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2012-13 年度在公民教育活動資助計劃下獲批資助的項目 

 

 機構名稱# 項目名稱# 獲批資助金額 

(元) 

1 Roundtable Community 

Limited uRounders 

2011-2012 

暑期青少年培訓計劃 Global 

Elites 2012 

298,85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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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翱翔新世代－正能量關愛社區

計劃 

137,400 

3 心晴行動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校園計劃」－情緒睇真 D講

座、延伸及支援項目 

300,000 

4 明光社  難為「權。責」定分界？－推

廣青少年認識道德及公民責任

計劃 

212,145 

5 東華三院 黃竹坑服務綜合大

樓 

愛滿紛－生命關愛網絡推廣計

劃 

189,053 

6 東華三院 余墨緣綜合服務中

心 

「愛香港」青年齊建共融社會

計劃 

130,146 

7 致遠文化服務有限公司 大中

華青年在線 

齊齊坐，說說法－中港兩地專

家座談《基本法》 

231,500 

8 香港中文大學 成長綠洲 傷健同心 關懷社群 觸動你

心 

112,962 

9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有

限公司  

墨子行動：結合墨家兼愛精神

與義工訓練計劃 

154,000 

10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石硤

尾會所 

V-Banking 2012 167,974 

11 香港兆基創意書院  打開戲流平台‧「愛自己‧愛

家人‧愛香港‧愛國家」青年

戲劇比賽 

187,230 

12 香港西區婦女福利會 松鶴老

人中心 

耆青共懷香港情 110,584 

13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賽馬會麗

城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愛「德」起‧關懷行動 117,268 

14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社

會服務委員會 

第三屆飛躍社會服務領袖計劃 236,490 



 機構名稱
#
 項目名稱

#
 獲批資助金額 

(元) 

15 香港青少年領袖發展協會 香

港模擬立法會籌委會 

第五屆香港模擬立法會 277,776 

16 香港青年交流之友有限公司  夢想舞台 2：兩岸四地青年學生

夢想追逐賽 

259,636 

17 香港青年協會 文化藝術組 「愛分享、分享愛」舞動奇蹟

共融計劃 

160,003 

18 香港青年協會 賽馬會筲箕灣

青年空間 

「愛。吾睦鄰」關社共融計劃 166,490 

19 香港青年協會 天瑞青年空間 「鄰舍原動力」社區發展計劃 137,642 

20 香港青年聯會有限公司  青聯賢慧愛家日 143,475 

21 香港律師會  青 Teen 講場 2012 300,000 

22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生命教

育計劃 

「我的故事‧我的家」～社區

藝術參與計劃 

163,774 

23 香港神託會有限公司 連青網

絡－香港神託會青少年綜合

服務中心 

家家起「義」獎勵計劃 186,700 

24 香港基督少年軍有限公司 臻

訓中心 

領出個未來－青少年社區服務

實踐計劃 

100,20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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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心童話正能量 147,799 

26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 路德

會賽馬會海濱花園綜合服務

中心 

多「Share」愛推廣計劃 163,831 

27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Care」小記者之『童心戰貧

窮』計劃 

124,276 

28 新青年論壇有限公司  第七屆 DV頭青年社會觀察行動 152,350 

29 新福事工協會有限公司 關懷

貧窮學校 

「2012關懷貧窮大使計劃」 117,889 

30 路德會啟聾學校  擕手「語」您。愛家國 107,680 

31 鄰舍輔導會 東涌綜合服務中

心 

「一家一」義放彩虹計劃 186,847 

32 觀塘新青年論壇  青年政治學堂－公民社會體驗

計劃 2012：十二五規劃初探：

大國公民的權利與義務 

128,778 



 機構名稱
#
 項目名稱

#
 獲批資助金額 

(元) 

33 中山大學法律系香港同學會

有限公司  

第十三屆《基本法》及國民常

識網上問答比賽及推廣活動 

162,960 

34 屯門區婦女會有限公司 山景

服務處 

“十二五”規劃－我“港”我

思 

117,700 

35 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  和諧家園共手建 138,095 

36 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傑出公民學生獎勵計劃 124,012 

37 香港青年協進會有限公司  『認識袓國‧認識香港』問答

比賽 2012 

282,260 

38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  第九屆《基本法》大使培訓計

劃 

170,652 

39 香港基督教協基會有限公司 

黃埔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 

薈萃中港國情教育 175,750 

40 香港循理會 循理會屯門青少

年綜合服務中心 

"Four In Love 2012"  190,548 

41 蒲窩青少年中心  「愛香港‧愛文物」計劃 147,936 

42 學友社 潛能發展中心 明日領航者計劃 2012 238,196 

43 學友社 第二十一屆全港中學生十大新

聞選舉 

182,363 

44 香港各界婦女聯合協進會有

限公司  

香港各界婦女慶回歸十五周年 

喜迎回歸十五載 社區共融愛

香港 

243,940 

45 政府人員協會  「家國濃情慶回歸‧社區共融

愛無限」計劃 

126,009 

46 香港婦聯有限公司  共慶回歸十五載、中華文化展

風彩計劃 

194,500 

47 新界社團聯會婦女中心有限

公司  

情牽「家國」顯愛心計劃 135,100 

48 新界青年聯會  「樂聚力量 Fun 享愛」公民教

育系列活動 

203,111 

#部份機構及項目只有英文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