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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民政事務局於2014年推出「青年生涯規劃活動
資助計劃」（資助計劃）

• 資助非政府機構與中學合作舉辦各式各樣的生涯
規劃項目，提升學生、家長、教師和離校不足6
個月的舊生對生涯規劃及多元出路的了解和認知



背景
• 行政長官於2018年《施政綱領》中提及多方協力做好青
年生涯規劃工作的目標

• 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會)在2019年同意落實並已完成3
項跨局協作的措施，包括：

• 教育局已公布《生涯規劃教育推行策略大綱便覽》，
讓學校善用不同的資源，有效地推行生涯規劃教育

• 教育局已於2019年9月推出全新生涯規劃資訊網站以
整合原有的生涯規劃網站及職業資訊網站，更全面地
為學生、教師及家長提供生涯規劃及升學就業輔導等
相關資訊；以及

• 由2019-20年起，委員會已增撥資源優化資助計劃，
以加強非政府機構與學校之間的協同效應，期望達至
質與量的提升。



持續優化
• 在資助計劃(2019-22)推行期間，我們推行了兩
項優化措施，以更切合青年人在2019冠狀病毒
病疫情下的需要

(一) 線上生涯規劃活動及提升青年人身心健康

(二) 中學生／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支援服務

• 參觀創科措施(2021年7至9月)

• 專業發展培訓(2021年9月18日)

• 聚焦小組會議(2021年11月29日)



目標
• 青年發展委員會透過不同優化措施，加強資助計
劃下各非政府機構與學校之間的協同效應

• 展望將來，我們會持續優化資助計劃，便利非政
府機構為青年推行更全面的生涯規劃活動，尤其
是協助新一代了解及發掘由《十四五規劃綱要》
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帶來的發展機
遇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2022-25)
申請資格

•申請機構須為：
非牟利性質的非政府機構；
慈善性質的非政府機構；
由政府全資擁有或管理的機構；或
法定機構

•每間合資格的機構只可以提交一份申請，
或聯同其他合資格的機構提交一份聯合申
請



推行模式
•每間合資格機構申請資助的項目須符合以下要
求：
提供為期3年（即2022年9月至2025年8月)
的生涯規劃服務
合作學校最少5間
每間合作學校至少須有100名受惠對象
受惠對象包括：
學生
老師
家長
畢業或離校不足6個月的舊生

總預算最少為港幣75萬元



推行模式
• 申請機構與中學合作規劃、籌辦及推行項目

可自由設計項目下不同性質的活動，例如研討會、工作
坊、輔導服務、工作體驗等

須取得合作學校同意，並確保活動符合校本需要

機構 學校

例如：講座
工作坊
輔導

職場體驗



推行模式
• 申請機構可透過實體、網上／電子虛擬方式推行生
涯規劃活動，以彈性地配合合作學校的需要

申請機構與學校：

• 細化分工，確保不會出現資源重疊

• 申請機構必須說明機構和合作學校各自扮演的角色
和分工



推行模式
• 擬議項目必須提供涵蓋下列四項範疇的活動：

(a)與升學相關的活動

(b)與就業相關的活動

(c)多元出路認知

(d)個人能力發展

• 就上述四項範疇的活動而言， (a)和(b)項的活動數
目總和須佔不少於整體活動總數的百分之二十
（20%）

• 而 (c)和 (d)項則分別須佔不少於整體活動總數的百
分之十(10%)



推行模式
• 申請機構亦可申請額外撥款資助，在項目推行期內
為90名有需要的中學生／離校生提供深入、全面、
具持續性的個人支援服務

• 為每名有需要的中學生／離校生提供涵蓋下列(a)至
(c)項範疇的服務

(a) 個人輔導及持續跟進服務

(b) 轉介服務

(c) 培訓活動



評審
• 青年發展委員會將設立評審小組，負責評審合資格
的申請

• 評審小組成員將包括委員會非官方委員及／或在相
關領域具經驗的人士

• 評審設有面試環節，合資格的申請機構必須按邀請
參加面試，並向評審小組直接講解擬議項目



評審準則

•項目主題及內容；

•項目組織、安排及管理；

•項目規模（例如預計的受惠人數及聯校活動
數目方面）及推行時間表；

•與合作學校的協作和分工；

•項目是否具前瞻性，能為參加者（包括學
生、教師和家長）介紹國家以至世界的最新
發展（包括《十四五規劃綱要》和《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未來機遇；



評審準則

•財政安排（包括預算和成本效益等）；

•申請機構的經驗及過往表現；

•成效指標；

•風險評估及應變方案；以及

•其他因素



評審準則
• 擬議項目如包括以下組別人士或活動佔優：

家長；

教師；

畢業或離校不足6個月的舊生；

因應特定學生組群（例如:非華語學生或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等）的需要所設計的活動；

讓學生直接體驗工作情況的活動，例如工作實
習、試工或職場探訪等；

全套整合的服務計劃，分階段或循序漸進推行活
動，讓參加者逐步加深了解和認識生涯規劃；以及

活動設計／內容具創意



後補配對機制

•為避免有學校因夥拍的申請機構的申請不獲
批核撥款而最終未能參與計劃

•在公布主輪申請評審結果時，會向成功申請
資助的機構和落選機構的夥伴學校提供雙方
的名單，邀請它們自行配對和考慮合作

•確保全港所有願意與非政府機構合作的中學
均有機會參加計劃



後補配對機制
參加辦法：
• 申請機構

在填寫主輪申請申請表格時，確認願意參加後補
配對機制，並填上在該階段時可接納的額外學校
及受惠人數

在主輪申請結果公布後，與落選機構的夥伴學校
聯絡

在後補配對機制的截止日期或之前，填妥後補配
對機制的申請表格並交回秘書處

在不超出資助上限下(詳見下文「財務安排」)，
將按比例獲批額外撥款



後補配對機制
參加辦法：
• 不獲批撥款機構的夥伴學校

在主輪申請結果公布後，與成功獲批資助的非政
府機構聯絡

在後補配對機制的截止日期(即6月22日)或之前，
填妥意向書並將正本交予獲獲批資助的非政府機
構

與獲資助機構合作推行生涯規劃活動



財務安排

•最高資助額為港幣680萬元。

•如申請機構申請額外撥款資助以推行中學生／
離校生個人升學和就業支援服務，每個核准項
目可獲額外批出的資助額將不多於120萬元。

•各項支出須與活動直接有關，可包括需要聘用
的額外人手、場地或設備租用等直接支出。但
間接支出如行政費用、辦公室租金、水電費用
等都不適用。



財務安排
•實報實銷

•獲資助的員工薪酬開支不得超過申請資助總
額的75%，而宣傳開支則不可超過申請資助
總額的10%

•局方會為獲資助機構擬備一份撥款協議，獲
資助機構須簽妥並遵守協議內的條款，委員
會才會向獲資助機構發放撥款

•撥款將分期發放

•在協議實施前的開支和活動完結後的開支一
般不會獲委員會資助



項目管理
獲資助機構須：

• 委任一名項目統籌主任，監察及督導項目

• 該項目統籌主任不能與機構負責人為同一人，亦不可
同時為本資助計劃下其他獲資助機構出任同一職能的
職位

• 按時提交活動項目報告、收支報告／財務報告及核數
報告

• 協助安排政府和委員會成員觀察活動和探訪活動場地

• 出席獲政府及／或委員會邀請的活動

• 於項目完成後提供收支報告供公眾查閱

• 為核准項目採購貨物或服務時，須審慎行事，並按撥
款協議上所列程序進行



其他注意事項

•申請機構不得就同一項目申請其他來源的政
府資助，而成功申請的機構在資助期內亦不
得就同一核准項目接受其他來源的政府資助

•已開展的活動，概不受理

•項目須符合資助計劃宗旨，並不得作牟利、
籌款、商業、宗教或政治用途

•不會為政府帶來額外的附帶開支



遞交申請方法
• 主輪截止申請日期：2022年3月2日（星期三）

中午12時正

• 親自或郵遞方式送交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西翼13樓
民政事務局公民事務部(1) 青年發展委員會秘書處；或以電郵
（電郵：ylpa@hab.gov.hk）遞交

• 遞交中學意向書正本的限期順延至2022年3月9日(星期三)

• 因應疫情發展，為避免人羣聚集，強烈建議以郵遞或電郵遞
交申請

• 逾期申請，以及以傳真方式遞交的申請概不受理

• 為方便配對，出席簡介會的非政府機構名單將張貼在青年發
展委員會的網頁:
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life/life.html

• 申請指引及有關網上簡介會的內容會上載至委員會網頁

mailto:ylpa@hab.gov.hk
https://www.ydc.gov.hk/tc/programmes/life/life.html


推行時間表（只供參考）
時間表 主要安排

2022年1月28日 邀請申請機構遞交申請

2022年2月16日 簡介會 –向非政府機構及學校作簡介

2022年3月2日 截止申請（主輪）

2022年4月／5月 評審申請（包括評審面試）

2022年5月／6月 公布主輪申請結果，並邀請獲批資助的機構在後補配
對機制下遞交申請

2022年6月22日 截止申請日期（後補配對機制）

2022年7／8月 公布在後補配對機制下的申請結果

2022年8月 政府與獲批資助的非政府機構簽訂撥款協議

2022年9月 開展活動



謝謝

青年生涯規劃活動資助計劃

網頁：http://www.ydc.gov.hk/ylpa/
電郵：ylpa@hab.gov.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