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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主任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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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永昌先生

總幹事

呂慧蓮女士

副總幹事

魏美梅女士

副總幹事

陳文浩先生

副總幹事

徐小曼女士

業務總監（服務）

鄧良順先生

業務總監（服務）

袁少玲女士

業務總監（行政）

吳偉玲女士

業務總監（財務）

黃瑋珩女士

總審計主任

鄺穎琦女士

督導主任（青年空間）

余艷芳女士

督導主任（青年空間）

黃秀儀女士

督導主任（青年空間）

李健樂先生

督導主任（創新及創意）

黃好儀女士

督導主任（領袖發展）

魏美華女士

督導主任（學生輔導）

蔡裕星先生

督導主任（持續進修）

朱智霖先生

督導主任（環保及營舍）

張淑鳳女士

督導主任（研究及倡議）

鍾偉廉先生

督導主任（機構策劃及出版）

附錄

A

辦事處及服務單位一覽表
青協網站：hkfyg.org.hk

賽馬會坪石青年空間

M21 青協網台：M21.hk

九龍觀塘坪石邨坪石酒樓地庫
電話：2325 2383

|

傳真：2351 8941

電郵：ps@hkfyg.org.hk

總辦事處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賽馬會將軍澳青年空間

電話：2527 2448

新界將軍澳明德邨明覺樓地下

|

傳真：2528 2105

電郵：hq@hkfyg.org.hk

電話：2623 3121

|

傳真：2623 6121

電郵：tkoit@hkfyg.org.hk

青年空間

康城青年空間

青年空間 21

新界西貢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1 樓

電話：2702 2202

電話：3755 7021

電郵：ls@hkfyg.org.hk

|

傳真：3755 7031

|

傳真：2706 0711

電郵：spot21@hkfyg.org.hk
黃寬洋青年空間
杏花邨青年空間

新界將軍澳厚德邨德安樓地下

香港柴灣杏花邨第 2 期盛泰道 100 號停車場大廈西座地下

電話：2706 2638

電話：2557 0142

電郵：fw@hkfyg.org.hk

|

傳真：2898 2595

|

傳真：2706 7396

電郵：hfc@hkfyg.org.hk
賽馬會茵怡青年空間
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新界將軍澳貿泰路 8 號茵怡花園第 2 座平台 1 - 2 樓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1 號峻峰花園 1 - 2 樓

電話：2997 0321

電話：2885 9353

電郵：vb@hkfyg.org.hk

|

傳真：2884 3353

|

傳真：2997 0290

電郵：sw@hkfyg.org.hk
賽馬會乙明青年空間
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

新界沙田乙明邨乙明邨街 13 號地下及 1 樓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48 號家維邨家興樓 3 - 5 樓

電話：2647 0744

電話：2774 5300

電郵：jm@hkfyg.org.hk

|

傳真：2330 7685

|

傳真：2647 4660

電郵：hhit@hkfyg.org.hk
隆亨青年空間
賽馬會農圃道青年空間

新界沙田大圍田心街 1 號隆亨邨隆亨社區中心 3 樓及 5 樓

九龍土瓜灣農圃道 11 號地下

電話：2698 5565

電話：2715 0424

電郵：lh@hkfyg.org.hk

|

傳真：2624 4170

|

傳真：2602 8484

電郵：fr@hkfyg.org.hk
大埔青年空間
賽馬會橫頭磡青年空間

新界大埔寶鄉街 2 號

九龍黃大仙橫頭磡邨宏光樓地下

電話：2656 3257

電話：2337 7189

電郵：tp@hkfyg.org.hk

|

傳真：2337 1558

|

傳真：2638 0393

電郵：wth@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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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青年宿舍 PH2

洪水橋青年空間

新界大埔寶鄉街 2 號

新界元朗洪福邨洪溢樓地下 1 號舖

電話：2656 0009

|

傳真：2638 0393

電郵：ph2@hkfyg.org.hk
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新界粉嶺祥華邨祥禮樓 317 - 332 號
電話：2669 9111

|

傳真：2669 8633

電郵：chw@hkfyg.org.hk
賽馬會葵芳青年空間

電話：2448 7474

|

傳真：2447 8758

電郵：hsk@hkfyg.org.hk

M21 媒體服務
賽馬會 Media 21 媒體空間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邨商場 LG2 層 2 室
電話：3979 0000

|

傳真：3979 0099

電郵：enquiry@m21.hk

新界葵涌葵芳邨葵正樓地下
電話：2423 1366

|

傳真：2422 2717

電郵：kfit@hkfyg.org.hk

青年就業網絡

荃灣青年空間

新界荃灣福來邨永樂樓地下 7 - 10 號

新界荃灣海盛路祈德尊新邨商業中心 2 樓

電話：3113 7999

電話：2413 6669

電郵：yen@hkfyg.org.hk

|

傳真：2413 3005

電郵：tw@hkfyg.org.hk

|

傳真：3170 6173

社會創新及青年創業部

荃景青年空間

香港黃竹坑道 33 - 35 號創協坊 11 樓 B、C、D 及 E 室

新界荃灣荃景圍 76 - 84 號荃景花園第 10 座地下及 1 樓

電話：3595 0945

電話：2498 3333

電郵：sic@hkfyg.org.hk

|

傳真：2412 5687

電郵：tk@hkfyg.org.hk

|

傳真：3956 8005

賽馬會社會創新中心

賽馬會建生青年空間

香港黃竹坑道 33 - 35 號創協坊 11 樓 B、C、D 及 E 室

新界屯門兆軒苑順生閣地下

電話：3595 0945

電話：2467 7933

電郵：sic@hkfyg.org.hk

|

傳真：2462 4001

電郵：ks@hkfyg.org.hk

|

傳真：3956 8005

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賽馬會天耀青年空間

香港黃竹坑道 33 - 35 號創協坊 11 樓 B1 室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耀邨天耀社區中心 2 - 4 樓

電話：3595 0945

電話：2445 4868

電郵：ybhk@hkfyg.org.hk

|

傳真：2445 4049

電郵：ty@hkfyg.org.hk

|

傳真：3956 8005

咖啡空間 21

賽馬會天悅青年空間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地下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 2 樓

電話：3188 5792

電話：2445 5777

電郵：cafe21@hkfyg.org.hk

|

傳真：2445 5656

電郵：tyt@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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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3188 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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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3

荃灣及葵涌外展社會工作隊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6、188 及 190 號 3 樓

新界葵涌大窩口邨富貴樓地下 109 - 112 號

電話：5933 6323

電話：2487 6151

|

電郵： ph3@hkfyg.org.hk

|

傳真：2423 8186

電郵：osw-tk1@hkfyg.org.hk

有機農莊
新界元朗八鄉河背水塘家樂徑 1 號

西貢及黃大仙外展社會工作隊

電話：2838 4808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寧樓 320 - 322 室

|

傳真：2488 9034

電郵：organicfarm@hkfyg.org.hk

電話：2701 8866

|

傳真：2706 2206

電郵：osw-skwts@hkfyg.org.hk

水耕農莊
新界大埔大窩西支路泰亨村沙梨園丈量約份第 7 地段 1 號餘段

深宵青年服務

電話：3956 8001

新界西貢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康城青年空間

|

電郵： hf@hkfyg.org.hk

電話：2702 2202

|

傳真：2706 0711

電郵：ynd@hkfyg.org.hk

領袖培訓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青年支援服務計劃

新界粉嶺馬會道 302 號
電話：2169 0255

A

|

傳真：2169 0603

電郵：info@leadershipinstitute.hk

新界屯門蝴蝶邨蝴蝶社區中心 3 樓
電話：2396 4711

|

傳真：2395 9543

電郵：yss@hkfyg.org.hk

青年領袖發展中心

輔導服務

新界粉嶺馬會道 302 號
電話：2169 0255

|

傳真：2169 0603

電郵：leadership21@hkfyg.org.hk

賽馬會學生支援中心
九龍大角咀必發道 54 號地下至 1 樓及 4 - 5 樓
電話：3422 3161

傳真：3422 3165

電郵：ssc@hkfyg.org.hk

義工服務
會籍及義工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1 樓
電話：3755 7220

|

|

傳真：3755 7031

電郵：membership@hkfyg.org.hk
yvn@hkfyg.org.hk

全健思維中心
九龍大角咀必發道 54 號 1 樓
電話：3422 3161

|

傳真：3422 3165

電郵：wmc@hkfyg.org.hk
青苗計劃
九龍大角咀必發道 54 號 4 樓

邊青服務

電話：2395 0162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熱線：8100 9669

|

電郵：ycpc@hkfyg.org.hk

傳真：2787 1479

電郵：sgt@hkfyg.org.hk
學校社會工作組

WL Residence
香港上環永利街 5 號及 7 - 9 號
電話：2915 5532

|

|

電郵：wlr@hkfyg.org.hk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電話：2395 0161

|

傳真：2395 8592

電郵：ssw@hkfyg.org.hk
189

HKFYG Annual Repor t 2019 -20

年報

媒體輔導中心

李兆基小學

九龍大角咀必發道 54 號地下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榮路 11 號

電話：2788 3433

電話：2448 1011

|

傳真：2776 2125

|

傳真：2448 1823

電郵：mcc@hkfyg.org.hk

電郵：lskps@hkfyg.org.hk

青年輔導服務

李兆基書院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4 樓

新界元朗天水圍天葵路 12 號

電話：2788 3433

電話：2146 1128

|

傳真：2776 2125

|

傳真：2146 1662

電郵：yc@hkfyg.org.hk

電郵：hlc@hlc.edu.hk

uTouch 網上青年外展服務

持續進修中心

新界荃灣海盛路祈德尊新邨商業中心 3 樓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公理堂大樓 21 - 22 樓

電話：2788 3444

電話：2130 4000

|

傳真：2776 2125

|

傳真：2130 4030

電郵：utouch@hkfyg.org.hk

電郵：clc@hkfyg.org.hk

教育服務

家長服務

教育服務組

家長全動網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九龍觀塘坪石邨翠石樓地下 125 - 132 室

電話：3755 7107

電話：2402 9230

|

傳真：3755 7155

|

傳真：2402 9295

電郵：education@hkfyg.org.hk

電郵：psn@hkfyg.org.hk

青樂幼稚園 / 青樂幼兒園

家庭生活教育組（東區及灣仔）

香港西灣河街 129 號利基大廈地下

香港筲箕灣寶文街 1 號峻峰花園 1 - 2 樓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間

電話：2886 8856

電話：2567 5730

|

傳真：2886 8923

|

傳真：2884 3353

電郵：cl-swh@hkfyg.org.hk

電郵：psn-ew@hkfyg.org.hk

青樂幼稚園 ( 油麻地 ) / 青樂幼兒園 ( 油麻地 )

家庭生活教育組（九龍城區）

九龍油麻地渡船街 28 號寶時商業中心地下 8 - 13 號

九龍紅磡馬頭圍道 48 號家維邨家興樓 3 - 5 樓

電話：2385 6868

賽馬會紅磡青年空間

|

傳真：2385 6630

電郵：cl-ymt@hkfyg.org.hk

電話：2774 3083

|

傳真：2330 7685

電郵：psn-knc@hkfyg.org.hk

鄭堅固幼稚園
九龍牛頭角彩興路 8 號彩德邨彩誠樓 1 號舖

家庭生活教育組（大埔及北區）

電話：2385 2622

新界粉嶺祥華邨祥禮樓 317 - 332 號賽馬會祥華青年空間

|

傳真：2385 3326

電郵：kkc@hkfyg.org.hk

電話：2658 3097

|

傳真：2669 8633

電郵：psn-tpn@hkfyg.org.hk
家庭生活教育組（荃灣及葵青區）
新界荃灣海盛路祈德尊新邨商業中心 2 樓荃灣青年空間
電話：2490 2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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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413 3005

電郵：psn-twkt@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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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交流

A

社區體育部
新界荃灣海盛路祈德尊新邨商業中心 2 樓

創意教育組
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二期東翼浚湖樓 2 樓 210 - 211 室

電話：2413 6669

電話：2561 6149

電郵：cts@hkfyg.org.hk

|

傳真：2565 8345

電郵：ce@hkfyg.org.hk

|

傳真：2413 3005

賽馬會西貢戶外訓練營
新界西貢大網仔道

創新科學中心
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二期東翼浚湖樓 2 樓 210 - 211 室

電話：2792 2727

電話：2561 6149

電郵：otc@hkfyg.org.hk

|

傳真：2565 8345

電郵：ce@hkfyg.org.hk

|

傳真：2792 6363

南丫青年營
香港南丫島榕樹灣郵局信箱 32 號

賽馬會創意科藝中心
新界白石角香港科學園二期東翼浚湖樓 2 樓 211 室

電話：2982 1929

電話：3106 0600

電郵：lyc@hkfyg.org.hk

|

傳真：2565 8345

電郵：lead@hkfyg.org.hk

|

傳真：2982 1907

赤柱戶外活動中心
香港赤柱聖士提反灣

青年交流部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4 樓

電話：2813 8886

電話：3586 8448

電郵：s@hkfyg.org.hk

|

傳真：3586 8311

電郵：ye@hkfyg.org.hk

|

傳真：2813 9953

大美督戶外活動中心
新界大埔汀角路船灣淡水湖主壩

中山三鄉青年培訓中心
中國廣東省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學堂坊巷 21 號之二

電話：2664 4686

電話：3586 8448

電郵：tmt@hkfyg.org.hk

|

傳真：3586 8311

|

傳真：2664 4776

電郵：ye@hkfyg.org.hk

研究出版
文康體藝

青年研究中心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4 樓

文化藝術組
新界西貢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康城青年空間

電話：3755 7022

電話：2395 5753

電郵：yr@hkfyg.org.hk

|

傳真：2394 8376

電郵：csu@hkfyg.org.hk

|

傳真：3755 7200

專業叢書統籌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香港旋律
新界西貢康城路 1 號日出康城首都康城青年空間

電話：3755 7108

電話：2395 5753

電郵：cps@hkfyg.org.hk

|

傳真：2394 8376

|

傳真：3755 7155

電郵：hkmm@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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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及支援

工程拓展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伙伴及資源拓展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電話：3755 7092

電話：3755 7103

電郵：pd@hkfyg.org.hk

|

傳真：3755 7155

電郵：partnership@hkfyg.org.hk

|

傳真：3755 7155

青協大廈管理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機構策劃及職員訓練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0 樓

電話：3755 7098

電話：3755 7088

電郵：bm@hkfyg.org.hk

|

傳真：3755 7055

|

傳真：3755 7155

電郵：td@hkfyg.org.hk

龍傳基金

機構傳訊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4 樓
電話：3755 7022

|

傳真：3755 7200

電郵：cco@hkfyg.org.hk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

傳真：3755 7155

電郵：sst@hkfyg.org.hk
青年空間支援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0 樓
電話：3755 7072

|

傳真：3755 7055

電郵：mv@hkfyg.org.hk
用戶體驗組
香港香港仔石排灣邨商場 LG2 層 2 室
電話：3905 1546

|

電郵：ue@hkfyg.org.hk

資訊科技組
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1 樓
電話：3755 7082

|

電郵：it@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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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21 樓
電話：2811 2779

|

傳真：2811 2669

電郵：info@dragonfoundation.net
網址：dragonfoundation.net

可持續發展部
電話：3755 7110

龍傳基金秘書處

傳真：3755 7031

Donation / Sponsorship Form 捐款表格
Please tick () boxes as appropriate 請於合適選項格內，加上“”：
I am / My organisation is interested in donating 本人/本機構 願意捐助

¨

HK$10,000

¨

¨

HK$5,000

HK$2,000

¨

HK$1,000

¨

HK$800

¨

HK$500

¨

HK$200

¨

Other 其他 HK$__________________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for all donations over HK$100 and are tax-deductible. 所有港幣100元或以上捐款，將獲發收據作申請扣稅之用。

Cheque 支票

¨

Cheque No. 支票號碼

Crossed cheques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劃線支票抬頭祈付：香港青年協會

Direct Transfer 銀行轉賬

¨

Direct transfer to the Hang Seng Bank, account no.
存款予本會恒生銀行賬戶：773-027743-001
Date of Payment
轉賬日期:

¨

¨

Internet Banking “Bill Payment” or “Charity Donation” Services
本地銀行網上理財「繳費」或「慈善捐款」

Please use your contact number as the bill account number (if applicable). If you need a receipt, please send us
the bank’s receipt / transaction record together with this form.
請以您的電話號碼作為賬單/賬戶號碼(如適用)。請將存款證明/交易紀錄連同捐款表格交回，以便發出收據。

Monthly direct debit (We will send you the Authorisation Form.)
每月自動轉賬 (表格將另函寄上。)

PPS Payment 繳費靈

¨

PPS Payment (The merchant code for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is
9345. Please use your contact number as the bill account number.)

繳費靈 (本會登記商戶編號：9345；請以您的電話號碼作為賬單/賬戶號碼)

Date of Payment
轉賬日期:

Credit Card 信用卡

¨ ¨ VISA

¨ MasterCard

¨ One-off Donation 單次捐款

¨ Regular Monthly Donation 每月捐款

Card Number
信用卡號碼

Expiry Date
有效期至

Name of Card Holder
持卡人姓名

HK$
港幣

/
(MM月/ YY年)

Signature of Card Holder
持卡人簽署

Donor Information 捐款者資料
Name of Donor / Organisation
捐款人 / 機構

Name of Contact Person (if applicable)
聯絡人姓名（如適用）

Telephone / Mobile
電話
Do you need a receipt?
是否需要捐款收據？

Fax
傳真

¨ Yes 是
¨ No 否

Email
電郵

Name for Receipt
收據抬頭

¨ I / My organisation wish(es) to remain anonymous. 青協毋須就是項捐款於任何電子平台或印刷品鳴謝本人/本機構。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the Federation) respects the privacy of individuals. We do our best
to ensure the collection, use, storage, transfer and disclosure of your personal data comply with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You have the right to access and correct your personal data and request a copy of the said data. You can make your
request to personaldata@hkfyg.org.hk. Your request will be answered in 40 days. A fee may be charged for processing
a data access request.
Your personal data may be used for purposes related to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issuing of
receipts, collection of user feedback, conduct of analysis, and any other initiatives related to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the
Federation. Please indicate below if you agree to being contacted for these purposes. Should you wish to stop receiving news
and information from the Federation and its service units, please contact us at unsubscribe@hkfyg.org.hk.
香港青年協會（青協）非常重視個人私隱，並確保轄下之服務於任何情況下收集、使用、儲存、轉移及查閱個人資料之
程序均符合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要求。您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及索取有關資料的複本。
如需查詢或改正個人資料，可電郵至
並將可能就此收取合理的費用。

personaldata@hkfyg.org.hk。在收到您提出的要求後，本會將在40天內給予回覆，

您提供之個人資料將用作參與活動的相關用途、簽發收據、收集意見、資料分析，及其他配合本會宗旨及使命的事
項。請在下面的方格上填上剔號，表示您是否願意收到本會通訊。如需取消接收青協及有關單位的資訊，請電郵至
unsubscribe@hkfyg.org.hk 與青協職員聯絡。

I / We do not wish to receive communication through the channels below *:
本人 / 本機構 不希望從以下渠道接收通訊 *：

¨ Email 電郵		

¨ Mail 郵寄		

¨ Phone 電話

Please send this form with your crossed cheque /
the bank’s receipt to:
捐款表格、劃線支票/銀行存款證明，敬請寄回：
Partnership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Office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21/F, The Hong Kong Federation of Youth Groups Building
21 Pak Fuk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北角百福道21號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21樓
香港青年協會「伙伴及資源拓展組」
Tel 電話：3755 7103
Fax 傳真：3755 7155
Email 電郵：partnership@hkfyg.org.hk
Online Donation Platform
網上捐款平台eGiving：giving.hkfy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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