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劃 2019-20 - 獲資助機構/活動名單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愛我中華」兩岸四地青年大匯聚火車團 2019 - 四川歷史文
化及生態探索之旅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司

青年匯聚 2019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香港新一代之友

「我的祖國」 - 京港澳學生交流營 2019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科技與生態」貴州香港雙向交流計劃 2019-2020

一帶一路青年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費格中國教育交流協會

北京微電影拍攝分享計劃 2019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高飛遠翔」粵港青年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2019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足球技術交流賽

香港生涯規劃協會有限公司

津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 2019

關愛教育（香港）基金會

創新發展 - 探索巴蜀文化雙向交流

四川之友協會（香港）

港川青年學生互動交流計劃

中國商略聯合會

京港菁英培訓 - 高校文化考察計劃 2019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新世代新動力青年內地交流計劃@廈港體育經濟篇

香港遊樂場協會

甘肅 - 古今絲路：戈壁與沙漠文化體驗之旅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江西行 2020

香港青年領袖學院有限公司

神州‧冬影－福建拍攝分享計劃 2019

香港遊樂場協會

西藏 - 民族文化深度考察之旅

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牽動人心，放眼世界」清遠英語歷奇營 2019

國民教育學會

一帶一路 - 廣西賀州歷史文化雙向交流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香港青少年紅色之旅福建行 2019

香港青年協會

粵港澳大灣區 - 知味尋源之旅

民眾安全服務隊

粵港澳大灣區：中山佛山探索之旅 2019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大埔體育會有限公司

廣州乒乓球羽毛球訓練計劃

一帶一路青年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費格中國教育交流協會

京港青年文化交流計劃 2019

青年新世界

廣西逆流挑戰 2019

香港教育協會

2019 走過內蒙大地。草原非一般生活體驗交流團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有限公司

蘇港青年交流創業營 2019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新世代新動力青年內地交流計劃@粵港體育科教篇

香港五邑總會

走進大灣區武術僑都：鶴山市詠春傳承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香港大專學壇

清華大學明日領袖培訓計劃 2019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雲與青峰 - 雲南義工服務及民族體驗雙向交流計劃 2019-20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董會有限公司

渝港山區義工服務及雙向文化交流之旅 2019-20

新青年論壇有限公司

龍願 2019 青年交流計劃

愛德基金會(香港)

同燃童心 2019 - 黔港青年關愛雲南孤兒夏令營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政賢力量

南京大學 - 香港學生領袖培訓計劃 2019

龍願兩岸交流中心有限公司

戲曲青年大使：京港戲曲藝術交流計劃

香港社區網絡有限公司

尋找家鄉的故事 - 汶川十載情 - 青年四川交流及義教計劃
2019

香港天津青年會、
中國香港體育協會暨奧林匹克
委員會

「青春高飛」津港足球交流團

青年新世界

青年新體驗－內地專業體育學校體驗交流計劃 2019

香港學生活動委員會

香港學生領袖高階培訓計劃 北京、吉林之旅 - 國策與民生

粵目演藝工作室有限公司

京港戲曲文化交流計劃 2019

未來之星同學會
中國香港正向青少年及家庭發展
協會

2019「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 互聯網
＋主題團」
四川依然美麗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中國商略聯合會

北京創意產業考察計劃 2019

香港青年協會

迎挑戰‧上武當 2020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

2019 內地青年雙向交流活動 - 大灣區智慧城市建設與發展

沙田蘇浙公學

沙田蘇浙公學中一學生內地體驗活動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9 未來之星 -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香港五邑總會

走進大灣區曲藝之鄉：江港粵劇小戲營

港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研究會
有限公司

非物質文化遺產考察計劃 - 閩港交流 2019

新青年論壇有限公司

北京文化創意產業交流團 2019

香港生涯規劃協會有限公司

北京大學創新及管理交流課程 2019

青年新世界

青年新體驗 - 內地大學體驗交流計劃 2019

學友社

「發現號」 文創青年實踐計劃 2019 - 文創青年發現「華僑
鐵路史」
考察學習之旅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愛．長傳」2019 - 貴州三都服務體驗計劃

龍騰舞蹈團

北京體藝交流考察計劃

國民教育學會

一帶一路 - 泉州廈門歷史文化雙向交流

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清港青少年美麗鄉村行

新界區體育總會

青年內地暑期游泳交流

永恆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乘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東風 - 深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
流考察之旅

青苗基金會有限公司

學生暑期京港工作交流計劃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新世代新動力青年內地交流計劃@津港體育科技篇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

杭甬遊：感受中國的「尖端」

順德聯誼總會譚伯羽中學法團
校董會

香港與順德(兩地)高考制度之對比(雙向交流計劃)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教育協會

2019『體驗極冷。白色草原』內蒙哈爾濱冬季文化體驗團

帶 TEEN 童路

「帶」TEEN 童「路」渝港青年交流團

香港青暉社發展有限公司

重新出發 - 青暉小學義教旅程

藝文創薈文化協會

文化和旅遊發展考察計劃 - 魯港探索之旅

展能協會

2019 全方位心度行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創路學堂」香港青年學生公益事業發展考察團 2019 - 汕尾

展能協會

2019「邕、港交流之旅」

傑出少年協會

北京內蒙古 - 塞外與草原考察之旅

香港童軍總會

川港夢飛行 - 義務工作及青年交流 2019

包達三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9 共創未來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 - 上海篇

亞太創建機遇委員會有限公司

內蒙古可持續發展交流考察團 2020

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香港）有限公司

貴州侗族文化考察交流團

蒲公英計劃

蒲公英計劃 2019 福建暑期義教團

新界青年聯會

「香江之曦」 - 「齊魯文化」交流體驗計劃

香港青年領袖學院有限公司

神州‧夏影 - 福建拍攝分享計劃 2019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游泳技術交流賽

龍騰舞蹈藝術中心有限公司

京港舞蹈藝術文化交流計劃 2019

青年新世界

廈門逆流挑戰 2019

國際教育（香港）交流協會

「體驗嶺南文化之旅」雙向交流團 2019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

2019 大灣區青年雙向交流活動 - 流行舞文化推廣

萬德學會有限公司

青少年領袖交流服務計劃

張學良基金會

中國當代歷史之旅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暨興義市第八中學交流團 2019-2020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籃球技術交流賽

騁志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共融號 - 中港 (福建、香港) 文化考察之旅 2019-2020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創路學堂」香港青年學生公益事業發展考察團 2019 - 河源

新家園協會有限公司

2019 四海一家‧川港同行

鄰舍輔導會

青春「心」度遊 - 青少年青海背包交流計劃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9「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團」

香港青年協會

粵港澳大灣區 - 服務學習之旅

寧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寧夏綠色科技探索之旅

九龍社團聯會

中華大地‧走進雲南 探索民族共融之旅

教育工程有限公司

青少年領袖培訓計劃

北區體育會有限公司

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射箭交流團

童履

初心

屯門體育會有限公司

網球技術交流賽

大公之友

2019 年范長江行動 - 滬浙行

中國香港正向青少年及家庭發展
協會

童履貴州山區義教 2019

西安古都多元多彩文化

東華三院

「義動力量」山西義教體驗團

包達三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9 共創未來 - 建國七十週年北京考察團

惠州新動力有限公司

同伴樂行 - 香港青年京津雙城行 2020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北京交流工作體驗團

香港青年義工

「從心出發‧感受廣西」義工體驗交流團

香港志願者協會

義動神州 2020 - 韶關交流之旅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亞太創建機遇委員會有限公司

內蒙古可持續發展交流考察團 2019

粵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創路學堂」香港青年學生公益事業發展考察團 2019 - 韶關

科普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遙控模型車總會

2019 年粵港澳大灣區青少年科技體育模型夏令營暨海陸空模
型鐵人三項邀請賽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

點滴成川 服務交流團 2019

藝文創薈文化協會

雲南少數民族文化考察計劃 2019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滬港同心青年歷史文化考察交流團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探索基因與生物多樣性」深圳研學交流營

九龍樂善堂

放眼大灣區

騁志發展基金有限公司

共融號 - 中港 (杭州/上海、香港) 文化考察之旅 2019-2020

大公之友

2019 年范長江行動 - 吉林行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傳統工藝 VS 現代發展@山東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才「晉」尋「蒙」．創造機遇．山西內蒙行

海菁會

「伴你啟航」集美香港雙向交流計劃 2019-20
「龍騰中華」第十屆深港澳臺青少年文化交流專列火車團

深圳香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大埔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
有限公司

2019 走進大西北之旅
上海網球訓練計劃

和富領袖網絡有限公司

和你一起．愛傳大灣區 - 貴州扶貧服務之旅 2020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探索成都交流之旅

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香港）有限公司

甘肅保安族、東鄉族文化考察交流團

創青體育會

同創青年夢計劃：河南‧香港兩地體育及文化雙向交流計劃

香港循理會社會服務部

青春起義 2019 - <義。夢行>青年尋夢義工服務計劃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司

「飄雪‧冰城」哈爾濱文化考察團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懲教社教育基金

「中國尋根之旅」青少年貴州銅仁夏令營

未來之星同學會

2019「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成都交流團」

晨曦協進會

同一天空下 桂港兩地情 - 港桂青年團建共融雙向交流營

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有限公司

【融．創】京港青年文創交流計劃 2019

李飛標國術體育會

水墨武動

旺角區文娛康樂體育會有限公司

青年內地武術交流團

青年議會有限公司

北京、天津「創新發展」青年交流團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Y-Concept 青年樂隊內地巡演交流團

九龍西區各界協會有限公司

九龍西學界滬港交流(雙向)夏令營 2019

兩岸三地青少年交流促進會

青年成就夢想 - 粵港澳大灣區港青藝術文化交流團

東九龍青年社有限公司

「從心感受•農村孩子」江西義教團 2020

香港演藝學院

演藝夏令營

香港 STEM 培育協會

湖州南京歷史科技考察之旅

中國香港正向青少年及家庭發展
協會

感受北京古都多彩文化

包達三基金會有限公司

2019 共創未來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浙江篇

渝港商略聯合會

“一帶一路”2019 北京考察計劃 - 千里絲路匯京城

蒲公英計劃

蒲公英計劃 2019 雲南暑期義教團

新青匯有限公司

2019 四海一家‧蘇港同行

學友社

青年社會領袖培訓計劃 2019-2020 西寧敦煌文化交流之旅

新界青年聯會、香港傑出學生會、
新界青聯發展基金會有限公司

粵港澳大灣區學習之旅 2019

國際義工協會

夢想起航 - 西安古今 - 整裝待發

九龍西潮人聯會

山東古今歷史文化與科技考察之旅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何鴻燊航太科技人才培訓基金會

「夢想航太 情繫中華」2019 年航太科技夏令營

永恆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乘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東風 - 莞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
流考察之旅

香港行政學院

前行灣區 -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 2019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司

「藍天．綠草」內蒙古文化考察團

滬港青年會

滬港同心青年科技創新考察交流團

中港專業人才協會

海南古韻傳承

元朗區體育會

“清遠杯”清港澳青少年足球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行一帶．看一路．體驗魅力絲路

蒲公英計劃

蒲公英計劃 2019 廣西冬季義教團

香港 STEM 培育協會

西部能源生態探索之旅@新疆

香港童軍總會

走進桂林 2019

青年．出走

青年．出走．現代絲路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創意媒體產業考察交流團

惠州新動力有限公司

同伴樂行 - 香港青年惠州交流團 2020

香港教育大學

西安及敦煌音樂交流團

香港行政學院

燦爛千陽 - 香港學生內地雙向交流 2019

香港學生輔導協會

重心啟程 2019 香港重慶兩地雙向交流活動

滬港青年會

滬港同心青年中國製造業考察交流團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

【一帶一路.歷史與現代的共融】2019 香港青年雲南滇西交流
團

博愛醫院

大灣區青年科技行

元朗區體育會

NBA 東莞籃球體驗營

香港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廣府春秋 - 香港學生大灣區交流計劃 2019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青年協會

粵港澳大灣區 - 嶺南武術之旅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司

「綻放飛翔」北京考察團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龍」．「吉」歷史經濟交流考察團

中港文化交流促進會有限公司

中港四川文化考察之旅 2019-2020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有限公司

「創科啟航」粵港澳大灣區創新科技文化交流計劃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探索中華系列：古今齊淄。文化傳承交流團

香港四川青年會

香港青年暑期汶川交流活動

西貢區體育會

青少年跆拳道中山交流團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五天科技灣區考察交流團

青年專業聯盟有限公司

「大灣區創業之路」創業比賽 2019

香港小童群益會

『家情』‧『國夢』雲南風之旅 2019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冬季考察團 2019

中西區康樂體育會

廣東青少年體育文化交流團

香港女童軍總會

走訪齊魯大地﹒探索孔孟之鄉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廣西桂林 - 一帶一路與生活體驗之旅 2

香港舞蹈總會有限公司

貴州藝術文化交流之旅

九龍社團聯會青年義工團

內蒙歷史文化行

九龍地域傑出學生聯會有限公司

「緣來在雲南」民族文化考察團

博愛醫院

大灣區青年創業行

青年觸角

盛夏裏的青春 - 香港大學生北京交流團 2019

百仁基金有限公司

百仁基金 2019 年香港青年學生甘肅暑期行活動

香港五邑總會

走進大灣區生態城市：恩平和她的森林小鎮們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原」是相「同」．龍的傳人山西交流考察團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 STEM 培育協會

古今絲路文化行@陜西

香港大學生聯誼會

「非常粵港澳．全賴友你」 -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 2019

雁心會樂幼基金有限公司

江西義教交流體驗團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

2019 年范長江行動 - 海南行

蒲公英計劃、心火香傳教育機構

蒲公英計劃 2019 貴州暑期義教團

香港童軍總會

「穗城」義教團 2019

黃埔軍校慈善有限公司

青少年軍事文化體驗營

深水埗體育會有限公司

北京歷史體育文化探索之旅

南亞路德會有限公司

海南文化、民生與經濟考察團

青年觸角

夢想的榮光 - 香港大學生大灣區交流團 2019

香港大學生聯誼會

海上揚帆 -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 2019

香港菁英會

「未來至上 智慧啟杭」上海、杭州創科交流團 2019

香港大學學生素質拓展聯合會

驕傲是年輕的旌旗 - 香港大學生粵港澳大灣區交流團 2019

香港小童群益會

快樂生命之旅 - 江門開平篇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職業發展促進會

商業、創新與創業之旅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 - 古都西安 - 「一帶一路」西安文化
交流團

香港海事青年團

百年新中國 - 香港青年北京、山東交流團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

“駿馳北疆·共創未來”2019 香港青年內蒙古交流團

香港航空青年團

山東航空產業協會合辦航空學員交流計劃

湘港青年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湘港青年文化交流及『小老師』義工服務之旅

海菁會

「航程萬裡」 上海 香港 雙向交流團 2019-20

兩岸三地青少年交流促進會

慶祝祖國華誕 70 周年 - 香港青年學子北京國情教育交流周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上海普陀聯會

魔都創意創業文化之旅

井岡山教育基金

“薪火相傳 弘揚中華文明” 香港大學生大美吉林遊學團

少年警訊

少年警訊內地文化之旅 2019

海上絲綢之路協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與廣西」文化探索之旅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

2019 年范長江行動 - 中原行

香港中文大學

蘭州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化學聯合實習

香港大學學生會中國教育小組

夏令營 2019

粵港經貿合作聯會

創新自貿區・融通大灣區 -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團計劃 2019

數碼之瞳

媒體新世紀 2019 上神州 - 蘇杭站：文化‧科技

東九龍青年社有限公司

「夢想『領』航•探索雲滇」雲南文化考察之旅 2019

香港五邑青年總會有限公司

津港同行「創」青春

香港學生服務聯會

一夢到霧都 - 2019 重慶經濟文化考察交流活動

滬港青年會

滬港同心青年文化考察交流團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滬港同心青年創意文化考察交流團

中國民族民間文化藝術交流協會
（香港）有限公司

貴州布衣族文化考察交流團

永恆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乘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東風 - 桂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
流考察之旅

香港童軍總會

「秦唐義行」香港童軍西安市文化服務計劃

中港文化交流促進會有限公司

中港杭州文化考察之旅 2019-2020

智源教育基金

北京古都文化考察計劃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遼」．「吉」歷史文化交流考察團

香港警務處少年警訊

水警海港區少年警訊 - 2019 大灣區歷史文化六天交流團

中港專業人才協會

騰飛成都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中國香港正向青少年及家庭發展
協會

大手牽小手‧相遇在映秀

數碼之瞳

媒體新世紀 2019 上神州 - 湖南站：小記者 2.0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河南文化及地理研學之旅

香港女童軍總會

走過中原大地之「豫」見千年古都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

衝向雲南 - “騰沖”生態及文化交流體驗之旅

香港上海普陀聯會

「城在海上·海在城中」鷺島之旅

晨曦協進會

同一天空下 滇港兩地情 - 香港巍山青年民族文化共融雙向
交流

滬港經濟發展協會有限公司

滬港同心青年城市規劃考察交流團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擁抱吧!湖南 2019

泛亞教育交流中心

武漢及長江山峽經濟考察團

香港社區友好聯會

超越自己 - 香港學生大灣區交流計劃 2019

香港青年協會

一帶一路一友情 - 高鐵青年號‧四川之旅

香港學生輔導協會

年少淩雲志 - 香港學生北京交流團 2019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南沙珠海 - 創業升學探索之旅

香港義工聯盟、香港重慶總會

渝蓉｢雙城記｣交流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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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九龍社團聯會觀塘地區委員會

「北京、內蒙古」歷史文化保育交流團

新界青年學會

「致意青春」 - 香港學生上海交流計劃 2019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百年滄桑百年夢」上海交流團

香港菁英會

2019 韶關菁英義教交流團 2.0

青年觀塘、秀茂坪青年團

「一帶一路」哈爾濱歷史文化融和交流團

范長江行動同學會

2019 年范長江行動 - 內蒙古行

團體名稱
愛心之友中國教育（慈善）基金會

項目名稱
2019 年度韶關交流大使計劃

香港恒生大學

香港恒生大學學生大使上海交流團

香港紅十字會

共同的世界 青年在行動 青少年領袖交流考察團

港灣社

貴州義工之旅 2019

奧林匹克教育協會

山東行：文化、技藝共體驗

職業訓練局 – 青年學院

滇港連心義工服務團

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彩雲之南.民族共融】2019 香港青年雲南滇南交流團

粵港經貿合作聯會

「徽」劍成河 - 香港學生內地交流團計劃 2019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總會

走進粵港澳大灣區 -廣州•佛山•中山青年機遇考察團

香港新動力

香港學生青年考察團 2019

新一代菁英協會

江南麗地- 江蘇經濟與文化交流團 2019

保良局

2019-20 年度「保良局屬下中學寧夏交流考察團」

大嶼山區少年警訊

「南京文化之旅」行程

清港青年交流促進會

「尋夢足球」 - 清遠恆大足球學校訓練交流之旅

新界青年學會

「致意成長」 - 香港學生大灣區交流計劃 2019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昔日徽商、今日電商」杭州「觸‧電」行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活動週體驗計劃（內地交流計劃）

聚賢薈

「一帶一路 ▪ 築夢西北」寧夏考察交流團 2019

創青體育會

同創青年夢計劃：江蘇‧香港兩地體育及文化雙向交流計劃

九龍東潮人聯會、
九龍東潮人聯會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探索體驗廣西文化

竹韻小集有限公司

嶺南音樂文化考察團

香港小童群益會

快樂生命之旅 - 江門恩平篇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兩岸青年交流協會

生而有翼，未來可期 - 香港大學生 2019 大灣區交流團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IMPACT Uni」成都女兒國文化交流團

香港迷彩青年會

青海•交流文化之旅 2019

東華三院

京港足球交流團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貴陽青年交流之旅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有限公司

西夏探秘．回族文化體驗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

「一帶一路」倡議下之絲綢之路交流之旅 2020

東井圓林東慈善基金

粵港青年文化交流計劃

中國香港體操總會

彈網交流訓練營

工聯會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司

香港工會聯合會傑出青年大灣區考察團

太平山青年商會

2019 黑龍江「一帶一路」之經濟、科技及文化考察

永不放棄同學會有限公司

永不放棄同學會 2019 西安文化探索之旅

青鋒社有限公司、
香港東區各界協會有限公司

眼睛看世界 2019 - 從香港到青海

基督復臨安息日會港澳區會

青出於「南」 - 海南青年文化交流團

中港文化交流促進會有限公司

中港北京文化考察之旅 2019-2020

青年民建聯

青民探索內蒙交流團

新一代菁英協會

結伴行踏千山 - 香港青年內地交流團 2019

香港社區友好聯會

「夢游水鄉・錦綉中華」 - 香港學生江蘇交流計劃 2019

願景基金會

第二屆 “五邑人文 僑鄉遊蹤” - 中港青年學子江門生活文化
交流團

香港國際交流基金會有限公司

鄉土情懷：粵港青少年交流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9 長春工業考察行

香港藝術節協會有限公司

上海藝術文化交流之旅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竹韻小集有限公司

中國笛文化考察團

香港迷彩青年會

內蒙•草原文化考察之旅 2019

香港青年學生動力有限公司

香港大專生藏族文化體驗之旅 2019

學友社

安徽文化多面睇

沙田各界慶委會

「情繫祖國．延續愛心」黑龍江六天交流體驗團

東華三院

遼港青少年夏令營 2019

永恆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乘改革開放四十週年東風 - 杭港青少年志願工作者雙向交
流考察之旅

香港青年義工團有限公司

新疆古蹟文化考察之旅

香港交通安全會

北京國情學習團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滬港同行.上海南京交流團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四川歷史及文化交流團

香港紅十字會

防災備災考察交流團

和風力量

仰望星空 - 香港大學生內地雙向交流計劃 2019

三水同鄉會建校基金會有限公司

好山好水好三水 2019

基督教協基會社會服務部

『探索寧夏』- 古絲路生活體驗計劃

中港教育專業服務有限公司

江西遊：詩詞、文化全接觸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

上海主題式學習團

香港善德基金會

善德關愛科研青年發展計劃 - 中國航太之旅 2019-北京西安
航太科技考察團

香港青暉社發展有限公司

青海多面觀

間築有限公司

淅江省古建築與現代建築學習交流團

油尖旺青年社

山東歷史文化考察團

明愛專上學院

內蒙古民族文化交流之旅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香港青少年軍總會

香港青少年軍北京軍事及文化體驗遊

經民聯社會服務隊

拜訪賀州學院

香港中文大學

大專生傳統戲曲交流團

中國留學生聯盟慈善基金會

香港青雋大使計劃 2019 西藏文化考察行

香港青年學院有限公司

「晉。經濟；晉。文化」山西交流團 2020

更生先鋒領袖

四川學校體驗之旅

東湧青年會

「藝‧民風」兩地青年交流團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育機構
有限公司

雙向交流系列：港湘兩地經濟．地理探索活動

龍傳基金、香港青年協會

杭州創新科技考察團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基本法》青年大使大灣區交流考察團

教育學院畢業同學會

攜手服務、義教結緣

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

乘風・踏浪 X 大學新手訓練營 - 兩地準大學生雙向交流計
劃 2019

香港專上學生服務協會有限公司

逆風而行 - 香港學生江蘇雙向交流計劃 2019

香港穗郊同鄉會

夏季穗青中港青年交流(2019)

武林盟會、
青年創夢持續培訓中心有限公司

第四屆免費少林武術、義教及紀律訓練交流團

香港青暉社發展有限公司

桂林深度之行

香港和諧協會

躍動我心 中港青年雙向交流計劃 2019

香港穗郊同鄉會

冬季穗青中港青年交流(2020)

皖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風雨彩虹，攜手相擁 - 中港青年安徽雙向交流計劃 2019

新界青年學會

「致意未來」 - 香港學生安徽交流計劃 2019

皖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

探索安徽 - 2019 香港青年安徽交流團

香港和諧協會

紅動我心 香港青年內地交流計劃 2019

團體名稱

項目名稱

和風力量

昂首一直走 - 香港大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9

新一代菁英協會

且行且歌 - 香港青年內地交流團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