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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領創未來



2

楊漢明 (Jacky)，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項目經理，負責策劃、
管理及教授學院的領袖培訓項目。楊先生擁有豐富的領袖及溝
通協作培訓經驗，曾經籌劃學院各項旗艦培訓項目，包括香港
青年協會英語演講比賽、暑期青年領袖學校、滙豐未來技能培
訓計劃、演說學堂等。楊先生2011年於香港中文大學畢業，主
修綜合工商管理 (市場學及人力資源管理)。楊先生現時亦為
Phoenix Foundation 的顧問成員之一。

關沛浚 (Philip)，現任優才 (楊殷有娣) 書院中學部領袖飛躍課
程主任、副德育主任、學生會顧問老師。關老師擁有超過十
年中學生領袖培訓經驗，曾擔任資優教育學苑等機構之領袖
課程導師。關老師畢業於香港大學國際商業及環球管理學士
課程，並獲香港中文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學生活動管理
專業文憑。



願景

確保能夠聚集一群能幹及對香港有承擔的青
年領袖，並且已預備隨時服務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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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透過理論和練習提供前瞻性的領袖培訓服
務，讓青年領袖參與並投入高質素活動、
跨文化交流及實踐經驗，提升青年領袖理
解能力、公民意識及對國家與世界的服務
及責任感。



訓練時數
自2000年開始

青年領袖
自2000年開始接受學院訓練

≥200,000 ≥1.5 M

學院的影響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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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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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的影響力 (2)

本港中學
自2000年起參與學院的訓練項目

95%
本港大學

自2013年起參與學院的訓練項目

100% 85%
中學校長

自2000年起參與學院的訓練項目



本地合作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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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及海外合
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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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前粉嶺裁判法院

•由三級歷史建築活化(1961年落
成)

•第一個在新界興建的裁判法院

•提供全港首個領袖學院，以發掘
年輕才俊，提升領袖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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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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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號法庭

數碼辯論演說廳

前拘留室

訓練大樓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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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落成的營舍樓高兩層，
設有85個宿位

營舍



學院培訓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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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技能

全健思

維

可持續

發展
3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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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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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抗逆 Agility & Resilience

溝通協作 Communication & 

Cooperation

創新解難 Innovation & Problem-

solving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

人生規劃 Life-planning



Leader in Me 高小潛能領

袖培訓課程

敏捷抗逆 Agility &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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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年對抗逆和危機處理能力，應對未來領導需要

旗艦項目:

高小課程 中學課程

I-Leader線上領袖培訓課程

高階領袖訓練證書課程

「破解危機．激發潛能」證書課程



Leader in Me 高小潛能領袖培訓課程

• 網上體驗+實體進階培訓課程

• 活動教學、多元參與及情境演練

• 情緒舒展學 (Brain Breath): 學習提升
專注力及記憶力

• 即興交談學 (Brain Crash): 學習調整
面對突發情況的心態

• 創意爆發學 (Brain Dance): 學習提升
日常觀察及想像，以啟發求變及勇於
創造的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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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eader 線上領袖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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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個人領袖才能，並提升他們在新常態下的領導能力
• 即時互動學習，理論實踐並重



高階領袖訓練證書課程

• 針對學生領袖需要進行高階訓練，提升他們的領袖效能

• 混合模式訓練，涵蓋領袖導論、激勵士氣、衝突管理及個案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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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危機．激發潛能」證書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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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提升學員情緒智商(EQ)、逆境智商(AQ)和靈感智商(SQ)，讓青
年應對挑戰和困難時能調整心態和實踐領袖能力。

• 經歷模擬情景，增加實戰感，提升掌控危機能力



度身訂造課程
Agility & Resil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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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逆領袖培訓證書課程
• 全健大使訓練課程 (與註冊臨床心理學家合作設計)
• 網上逃出密室團隊解難訓練
• 義工領袖訓練計劃 (設計思維主導)



溝通協作 Communication &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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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不同渠道與媒體的溝通及協作領袖

旗艦項目:

高小課程 中學課程

演說學堂 (Speaking Studio)

Chamber Debate Club

模擬法庭夏令營

冠軍級人馬英語

公眾演說課程



冠軍級人馬英語公眾演說課程

•由演講比賽得獎人馬教你
10 式演講必殺技，以邁向
星級里程

•學校講座或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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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學堂 (Speaking Studio)

•一系列緊密及全面的公眾演說
(Public Speaking)、辯論
(Debating)及模擬法庭 (Mooting) 
課程

•由專業培訓人員 (包括國際演講會
導師、全國及世界演說優勝者、
專業律師等)設計教材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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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mber Debate Club

•擴闊參加者的眼界及強化他們的溝通
技巧

•國際著名訓練機構及導師

•辯論訓練為全網上課程

•課程完結參加者將會安排參與實體議
會形式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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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法庭夏令營 Moot Court Summer School

•希望有志投身法律界的青年人加深認識
法律行業，為未來發展作好準備；更希
望他們藉此增強自信心，以及團隊協作
的能力

•由專業律師及法律學者教授一系列互動
工作坊

•涵蓋法律知識、資料搜集及模擬辯護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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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造課程
Communication &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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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擬溝通技巧訓練
• 衝突及談判技巧訓練
• 雙語校園主播訓練課程
• 主持及引導(Facilitation)技巧訓練
• 議政課程



創新解難 Innovation &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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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訓練學生慎思明辯及啟發他們創意回應社會需要

高小課程 中學課程

「香港200」領袖計劃

「向世界學習」大學先導課程

學生領袖體驗活動

無障礙科技體驗

視障人士科技體驗



無障礙科技體驗/視障人士科技體驗

•親身體驗輪椅人士或視障人士的生活，並透過STEM解
決他們日常生活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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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學習」大學先導課程 x 中大全球研究課程

•了解國際不同議題，包括社會、經濟、政治等

•學習分辨準確及具可信性的資料及其來源

•理解作為未來領袖及世界公民的角色並思考如何為社會作出改
變

•全網上課程，最後以實體模擬聯合國形式總結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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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領袖體驗活動

•透過不同種類活動，
發掘及培養領袖潛
能及素質

•時間靈活及晉升階
梯

•多元化及具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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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身訂造課程
Innovation & Problem-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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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M 領袖訓練計劃 (AI, Data Analysis, Chatbot)

• 同理心STEM領袖訓練計劃 (與Eldpathy合作)

• Fintech 未來領袖夏令營



可持續發展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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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UN Sustainability Goals)及文化保育提
升學生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及運用

高小課程 中學課程

環球領袖發展線上教室

領袖基礎課程 - 世界公民教育學堂

暑期青年環球領袖訓練計劃

文化保育大使計劃

世界小公民 (證書課程)

SDG小達人



環球領袖發展線上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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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世界各地傑出青年領袖錄製有關領袖及聯合國可持續發展
目標的議題，並設有測驗鞏固學習成效

•設有中英文字幕方便學生理解內容



領袖基礎課程 - 世界公民教育學堂

33

•課程包括網上工作坊、自訂學習進度的教材、測驗及學習進度
評估

•課程涵蓋領袖理論及世界公民等題目



暑期青年環球領袖訓練計劃

•引導參加者理解現時社會及經濟的轉營

•期望參加者成為具同理心及能策劃創新方案應對全球問題

•混合模式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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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保育大使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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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系統化的培訓，提升青年對歷史及文化的興趣，培育未來
的文化保育領袖

• 發掘個人表達和溝通的潛力



度身訂造課程
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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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學人計劃 2021
• 「超生越死」生死教育導賞服務
• 可持續發展領袖培訓計劃



人生規劃 Lif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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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統化、策略性地引導青年進行職業探索，裝備理財知識，以
及持續學習的能力。

高小及中學課程



歡迎聯絡我們查詢培訓資訊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

電話: (852) 2169 0255
電郵: sd@leadershipinstitute.hk

地址: 新界粉嶺馬會道302號

Facebook: leadershipinstitute.hk
Instagram: leadershipinstitutehk

Youtube: HKFYGLeadershipInstit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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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leadershipinstitutehk
https://www.youtube.com/c/HKFYGLeadershipInstitute


老師分享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

關沛浚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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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背景

• 1996年，由教育心理學家李業富教授創辦，是香港首間資優學校

• 2005年，開辦中學部

• 優才書院的使命是為社會培養優秀的科技和領袖人才

• 致力培養學生的多元智能 (Multiple Intelligence)

• 愛心，創意，勤奮是我們的教育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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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培育理念及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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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袖是以服務他人為目標 (Servant Leadership)

• 領袖才能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和需要學習的

•課程架構：
• 中一：導師啟航計劃 (包括社會服務訓練)

• 中二：領袖飛躍課程

• 中三或以上 (校內)：出任領袖生、學生會等等

• 中三或以上 (校外)：推薦同學參加不同培訓活動、比賽



本校去年曾推薦學生參加之活動

•《香港200》領袖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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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去年曾推薦學生參加之活動

•模擬法庭暑期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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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去年曾推薦學生參加之活動

•英語演講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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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推行領袖培育的心得

1. 老師要相信學生的能力

2. 老師要引導學生向正確道路發展

3. 老師要主動出擊，尋找機會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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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指導及交流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中學部

電話: (852) 2535 6867
電郵: philipkwan@gtcollege.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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