作者，都是一項挑戰。

過去多月，我們能夠適時靈活應變，實有賴我們超過六十

載的服務經驗，奠下了深厚基礎，以及我們在社區中建立

廣泛和多元網絡。在青協六十周年鑽禧會慶的同時，我們

深幸得以在這個堅實基礎上持續發展，擴充並啟動新的計

劃與服務。我們將一如既往，致力確保各項工作饒富意義，

並有效協助青年應對他們身處的新境況。在這充滿考驗的

一年裡，我們投入資源，為青年提供線上及線下輔導；向

處於危機的青年施以援手；提供領導才能培訓；開展新的

義工服務；以及為青年提供不同學習機會，使他們成為具

創意、懂科學、熱愛藝術或運動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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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能得知我們恢復「正常生活」將是甚麼模樣，但我

們必須放眼未來，及早讓今日青年為前面的挑戰作好準備。

透過聯繫、專業及創新三大策略支柱，我們盼望能實現以

上目標。這意味我們需更進一步接受創新意念、思維及嶄

新的工作模式，貫徹於日常服務中。我們期望可既能應對

社會突發事件，如全球疫情危機，又能在社會動盪中為青

年消除焦慮與不安。

青年必須在情緒、心理、智能及體能上更具抗逆能力。若

我們希望他們未來更富競爭力和達至理想，就必須增強他

們的智商、情商與逆境商數。這是青協過去六十年始終持

守的價值觀、願景及使命，也是我們不變的承諾。

青協能夠擁有一支優秀的服務團隊，至感欣幸。倘若沒有

一群充滿熱誠和敬業專業的員工，以上一切都僅屬空談。

在這非一般的處境下，我對他們所作的努力，深表謝意；

同時亦對未來保持積極和樂觀態度。

我必須感謝過去六十年來曾經參與青協工作的每一位，尤

其一群資深的理事會委員及職員。在此，我特別要向現任

高級顧問的前總幹事王䓪鳴博士表達深切謝忱；她一直無

私付出，給予我們鼎力支持，讓我們在堅實的基礎上繼續

向前。我亦親身從各位的指導、睿智、勉勵與支持中領受

教益；各位合作伙伴、義工及各界好友的襄助，亦讓我獲

益良多。藉此本人深表感謝。

最後，容許我與青年朋友分享：這確是充滿挑戰的一年，

但青協永遠是你們的同伴，青年始終是我們服務的核心對

象。在邁進第六十一個年頭之際，我們依然初心不變，以

服務青年為己任。

何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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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督導架構於年內有所調整，副總幹事的出缺也已委任合

適人選。我們的服務將持續保持多元化並不斷發展，最新的組

織架構圖刊載於第 92 - 93 頁。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會設有一千三百四十三個職位；其中一千一百一十九名為合

約制同工（佔百分之八十三），二百二十四名為長期聘用同工

（佔百分之十七）。

政府就超強颱風過後可能發出「極端狀況」公布，並實施一

些新的工作指引。有關復工安排旨在應對超強颱風引起的不

利交通狀況或道路問題。協會的《職員手冊》也就工作安排

作出更新，以確保僱員安全重返崗位。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及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青協允許

同工在家工作，以減少社交接觸。本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

戰，亦努力兼顧僱員安全及維持服務。於二零二零年一月

二十九日至五月三日期間，同工的整體值勤記錄顯示，百分

之四十七點七為「在家辦公」，百分之四十二點四則在辦公

室提供服務，餘下的百分之九點九為各類休假。

企業管治和風險管理 

本會認同風險管理對良好企業管治的重要性。本年度，各級

職員繼續積極參與風險管理的流程。本會已編訂風險評估和

風險管理報告，經高級管理層討論過後提交核數委員會和理

事會通過。風險紀錄冊包含八個主要類別：策略風險、財務

風險、人力資源管理風險、項目管理風險、營運風險、科技

風險、信譽風險和合規風險，並進一步劃分為二十個子類別。

過去一年，我們透過提升網絡安全，升級和改造若干過時的

資訊科技系統以及改善管理資訊科技項目的工作流程，致力

解決科技風險。此外，經高級管理層的定期討論及與同工的

緊密溝通，我們密切監察社會事件和疫情帶來的影響及風險，

並迅速制定緩解計劃。

而在挽留人才、接班規劃和法律風險的三個風險範疇也有所

減緩。年內的社會事件和疫情亦是導致風險水平上升的關鍵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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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風險管理的一個環節，本會設立審計部，其主要職責包

括審視內部監管政策及程序的適切性及效能、評估資源運用

的成效以及監察風險管理程序。為確保不斷改進，部門亦會

參考最佳實務守則及業界指引。審計部獨立運作，並向總幹

事、核數委員會和理事會匯報工作。

年內，審計部進行了九項審查，其中七項針對服務單位對各

項程序的遵守情況，一項是就聘用導師及其發薪程序進行審

查，餘下一項則是根據教育局對管治檢討小組委員會的要求，

審查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部門亦對青年空間暑期活動

的財政表現作出分析；同時就新版本的服務與資源策劃系統

的內部監控程序進行了檢視。

財務報告

香港青年協會

本會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的總收入為港幣五億八千六百三十六

萬零七百九十九元。政府津貼仍是主要收入來源，合共港幣

二億九千二百九十六萬八千一百九十二元。本會亦接受香港

公益金、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及其他信託和基金就經常

性開支及特別項目所提供的資助。

 

本會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的總開支為港幣五億六千六百八十一

萬五千四百零八元，其中百分之六十一用於支付員工薪金，

百分之三十五為其他費用，而百分之四用於支付租金及差餉。

 

本會於年內尚蒙獎券基金整體補助金、戴麟趾爵士康樂基金、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及民政事務局撥款資助本會。

 

李兆基小學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法團校董會於二零零八年八月三十

日根據教育條例成立。截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年

度內，該校總收入為港幣四千九百八十一萬零四百九十八元，

總支出為港幣四千九百五十三萬一千三百六十五元。該校的

營辦費用主要來自教育局的政府津貼。

李兆基書院

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書院是一所以直接資助計劃形式營運

的中學，為一所獨立註冊公司，其賬目亦以每學年的八月

三十一日為終結。截至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內，

該校總收入為港幣七千一百一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五元，

總支出為港幣六千二百三十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六元。

特定基金

李兆基青年交流基金由特定捐贈設立，按捐贈人的要求須用

於特定目的，並以獨立信託基金的形式運作。

有關本會、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小學法團校董會、香港青年

協會李兆基書院有限公司及香港青年協會李兆基青年交流基

金的收支詳情及財務報表，歡迎向本會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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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服務獎

本會的成就全賴一群竭盡忠誠、矢志不移的同工。年內共有

五十七名同工獲頒長期服務獎及兩名同工獲頒職員優異服務

獎，以表揚他們對工作的投入和貢獻。獲獎名單如下：

三十年長期服務獎

黎佩貴女士、鍾文芷女士、余芬女士、劉麗琼女士、鄧良順

先生、吳麗琴女士、楊秀娟女士、馬偉傑先生及吳錦娟女士。

二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李詠珊女士、劉慧心女士、薛巧雯女士、呂慧蓮女士、李碧燕

女士、李雪貞女士、馮繼珍女士、伍倩文女士、林竹泳女士、

梁笑芬女士、潘俊傑先生、蔡裕星先生、李文發先生、鍾潔雯

女士、何麗君女士及黎翠貞女士。

十五年長期服務獎

胡偉全先生、馮瑞貞女士、李蔓芝女士、陳玉蘭女士、王韻

姿女士、鄭錦聰先生、蔡達偉先生、潘潔婷女士、何苑斐女士、

林旭暉先生、沈眺先生、張偉森先生、陳美姬女士、黃瑩瑩

女士、凌婉君女士、朱智霖先生、程淑文女士、鍾淑珊女士、

麥雯希女士、孫詠施女士、羅穎欣女士、楊慧莊女士、王敏思

女士及翁艷夢女士。

十年長期服務獎

鄺穎琦女士、黃雅易女士、周希莉女士、楊健華先生、林灝鏘

先生、盧敏婷女士、鄧曉欣女士及張明珊女士。

職員優異服務獎

朱智霖先生及郭肇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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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活動程序獎、創新獎及最佳團隊服務獎

本會透過頒發內部獎項，以認可和感謝不同服務單位所舉辦

的卓越創新活動。

卓越活動程序獎

以下兩項活動均榮獲冠軍的殊榮。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舉辦

的「依•正念」– 支援犯罪違規青少年精神健康輔導計劃；青

年空間聯同青年就業網絡、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及伙伴及資

源拓展組舉辦的「鄰舍有愛•餸上門」。

創新獎

冠軍：創意教育組的「世界青年科學及科技碗」;

亞軍：會籍及義工組的「好義配 • 好義補」網上學習平台。

最佳團隊服務獎

持續進修中心及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均獲頒最佳團隊服務

獎，用以表揚他們高度的團隊合作精神，以及迅速回應需求

及提供適切服務的能力。

職員康樂委員會

為確保所有參加者的安全，原定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十五日舉

行的周年晚宴因社會事件的影響而取消。二零二零年是本會

成立六十周年，原定計劃與同工、友好及支持者一起慶祝。

然而，由於疫情爆發，不適宜舉辦大規模活動。作為替代方

案，我們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八日舉辦了「有機農場解憂

日」。參加者到訪香港青年協會有機農莊及河背水塘。他們

學習手工藝，亦在農莊享用有機小食，在連月來的緊張和壓

力下，度過了輕鬆的一天。

保持社交距離的抗疫措施令到一年一度的社工機構籃球賽及

足球賽亦被取消。待體育設施重新開放，青協籃球隊及足球

隊將繼續訓練，備戰重新舉行的賽事。

行政及財務

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