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论坛、龙愿两岸交流中心、青年新世界 主办
龙愿 2019 两岸四地青年交流计划
活动计划
一、

前言

「龙愿－两岸四地青年交流活动」（下称「龙愿」）至今已踏入第二十一个年头，多年来为两
岸四地青年朋友建构了一座没有芥蒂的交流平台。活动中参加者不但结交来自两岸四地的青
年朋友，使他们更了解各地的文化与差异，加上配合每年的活动主题探讨，从中鼓励参加者
从交流中学习包容与体谅，从理性的讨论中加深对大中华地区的理解与承担，并从中建立跨
地域友谊，共同思考将来的发展路向与合作机会。
二、

主办机构

新青年论坛
新青年论坛成立于 2000 年，以凝聚青年，议政论政为己任。多年以
來透过举办不同主题的交流团，并经常到美国、朝鲜、内地、台湾地
区等地进行各类型參观考察活动，推动香港及兩岸青年学子对祖国的
文化、历史及经济等有更深入的了解，期望能提供一个恒常性的平台
让各地青年就中华民族的现况与发展形势作深入交流与探讨，鼓励各
地青年从自身出发，确立青年定位及加强国民身份认同，并就兩岸未來发展以及中华文
化的振兴作出贡献。
龙愿两岸交流中心
龙愿两岸交流中心于 2010 年正式成立，是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交流平台，
集合两岸四地一群有志推动两岸和平发展的青年，跨越地域、历史及政
治的膈膜，共同创建服务大中华区青年的园地，促进两岸和平发展。
青年新世界
青年新世界是公共性质慈善机构，由一群热心人士于 2013 年
创办，并获周大福慈善基金赞助成立。我们致力为低收入家
庭及其子女服务，解决学业遇到的问题，学习助人自助精神，
培养社会责任感。期望他们早日为自己的未来储备知识、技
能及社会经验，有助向上流动，制止跨代贫穷问题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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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活动目的




加强两岸四地的青年互相交流与了解，从而增加互信
拉近兩岸四地青年生彼此之间的距离，建立共同理想





让台湾、香港及澳门团员认识内地最新国情及发展
透过座谈会与论坛让參加者深入探讨地方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扩阔视野
透过亲身考察，让參加者了解当地的社会民生实况及文化异同



增加两岸四地青年对大中华地区在亚太新形势发展下的思考及正视所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

四、


活动特色
推动跨兩岸、跨院校的多元化交流

每年本计划都有超过 200 位來自兩岸四地多间大学的参加者，令活动更含多元文化及教育背景。
计划更在香港及高台湾举办多场研讨会、分享会及參观，可促进各地的交流、干事们与义工之交
流、以及同学与各地学者及社会人士之交流。


加强香港作为兩岸交流中心的角色

本计划将在香港安排一些别出心裁的特色活动，如「民生民情一日游」活动和亲身观察本土家庭
环境的「家访」活动等，让參加者能体验兩地的民生实况，領略真实的民情风貌及感受文化異同，
从而拉近彼此间之距離，增强各地青年间之互动。


加强香港作为四地青年交流平台

本计划将在香港举办研讨会及社会考察，并以四地青年为活动筹委，藉此可以强化香港与四地青
年在筹办活动上的交流与合作，更可让參加者体验香港作为两岸交流平台上的互补性。


具深度研讨性，多角度透视亚洲及全球在不同领域上的最新形势

本计划与不同组织及机构合作，举办有关包括法律、商业、文化、社会、政治等不同主题的研讨
会及讲座，邀请业界的领袖担任顾问及出席专讲，聚集两岸各界的精英，并与之建立良好的互动
关系，从緃向及横向等不同层面透视亚洲及全球在不同领域上的最新形势。


具前瞻性及开创性，带领两岸青年寻找共同价值观

本计划每年均举办两岸四地青年高峰会，目的是让两岸四地的青年朋友有更多机会及不同角度深
入探讨大中华地区的发展、挑战与机遇，从中装备自己及找寻两岸青年的共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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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活动内容

甲、

龙愿 2019－两岸四地青年交流计划

「龙愿」两岸四地青年交流计划为期约两星期，届时将走访香港、内地，来自两岸四地
的青年朋友将会混合分成不同小组，一同参与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行程当中包括参观
考察、青年座谈会、研讨会、机构拜访、景点游览、联谊联欢，小组分享等，希望让参
加者更能彼此深入认识，了解不同文化的差异与价值观。
活动时间：2019 年 7 月 21 日至 8 月 26 日
香港段：7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
珠海及澳门段：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
对

象：16 – 28 岁青年（大学本科学生）

活动人数：香港段：180 人（内地 100 人、台湾 30 人、香港及澳门 50 人）
内地段：140 人
活动架构：活动筹备期间成立两岸四地筹委会，全部均有往届的龙愿参加者担任；活动期
间一般会分为 12-14 小组（每组混合两岸四地团员），每组最多 12 人。
筹委会成员：
成立时间：五月至六月期间
预计人数：20 人
成

员：来自两岸四地往届的龙愿参加者

团

长：



设团长 1 名，主要职责为处理团务及在特定场合中代表发言

副团 长：


设团长 2 名，主要职责为处理团务及在特定场合中代表发言

组长：


每一小组至少有 2 名组长



作为各组与大会之间的沟通桥梁



担任资格：


来自台湾、内地及澳门的组长须曾参加往届「龙愿」活动及



表现优秀的香港义工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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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草案）
香港站

（活动日期：7 月 21 日至 7 月 26 日）

日期

时间

第一天

全日

21/7 (日)

晚上 欢迎晚餐、小组碰头会活动开幕式、破冰游戏

第二天

全日

22/7 (一)

第三天
23/7 (二)

活动内容
各地参加者到达

民生民情香港小区体验一日游：
让来自两岸四地的参加者透过走访香港不同小区来认识不一样的香港

晚上

民生民情汇报会

上午

即席演讲比赛

下午
晚上

两岸汇智及龙愿两岸交流中心主办
「两岸汇智」青年创新创业论坛
家访：了解香港家庭的生活状况

第四天

上午 社会服务体验：卖旗，体验香港不一样社会慈善文化

24/7 (三)

下午 龙愿青年交流石澳沙滩 BBQ

第五天
25/7 (四)

上午 香港机构拜访：了解香港不同范畴的社会发展状
下午 自由活动及准备交流晚宴
晚上 龙愿两岸青年交流晚宴

第六天

上午 香港段分享会

26/7 (五)

下午 经港珠澳大桥前往珠海
珠海及澳门站

日期
第六天
26/7 (五)
第七天
27/7 (六)

（活动日期：7 月 26 日至 7 月 30 日）

时间
下午

活动内容
入住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及参观校园

上午 大湾区主题讲座
下午 前往横琴新区，拜访当地企业
晚上 珠海市内游览

第八天

上午 拜访澳门机构，了解澳门回归 20 年的情况

28/7 (日)

下午 澳门城市游踪（午餐及晚餐自理）

第九天

上午 珠海市内机构拜访

29/7 (一)

下午 澳门城市游踪汇报会（珠海 UIC 内）

第十天

上午 终极分享会

30/7 (二)

下午 活动解散，预计下午 2:00 左右
*主办单位保留行程修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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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招募
「龙愿」两岸四地交流团计划的参加者将由各地不同的协作单位进行招募。
香港参加者：新青年论坛及龙愿两岸交流中心进行公开招募及甄选
台湾参加者：公开招募
内地参加者：各合办单位个别招募及甄选

七、

财务及交通安排
本度「龙愿」互动将向内地团员收取人民币 2,000 元整，此费用包括由香港出发至
珠海、珠海落地及往来澳门的交通费用。至于前往香港及珠海解散后的交通安排及
费用须由各单位负责，新青年论坛负责香港落底接待费用。如参加者提前抵达或延
后离开，大会将一概不负责相关的费用。

八、

保险
大会将为参与交流团的所有团员购买基本保险（即第三者意外保险及场地保险），但
基于受保范围，因此大会将强烈建议参加者需额外购买适合自己的个人综合旅游保
险，以保障参加者的利益。

九、

紧急事故应变及安排








遇到突发事件时，大会必定以参加者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为先。如行程当日之天气恶劣或
其他因素引致危险，大会将保留更变活动的权力，包括取消，并另行安排其他活动代替。
紧密联系有关接待机构，有需要时将寻求协助参访地之保安机关。
若发生事故，随团工作人员将立刻联络在港同事，若有需要将尽快通知有关家属。
若参加者有需要到公共机关如医院或警局，大会可安排工作人员陪同。
若有需要，工作人员会向保险公司寻求协助，安排有关之补偿及医疗服务（不包括参加
者自行购买的保险项目）。
出发前大会将向各参加者派发接待单位联络人、住宿、领队、保险公司之联络数据，以
便保持联系。

十、
活动查询
香港秘书处 The Secretariat
电话：(852) 2391 9391
传真：(852) 2810 0404
电邮：youthdragonwish@hotmail.com / youthdragonwish@gmail.com
网址：www.csea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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