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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暨 

國際教育(香港)交流協會 
  「海上絲綢之路---嶺南歷史文化雙向交流」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周年．香港青少年紅色之

旅福建行 2017 

一打人去賣藝 Let’s Start   一打人去賣藝 - 京港文化藝術交流團 

培僑書院   生活體驗營 - 北京文化保育之旅 

Cheung Sha W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Cheung Sha Wan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and 

Xingyi No.8 Middle School Exchange Study tour 

2017-2018 

願景基金會 青年發展部 
第一屆“楚韻文化 勇當先鋒”-   中港青年學

子楚地文化交流團 

寰宇希望   
「城鄉互動」香港甘肅青海青年 

交流團 

香港警務處少年警訊 水警海港警區少年警訊 
水警海港警區少年警訊 - 

廣西南寧、桂林 5 天交流考察團 

童履   童心。初心。貴州山區義教 2017 

香港小童群益會 
深水埗區青少年外展社會

工作隊 

「勇敢．樸素．民族情」- 牧民生活體驗及文化

交流之旅 

展能協會   2017「湘」「港」兩地情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通識教育大課堂 - 浙江上海考察團 2017 

香港大專學壇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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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冬季考察團 2017 

政賢力量、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香港學生領袖江蘇考察團 

香港新動力、香港科學英才會   青年領袖海南考察團 2017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新界綜合服務中心 「聾」行天下 - 內蒙之旅 

青年會書院 政府津貼中學 江蘇．香港兩地體育及文化交流之旅 

東華三院 
賽馬會大角咀綜合服務中

心 
「青義誠」一帶一路青海義教體驗團 

香港沃土發展社   
「以愛播種」：2017 年暑期湖南湘西農村服務交

流團 

敦煌文化弘揚基金會   
2017 絲綢之路音樂交流研習營 雙向交流考察計

劃 

綠蔭家園有限公司 
 

植樹在多倫 2017 

尚志培訓有限公司   「濃情跨兩地．尋古見今望將來」 

香港中文大學 化學系 蘭州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化學聯合實習 

香港小童群益會 
賽馬會大埔青少年綜合服

務中心 
「連南義教及生活體驗五天交流團」 

保良局 教育事務部 保良局屬下中學華東交流考察團 

香港明愛 學校社會工作服務 廣東省清遠市山區小學服務體驗交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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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員工會   
“伴你啟航” 集美 香港 雙向交流計劃 

2017-18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學生聯盟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7  - 湖南省 

醫護考察行 

香港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有限公

司 
  「一帶一路的前世今生」西安文化交流之旅 

勵心服務協會                                     
同一天空下  滇港兩地情 - 滇港青年手牽手 音

樂連繫心連心 

永恒教育基金   
擼起袖子加油幹，走好桂港青年長征路 - 桂港青

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   
祖苗．青少年創科文化交流團 2017 

(重慶) 

沙田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2017 了解中國東北 - 大連及瀋陽： 

人文、生活、經濟及學術文化體驗交流之旅 

中港教育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民族融合之旅：體驗貴州少數民族的風情 

新界鄉議局 婦女及青年事務委員會 香港回歸 20 周年：青年浙江考察之旅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京杭大運河江南研學之旅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山東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香港遊樂場協會   世界屋脊 - 西藏民族文化體驗之旅 

正能量協會   2018「全心存意」廣西行-桂林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17-18 - 獲資助機構/活動名單 
 

 

團體名稱 單位 活動名稱 

好人好事協會    2017「全方位“心”度行」 

展能協會   「湘」「港」兩地大學生交流之旅 

香港新一代之友   我的祖國 - 京港澳學生交流營 2017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 青年委員會 一帶一路之慶回歸暨哈爾濱夏季考察 

民生書院   童夢．貴在心 

何鴻燊航天科技人才培訓基金

會 
  

“夢想航天 情繫中華 - 2017 年航天科技夏令

營” 

無國界社工有限公司   
「社福兩面睇」- 珠三角西部社會 

服務考察團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   
SEN - 寧夏尋蹤，古絲綢之路文化 

之旅出發 

傑出少年協會   北京內蒙古草原大漠文化考察之旅 

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   祖苗．滬港青少年體育交流團 2017 

永恒教育基金   
擼起袖子加油幹，走好深港青年長征路 - 深港青

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   科學結情緣：京港同行 

百仁基金有限公司   滬港科技與創新暑期交流活動 2017 

少年警訊 香港警務處 少年警訊內地文化交流之旅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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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水圍天澤會所 
 ＜縱橫廣西＞探索廣西人文生活 

之旅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 通識學會 
香港國際行政學院及香港南京總會 

合辦 - 南京經濟發展探索之旅 

香港順德北滘同鄉會   廣東廣西探索之旅 

包達三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7 共創未來香港青年內地交流 

計劃 - 上海篇 

The Gymnastic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2017-18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 健美體

操交流計劃 

The Gymnastic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China 
  

2017-18 年度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 彈網交

流計劃 

沙田居民協會有限公司   
『體驗極冷。白色草原』內蒙哈爾濱冬季文化體

驗團 

永恒教育基金   
擼起袖子加油幹，走好莞港青年長征路 - 莞港青

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香港教育協會   

2017 中國東北 - 鞍山及丹東 

非一般的鋼都及東北經濟重心地的 

生活，經濟及文化體驗交流團 

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有限公

司 

香港宣教會恩霖社區服務

中心 
「一帶一路」河南省青年交流團 

香港明愛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 翔

青社 
攜手共創新天地 - 廣西服務體驗計劃 

香港海員工會   
「攜手同航」 大連 香港 雙向交流 

計劃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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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恆安綜合青少年服

務中心 

「友」凝。「喜」義 ~ 湖南湘西義工服務及文化

交流團 

中國香港跳繩體育聯會   躍動「海南」跳繩體育文化交流團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香港學生領袖高階培訓計劃 –  

北京、內蒙之旅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江西行 2018 

香港職業及生涯發展師協會   佛山禪城文化交流服務團 

萬德學會有限公司   
中國情、鄉土心 ~ 青少年領袖交流 

服務計劃  

新靑匯有限公司   四海一家浙港舟山交流團 

香港青年聯會有限公司   香港青聯．浙江橫店演藝文化交流團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   港穗青年文化交流計劃 2017 

新家園協會 九龍西服務處 「湘」港夢飛翔歷史文化交流之旅 

香港遊樂場協會   絢麗雲南-文化遺產與民族交流之旅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港湘兩地經濟．地理探索活動 

香港傑出學生協進會   
破繭．蛻變 香港島傑出學生西安 

交流團 2017 

中港文化交流促進會有限公司   中港（福建、湖北、雲南）文化交流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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騁志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共融號---中港(杭州、佛山、哈爾濱、香港)文化

考察之旅 2017-2018 

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有限

公司 
  邊境樂悠遊 – 歷史文化交流團 

香港黑龍江經濟合作促進會 青年委員會 2018 香港青年「一帶一路」之黑龍江省考察 

正能量協會   2018「梧、港吾知心度行」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探索中華「北京、吉林、哈爾濱」考察之旅 

中港教育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民族融合之旅：體驗蒙古的民族、文化 

永恒教育基金   
擼起袖子加油幹，走好杭港青年長征路 – 杭港

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流考察之旅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成都之行」 

雲港台青年交流促進會 

宇星教育(香港)有限公司 
  

雲港台 2017 年七彩雲南滇西行 

青春啟航，放飛夢想之香港文化交流活動 

香港青年協進會   「彩雲南匯」- 雲南民族多元文化考察之旅 

費格中國教育交流協會 

香港生涯規劃協會 
  神州．新影－發現福建晉江 

香港青賢智匯 文化交流委員會 京港青年明日外交官培訓計劃 2017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   科學結情緣：粵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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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苗文化青年交流中心   祖苗．“活力青春匯”穗港文體交流團 2017 

香港國際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龍情壯志 - 蜀中文化之《劉‧關‧張戰場古道行》

青少年港蜀雙向交流團 

香港廣西南寧市同鄉聯誼會有

限公司 
青年部 探索廣西少數民族、文化交流團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   
第二屆 - 京港青年創意雙向交流計劃 - 兩地青

年學生雙向交流計劃 2017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交流部 踏上鐵路 尋找一帶一路新機遇 

井岡山教育基金 

張學良基金會 
  

“薪火相傳，弘揚中華文化” 香港大學生黑龍江

遊學團 - 探索黑土地  學習中外史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 互聯網+主題團」 

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宇星教育(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青少年 2017【七彩雲南】文化交流活動 

學友社   
青年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2017-2018 

東北發展交流考察之旅 

鄰舍輔導會 
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我們的「笑」旅時代 - 青少年新疆 

背包交流計劃 

民生書院   一切從長安開始 

好人好事協會   『梧』、『港』手拉手共融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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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PSK 考試委員會 GAPSK 教學發展部 香港青年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 

香港青年協進會   「大地．草原」內蒙古交流考察之旅 

費格中國教育交流協會、 

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 
  京港青年啟導課程 2017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知識點亮生命．夢想創造未來江西 

義教之旅 

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宇星教育(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青少年 2017【七彩雲南滇西行】文化交流活

動 

青春起航, 逐夢香港-2017 年昆港國際交流活動 

青年政治學堂   天府之國－四川自然保育交流團 

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細味北京 - 歷史文化與城市變遷 

學習交流之旅 2015 

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城市合作慨念」京津冀一體化研習之旅 

香港中山青年協會   港中科技文化交流團 

東方明珠協會   
領略上海灘．香港大學生上海交流 

計劃 

新一代菁英協會   西部大開發 重慶工業考察交流團 

香港金融專業人士協會   
上海新貌 - 香港大學生內地交流 

計劃 2017 

學友社   「江蘇．長三角」歷史考察交流團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7 未來之星 - 中國國情教育 

課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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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代專業協會   兩江繞山城，一帶匯一路 

四川之友協會(香港)   港川青年學生互動交流計劃 

中港台青年交流協進會   身體力行 - 甘肅青海八天義教活動 

新界青年聯會   「茗茶緣」學習之旅 

青年新世界   廣西逆流挑戰 2017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敦煌藝術文化交流之旅 

香港女童軍總會   「探索神州行」香港青少年東北探索之旅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長沙灣中心 點滴成川 服務交流團 2017 

香港學生輔導協會   重心認識你 - 2017 香港重慶兩地雙向交流活動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學生聯盟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7 -- 湖北義教暨文化行 

和風力量   
滬隨風行・上海 - 香港學生經濟文化考察計劃

2017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活動週體驗計劃（內地交流計劃） 

香港國際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創新明天 港青少年科技實踐雙向交流團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有

限公司 
  京港同心學生交流團 2017 

香港童軍總會 內地事務署 童心義遊：香港童軍廣東省服務考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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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有限公

司 
  「探索西北」青海甘肅文化考察團 

民眾安全服務隊 少年團 
「放眼祖國，同創未來 - 中港文化 

交流活動」 

國際婦女會 青年委員會 陝西華夏文化體驗團 

香港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有限公

司 
  

尋找第二回．夢的足跡 - 江南發展 

文化交流團 2017 

東海(企業)國際有限公司   香港百人學生一帶一路研習交流團(五) 

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牽動人心，放眼世界」清遠文化交流之旅 2017 

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千里河山萬里情」交流考察計劃 

香港交通安全會 

包括︰香港交通安全隊、

香港基督少年軍、香港聖

約翰救傷隊少青團、香港

醫療輔助隊少年團及香港

少年領袖團 

同心同根萬里行 2017 

香港菁英會 - 韶關菁英義教交流團 2017 

UNESCO Hong Kong Association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

會 
重慶新體驗 - 旅遊業探訪及交流五天之旅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暨 

國際教育(香港)交流協會 
  「同根同心 - 粵港青年學術文化交流計劃」 

元朗大會堂管理委員會有限公

司 
元朗大會堂社區中心 粵西綠色生活文化考察 

龍騰舞蹈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京港舞蹈藝術文化交流計劃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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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新世界   青年新體驗 - 內地大學體驗交流計劃 2017 

新界青年聯會   香江之曦 - 山西「藝」行交流計劃 

青年新世界   海南逆流挑戰 2017 

觀塘新青年論壇   
京港傳統藝術交流暨戲曲文化 

社區推廣 

新青年論壇   龍願 2017 青年交流計劃 

和風力量   
和風下江南．江蘇 - 香港學生經濟文化考察計劃

2017 

黃大仙區傑出學生協會   
「『泉』知天『廈』」- 廈門、泉州歷史文化之

旅 

惠州新動力有限公司   
天下菁莪出我輩 - 香港天津青年 

交流團 

創思(代理)有限公司   廣西少數民族生態考察團 2017 

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  珠三角經濟考察及教育行 

香港觀塘青年獅子會   雲南聖境文化交流團 

九龍社團聯會 觀塘地區委員會 四川生態文化保育團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 
西協青年事務委員會 及 

青鷹大使團 
九龍西學界滬港交流(雙向)夏令營 2017 

滙基書院 山區學會 絲綢之路歷史文化體驗之旅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東北三省歷史文化考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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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港鄂兩地歷史．地理探索活動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絲路．敦煌 - 河西走廊文化體驗之旅 

明愛專上學院暨國際教育(香港)

交流協會 

明愛專上學院 (商業及款

待管理學院) 
北京清華大學學術及文化交流之旅 

香港迷彩青年會   內蒙·草原文化之旅 2017 

明愛專上學院及四川之友協會

（香港） 
  

「找同異 尋機會 求發展」港川金融學子互動

交流學習計劃 

皖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水煮三國管理學 - 香港青年內地文化文學交流 

蓬瀛仙館   
回歸祖國 20 周年．海上絲綢之路考察之旅及尋

根．尋源．惠州之旅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山景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昂首啟航 - 北京青年發展交流團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交流部 「迎挑戰．上武當」2018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   故宮探秘 - 香港學生歷史文化交流計劃 

兩地一心   兩地一心領袖培訓計劃 YOL13 交流團 

香港廣西南寧市同鄉聯誼會有

限公司 
青年部 尋前路．踏廣西足跡、文化交流團 

香港國際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龍情壯志．天下武功出少林 -- 中原古都文化

探索」青少年豫港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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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中國企業管理專

業校友會 
  京港菁英培訓 - 高校文化考察計劃 2017 

香港珠海社團總會青委會   城市變遷文化交流探索 

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   青少年軍事文化體驗營 

創思(代理)有限公司   古今絲路民族交流考察團 2017 

基督教協基會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探索絲路近貌』- 新疆少數民族 

體驗計劃 

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攜手服務、義教結緣 

培苗行動有限公司   港甘情：鏡頭下一帶一路的選擇 

YMCA College Of Careers 

(青年會專業書院) 
Department of Design & Art 走向貴州 - 貴港兩地學生雙向交流之旅 

香港童軍總會 九龍地域 滬港 [童] 心 科技文化交流之旅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有

限公司 
  武漢考察交流團 

香港童軍總會 童軍知友社 川港夢飛行 - 義務工作及青年交流 2017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第三屆「四海一家．浙港青年交流團」 

沙田婦女會 瀝源服務中心 
「情繫祖國．延續愛心」陝西河南六天交流體驗

團 

經民聯社會服務隊   
「回到．未來」探索香港歷史文化之旅- 青年 7

天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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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廣州創新及科技協會有限

公司 
  港穗 IT 青年夏令營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學生發展部 
「雲與青峰 - 雲南義工服務及民族體驗雙向交

流計劃 2017-18」 

湘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及 新家

園協會有限公司，(協辦﹕匯力行

動有限公司) 

  湘港青年文化交流及『小老師』義工服務之旅 

大公之友   
2017 年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地實習計劃 - 

港企行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中一學生內地體驗活動 

葵青青年團   探尋古都奧祕 

愛德基金會 (香港) 
「e 萬行動」助孤助學工作

組 

「同燃童心」2017 - 黔港青年關愛雲南孤兒夏令

營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   
2017 年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地實習計劃 - 

甘肅行 

東九龍青年社有限公司   
夢想「領」航 - 北京、吉林、哈爾濱文化考察之

旅 2017 

九龍社團聯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中華大地．走進京哈 探索東北．文化之旅  

科普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中港兩地科普技術文化交流計劃 

香港義工聯盟   
｢感受絲路 認識福建｣ - 海上絲綢之路交流考察

團 

聖雅各福群會 青年服務 「走進山區.愛心同行」四川服務學習計劃  



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17-18 - 獲資助機構/活動名單 
 

 

團體名稱 單位 活動名稱 

中國香港柔道總會   香港青少年體育文化交流團 

香港海事青年團   
「百年新中國」香港青年東北探索 

之旅考察交流團 

Stories South and North   貧困農村生活探索團 

香港社區網絡有限公司 香港社區創新科技協會 
尋找家鄉的故事 - 創新科技．明日人才 - 青年

北京交流計劃 

元朗青聯有限公司   2017 青年學生內蒙古交流計劃 

真理浸信會有限公司 
真理浸信會青少年發展服

務中心 
青少年中國茶文化交流計劃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敦煌文化大使培訓計劃 

香港青暉社發展有限公司   同一天空下 - 感受湘西 

香港城市大學中國企業管理專

業校友會 
  京港可持續發展考察團 

天主教鳴遠中學 
通識教育科、德育及公民

教育組及環保組 

新舊交融  大漠馳騁  『一帶一路』尋夢之旅」

北京、內蒙古七天雙向 

考察團 

香港廣西南寧市同鄉聯誼會有

限公司 
青年部 廣西知多少、文化交流團 

粵目演藝工作室有限公司   京港戲曲文化交流計劃 

港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研究

會有限公司 
  

傳統與現代視角 - 北京文化產業 

考察團 

藝文創意文化協會   雲南少數民族文化考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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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協基會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埋嚟睇、埋嚟跳 – 廣東表演藝術 

交流團 

香港和諧協會   紅動我心 - 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 2017 

香港島青年聯誼會   守望童年．香港大學生內地義工計畫 2017 

香港青年協進會   青年匯聚 2017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有限公

司 
  哈爾濱「閱冰之旅」 

國際青年文化交流中心(香港)有

限公司 
  「夢想因你而起飛」廣東山區義教 2018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義路同行」貴州風俗及義工體驗 

之旅 

和富社會企業   走進首都 - 北京國情考察團 2018 

香港青年學院   廣東運動教育及發展考察團 2017 

和富領袖網絡   寧夏少數民族文化體驗暨服務之旅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香港青年內地法律專業交流計劃 

東九龍居民委員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閩西客家文化探索交流團 

九龍社團聯會 
青年躍動‧領航實習同學

會 
黃河之源．青海．考察之旅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康怡會所 內蒙古．大漠文化體驗團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工團   「青年．內蒙．文化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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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九龍青年社有限公司   
「從心感受．農村孩子」 

貴州義教團 2018 

同心協會   同心、同路、沿途有你 京港學生雙向聯誼交流團 

香港和諧協會   躍動我心 - 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 2017 

香港演藝學院 及  

四川之友協會（香港） 
  四川成都生態自然保育服務考察團 

懲教社教育基金   「中國尋根之旅」青少年貴州夏令營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 
中港社福兩地通 - 認識兩地社會 

福利交流考察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青年及社區服務部 「愛．長傳」四川服務體驗計劃 2017  

香港大學生聯誼會   
奔跑吧青春．II 香港大學生 2017 

暑期考察計劃 

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有限

公司 
  青藏歷史文化深度行 

蒲公英計劃   蒲公英計劃 2017 暑期及冬季義教團 

國民教育學會   
福建 - 中國憲制及歷史文化雙向 

交流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學生聯盟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7 - 長春工業 

考察行 

香港明愛 
明愛賽馬會黃大仙青少年

綜合服務 

少年獎勵計劃 2017-2018  - 「從心 

贛行」江西體驗服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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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學生輔導協會   風雲的善變 - 2017 北京環保科技考察交流活動 

香港工商專業協會   創想無限 - 2017 北京交流團 

天主教鳴遠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回顧前瞻  尊重共融」 - 中山歷史文化交流探

索之旅 

中國商略聯合會   北京創意產業考察計劃 

武林盟會 
香港少林武術文化研究中

心 
少林武術．文化．歷史交流團 

敦煌文化弘揚基金會   
2017 絲路文化 - 中華傳統文化藝術教育交流體

驗營 雙向交流考察計劃 

良友文化基金會   2017 江南山水園林與古典文化體驗營 

勵心服務協會                                  

(Lai Sum Service Association) 
  

同一天空下  黔港兩地情  - 香港貴州青年雙向

交流計劃 

香港學生活動基金會   
「高校科學營 2017」優秀高中生獎勵計劃 - 上海

營、遼寧大連營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2017 青少年高校科學營 - 北京 

網上青年協會   2017 省港青年足球交流計劃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創路學堂」青年公益事業考察團 

中國商略聯合會   京港創業交流計劃 2017  

同心協會   
讓我照顧你 香港學生熊貓義工 

體驗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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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社團聯會 青年事務委員會 
中華大地．走進酒泉 探索航天發展 

之旅  

香港大學學生素質拓展聯合會   
熊貓故里川渝行 - 香港學生內地 

交流計劃 2017 

香港工商專業協會   共創未来 - 2017 京津冀交流團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學生聯盟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7 -- 雲南義教暨文化行 

香港大學生聯誼會   
一帶一路．路上友你 香港大學生 

2017 暑期交流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青年及社區服務部 「莞．香緣」青年雙向交流計劃 2017  

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   飛躍金紫「京」 

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   回到校園時 x 大學新手訓練營 

包達三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7 共創未來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  - 浙江篇 

香港教育協會   2017 走過內蒙大地。草原非一般生活體驗交流團 

新一代菁英協會   
被遺忘的角落 南京經濟科教考察 

交流團 

粵港經貿合作聯會   昨日烽火 - 今日北京 

九龍青年友好協會   
閱古識今 - 西安 2017 內地文化 

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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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有限公

司 
  

乘夢而飛．北京 航天科技文化探索 

計劃 2017 

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寧夏一帶一路考察之旅 

香港小童群益會  
賽馬會南葵涌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細味古城 ৹ 雲南七天服務學習交流團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航天科技愛我中華考察交流團 –  

北京、西安之旅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火車團「愛我中華」兩岸

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 - 北京、西安歷史交化之

旅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創意媒體實驗室實習課程

小組 
中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考察團 

油尖旺青年社   踏雪尋．京．蒙交流考察團 

新界青年學會   我們一起尋找．江南江南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義遊韶關」交流服務團 

渝港商略聯合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貴州考察計劃 

天水圍香島中學   
「細看一帶一路」：內蒙古考察及 

交流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