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件 CE 2 /2017-18 

「『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最新進展和未來工作方向  
 
 

目的  
 
 本文件就「『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的最新進展和

未來工作方向徵詢委員的意見。  
 
 
背景  
 
2. 民政事務局和公民教育委員會於 2016-17 年度以試行

方式推出「『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共收到超過 100 份申請。

當中有 29 份申請獲支持 (其後有 2 份申請退出 )，本地參加者總數

約 630 人，到訪超過 20 個位於東南亞、南亞、中亞、中東和歐洲

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3. 截至 2017 年 5 月， 2016-17 年度「『一帶一路』交流

資助計劃」所有獲資助的交流活動已完成，秘書處在核實報告後

已陸續安排發放有關的剩餘撥款。秘書處根據所收集到的活動報

告、收支報告、活動相片、錄像，得悉各項交流活動的參與率十

分理想。而委員在參與個別獲資助活動的分享會後給予正面的回

饋、傳媒亦有廣泛報導個別獲委員會資助的交流活動，顯示交流

資助計劃效果理想。因此，民政事務局與委員會於 2017-18 年度

繼續推行「『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讓更多香港青年有機會

與「一帶一路」沿綫國家的青年交流，進一步促進「民心相通」。 
 
4. 2017-18 年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已於 4 月 7
日截止申請，委員會共接獲 87 份申請。研發及社區參與小組已於

5 月 22 日至 25 日邀請合資格申請機構進行評審面試，並安排於 6
月初公布結果，預算支出約為 970 萬元。民政事務局會透過內部

調撥資源發放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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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 2016-17 及 2017-18 年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

計劃」獲批交流活動詳情，請參閱附件一至二。  
 

 獲批交流活動  前 往 「 一 帶 一

路」國家數目  
(見附件 ) 

涉及金額 (元 ) 

2016/17 29 項  21 個  約 568 萬  

2017/18 38 項  18 個  約 970 萬  

 
 
最新進展和未來工作方向  
 
6. 政府在 2017-18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增撥一億元擴展

現有「國際青年交流計劃」，讓青年有更多機會參與具深度的國際

交流活動，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民政事務局和青年事務委員會

正研究推出一個新的資助計劃，資助民間團體舉辦青年海外交流

活動，提供更多具深度的國際交流機會，有關計劃將會涵蓋「『一

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下的海外國家。  
 
7. 觀乎國家「一帶一路」發展策略，我們留意到「一帶一

路」建設是開放的、包容的，歡迎世界各國稱極參與。在 5 月 14
至 15 日於北京國家會議中心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我

們見到英、美、德、日、韓都有派代表團出席。所以我們所講的「一帶

一路」參與國，已不止限於當初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 21 世

紀海上絲綢之路」沿帶沿路的六十多個國家。  
 

8. 我們可以預見以上不同的交流計劃皆以推展青年往海

外與當地青年深度交流，資源上難免有重叠的情況，同時，團體

可能要同時申請多個資助計劃，加重行政負擔。為更好善用政府

資源而申請團體可較集中舉辦高質素的青年交流活動，我們有需

要考慮上述計劃的未來方向。  
 

9. 民政事務局將詳細檢討上述資助計劃的運作模式，並徵

詢青年事務委員會和公民教育委員會的意見，以便制訂海外交流

資助計劃的運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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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徵詢  
 
10. 請委員備悉及就資助計劃的未來方向表達意見。  
 
 
 
 
 
公民教育委員會秘書處  
2017 年 6 月  
 
 



附件一

獲資助團體 活動名稱 國家

雲南旅港同鄉會有限公司 香港青少年2016年【彩雲之南西南絲綢之路文化考察之旅】 雲南昆明、緬甸仰光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民建聯） 「一帶一路」俄羅斯交流之旅 俄羅斯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活動週體驗計劃（一帶一路交流計劃） 俄羅斯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 「一帶一路‧香港-馬來西亞青年文化、歷史交流團」 馬來西亞

未來之星同學會 青春啟航‧前進巴爾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 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爾維亞

香港海事青年團 明日領袖交流計劃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香港中文大學 Study Tour to Prague Prague, Czech Republic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國際青年領袖交流計劃2016 波蘭

九龍社團聯會 「一帶一路」漫遊捷克藝術文化交流團 捷克

國際公民服務團 Workcamps for Understanding -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 2016/17 Sri Lanka, India, Malaysia

香港菁英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馬來西亞菁英交流團2017」 馬來西亞

香港基督少年軍 真‧交流－「考察新加坡、馬來西亞政治、經濟、民生之現況」 馬來西亞（檳城、吉隆坡）、新加坡

香港青年協會 「一帶一路一友情」特色交流團 緬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一帶一路"捷克匈牙利交流團 捷克布拉格、匈牙利布達佩斯

義遊有限公司 求同‧傳義@愛沙尼亞-社會創新2.0探索之旅 愛沙尼亞

永恒教育基金有限公司 在「一帶一路」經濟發展中繼續前行-中國廣西‧泰國文化交流之旅 廣西、泰國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 向中亞出發-哈薩克交流計劃2016-17 哈薩克斯坦共和國 阿拉木圖市

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 柬埔寨青少年文化交流之旅 柬埔寨 - 金邊

香港理工大學 Cultural Exchange Tour to Jerusalem/ Israel
Israel (Jerusalem, Masada, Dead Sea, Tel Aviv, Tiberias,

Nazareth, Beersheba)

一打人去賣藝 東歐三國行－歷史及文化藝術深度交流團 匈牙利布達佩斯，波蘭克拉科夫，捷克布拉格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向東歐出發－烏克蘭、白俄羅斯經濟文化交流團 烏克蘭、白俄羅斯布雷斯特、烏克籣利維夫

國際培幼會有限公司 Because I Am A Girl - Exposure Trip 2017 The Philippines

AIESEC Hong Kong Limited
Global Citizen Programme - Poland

Global Volunteer - Poland
Poland

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 一帶一路‧泰國文化交流學習之旅 泰國

學友社 星馬多元文化考察之旅 馬來西亞（吉隆坡、馬六甲）、新加坡

香島中學 向哈薩克斯坦出發－－中亞政經文化風情考察學習之旅 哈薩克斯坦

基督教協基會 接軌絲路－『探索哈薩克』生活體驗計劃 哈薩克：阿拉木圖及阿斯塔納

香港志願者協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尼泊爾交流團 (退出) 尼泊爾

香港童軍總會國際署
 一帶一路‧東歐中亞和平之旅2017 (退出) 阿塞拜疆、波蘭

2016-17年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獲批交流活動



附件二

獲資助團體 活動名稱 國家

青年會書院法校董會 「一帶一路•匈牙利•捷克•柏林民心相通體驗之旅」 匈牙利、捷克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學生發展處 波羅的海•俄羅斯文化文流計劃2017
拉脫維亞共和國 (里加)、愛沙尼亞共和國 (塔林)、俄羅斯

聯邦 (莫斯科)

港專機構有限公司香港專業進修學

校
向歐亞出發 - 俄羅斯交流計劃 2017-18 俄羅斯 (海參威)

東華三院鄺鍚坤伉儷中學 一帶一路考察: 馬來西亞教育、經濟、民生之現況探索 馬來西亞 (馬六甲、吉隆坡)

經民聯社會服務隊 「一帶一路」捷克文化交流團 捷克

九龍社團聯會觀塘地區委員會 「一帶一路」漫遊汶萊經濟文化交流團 汶萊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法團校董會 一帶一路----中俄民心相通交流之旅 俄羅斯 (莫斯科、聖彼德堡)

德信中學 德信中學活動週體驗計劃 (一帶一路交流計劃) 波蘭

香港青年協會青年交流部 「探索一帶一路新夥伴」哈薩克交流團 哈薩克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 Professional Teacher Development -- Study Tour in Hungary 匈牙利

香港東西匯基金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歷史文化藝術之旅 - 捷克、波蘭交流團 波蘭 (華沙)、捷克 (布拉格)

香港青賢智匯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青年明日外交官體驗計劃 - 俄羅斯考察團 2017 俄羅斯

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本科課程辦事

處
Study Tour to Poland 波蘭 (華沙、克拉科夫)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有限公司 俄羅斯經濟文化考察•俄港青年友誼共建 俄羅斯 (莫斯科、聖彼德堡)

民主建港協進聯盟 (民建聯) 「一帶一路」俄羅斯交流之旅 俄羅斯

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有限公

司
「一帶一路」波蘭歷史及文化探索之旅 波蘭 (華沙、克拉科夫、洛克勞、格但斯克)

民生書院 尋找中亞經文 哈薩克

東華三院辛亥年總理中學 遐邇貫心 - 東西文代藝術交流之旅 波蘭、捷克、匈牙利

香港基督少年軍制服團隊部 泰自遊•考察交流計劃 泰國

費格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接通一帶一路一保加利亞、羅馬尼亞交流體驗計劃 保加利亞、羅馬尼亞

香港生涯規劃協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大使計劃」- 直通尼泊爾 尼泊爾

和富領袖網絡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交流計劃 - 你意想不到的海上後花園 印尼

大埔青年協會 沙巴、檳城 兩地文化探索之旅 馬來西亞 (沙巴、檳城)

香港聖約翰救護機構香港聖約翰救

傷隊少青團
「探索哈薩克」教育、經濟、歷史及文化文流團 哈薩克 (阿拉木圖、阿斯塔納)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國際青年領袖交流計劃 2017 波蘭、匈牙利

明愛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院 「一帶一路」克羅地亞及斯洛文尼亞社會科學交流團 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大學及學院

青年會部
向歐亞出發 -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經濟文化文流團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有限

公司
『一帶一路』馬來西亞 - 經貿之旅 馬來西亞 (吉隆坡、馬六甲)

一打人去賣藝 波斯探秘 - 伊朗電影文化及青年交流之旅 伊朗 (德黑蘭 Tehran、設拉子 Shiraz)

張祝珊英文中學法團校董會 波蘭旅遊業學習及交流之旅 波蘭 (華沙、克拉科夫、扎科帕內、新松奇)

新界青年聯會 漫遊捷克•「一帶一路」文化之旅
捷克 (布拉格、卡羅維瓦立、布傑約維采、契斯基古姆洛

夫)

佛教大雄中學法團校董會 「一帶一路」- 克羅地亞文化交流團 克羅地亞

香港童軍總會青少年活動署 「童一天下」青年領袖計劃 - 匈牙利交流團 2018 匈牙利 (布達佩斯)

國際青年法律交流聯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法治建設國際青年交流計劃 2017 新加坡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有限公司 「海上絲路大馬行」青年文化交流團 馬來西亞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限公司屯門綜

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探索俄羅斯』生活體驗計劃 俄羅斯 (莫斯科、聖彼得堡)

香港青年交流促進聯會有限公司 「一帶一路」香港青年絲路文化交流團 - 捷克 捷克

香港海事青年團總部 明日領袖交流計劃 馬來西亞

2017-18年度「『一帶一路』交流資助計劃」獲批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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