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萬里」─ 中學生內地交流計劃 2019/20

承 辦：
秘書處：

中華青年交流中心

簡章
承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的推行及資助，新學年和富社會企業繼續承辦「同行萬里」中學
生內地交流計劃（2019/20） ，為中三至中六學生提供交流學習經歷，深化他們對國家歷史、文化、科
技及經濟發展的認識。如欲了解活動主題及內容，請參閱如下：
行程 R1 ： 湖南省張家界、長沙地質與環境保育之旅（5 天）
對象
： 中三至中六學生
團費
︰ 每位港幣 885 元
學習目的 ： (1) 認識湖南省地理、歷史和文化。
(2) 認識湖南省對歷史文物的保育工作。
(3) 認識湖南省國家森林公園的地理特徵和自然風貌， 以及探討其可持續發展的去向與
挑戰。
行程簡介：
第1天

於香港高鐵站集合地點集合，乘坐高鐵往長沙  湖南省博物館

第2天

學校交流  專題講座  參觀企業

第3天

張家界：袁家界 及 天子山

第4天

張家界：十里畫廊 及 金鞭溪  乘車往長沙  學習匯報會

第5天

參訪大學  乘高鐵回香港解散

註：
(1)以上日程如有變動，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
(2)從深圳北站至長沙之高鐵車程時間約 3.5 小時，具體時間及安排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集合地點由學校與承辦機構協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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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2 ： 湖北省武漢、宜昌文化與三峽水利建設之旅（5 天）
對象

： 中三至中六學生

團費

︰ 每位港幣 963 元

學習重點： (1) 認識湖北省歷史、文化和傳統建築。
(2) 了解三峽水利工程的建造過程及效益，以及分析其對社會、經濟、環境帶來的影
響。
(3) 了解湖北省工業發展的現況和路向。
行程簡介：
第1天

於香港高鐵站集合地點集合，乘坐高鐵往武漢  黃鶴樓  首義廣場

第2天

湖北省博物館  參訪企業  考察楚河漢街

第3天

乘車往宜昌  學校交流  專題講座

第4天

三峽大壩、三峽工程截流紀念園及三峽工程展覽館  乘車回武漢  學習匯報會

第5天

參訪大學 乘高鐵回香港解散

註：
(1)以上日程如有變動，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
(2)從深圳北站至武漢之高鐵車程時間約 5 小時，具體時間及安排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集合地點由學校與承辦機構協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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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4 ：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海上絲路考察之旅（4 天）
對象
： 中三至中六學生
團費
： 每位港幣 648 元
學習目的 ： (1) 認識福建省海上絲路的起點。
(2) 認識福建省歷史文化，以及現今廈門的城市發展。
(3) 了解土樓的建築特色及結構，並欣賞民族文化。。
行程簡介：
第1天

於香港高鐵站集合地點集合，乘坐高鐵往廈門  學校交流  專題講座

第2天

考察土樓

第3天

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開元寺  五店市傳統街區  學習匯報會

第4天

參觀企業  參訪大學  乘高鐵回香港解散

註：
(1)以上日程如有變動，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
(2)從深圳北站至廈門之高鐵車程時間約 3.5 小時，具體時間及安排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集合地點由學校與承辦機構協商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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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 R7 ： 南京歷史文化探索之旅（5 天）
對象

： 中三至中六學生

團費

： 每位港幣 1,101 元

學習重點： (1) 認識南京的歷史。
(2) 了解中國近代重要歷史事件和人物。
(3) 欣賞中國傳統的文化。
行程簡介：
第1天

早上香港國際機場集合乘飛機前往南京  靜海寺（《南京條約》史料陳列館）

第2天

明孝陵  中山陵  南京古城牆

第3天

瞻園(天國歷史博物館)  參訪大學  專題講座

第4天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南京總統府  匯報會

第5天

大報恩寺遺址公園  由南京乘飛機返回香港

註：
(1)以上日程如有變動，以承辦機構安排為準。
(2)從香港國際機場乘飛機前往南京之時間約 2.5 小時，具體時間及安排視乎實際情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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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資格及注意事項：
1.
2.
3.
4.
5.
6.

官立、資助（包括特殊學校）
、按位津貼及直接資助計劃學校之中學及校內教師（包括校長）均可
申請。
申請以每所學校為一單位。
每所學校的師生比例為 1：10，即由 1 位老師帶領 10 位同學。學校可報名參加多於一個行程，最
多為每校 44 名（R7）/ 132 名（R1、R2、R4）師生。
每個交流行程成團的人數最少為 44 人；建議每校報名總人數以 44 人一車為單位，如學校出團人
數不足 44 人，將會安排與其他學校一同出發。
若交流行程在內地學校假期或考試期間內進行，承辦機構可能會以其他參訪活動代替到學校交流。
如學校有需要更改或延伸有關活動時段，以便安排探訪內地姊妹學校，在不導致原有行程刪減的
原則下，學校可與承辦機構協商。若承辦機構答允安排並涉及額外費用，會向學校提供報價。更改
或延伸行程所涉及的額外費用，須全數由學校自行負擔。

出發前簡介會及學習分享會注意事項：
1. 於交流學習團出發前 1 至 3 星期內舉行出發前簡介會，形式包括講座、工作坊或其他活動。
2. 參加學校須於完成交流學習團後 1 個月內於校內舉辦學習分享會，形式及日期由學校自行決定，
並須於出發前通知本中心有關安排。
3. 每間參加學校須於完成學習分享會兩星期內提交分享匯報檔案（每間參加學校提交 1 份）
。
4. 參加學校必須由隨團老師帶領參加學生出席出發前簡介會，並於回程後於校內舉行學習分享會，
有關詳情將於確定學校報名後公佈。

團費：
以上收費包括以下項目：
1. 來回香港集合點至目的地之交通；
2. 行程內之參觀景點入場費；
3. 行程內之膳食；
4. 行程內三/四晚住宿三星級酒店雙人房；
5. 隨團香港專業領隊、當地導遊及司機連小費；
6. 四/五天綜合旅遊保險，包醫療保障、全球緊急支援服務、意外保障、個人責任保障及個人財物保
障、取消行程等；
7. 0.15%旅遊業議會印花費。
備註：隨團教師/校長的資助額只適用於現職教師或校長。

退團安排：
若繳交團費後有學生退團，學校有責任安排學生替補，否則該名學生已繳交的費用一概不予發還。即
使有學生替補，退出的學生亦須支付因退團而產生的額外費用。若時間太急，未有學生替補，該名臨時
退出的學生不會獲發還已交的費用，教育局亦可能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該學生因而須支付額外的退
團費用。只在特殊情況下，如學生患病（須具醫生證明書）或因其他重要事故而不能如期隨隊出發，教
5

育局才會考慮不撤銷對該學生的資助。

報名注意事項：
1. 有意參與的學校請填妥學校報名表，以傳真方式遞交予承辦單位和富社會企業秘書處：中華青年交
流中心。填妥的報名表須於有關交流學習團出發日期前 12 星期或以前遞交。
2. 本中心將於收到報名表後的 14 個工作天內確認報名。由於名額有限，將以先到先得為報名原則。
3. 所有參加者必須於出發前 6（R1、R2 及 R4）或 8（R7）星期內繳交團費。除特殊情況外，如參加
學校未能如期繳交費用，有關報名將會自動取消。

內地假期及特別日子（未能安排出發日期）
：
1. 所有內地假期期間均未能安排出發
2.

內地的特別日子期間，部分行程會有調整，詳情請於報名前向秘書處查詢



春運：所有路線的行程或會受影響。



寒假及暑假：內地學校未能安排接待，有關學校交流項目將由其他景點或參訪活動代替。（適用
於行程 R1、R2 及 R4）

查詢：
秘書處 - 中華青年交流中心（旅行社牌照：352764）
地址：

九龍彌敦道 574-576 號和富商業大廈 26 樓

電話：

2873 2270

傳真：

3428 3846

電郵：

info@cyec.com.hk

以上資料、報名表及詳細行程，可於本機構網頁 www.cyec.com.hk 下載及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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