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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研究服務簡介 

 

隨著知識型社會的發展，實證和數據分析均不可或缺，研究工作因此亦舉足輕

重。過去 20 年來，青協青年研究中心持續進行有系統和科學性的青年研究，至今出

版超過 300 項研究報告，為香港制定青年政策和策劃青年服務，提供重要參考。所

有報告書均送交政府有關部門、議會、諮詢及教育機構等，以促進政府及社會人士

對青少年意見及現況的了解。其中主要項目包括：  

 

（一） 《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 

青少年意見調查透過全港性青少年意見及行為調查，以了解青少年對社會事務

或政策的意見，並進一步掌握現今青少年的價值及行為取向，促進政府及社會人士

對青少年意見及現況的了解。  

 

（二） 《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 

青少年問題的專題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或大型調查等方法，深入探討轉變中的青

少年現象，並剖析青少年在成長歷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以及社會有關服務或政策

措施的狀況。此外，亦藉此尋求積極途徑，加強協助有需要的青少年。  

 

（三） 《青年研究學報》 

《青年研究學報》旨在提供一個交流園地，鼓勵更多涉及青少年政策或福利發

展的討論，並且促進青少年服務的專業交流；以期加強與青少年有關的各種服務，

例如福利、教育、醫療等範疇的專業理論及知識分享，以及向政府建議更臻完善的

政策和立法措施。  

 

（四）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系列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系列集合研究及統計數據，並以指標形式，顯示香港年

青一代社會生活和成長發展的面貌，並總結青少年狀況及展望未來趨勢。本系列期

望以更具前瞻性和發展性的角度，衡量和評估青少年的需要，並按此釐定有關的社

會政策和服務綱領。  

 

（五） 專書與比較研究 

為促進研究成果的分享，青協青年研究中心亦出版專書，推動青年及社會重視

求實求真的研調態度，不斷探索知識。近期出版包括為迎接通識教育年代而編著的

《從研究學通識》。此外，本會亦與內地及海外團體合作，進行有關青年議題之比

較研究，加強知識、經驗和創新意念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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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研究報告系列 

 

青年研究中心出版書籍： 

A. 青少年意見調查系列 （中英對照） 

（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1993 一月 一 青少年如何處理困擾 P1 

 二月 二 青少年對吸煙及飲酒的意見 P2 

 三月 三 中英爭拗下的青年心態 P3 

 四月 四 青少年對黑社會的觀感 P4 

 五月 五 青年人對政治團體的意見 P5 

 六月 六 青年人對香港經濟及職業選擇的意見 P6 

 七月 七 青少年看迷信與命運 P7 

 八月 八 青年人對醫療服務的意見 P8 

 九月 九 青少年對家庭的觀感 P9 

 十月 十 青少年對貪污的態度 P10 

 十一月 十一 青少年看中英談判與香港前途 P11 

 十二月 十二 青少年的法治觀念 P12 

1994 一月 十三 青少年對退休保障的意見 P13 

 二月 十四 青少年的國際視野 P14 

 三月 十五 青少年眼中的政府 P15 

 五月 十六 年輕新選民的投票意向 P16 

 六月 十七 青少年閱讀報刊的習慣 P17 

 八月 十八 青少年看軟性毒品 P18 

 九月 十九 青少年的投票態度 P19 

 十一月 二十 青少年眼中的色情物品 P20 

1995 一月 廿一 青少年眼中的行政長官 P21 

 二月 廿二 青少年學習語文的現況及困難 P22 

 三月 廿三 青少年眼中的義務工作 P23 

 四月 廿四 青少年對拍拖的觀感 P24 

 五月 廿五 青少年如何看自己外表 P25 

 七月 廿六 青少年如何渡過暑假 P26 

 八月 廿七 青年就業情況及意見 P27 

 九月 廿八 青年對 95年立法局選舉意向 P28 

 十月 廿九 青年對 95年立法局選舉評價 P29 

 十一月 三十 青少年對儲蓄的看法 P30 

1996 一月 三十一 青少年看婚姻與生育 P31 

 二月 三十二 青少年與歧視問題 P32 

 三月 三十三 青少年與家長看兩代溝通 P33 

 四月及

五月 

三十四 在學青少年的補習狀況 P34 

 六月 三十五 青少年如何面對主權回歸 P35 

 七月 三十六 青少年眼中的康體設施 P36 

 八月 三十七 青年學生眼中的老師 P37 

 九月 三十八 青少年對釣魚台事件的回應 P38 

 十一月 三十九 青少年對特區行政長官的期望 P39 

1997 一月 四十 青年看置業安居 P40 

 三月 四十一 青少年看人生理想 P41 

 四月 四十二 飛躍的十八歲 P42 

 五月 四十三 青年學生看考試 P43 

 六月 四十四 青少年對主權回歸的期望 P44 

 七月 四十五 家長對管教子女的意見 P45 

 八月 四十六 中五畢業生會考後感 P46 

 九月 四十七 青少年對特區第一份施政報告的期望 P47 

 十月 四十八 青少年對特區第一份施政報告的評價 P48 

 十一月 四十九 青少年對代議政制三層架構的意見 P49 

 十二月 五十 青少年對未來經濟狀況的展望 P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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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1998 一月 五十一 青少年對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P51 

 二月 五十二 青少年眼中的優質教育 P52 

 四月 五十三 青少年與九八立法會選舉 P53 

 五月 五十四 失業對青少年的影響 P54 

 六月 五十五 青少年看主權回歸一週年 P55 

 七月 五十六 青少年對第一屆立法會的期望 P56 

 八月 五十七 畢業生何去何從？ P57 

 九月 五十八 青少年看政府施政報告 P58 

 十月 五十九 特區政府施政報告的成績表 P59 

 十一月 六十 成績分數對學生有幾重要？ P60 

 十二月 六十一 青少年看各行各業 P61 

1999 一月 六十二 誘惑沒法擋？青少年看翻版冒牌熱 P62 

 二月 六十三 教育理想與我何干？ P63 

 三月 六十四 財政預算案對青少年的影響 P64 

 四月 六十五 打破鐵飯碗─對年青新一代是否有吸引力？ P65 

 五月 六十六 年青一代與「五四精神」 P66 

 六月 六十七 中國駐南斯拉夫領事館受北約襲擊─青年人的回應 P67 

 七月 六十八 青少年看健康生活 P68 

 八月 六十九 中五畢業生何去何從 P69 

 九月 七十 青年人看「先使未來錢」 P70 

 十月 七十一 青少年對施政報告的評價 P71 

 十二月 七十二 青少年與賭博 P72 

2000 一月 七十三 從上網行為看青少年的價值觀 P73 

 二月 七十四 青少年對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P74 

 三月 七十五 台灣大選─青少年看兩岸關係 P75 

 四月 七十六 青少年對認識中國歷史的看法 P76 

 五月 七十七 家長看教育改革 P77 

 六月 七十八 青少年看人生理想（二） P78 

 七月 七十九 青少年看基本法 P79 

 八月 八十 中五會考生看出路 P80 

 九月 八十一 青少年看結婚 P81 

 十月 八十二 青少年對政府施政與施政者的期望 P82 

 十一月 八十三 少年人看成功與失敗 P83 

 十二月 八十四 青年人看義務工作 P84 

 十二月 八十五 聖誕鐘，響警鐘？ P85 

2001 一月 八十六 青年人看投資致富 P86 

 二月 八十七 青年人看醫護服務 P87 

 三月 八十八 青少年可以更快樂嗎？ P88 

 四月 八十九 考試壓力與學生睡眠不足 P89 

 五月 九十 做人媽咪甚艱難？ P90 

 六月 九十一 現代爸爸的挑戰 P91 

 七月 九十二 青少年對國家申辦奧運的態度意向 P92 

 八月 九十三 計劃未來─中五會考生看出路 P93 

 九月 九十四 知識有價？ P94 

 十月 九十五 青年對施政報告的回應 P95 

 十一月 九十六 國家簽署「世界貿易組織」協議─香港青年的回應 P96 

 十二月 九十七 青少年學習英語及普通話的狀況 P97 

2002 一月 九十八 天地全接觸 P98 

 二月 九十九 現代愛情快拍 P99 

 三月 一○○ 財赤怎麼辦？青年的意見 P100 

 四月 一○一 民意調查發揮了作用？ P101 

 五月 一○二 我看高官問責制 P102 

 六月 一○三 新管治班子的開始─青年對第二屆特區政府的期望 P103 

 七月 一○四 我要做運動─如何令學生積極參與體育運動？ P104 

 八月 一○五 青年眼中的領袖 P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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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九月 一○六 青年重視私隱嗎？ P106 

 十月 一○七 青年的意見─對年輕犯案者的刑罰 P107 

 十一月 一○八 解決財赤有何出路？ P108 

 十二月 一○九 誰掌管我的命運？ P109 

2003 一月 一一○ 青年對 2003年施政報告的評價 P110 

 二月 一一一 財政預算點算好？ P111 

 三月 一一二 青年對伊拉克戰事的看法 P112 

 四月 一一三 面對非典型肺炎擴散危機：青少年的意見 P113 

 五月 一一四 非典型肺炎疫潮帶來的啟示 P114 

 六月 一一五 青年對全城清潔策劃小組建議改善本港衛生措施的回應 P115 

 七月 一一六 經濟不景對父親角色的挑戰 P116 

 八月 一一七 面對現實：青少年對就業及入職條件的期望 P117 

 九月 一一八 CEPA 對青年到珠江三角洲發展的影響 P118 

 十月 一一九 青年對規管保健聲稱的意見 P119 

 十月 一二○ 中國人上太空 P120 

 十一月 一二一 青年對特區政府第二屆區議會議員的期望 P121 

 十二月 一二二 青年看無償的付出 P122 

2004 一月 一二三 假如我是特首─青年看改善施政 P123 

 二月 一二四 青少年收聽電台節目的行為模式及期望 P124 

 三月 一二五 青年對 2004/05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與評價 P125 

 四月 一二六 青年對全國人大常委就本港政制發展作出決定的回應 P126 

 五月 一二七 香港青年的閱書文化 P127 

 六月 一二八 青少年眼中的媽媽 P128 

 七月 一二九 青少年參與網上遊戲：避免觸犯法例及保護個人財物的意識 P129 

 八月 一三○ 回歸週年：青年看當前香港社會的狀況 P130 

 九月 一三一 青年眼中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立法會選舉 P131 

 十月 一三二 青年回應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三號報告 P132 

 十一月 一三三 繼珠江三角洲之後：青年對北上長江三角洲發展的意向 P133 

 十二月 一三四 回顧與前瞻：青年對社會狀況的觀感 P134 

2005 一月 一三五 青年對 2005年施政報告的評價 P135 

 二月 一三六 青年的生育意願 P136 

 三月 一三七 青年對 2005/06年財政預算案的期望與評價 P137 

 四月 一三八 香港青年看近日中日關係緊張 P138 

 五月 一三九 青少年眼中的媽媽 P139 

 六月 一四○ 青年心目中的行政長官 P140 

 七月 一四一 創業不創業？ P141 

 八月 一四二 青年閱讀新景象 P142 

 九月 一四三 社會人士對同性戀的看法 P143 

 十月 一四四 青年對 2005/06年施政報告的評價 P144 

 十一月 一四五 二零零五年意見調查：青年對個人資料私隱的態度及看法 P145 

 十二月 一四六 青年回應「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第五號報告」 P146 

2006 一月 一四七 青年上網主要活動及隱藏問題 P147 

 二月 一四八 青年對 2006/07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與評價 P148 

 三月 一四九 青年如何看自己的社區 P149 

 四月 一五○ 有暑假？無暑假？ P150 

 五月 一五一 青年怎樣看朋友 P151 

 六月 一五二 世界盃熱潮下的青年現象 P152 

 七月 一五三 青年眼中的政治人才 P153 

 八月及 

九月 

一五四 

一五五 

家長及青少年看親子衝突 P154 & 
P155 

 十月及 

十一月 

一五六 

一五七 

青年對 2006/07施政報告的期望及評價 P156 & 
P157 

 十二月 一五八 青年對香港運動員於亞運表現的感想 P158 

2007 一月 一五九 青年怎樣看搵快錢？ P159 

 二月 一六○ 青年對 2007/08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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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三月 一六一 窮青年、富青年 P161 

 四月 一六二 青年眼中的 2007年行政長官選舉 P162 

 五月 一六三 青年看人才競爭 P163 

 六月 一六四 回歸 10年：香港青年看國家和香港 P164 

 七月 一六五 青年對政制發展的意見 P165 

 八月 一六六 學生校外接觸英文有多少？ P166 

 九月 一六七 學生眼中的校規 P167 

 十月 一六八 青年對 2007/08施政報告的評價 P168 

 十一月 一六九 青年對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願景 P169 

 十二月 一七○ 聖誕鐘─談談情、送送禮 P170 

2008 一月 一七一 財政盈餘怎麼辦？青年對 2008/09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P171 

 四月 一七二 醫療改革諮詢文件─青年準備好嗎？ P172 

 五月 一七三 四川大地震對香港青年的啟示 P173 

 六月 一七四 青年人讀些甚麼？ P174 

 七月 一七五 青少年的數碼網絡聯繫 P175 

 八月 一七六 國家走向世界─青年看北京奧運 P176 

 九月 一七七 青年希望選出怎樣的立法會議員？ P177 

 十月 一七八 青年對 2008/09施政報告的期望 P178 

 十一月 一七九 青年認同甚麼香港品牌？ P179 

 十二月 一八○ 聖誕鐘─青少年戀愛 P180 

2009 一月 一八一 青少年對政府建議推行毒品測試的意見 P181 

 二月 一八二 青少年的心中「情」 P182 

 三月 一八三 金融海嘯─青年對就業及金錢價值取向的轉變 P183 

 四月 一八四 青少年偏差行為知多少？ P184 

 五月 一八五 青年的家國情 P185 

 六月 一八六 青少年上網出了甚麼問題？ P186 

 七月 一八七 H1N1人類豬型流感疫情下放暑假 P187 

 八月 一八八 在學青少年的補習狀況 P188 

 九月及

十月 

一八九 

一九○ 

兩代眼中的網絡危機（上） P189 & 
P190 

 十一月 一九一 用英文，青年怕什麼？ P191 

 十二月 一九二 聖誕鐘─危情在線 P192 

2010 一月 一九三 「八十後」新生代 P193 

 二月 一九四 青年對 2010/11年度財政預算案的評價 P194 

 三月 一九五 末屆會考生的升學與出路 P195 

 四月 一九六 中國 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 P196 

 五月 一九七 青年對 2012政制方案的意見 P197 

 六月 一九八 誰偷走了我們的競爭力？ P198 

 七月 一九九 社會人士眼中的青年 P199 

 八月 二○○ 香港青年的數碼流動生活  P200 

 九月及

十月 

二○一 

二○二 

兩代眼中的網絡危機（下） P201 & 
P202 

 十一月 二○三 中學生對上癮行為的意見 P203 

 十二月 二○四 中學生節日社交行為與取態 P204 

2011 二月 二○五 青年對 2011/12年度財政預算案的期望 P205 

 十一月 二○六 青年與 2011年區議會選舉 P206 

 十二月 二○七 香港還有鄰舍互助精神嗎？ P207 

2014 十二月 二○八 青年與資訊網絡科技意見調查 P208 

 十二月 二○九 影響青少年成長的周邊人物        （只有新聞稿） P209 

2015 二月 二一○ 青年對全民退休保障的看法        （只有新聞稿） P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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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少年問題研究系列 （附英文撮要） 

（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1993 五月 一 參加街頭童黨的推力和拉力 YS1 

 九月 二 青少年犯罪的非刑事化處理：警司警誡令與跟進服務 YS2 

1994 一月 三 學生中途輟學與經常缺課：對政策和服務帶來的啟示 YS3 

 六月 四 家庭是否還是青少年成長的支柱？ YS4 

 十月 五 青少年吸毒個案研究：對政策和服務帶來的啟示 YS5 

1995 三月 六 少女懷孕現象：服務與政策的取向 YS6 

 九月 七 內地新到港青少年的適應 YS7 

 十二月 八 「通頂」徵象：對「不歸家少年」的研究 YS8 

1996 三月 九 學生膳食安排的研究 YS9 

 七月 十 通往未來之路─青少年上網狀況的研究 YS10 

 十一月 十一 邁向公義─被提控青少年在司法過程中的經歷 YS11 

1997 四月 十二 掌握青年脈搏：建立香港青年指標 YS12 

 九月 十三 母語教學的崎嶇路─中學生與家長的態度研究 YS13 

 十二月 十四 追求完美？─青年健康意識研究 YS14 

1998 三月 十五 香港青少年犯事者之判刑選擇研究 YS15 

 九月 十六 香港刑事責任年齡的研究 YS16 

 十二月 十七 香港青年失業狀況研究 YS17 

1999 三月 十八 內地新來港定居家庭研究 YS18 

 十月 十九 資訊科技教育與中學生學習的研究 YS19 

 十二月 二十 中學生校外生活素描 YS20 

2000 三月 二十一 青少年飲酒狀況的研究 YS21 

 九月 二十二 香港青年對立法會選舉的參與形態研究 YS22 

 十二月 二十三 新市鎮發展與童黨問題的關係研究 YS23 

2001 三月 二十四 香港青年北上發展趨勢的研究 YS24 

 九月 二十五 青少年對香港都市規劃發展的期望 YS25 

2002 一月 二十六 社會資本之慈善捐獻、義務工作及社會參與的狀況研究 YS26 

 五月 二十七 社會資本之網絡連繫、信任及互惠狀況的研究 YS27 

 十月 二十八 社會資本之公民身份狀況研究 YS28 

2003 十月 二十九 香港青年對北上珠三角發展事業的取態研究 YS29 

 十一月 三十 「青年看香港民意的收集與反映」研究 YS30 

2004 五月 三十一 「教與學數碼化」狀況研究 YS31 

 九月 三十二 「香港青少年應付壓力的狀況」研究 YS32 

2005 一月 三十三 「香港低收入家庭青少年的生活狀況」研究 YS33 

 九月 三十四 「少女參與群黨的狀況」研究 YS34 

2006 四月 三十五 如何過渡？從學校走向工作研究 YS35 

 十二月 三十六 香港青年對家庭經濟依賴的研究 YS36 

2007 六月 三十七 低學歷、低技能、低收入青少年的困境與出路 YS37 

 十一月 三十八 「從區議會選舉看青年的社區參與」研究 YS38 

2008 三月 三十九 「青少年濫藥─禁毒教育與推廣策略」研究 YS39 

 九月 四十 「香港長遠社會福利規劃」研究 YS40 

2009 二月 四十一 金融海嘯對青年就業的衝擊 YS41 

 五月 四十二 珠三角發展規劃─香港青年的發展機遇與兩地人才互動        YS42 

 十一月 四十三 穗港澳三地大學生法治意識比較研究 YS43 

2010 九月 四十四 香港中學生網上欺凌研究 YS44 

 十二月 四十五 香港青年對家庭經濟依賴（二）之住房問題研究 YS45 

2011 八月 四十六 創業起頭難─香港青年創業研究 YS46 

2012 十二月 四十七 青年對權威的看法 YS47 

2013 六月 四十八 高不成、低不就？青年就業困難與出路研究 YS48 

 十月 四十九 借貸渡學─青年的生活需要與財政壓力研究 YS49 

2014 二月 五十 穿梭兩地─跨境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需要研究 YS50 

 五月 五十一 如何促進青年參與創意產業研究 YS51 

 十一月 五十二 青年窮忙族能脫離困境嗎？ YS52 

 



7 

C. 青年比較研究系列 （中英對照） 

（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編號 

1994 四月 一 個人與社會 CS1 

 七月 二 法律與道德 CS2 

 十月 三 國家與民族 CS3 

 十二月 四 政府與政治 CS4 

（可供下載）http://yrc.hkfyg.org.hk/  

1995 六月 五 青年與就業 CS5 

 十二月 六 青年與壓力 CS6 

1996 十月 七 戀愛與婚姻 CS7 

 十二月 八 家庭與生育 CS8 

 

D. 青年研究學報 （附中英摘要） 

每本訂價：$100（郵費：$14；總第四號 郵費：$28） 編號 

1998 一月 一 特區政府下的青年發展 JYS1 

 七月 二 青少年犯罪與復康支援 JYS2 

1999 一月 三 青年與政治 JYS3 

 七月 四 經濟轉型中的新一代 JYS4 

2000 一月 五 跨世紀青年發展新趨勢 JYS5 

 七月 六 跨世紀青年領袖培訓及發展 JYS6 

2001 一月 七 新一代的健康危機 JYS7 

 七月 八 義工精神─第三部門的風采 JYS8 

2002 一月 九 香港社會經濟發展趨勢與家庭變遷 JYS9 

 七月 十 經濟全球化：青年就業困難與出路 JYS10 

2003 一月 十一 凝聚力量：同創社會資本 JYS11 

 七月 十二 走進珠三角：青年的選擇？ JYS12 

2004 一月 十三 從 SARS 疫潮到反思健康生活 JYS13 

 七月 十四 如何培養年青一代的創意文化 JYS14 

2005 一月 十五 進一步開拓青年的文化空間 JYS15 

 七月 十六 青少年濫藥消閑化？ JYS16 

2006 一月 十七 跨代貧窮：社會隱伏的危機 JYS17 

 七月 十八 走向空洞的家庭關係？ JYS18 

2007 一月 十九 從玩樂中透視暴力文化 JYS19 

 七月 二十 青年走過的特區十年 JYS20 

2008 一月 二十一 社會企業帶來甚麼轉變？ JYS21 

 七月 二十二 從奧運出發 JYS22 

2009 一月 二十三 建國六十年：看今日中國青年 JYS23 

 七月 二十四 金融海嘯之後─解決青年就業的對策 JYS24 

2010 一月 二十五 珠三角融合為青年帶來甚麼新景象？ JYS25 

 七月 二十六 i 世代的青年工作 JYS26 

2011 一月 二十七 青少年精神健康問題新趨勢 JYS27 

 七月 二十八 貧困青年的挑戰與出路 JYS28 

2012 一月 二十九 新高中學制對青年的影響 JYS29 

 七月 三十 兩地經濟融合為香港帶來的挑戰 JYS30 

2013 一月 三十一 媒體新世代的青年工作 JYS31 

 七月 三十二 人口政策：提升青年素質和生產力 JYS32 

2014 一月 三十三 特區政府的管治困難與出路 JYS33 

 七月 三十四 創意產業與青年發展機遇 JYS34 

2015 一月 三十五 全民退休保障與青年何干？ JYS35 

 七月 三十六 推行職業教育的方向與實踐 JYS36 

2016 一月 三十七 青年運動習慣與促進策略 JYS37 

 七月 三十八 新生代成長的壓力 JYS38 

2017 一月 三十九 「一帶一路」為青年帶來什麼機遇？ JYS39 

 七月 四十 特區青年發展二十年 JYS40 

2018 一月 四十一 青年的全健發展 JYS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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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每本訂價：$100（精裝版）/ $80（平裝版）（郵費：$28） 編號 

1999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1999（精裝）               （售罄） HKT1 

2000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0（精裝）               （售罄） HKT2 

2001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1（精裝）               （售罄） HKT3 

2002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2（精裝/平裝）             （售罄） HKT4 

2003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3（精裝/平裝）             （售罄） HKT5 

2006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04-2006（精裝/平裝）           （售罄） HKT6 

每本訂價：$120（精裝版）（郵費：$28）/ $100（平裝版）（郵費：$14）  

2011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1（精裝/平裝）             （售罄） HKT7 

2013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3（精裝/平裝） HKT8 

每本訂價：$120（精裝版）/ $100（平裝版）（郵費：$28）  

2015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5（精裝） HKT9 

每本訂價：$120（郵費：$28） 

2019 香港青年趨勢分析 2018 HKT10 

 

F. 青年議題點評 

 編號 

2013 三月 一 香港中、小學生補習現象         （可供下載） SCYI1 

 八月 二 現今兩代衝突            （只有新聞稿） SCYI2 

 

G. 本中心其他出版書籍 

年份 編號 書 名 訂價 郵費 

1996 TY 今日青年─五地青少年發展狀況分析 

（中國內地、台灣、澳門、香港、新加坡） 

$120 $28 

1998 YRF1 香港青年研究論壇論文集 

[專題研究報告（一）：青少年偏差及犯罪行為研究] 

[專題研究報告（二）：青少年的性態度及心理健康研究] 

[專題研究報告（三）：青少年的社會及政治參與研究] 

$80 $28 

1999 BJT 北京、香港青少年問題研討會論文集 

[專題研討（一）：經濟轉型對青年教育與就業的啟示] 

[專題研討（二）：青少年犯罪、司法與權益保護] 

[專題研討（三）：性與家庭] 

$100 $28 

2010 RLS 從研究學通識─基礎篇 $100 $14 

 
 

訂購書籍細則： 

 （A項至 G 項）為本中心出版之報告書，凡購買滿$100可獲九折優待，

購滿$200則可獲八折優待；學生可全數獲半價優待。郵費恕無折扣。 

 學生優惠：請出示本人學生證（持有效之本地或外地，全日制、半日

制或兼讀之學生均可）；如欲郵購，則請於訂購表格中附上有效學生

證影印本。 

 郵費調整以中心之最新公布為準。 

 
 

H. 光碟 

年份 編號 項 目 優惠價 郵費 

2002 CD1 一百期青少年意見調查之光碟（報告書 P1至 P100） $100 
（恕無折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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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代售書籍： 

年份 編號 書 名 優惠價 郵費 

2006 BJYRC1 青少年發展比較研究系列（一套六本）【訂價$180】 

(北京大學─香港青年協會青少年發展研究中心出版) 

第一號：內地與香港大學生之自我價值感及其與人格、心理健康和

生活滿意度的關係 

第二號：內地與香港大學生的學業倦怠狀況及其自身因素的關係 

第三號：內地與香港大學生的職業價值觀及其與人格的關係 

第四號：內地與香港大學生之個人特點與求職策略 

第五號：內地與香港 9-16 歲青少年的同伴接納與心理理解能力的

關係 

第六號：京港中學生對壓力之應對方式與其自身及父母因素的關係 

$100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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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研究出版書籍訂購表格 

 
 訂購表格一：此表適用於訂購上列青年研究中心出版之書籍 (D 及 G 類報告書 ) 

書籍編號／名稱  數量  每本訂價 x 數量  每本郵費 x 數量  

    

    

    
    

    

    

    

    

 訂價合計：   郵費總數：  

折扣價（買滿$100 獲九折優待，  

滿$200 獲八折優待，學生 #全數半價優待）  $ 

另加郵費總數：  $ 

此表應付總金額：  $ 

 
 
 訂購表格二：此表適用於訂購上列 H 類光碟及中心代售書籍  

書籍編號／名稱  數量  每本優惠價 x 數量  每本郵費 x 數量  共銀  

     

     

     

此表應付總金額：  $ 

# 如為學生訂購，請附上有效學生證影印本  
 

「訂購表格一」＋「訂購表格二」：HK$ 

 
訂購方法：請填妥以上表格，並連同劃線支票寄回「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
會大廈 4 樓，香港青年協會青年研究中心」收。支票抬頭請寫「香港青年協會」。  

 

本人現以    自取／   郵寄  方式訂購上列書籍  

 
附上總數 $_____________________；及劃線支票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訂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對上述價目或訂購方法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852） 3755 7022 或  

傳真至（ 852） 3755 7200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研究中心查詢  

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4 樓 (港鐵鰂魚涌站 C 出口右旁 ) 

電郵： yr@hkfyg.org.hk   網址： yrc.hkfyg.org.hk 

Facebook： facebook.com/HKFYGYouthResearchCentre  

 

mailto:yr@hkfyg.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