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20 年度「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 
申請團體名單及編號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001 Singingholic   「跨代無界限」－跨代共融藝

術計劃 
002 St. John's Cathedral - 

Help for Domestic 
Workers 

FirstHand Education 
Programme 

FirstHand 

003 一帶一路青年發展協會

有限公司 
  「織夢.傳承.共獻」社會關懷計

劃 2019 
004 九龍社團聯會 婦女事務委員會 「弘揚孝道‧傳承美德」計劃 

005 九龍城青年協進會   2019 躍動龍城《基本法》齊參

與系列活動 
006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

社小學法團校董會 
  傳達愛心獻關懷 

007 工傷工友及家屬互助協

會(街坊工友服務處)有
限公司 

  傷健共融本無差－尊重包容是

一家 

008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

學會有限公司 
  第二十屆《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網上問答比賽及推廣活動 
009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

耆年中心 
共建「晴天」樂社區關懷計劃 

010 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   共融戲劇教學計劃 

011 中華錫安傳道會有限公

司 
慈雲山錫安青少年綜

合服務中心 
創藝關愛 BUDDY－社區和諧

大使計劃 
012 夫子會有限公司   「志有禮」立志成人計劃 

013 少數族裔愛樂共融協會   「與你共融」青年活動 

014 屯門婦聯有限公司 身心美服務中心 「童心畫家」親子品德發展計

劃 
015 文康之友   家點創意 加點愛～3D 立體

畫比賽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016 加油香港基金有限公司   "Two Hours for a Life" 
Anti-bullying Programme for 
students 

017 北區居民聯會有限公司   「始於基本 家國共融」《基本

法》及國情推廣計劃 
018 永隆民間藝術 推廣部 香港文藝先鋒－由我們做起 

019 宏施慈善基金 深水埗社會服務處 深樂「童」行 

020 沙田婦女會 國民教育中心 騰飛 70 載－賀國慶系列活動 

021 亞太創建機遇委員會有

限公司 
  「快樂社會」社區持續發展大

使 2019 
022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2019/20 
023 和富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香港社區改變者 

024 和富領袖網絡有限公司   「義仁同恆」和富義行者計劃

2019 
025 明愛粉嶺陳震夏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講故事，學包容」中、小學

中國歷史故事演說培訓，暨社

區故事匯演 
026 東九龍青年社有限公司   慶祝國慶七十周年系列－認識

《基本法》@你我齊參與 2019 
027 長沙灣天主教英文中學

法團校董會 
生命教育組 「推己及人‧關愛無『窮』」計

劃 
028 青年‧出走   「有禮有品‧盡責公民」香港

中學生微電影製作比賽 2019 
029 青年創夢持續培訓中心 武林盟會 第一屆香港十大傑出公民選舉 

030 青年新世界有限公司 青年廣場 熱血狂奔 Amazing Run 

031 青年新世界有限公司   逆流挑戰 2019 

032 保良局何蔭棠中學法團

校董會 
  Hand in Hand Serves the 

Community 2019-2020 "Sharing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of Love" Social Service Scheme 

033 政賢力量有限公司   第五屆「卓越學生領袖選舉」 

034 香港 FPV 無人機協會 總部 愛香港. 以愛穿越社群 2019 

035 香港 STEM 培育協會   「觸動眼球 關愛有禮」智能

電話攝影比賽 
036 香港女障協進會   「藝術無界‧加多一點」 

037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

會張煊昌學校法團校董

會 

 義務特工隊 2019 

038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水圍天晴會所 「Share Share 你的愛」關懷社

區計劃 
039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天水圍天澤會所 「小改變，大意義」AMAZING 

KIDS 培育計劃 
040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藍田會所 關愛藍 Teen 義工訓練計劃 

041 香港五邑總會   齊賀國慶 70 周年 共賞機械兵

匯演 
042 香港北區康樂總會有限

公司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足球嘉年華 
043 香港古蹟文化風俗研究

推廣學會 
  活在筲箕灣 Live in Shau Kei 

Wan 
044 香港可持續發展研究基

金有限公司 
活動統籌組 祖父母節 2019「黃金 70‧活齡

樂齡」嘉年華 
045 香港生涯規劃協會有限

公司 
  「香港+」青年領袖培訓計劃 

046 香港多媒體設計協會有

限公司 
  「愛家國‧齊共融」填色及圖

案設計比賽系列及慶祝國家成

立 70 周年嘉年華 
047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

年中心 
汎愛眾而親仁～青少年公民教

育實踐計劃 
048 香港亞洲青年協會有限

公司 
  國慶 70 周年亞青醒獅盃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049 香港拓展生活協會   「禮」‧「品」宣傳大使設計及

填色比賽 
050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

會 
香港模擬立法會籌委

會 
第十二屆香港模擬立法會 

051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

會 
環球青年部長會議籌

委會 
Global Youth Ministers 2019 

052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

司 
  「認識祖國‧認識香港」系列

比賽 2019 
053 香港青年協會 青年違法防治中心 深

宵青年服務 
「有法可 E」II 

054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天耀青年空間 Project Care 青年關愛社區大使

培訓計劃 
055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筲箕灣青年空

間 
「跨代。傳愛」社區共融計劃

2019 
056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橫頭磡青年空

間 
青年動力－鄰舍共融計劃 

057 香港青年培育協會   《基本法》及「一國兩制」漫

畫設計比賽 2019 
058 香港青年領袖學院有限

公司 
  「你我有品」多元文化交流

2019 
059 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9 

060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

議 
  慶祝國家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

動－第十六屆《基本法》大使

培訓計劃 
061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限

公司 
屯門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 
『傳愛、起動』社區關愛計劃 

062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限

公司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

中心 
主場中國－國情教育計劃 2019 

063 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

合教會 
循道衛理亞斯理社會

服務處 
愛。快樂葵手建社區 

064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共慶『一國』70 載‧『兩制』

與你創未來 
065 香港善德基金會有限公

司 
  慶祝建國 70 周年--認識憲法、

基本法系列活動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066 香港視網膜病變協會   「燃亮愛、共融社區」公民教

育活動計劃 
06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

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

人中心－林植宣博士

老人綜合服務中心 

耆真童話正能量 

068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

限公司 
香港聖公會屯門地區

支援中心－樂屯聚 
「繪出愛」－藝術培訓計劃 

069 香港遊樂場協會 “新境界”社區支援服

務計劃 
「路不一樣」關愛全城計劃

Ver.2.0 
070 晉德學校 孔聖堂 民胞物與共安樂 相互扶持齊

向齊 
071 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

有限公司 
  傷健共融：特殊學習需要學童

走進社區助人自助計劃 
072 國民學校漢師中英文幼

稚園 
  公民「童」樂在長洲 

073 基本法基金會有限公司   《基本法》、國家改革及我們

的生活 
074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賽馬會跳躍青年坊 童創 A 級工房 2019－2020 

075 基督教神召會梁省德小

學法團校董會 
  「全人教育‧愛中成長」 

076 帶 TEEN 童路   「禮貌‧品格‧責任」標語創

作大賽 2019 
077 通德學校   錦‧愛－社區和諧大使計劃 

078 博愛醫院 文柱石家庭多元智能

中心 
童你「港」愛。情繫香江 

079 博愛醫院 香港新界獅子會家庭

發展中心 
情繫家國‧關愛和諧樂融融 

080 博愛醫院 博愛醫院慧妍雅集新

Teen 地 
家友童行－兒童成長計劃 2019
－20 

081 棉紡會中學法團校董會 公民及品德教育組 公民責任齊參與 

082 港灣社   「齊約進」－本地與留港青年

交流系列 



活動

編號 主辦單位 小組名稱 活動計劃名稱 

083 街坊工友服務處培訓中

心 
荃灣花園 從歷史角度看基本法及一國兩

制－－調查、研究、學習計劃 
084 街坊工友服務處有限公

司 
葵芳中心 關愛包容號：SEN 有品學「將」

科技巡航 
085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

心有限公司 
天水圍婦女綜合服務

中心 
關愛長者樂共融－認識尊重與

包容 
086 街坊工友服務處教育中

心有限公司 
街坊工友服務處葵芳

綜合服務互助幼兒中

心 

「快樂童行」社區關愛計劃 

087 新青年論壇有限公司   第十三屆 DV 頭青年社會觀察

行動 
088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德育及公民教育組 愛我中華‧漫畫比賽 

089 僑港恩平同鄉會   僑港恩平同鄉會百周年暨國慶

70 周年紀念活動 
090 僑港新會杜院同鄉會有

限公司 
  香港杜阮同鄉會國慶 70 周年

關愛紀念活動 
091 滬港同心協進會   「關愛社區‧和諧有禮」創作

比賽暨推廣活動 
092 漢師德萃學校   道德傳「城」－油尖旺區中、

小、幼學生創作比賽 
093 蒲窩青少年中心有限公

司 
  「愛香港‧愛文物」計劃 2019 

094 鄰舍輔導會 東涌綜合服務中心 「品格種籽」－青年培育計劃 

095 鄰舍輔導會 賽馬會大埔北青少年

綜合服務中心 
Love Love 有品 

096 學友社 學生輔導中心 第二十八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選舉 
097 學友社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9 

098 龍願兩岸交流中心有限

公司 
  社會觀察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