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青年論壇 
New Youth Forum 
香港灣仔道 185 號康樂商業大廈 2201 室 
電話：(852) 2834 3319  傳真：(852) 2810 0404  電郵：newyouthforum@gmail.com 

 
敬啓者:  

誠邀參與 
「龍願 2017兩岸青年交流計畫」 

   

 香港新青年論壇將連同龍願兩岸交流中心及青年新世界共同舉辦「龍願 2017 兩岸青年交流計畫」。

活動至今已踏入第 19 年，多年來為兩岸四地的青年朋友建構了一座沒有芥蒂的交流平臺，讓兩岸四

地的青年學生互相交流與瞭解，思考將來的發展路向與合作機會。 
  

活動概況： 
地  點：香港、廣西 
舉辦日期：香港站－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 
     內地站─2017 年 8 月 1 日至 8 月 6 日 
活動人數：180 人 （內地 100 人、臺灣 40 人、香港 30 人及澳門 10 人） 
     招募對象：16-26 歲的大專生 
                   費  用：港幣 1,000 元整／人 

  
素聞 貴會積極推動國際和兩岸青年交流工作，現特函邀請協辦是次活動，推薦港澳僑生參加是

次活動。有關是次計畫的詳細內容以及財務安排已刊入活動概況內，敬希查閱。 
  

隨函附上活動概況，如有興趣了解更多活動資訊或進行網上報名(6 月 23 日前)，可瀏

覽 https://www.cseass.org/。有關活動的查詢，可致電（852）2951 9109 與林小姐或郭先生聯絡。 

  

此致 
貴會負責人 
  

青年新世界大專委員會會長 
 
 

郭杰駿   謹啟 
 

二零一七年六月十日 
 
附件：活動概況 
 

 

https://www.cseass.org/


新青年論壇、龍願兩岸交流中心、青年新世界 主辦 

龍願 2017 兩岸青年交流計畫 

活動內容 

 

一、前言  

 
「龍願－兩岸青年交流活動」（下稱「龍願」）至今已踏入第十九個年頭，多年來為兩岸青年 

朋友建構了一座沒有芥蒂的交流平臺。活動中參加者不但結交來自兩岸四地的青年朋友，使 

他們更瞭解各地的文化與差異，加上配合每年的活動主題探討，從中鼓勵參加者從交流中學 

習包容與體諒，從理性的討論中加深對大中華地區的理解與承擔，並從中建立跨地域友誼， 

共同思考將來的發展路向與合作機會。 

 

二、主辦機構  

 
 新青年論壇 

新青年論壇成立於 2000 年，以凝聚青年，議政論政為己任。多年以 

來透過舉辦不同主題的交流團，並經常到美國、朝鮮、內地、臺灣地 

區等地進行各類型參觀考察活動，推動香港及兩岸青年學子對祖國的 

文化、歷史及經濟等有更深入的了解，期望能提供一個恒常性的平臺 

讓各地青年就中華民族的現況與發展形勢作深入交流與探討，鼓勵各 

地青年從自身出發，確立青年定位及加強國民身份認同，並就兩岸未來發展以及中華文 

化的振興作出貢獻。 

 
 龍願兩岸交流中心 

龍願兩岸交流中心於 2010 年正式成立，是一個以香港為基地的交流平臺， 

集合兩岸四地一群有志推動兩岸和平發展的青年，跨越地域、歷史及政 治

的膈膜，共同創建服務大中華區青年的園地，促進兩岸和平發展。 

 
 青年新世界 青年新世界是公共性質慈善機構，由一群熱心人士

于 2013 年 創辦，並獲周大福慈善基金贊助成立。我們致力為

低收入家 庭及其子女服務，解決學業遇到的問題，學習助人自助

精神， 培養社會責任感。期望他們早日為自己的未來儲備知識、

技 能及社會經驗，有助向上流動，制止跨代貧窮問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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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目的  

 
     加強兩岸四地的青年互相交流與瞭解，從而增加互信 

     拉近兩岸四地青年生彼此之間的距離，建立共同理想 

     透過座談會與論壇讓參加者深入探討地方發展面臨的機遇與挑戰，擴闊視野 

     透過親身考察，讓參加者了解當地的社會民生實況及文化異同 

 增加兩岸四地青年對大中華地區在亞太新形勢發展下的思考及正視所帶來的機遇與 

挑戰 

 
四、活動特色  

 
     推動跨兩岸、跨院校的多元化交流 

 
每年本計畫都有超過 200 位來自兩岸四地多間大學的參加者，令活動更含多元文化及教育背景。 

計畫更在香港及高臺灣舉辦多場研討會、分享會及參觀，可促進各地的交流、幹事們與義工之交 

流、以及同學與各地學者及社會人士之交流。 

 
     加強香港作為兩岸交流中心的角色 

 
本計畫將在香港安排一些別出心裁的特色活動，如「民生民情一日遊」活動和親身觀察本土家庭 

環境的「家訪」活動等，讓參加者能體驗兩地的民生實況，領略真實的民情風貌及感受文化異同， 

從而拉近彼此間之距離，增強各地青年間之互動。 

 
     加強香港作為四地青年交流平臺 

 
本計畫將在香港舉辦研討會及社會考察，並以四地青年為活動籌委，藉此可以強化香港與四地青 

年在籌辦活動上的交流與合作，更可讓參加者體驗香港作為兩岸交流平臺上的互補性。 

 
     具深度研討性，多角度透視亞洲及全球在不同領域上的最新形勢 

 
本計畫與不同組織及機構合作，舉辦有關包括法律、商業、文化、社會、政治等不同主題的研討 

會及講座，邀請業界的領袖擔任顧問及出席專講，聚集兩岸各界的精英，並與之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從緃向及橫向等不同層面透視亞洲及全球在不同領域上的最新形勢。 

 
     具前瞻性及開創性，帶領兩岸青年尋找共同價值觀 

 
本計畫每年均舉辦兩岸四地青年高峰會，目的是讓兩岸四地的青年朋友有更多機會及不同角度深 

入探討大中華地區的發展、挑戰與機遇，從中裝備自己及找尋兩岸青年的共同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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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活動內容  

 
1.   龍願 2017－兩岸青年交流計畫 

 
「龍願」兩岸四地青年交流計畫為期約兩星期，屆時將走訪香港、內地，來自兩岸四地 

的青年朋友將會混合分成不同小組，一同參與各種不同形式的活動。行程當中包括參觀 

考察、青年座談會、研討會、機構拜訪、景點遊覽、聯誼聯歡，小組分享等，希望讓參 

加者更能彼此深入認識，瞭解不同文化的差異與價值觀。 

 
活動時間：2017 年 7 月 27 日至 8 月 6 日 

香港部分：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 

內地部分：8 月 1 日至 8 月 6 日 定) 

對 象：16 – 26 歲青年 

活動人數：180 人  （內地 90 人、臺灣 40 人、香港 40 人及澳門 10 人） 

 

 行程表（草案）* 

 
香港站 （活動日期：7 月 27 日至 8 月 1 日）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第一天 

27/7 (四) 

上午 各地參加者到達 

下午 活動開幕式、破冰遊戲 

晚上 歡迎晚餐、小組碰頭會 

第二天 

28/7 (五) 

 

全日 

參與由龍願兩岸交流中心主辦  

兩岸青年發展座談會及小組論壇 

城市獵人 

 

第三天 

29/7 (六) 

 

全日 
社會服務體驗：賣旗，體驗香港不一樣社會慈善文化 

辯論比賽 

晚上 家訪：瞭解香港家庭的生活狀況 

第四天 

30/7 (日) 

 

全日 

民生民情香港社區體驗一日遊： 讓來自兩岸四地的參加者透過走訪

香港不同社區來認識不一樣的香港  

晚上各組會報 

 

 
第五天 

31/7 (一) 

 
上午 

香港機構拜訪：瞭解香港不同範疇的社會發展狀況 

擬拜訪機構：香港金融管理局、市區重建局（觀塘及大角咀）、 

The Good Lab 好單位、香港科學園等 

下午 自由活動及準備交流晚宴 

晚上 龍願兩岸青年交流晚宴 

第六天 

1/8 (二) 

上午 香港段分享會 

下午 出發前往深圳北站，前往廣西南寧(乘搭 G2916，16:20 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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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站 （活動日期：8 月 1 日至 8 月 6 日） 

日期 時間 活動內容 

第六天 

1/8 (二) 

下午 乘坐高鐵前往廣西南寧 

晚上 20:17 抵達南寧，入住酒店（晚餐自理） 

 

第七天 

2/8 (三) 

上午 參觀南寧國際會展中心（東盟博覽會場館） 

下午 參觀廣西民族博物館 

晚上 觀賞南寧市夜景 

第八天 

3/8 (四) 
全日 社會服務體驗：探訪雲彩行動腦癱複康中心及孤兒中心 

第九天 

4/8 (五) 
全日 前往位於中越邊境、全亞洲第一大跨境大瀑布－德天瀑布 

 

第十天 

5/8 (六) 

上午 機構拜訪 

下午 終極分享會 

晚上 歡送聯歡晚宴 

第十一天 

6/8 (日) 
全日 活動解散 

 
*主辦單位保留行程修改權利 

 

六、 財務及交通安排 

 
本度「龍願」活動將向團員收取港幣 1,000 元整，此費用包括由香港出發至廣西南 

寧的交通費用、廣西落地接待費用及部分活動的行政費。至於前往香港及南寧解散 

後的交通安排及費用須由各單位負責，新青年論壇負責香港落地接待費用。如參加 

者提前抵達或延後離開，大會將一概不負責相關的費用。 

 
七、 保險 

 
大會將為參與交流團的所有團員購買基本保險（即第三者意外保險及場地保險），但 

基於受保範圍，因此大會將強烈建議參加者需額外購買適合自己的個人綜合旅遊保 

險，以保障參加者的利益。 

 

八、 緊急事故應變及安排 

 
 遇到突發事件時，大會必定以參加者和工作人員的安全為先。如行程當日之天氣惡劣或 

其他因素引致危險，大會將保留更變活動的權力，包括取消，並另行安排其他活動代替。 

 緊密聯繫有關接待機構，有需要時將尋求協助參訪地之保安機關。 

 若發生事故，隨團工作人員將立刻聯絡在港同事，若有需要將儘快通知有關家屬。 

 若參加者有需要到公共機關如醫院或警局，大會可安排工作人員陪同。 

 若有需要，工作人員會向保險公司尋求協助，安排有關之補償及醫療服務（不包括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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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行購買的保險項目）。 

 出發前大會將向各參加者派發接待單位聯絡人、住宿、領隊、保險公司之聯絡資料，以 

便保持聯繫。 

  

九、活動聯絡  

 
香港秘書處 The Secretariat 

電話：(852) 2834 3319 

傳真：(852) 2810 0404 

地址：香港灣仔道 185 號康樂商業大廈 2201 室 電郵：

youthdragonwish@hotmail.com / youthdragonwish@ynw.hk 網址：www.cseass.org 

mailto:youthdragonwish@hotmail.com
mailto:youthdragonwish@ynw.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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