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香港義工聯盟及青年義工團簡介  02 

 
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簡介  03 

 
活動啓動禮      04 

 
交流團活動花絮     06 

 
活動總結分享會     19 

 
得獎團員名單     22 

 
團員名單      23 

 
團員心聲      25 

  



2 
 

香港義工聯盟 

 

 

 

 

 

 

 

香港義工聯盟由一眾熱心公益的工商界人士發起，於 2014 年正式成
立，致力弘揚義工精神、扶持弱勢社群、宣揚關愛文化。義工聯盟現有團體
會員 43 個，義工團隊逾 800 支，涵蓋香港不同類型的義工團體及組織，義
工人數逾 10 萬人，合辦及資助義工活動逾 3000 項，受惠市民逾 250 萬人。
每年，義工聯盟均舉辦三大品牌活動，包括「傑出義工嘉許禮」、「全港義
工服務日」及「關心青少年系列活動」。此外，聯盟更定期舉辦關愛送暖、
派發福袋、探訪基層家庭及長者等恆常的義工活動，緊貼基層大眾需要，開
展適切的扶助計劃，致力構建關愛、和諧的香港社會。 

   

          
 

 

  

香港義工聯盟青年義工團
於 2016 年 7 月正式成立。青年義
工團旨在吸納更多青年人投身義工
行列，凝聚年輕一代參與義務工作
的新生力量，使更多有需要幫助的
人士得到支援，傳承關愛、互助的
義工精神。成立至今，多次舉辦或
合辦探訪安老院、與長者聚餐、環
保清潔等義工活動，不斷為社會傳
遞正能量。 

 

青年義工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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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局在青年發展方面的政策目標是 - 推動多元卓越文化，為
不同志向的青年人，提供多元化的學習、培訓和個人發展機會；鼓勵青年人
養成積極的人生觀和正面的社會意識；加深他們對香港和國家發展的認識；
擴闊他們的國際視野；及讓他們既充分瞭解個人權利，也樂於承擔對社會的
義務。 

行政長官在其二零一七年《施政報告》中宣布成立青年發展委員會，
負責加強政府內部的政策統籌工作，從而全面並更有效地研究和討論青年人
關注的議題。民政事務局為青年發展委員會的工作提供支援，並與相關的政
策局/部門、制服團體及其他青年組織合作，統籌各項青年發展措施。有關
民政事務局的詳細資料，載於 www.hab.gov.hk。 

 

青年發展委員會 

 

青年發展委員會是一個高層次督導委員會，負責加強政府內部的政
策統籌工作，從而更全面及有效地研究及討論青年人關注的政策議題，並推
動跨局、跨部門協作，一同落實委員會議定的政策措施。政府希望透過青年
發展委員會可以更有效推動與青年「三業三政」相關的工作，即關注青年人
的學業、事業和置業，以及鼓勵青年人議政、論政和參政。 

委員會舉辦及資助各項青年發展活動，希望透過這些活動讓青年人
各展所長，提升他們的競爭力，並培育他們成為有視野、具創意、對社會有
承擔、具領導才能的香港未來主人翁。有關青年發展委員會的詳細資料，載
於 www.ydc.gov.hk。 

  

javascript:externalLink('http://www.ydc.gov.hk/tc/index.html');
http://www.ydc.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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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6 日，是次交流團啟動禮假香港義工聯盟會議室舉行。
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義工聯盟副主席何猷啟、范榮彰、副秘書長兼青年義工團
副團長彭芷君、總幹事劉麗斯聯同活動參加者逾 40 人到場參與。 

副主席范榮彰在國情分享會上表示，香港自回歸以來，與內地的聯
繫日趨緊密。近年來，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尤其現時國家大力倡導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合作以及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等，全面推動內地與香港的互利共贏，
為香港青年人帶來大量發展機會。他指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希望大家
可以通過這次考察，親身了解國內的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拓寬視野、早
著先機， 積極裝備自己。 他並以「創辦孵化器基地，港深創新科技攜手發
展」為題主講，務求使團員於出發前對國家的最新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 

活動上，各主禮嘉賓共同主持啟動儀式，宣佈活動正式啟動。會上
並設有團員交流環節， 令大家有機會暢所欲言，增進互相認識和了解，氣
氛溫馨熱鬧。 

啟動禮  

國情分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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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儀式 

主禮嘉賓及團員大合照 

團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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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概覽 2019年8月1日-6日

  

交流團活動花絮  

乘坐飛機往重慶 
體驗長江索道 
重慶海外聯誼會宴請交流團 
參觀洪崖洞民俗風貌區 

 8 月 1 日 

(星期四) 

 

參觀三峽博物館 
參觀大足石刻 
參觀石刻博物館 

 8 月 3 日 

(星期六) 

 

參觀民主黨派陳列館 
參觀重慶豬八戒網路有限公司 
參觀重慶中科雲叢科技有限公司 
探訪重慶城區社區養老服務站 

 
8 月 2 日 

(星期五) 

搭乘高鐵往成都 
參觀成都寬窄巷子 
參觀武侯祠 
參觀錦裡一條街 

 8 月 4 日 

(星期日) 

與香港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交流 
參觀都江堰熊貓樂園 
參觀都江堰水利工程 
總結分享 

 8 月 5 日 

(星期一) 

 

乘坐飛機回港  8 月 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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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長江索道 

與重慶市海外聯誼會交流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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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廝門大橋夜景 

於洪崖洞民俗風貌區的美麗夜景前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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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民主黨派陳列館 

於民主黨派陳列館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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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重慶豬八戒網路 

於重慶中科雲叢科技親身體驗國家最新的人臉辨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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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重慶城區社區養老服務站與當地老人家交流 

了解養老服務站的護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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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三峽博物館前留影 

參觀大足石刻的宏偉石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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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搭乘高鐵由重慶前往成都 

於寬窄巷子感受地道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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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武侯祠了解三國時期歷史 

於武侯祠時留倩影 



15 
 

 

  

參觀錦里一條街 

到訪香港政府駐成都經濟貿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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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熊貓樂園 

都江堰熊貓樂園門前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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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都江堰水利工程觀景台大合照 

都江堰水利工程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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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組進行總結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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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8 日舉行交流團總結分享會，主禮嘉賓包括香
港義工聯盟常務副主席、青年義工團團長兼香港重慶總會主席馬浩文、
香港義工聯盟副主席張展豪、范榮彰、青年義工團副團長黃展恒、總幹
事劉麗斯及逾 30 位團員到場參與。 

 活動上馬浩文常務副主席介紹重慶幾個之「最」，並寄語
青年人該多到內地走走，放眼祖國，親身見証內地的經濟和民生發展；
並希望各位青年團員投入義工服務行列，共同服務社會的弱勢社群，為
香港發放更多正能量。活動上亦邀請了四位團員分享他們的出訪感受與
體驗；此外，並頒發了最佳組別、最佳分享獎、最佳組長及 Top 5 模範團
友等。團員們一邊享用精美的午餐，一邊暢談交流團的活動花絮，氣氛
熱鬧，度過了愉快的下午。 

 

 

 總結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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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義工團馬浩文團長致詞 

馬浩文團長頒發《最佳組別獎》 

張展豪副主席頒發《最佳分享獎》 

黃展恒副團長頒發《TOP 5 模範團友》 

范榮彰副主席頒 
《最佳組長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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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代表 
趙燕珊分享感受 

第二組代表 
葉統文分享感受 

第三組代表 
李鍵泓分享感受 

第四組代表 
周林分享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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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組別   ： 第一組 

 

 最佳分享獎  ： 第二組 

 

 最佳組長   ： 第二組  

周景朗 

 

 TOP 5 模範團友 ： 李健泓 

周景朗 

徐曉琪 

唐藹寧 

譚翠蒽 

  

得獎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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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組 

序號 姓名 
組長 徐曉琪 

2 朱容樂 
3 李    駿 
4 冼浩増 
5 林烈鏵 
6 梁鈺儀 
7 陳偉健 
8 趙燕珊 
9 鄭浚森 
10 黎詠彤 

 

第二組 

序號 姓名 
組長 周景朗 

2 林震禧 
3 唐藹寧 
4 梁佳穎 
5 陳琬琪 
6 黃子恩 
7 黃嘉欣 
8 葉倩婷 
9 葉統文 
10 譚翠蒽 

  團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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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組 

序號 姓名 
組長 李鍵泓 

2 文素玲 
3 何心怡 
4 周子盈 
5 夏碧欣 
6 梁金正 
7 梁浩彥 
8 游令君 
9 葉文峰 
10 蘇葆瑤 

 

第四組 

序號 姓名 
組長 朱嘉豪 

2 文軍喬 
3 何立仁 
4 周    林 
5 邱頌恩 
6 區巧敏 
7 陳嘉嘉 
8 陳曉兒 
9 黃慧敏 
10 蘇葆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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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交流團令我見識多了許多，也建立了多段真摯的友誼。這次交流團
去了我從沒去過的重慶和成都。重慶有小香港之稱，原因是兩者都有很美的夜
景。第一天晚上我們去到了洪崖洞，身旁是古樸的建築，對岸是美麗絕倫的夜
景，令我目不暇給，十分難忘。第二天我們參觀了兩所科技企業，看到他們先進
的設備，例如人辨析別系統，令我十分驚訝，亦佩服中國內地的企業，能在短短
數十年間發展得那麼先進，值得香港借鑒。之後我們到訪重慶的一所安老服務中
心，院舍十分乾淨舒適。我看到那裡的老人都很愉快，職員很用心及親切地為老
人服務，值得香港老人院舍學習。 

其後我們去了成都，到訪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駐成都貿易經濟辦事
處，機構為居住在貴州、陜西、成都、重慶及延安等地的港人，提供了許多保
障。我十分感謝香港政府貼心的服務，讓我們能安心外出旅遊或工作。 

是次交流團讓我看到中國內地蓬勃的發展，亦令我反思香港的前景。作
為年輕一輩，我們應多走進國內，瞭解祖國發展，並好好參考內地城市優勝的地
方，再把這些好的技術或資源帶到香港，推動香港進步。 

 

 

第一組 

 

 

 

 

 

 

 

 

 

 

 

 

 

徐曉琪 (組長) 

  團員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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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參與這次交流團是希望可以瞭解重慶和四川的文化歷史，而且體會

一下這兩個城市與香港有什麼不同之處。我很榮幸能在這次交流團中遊覽我從
來都沒有到訪過的成都和重慶。 

我亦很高興能在這次交流團中認識到一些不同年齡的新朋友，而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晚上與團友們一起去逛街了。這次交流團景點中，我最喜歡寬窄
巷子、武侯祠和錦理一條街，因為我是一個比較喜歡吃的人，所以能在這兩個
地方與團友逛街吃東西，真的很開心！我希望將來亦能夠參與這一類的交流
團。 

朱容樂 

六日的重慶、成都交流團經已結束。連日來的參觀探訪，讓我們有機
會深入瞭解這兩個城市的風貌，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景
點。 

剛到達秦堰樓，望向外面的景色，適逢雨季，正下著大雨，青山綠水
相互映照，霧氣瀰漫、山氣冱寒，猶如置身仙境當中，岷江的景色確實美麗，
美不勝收。其中橫渡江水，站在木橋上觀看江景，古人懂得運用魚嘴分水堤，
消除水患之餘，同時分流江水灌溉農業、發展經濟，當中的智慧實在令人佩
服。另外，江水波濤洶湧，於山間奔騰，景色之壯觀讓我大為讚嘆。 

李駿 

是次的重慶、成都交流團已經接近尾聲，經過六日來的參觀、探訪和
遊覽，亦改變了我對這兩個城巿的印象。一直以來我都認為內地的交通網絡較
香港落後，除了高鐵外就沒有其他重要的交通建設。但來到重慶後，發現公軌
雙用橋、輕軌、地鐵的應用十分普及，交通四通八達。而重慶的輕軌更別具特
色，重慶以山城為名，交通發展配合城市地形地貌而建立，細小狹長的輕軌車
路在蜿蜒逶迤的山丘中穿插而過，比起地鐵更方便、更適合在山城穿梭遊走。 

另外，日佔侵華時期，重慶經歷長達六年半的大轟炸，死傷人數慘
重。在重慶三峽博物館裡其中一個有關日軍侵華的展館內，展示多張大轟炸時
期的照片和多件文物，深刻印證歷史的存在，令人心痛。即使當年的建築物不
斷被日軍破壞，但重慶人依舊守護自己的家鄉，持續建設，讓我體會到重慶人
的堅毅不屈，值得我們學習和敬佩 

最後，重慶的安老服務亦很值得香港借鑑。透過參觀安老中心，瞭解
到老人家退休後的生活是可以做到老有所依，得到悉心的照顧和生活保障。香
港和內地城市可以相互借鏡，在人口老化的趨勢下，為退休人士提供更多的保
障和依靠。 

冼浩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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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的交流團行程非常豐富，其中包括參觀高科技企業，探訪新式老人
服務中心和參觀各色各樣的歷史建築。旅程令我獲益良多，包括加深當地歷史
的認識、瞭解到當地與香港老人院的差別、中國科技的高速發展等。這些都令
我對重慶和成都有更深入的瞭解，也令我對中國城市有所改觀。另外，今次旅
程令我最深刻的不是任何參觀，也不是到一些旅遊景點買手信，而是與組員和
剛認識的朋友的相處，我們雖然平凡，卻會互相幫助，雖然我們並不相熟，卻
會通宵玩樂。我每次參加交流團時都不會期待有什麼地方去，而是期待能認識
什麼新朋友，雖然我在組中是年齡比較小的，但組員們也很樂意接納我，十分
照顧我，像一趟十分愉快的家族旅行。 

林烈鏵 

文化交流促進我們互通，參與是次活動目的是為了增進文化發展、豐富
中國國情、經濟認知。是次到訪了重慶及成都，讓我認識到渝蓉城市發展面
貌，豐富了對當地歷史、民生、文化的認識。我們也參加了導賞活動，體驗重
慶及成都自然風光的宏偉絢麗，感受城市先進文明發展的氣息。也參觀內地製
造企業，認識內地科技發展一日千里的進程。最深刻的行程是參觀三峽博物
館，展廳展出很多珍貴展品，訴說著山城今昔變化與不同的歷史文化氣息。重
慶與成都給我的感覺是充斥著辣文化的城市，確實辣得很。美好的城市，我會
再來的! 

陳偉健 

六天五夜的四川之旅説長不長，說短不短，剛好讓我加深對重慶及成
都的認識。以往我只到過深圳，東莞及惠州這三個內地城市，對於中國城市的
認識可算是淺薄。我印象中的四川只是個經常發生地震及基礎建設不足的省
份，但經過此旅程後，讓我改變了固有思想。看見洪涯洞對岸公軌兩用橋用來
接駁到不同地方後，我認為重慶擁有完善的交通設備，原來重慶與香港十分相
似，亦是一個繁榮的城市。 

除了瞭解到當地風貌外，我亦認識到不同性格及年齡的組員。這幾
天，與他們相處亦相當愉快，大家互相交流及瞭解彼此的想法，亦令我明白到
包容的重要性。我們沒有可能與別人意見完全一致，當社會上充斥著不同聲音
時，我們要學會接納。意見其實沒分對與錯的，在現今多元化的國際大都會，
社會上或更需要不同的意見去迎合「創新」的時代。 

旅程更令我深切明白了一個道理— 活在當下。此次旅途的經歷僅此一
次，是獨一無二的，只有珍惜當時所相處的時光才能捉緊「當下」。天下無不
散之筵席，我很感激義工聯盟提供這次寶貴機會，讓擁有不同背景的我們有緣
相聚，希望大家以後一切安好。 

黎詠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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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第一次遊覽重慶和成都這兩個城市，參加這個交流團前，我並不
熟悉有關成都的文化與歷史背景，但走訪過三峽博物館，大足石刻， 都江堰水
利工程等地方後，不但讓我瞭解了成都和重慶更多值得𠄘𠄘傳的華夏文化，也感
受到長江三峽工程是如何浩瀚和巨偉。在這五天的行程， 我們更參觀了豬八戒
及中科雲叢兩間科創企業，認識科技如何改變生活，及在不同領域的智慧科技
應用，例如智慧衣櫥，智慧銀行等，大大改變了傳統的消費模式， 亦可見在重
慶創業的機遇處處，有很多值得借鑑的地方。  

雖然每個地方只能短暫的停留， 但也有不小得著。當中我最深刻是重
慶的安老院， 除了讓我對護理有了嶄新的概念外， 也看見了科技是如何與護理
結合，不但使護理的過程變得更電子化及簡單明瞭， 也讓我深深感受到重慶的
護理服務與香港有何等差別。 

梁鈺儀 

很高興參加香港義工聯盟組織的四川交流團，在短短的 6 日，行程十分
多元化，有博物館學習、科技企業參觀、安老院考察，古城遊覽。特別感謝同
行工作人員及領隊的融入和照顧! 

這個旅程我最喜歡兩個科研企業的參觀，提供人才配對的豬八戒和開發
人工智慧的雲叢，都非常吸引和有前瞻性。中國市場巨大， 同樣的業務同研
發，規模和影響都比香港大很多。 

其次，在都江堰見識到水利工程的偉大和智慧，現代再先進的科技都是
源於以前的艱辛和膽識。萬丈高樓由地起，每個時代的努力和建設都令將來變
得更美好。 

 

趙燕珊 

正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每年暑假我都抱著這理念出外走走，而
今年我就有幸能參加由香港義工聯盟舉辦的重慶成都交流團。與各位團員共同
生活的六天，我相信一輩子也難以忘記。    

在這六天，我與各位團員同吃、同住、同玩、同學習，過程中有悲有
喜。在旅途中，組長的職責更顯得重要。對於一個 40 人的團隊，任何一個成員
的問題，都會影響到大家。因此組長要照顧和安排好他的組員，我非常感激我
的組員，他們的配合和貢獻，圓滿了這個交流團旅程。 

但一群人的相遇，大部分時間都以分開結束。正所謂「天下無不散之宴
席」，我們的組員，有的在內地讀書、有的在外國讀書、有的已經畢業，或許
大家一同度過這個夏天之後，聚會的機會不會常有，但在彼此的心中，一定會
留下一個彩色的回憶，正如屬於熊貓基地的最後一個畫面，是一道絢麗的彩
虹。 

鄭浚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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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我參加了由香港義工聯盟及香港重慶總會主辦的渝蓉「雙城
記」交流團，我亦很榮幸作為交流團代表，並在開幕典禮中致辭。交流團第一站
去重慶，是個大山大水不夜城的城市。到達當地機場的時候，已經感到重慶像是
火爐及當地名菜「火鍋」一樣。當地以川菜為主，而主辦單位替我們安排菜式時
也非常細心，怕我們不習慣當地飲食文化。而現時重慶作為中國面積最大的直轄
市，亦在長江經濟帶西部作為重要中心樞紐，同時間亦是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的地
方，所以我更加想對重慶有更深入的了解。發現重慶在歷史、交通、科技、安老
及旅遊各方面都比香港佔優。 最後一站是去成都，亦有天府之國之稱。比較深
刻的是去參觀了都江堰，所謂：「問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亦是戰國時期修
建的大型水利工程，並且是現時世界上唯一仍留存及使用的無壩水利工程。直至
今天，都江堰都沒有被任何天然力量去蠺食，繼續為人民發揮著巨大的水利效
用，造福人民，是中國文化的鼻祖及偉大水利工程！ 最後，感謝香港義工聯盟
讓我參加這次交流團，並讓我體驗及感受當地的發展，而我希望把這些寶貴的體
驗分享給朋友們，讓他們日後到內地感受一下現今的發展及機遇。 

    
第二組 

  

周景朗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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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四大直轄市之一的重慶，不但地大，人多，文化多元，更加擁有先
進的科技和地道美食。人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如果只在書本或從
別人口中接收資訊和知識是不足夠的，只有透過實地考察，親身體驗，才能夠
全面地認識當地的人民文化。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動是探訪老人院，以我本身
的認識，老人院是為一班被拋棄的老人家提供一個安穩的家，當中有不少人都
不願意入住老人院，但這裡的老人院設備十分完善，服務周到，眼見每位老人
家都面帶笑容。另外，從老人院門牌的顏色就能體驗出看護員細心，為了方便
老人家認得房間，於是用顏色和熟悉的街道名劃分不同房間。透過是次交流，
令我進一步感受到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成果，可謂一日千里，令人歎為觀止啊！ 

林震禧 

我非常認同前温家寶總理曾説的一段話：「文化是人類的精神家園，優
秀文化傳承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血派。」而了解文化的最佳方法便是行萬里
路。重慶作為四個直轄市之一，而且面積最廣、人口最多的地方，自然有了解
的必要。 而西南絲綢之路的起點—成都，亦是了解一帶一路的重要地方。因此
我一直對這兩個城市深感興趣。感謝義工聯盟讓我有機會當地見識。到訪當地
後，我更加喜歡重慶和成都。雖然它們十分現代化，但可貴在仍能保持城市的
獨特風貌。是次行程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大足石刻。全靠政府努力的復修，使我
們有機會見到完整的石刻；加上導賞員專業的講解，讓我們對石刻背後的故事
和價值觀有更深入的認識。我希望能把今次在考察團的所見所聞與身邊的朋友
分享，完成傳承的意義。同時，旅程豐富了我對中國的了解，讓我為一帶一 路
提供的機遇作準備。 

唐藹寧 

是次短短五天的交流團活動異常豐富，彷彿坐上時光機般，由春秋戰國
時期去到未來世界，在直轄市重慶和古城成都中穿梭。 從古- 蓉城都江堰水利
工程讓人嘆為觀止，無容致疑是秦國贈予後代的厚禮，孕育以及保護著海量中
華人民。古人的智慧至今仍沒法被科技取替，卻為科技所印證。 到今- 於渝城
參觀一家裝潢小清新，空間感十足，內設打卡用圖書閣，為滿臉笑容 的 90 後管
理營運的中心。此外，內地養老中心，不看門牌，還以為是家青年學生旅舍；
細心一看，習科技專業於一身。內地正是逐步實行老有所依、老有所為的養老
理念，讓人內心暖暖的。 以致體驗未來 - 到訪豬八戒及中科雲叢兩間以大數據
打造的企業，前者創立人才共創平行時空，以機遇創造機遇；後者以人臉辨識
技術融入社區各個階層，光速提升人類生活環境。 扣除坐飛機及高鐵的時間，
實際只有三整天，卻帶來如此這般的震撼旅程。雙城記 讓我空空的來，滿滿的
走。多謝義工聯盟的細心安排！ 

梁佳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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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㳄交流團，在短短六日的旅程，我們先往重慶，再
到成都。雖然時間緊迫，但整個行程都很充實。透過考察不同的景點，令我對
重慶成都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有更深入的了解。提起重慶及成都會令人想起
「重慶火鍋」，內地的飲食文化與我們有很大的差異，大多只看到鍋裏那層厚
厚的油及香料。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體會就是探訪老人院。中心設有大量智能化
設備來服務失能、失智老人。此外，日間還提供了豐富的文娛活動，能夠為入
住老人提供周到的服務，而最重要的是老人們能感受到家的感覺和安享晚年。
正因爲自己是從事醫療相關的行業，所以可藉今次到訪老人院的經歷，思考一
下怎樣為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出一分力。非常感謝香港義工聯 盟給予我是次交流
的機會，期待下次見面。 

陳琬琪 

我是第一次參加由香港義工聯盟舉辦的活動，也是第一次來到重慶，體
驗重慶和成都的生活，看看重慶的美。在旅行前，更是十分期待，希望在這個
旅行中能了解重慶和成都的文化，更希望認識不同的朋友，擴闊自身社交圈
子。旅程參觀了不少博物館及古蹟，讓我更深入了解重慶以及成都文化。其中
讓我印象深刻是「大足石刻及石刻博物館」，看到很多古代的石刻，雖然有些
石刻遭風化、掉落、或損壞，但也不會影響觀賞價值。在觀賞石窟時，我也十
分留意解說員的解說，了解石窟的奧妙和神秘。另外「都江堰熊貓樂園」也讓
我印象深刻，在活動前我期待能夠抱著熊貓拍張照片留念，但事實上並不允
許，但這亦不會影響到我對熊貓的期待。在觀賞熊貓的時候，幸運地有些熊貓
是清醒的，終於有機會能夠好好看看熊貓，讓我了解到他牠們的日常生態，一
飽眼福。 最後，我藉此感謝香港義工聯盟給予我一次深入了解重慶和成都的寶
貴機會。這次 「渝·蓉雙城記交流團」的記憶將永遠烙印在我的腦海中。 

黃子恩 

參加這個渝蓉交流團讓我得到的是我意料之外的。我從大學開始就喜歡
參加交流團，而這個交流團的行程安排十分豐富，包含的內容亦多元化，有參
觀旅遊熱點、有探訪老人、有參觀熊貓基地等等，令人大開眼界。其中令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探訪老人養老社區。而其中一名 86 歲的老婆婆，我們在探訪他們
的時候，她正在閱書，一見到我們便十分熱情。看到她如此精神健康，讓我十
分感慨。而且社區中的工作人員對老人的照顧亦十分貼心，看得出他們是出自
內心而喜愛這份工作，比起香港老人院的情況更佳。在離開之前，她對我說我
很像她的孫女，感覺更親切，亦令我想起自己的嫲嫲，想起自己對老人的關心
和照顧是否足夠。就養老社區的情況而言，香港可向重慶多多交流學習，讓香
港孤苦無依的老人有個安居之所。重慶，讓我感受到人民的火辣及熱情，是一
個讓我想再次到訪的地方。 

黃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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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有訓：「少不入川，老不出蜀。有「小香港」之稱的重慶名副其實
是座 8D 城 市，窗外的公路層層疊疊，下了一層公路，底下還有好幾層，看不見
底。亦如它的地方別 名「霧都」一樣，霧氣瀰漫著整座城市。 接著就是大熊貓
的故鄉，四川成都同時也是美食的天堂。這座慢節奏的城市令我印象最刻骨銘
心的是便是堪稱一絕、列入國家 5A 級旅遊景區的都江堰，除了群山蜿蜒的景色
及為人消災的功效外，偶遇的一場大暴雨也是極令人深刻的，大家都變成「落
湯雞」，狼狽不堪。最後則是感激主辦單位為我們提供認識民情的機會。 

譚翠蒽 

首先，我要感激義工聯盟給予我這次交流的機會，令我在這六日五夜中
獲益良多， 從科技、人文方面認識重慶和成都。 在科技而言，參觀豬八戒等企
業，擴闊了我的眼界。一個成熟的人才共享平台，由開創到轉型成功的歷程讓
我明白到創業的困難和機遇，亦讓我意識到將來的走勢會以科技為主，加上中
國政府願意扶持孵化器，製造了更多機會給新一代，相反香港的孵化器未完全
成熟，特區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夠，令香港想創業的年輕人沒有很多平台可以選
擇，在這一方面香港可以借鑒重慶。 從人文角度而言，參觀老人院，重慶成都
的著名景點，令我全面深入了解當地的風 土人情和濃厚的歷史文化氣息。 少不
入川，這次的雙城記，令我樂不離蜀。 

葉統文 

在參與交流團之前，我給自己建立的目標是與各團員交流，了解他們
在職場、大學、中學遇到的人和事，並與他們建立友誼。可惜在不夠休息的情
況下，第二天便病倒了，身體有點不適，到了第四天才回復精神。雖然如此，
我仍感受到團員的包容和關愛，對此我十分感謝！ 

行程當中最深刻的是參觀民主黨派陳列館。講解員的講解使我對建國
歷史有更深入的認識 。他對歷史的陳述講解得十分到位， 同時把人物情感，當
時的文學加入敍述，把當時的社會狀況以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令到歷史講解不
再是沉悶的，反而是活潑的。 講解員亦提及到當時外國對重慶談判及新中國建
立十分關注， 外國記者拍攝了當時談判時期非常珍貴的照片， 讓我們更加立體
地了解這段歷史，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同胞去了解。 

我對重慶的印象也十分好。它的地勢高高低低，城市的道路非常完
善，交通十分發達，有很多高架橋。每個當地的居民們都對自己的地方十分愛
護，努力去建設他們的城市，很值得我們欣賞和學習。 

葉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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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參加交流團時，只想著能夠學習到成都、重慶的歷史，以及當地
市民的的風土人情味。但在這次交流團中所學習到的，遠遠超出我的想象。就如
在重慶時參觀了當地政府建設的安老院，我原以為重慶這個位於國內中心地帶的
城市，不如沿海城市般發達，與香港的安老服務不能比較，但參觀完後才發現並
不是如此。當地的安老服務比香港好太多了，因為當地安老服務結合了科技來管
理，而且環境優美，十分適合長者居住。同時重慶的科技發展也十分快，如豬八
戒和中科雲叢等，是國家強大的企業。 

另外我在成都也學習了很多的歷史，例如在三國時期的諸葛亮十分受人
民愛戴，甚至比劉備還要高出許多。同時我十分佩服中國人的智慧。在古時已經
能修建如都江堰的水利工程，其結構龐大同時功能豐富，如引水至城內，讓居民
使用；排沙令河道不會堵塞；分洪令下游不會有水災。我希望下次我也能參加類
似的交流團，增廣自己的知識！ 

 
 

第三組 
  

李鍵泓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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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的雙城交流團行程豐富，活動亦具意義，令我度過了美滿的六
天。成都有著2600多年的歷史，有「天府之國」之稱。上歷史課時，就有介紹
過都江堰。去過都江堰了解更多這方面的知識後，視野更加開闊，並不得不佩
服古時的勞動人民。來到成都，這種古老的城市總能引人遐想，讓人感到好
奇。「青城天下幽」，青城山以幽清著名，在山頂上空氣清新，環境幽靜，遠
離於大城市的喧囂。而四川的辣也是一大特色，食物的辣、麻會讓人愛上四
川。 

行程當中的錦里古街，發源於西蜀，屬於最古老、最有商業氣息的街
道之一。古色古香的建築，顯得十分大氣，竹林青翠欲滴，路旁繁花似錦，整
個空氣中，瀰漫著淡淡的清香。因是旅遊旺季，錦里古街人湧如潮，幾乎邁不
開腿，沒有一絲空餘之地。街道兩旁，有很多現場製作的小吃攤，基本上全都
是辣的。當中我最喜愛的是辣涼粉和三大炮。涼粉辣得過癮，辣涼交集，真能
辣出淚水來，讓你笑著哭出聲來。而三大炮，則是把做好的糯米糰扔到盛滿炒
粉的大簸箕里，使其上面粘滿炒粉，再放到調製好的配料里，每碗三個團，三
大炮由此得名。那配料里放了許多的紅糖和芝麻花生等物，吃起來感覺爽而不
膩，永生難忘。 

何心怡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這句詩也許是我對重慶成都美景最深刻
的感受。這幾天交流團裡，我到訪了這兩座美麗的城市，窺探了最亮麗的風
景。被細雨侵襲，萬物煥然一新的大足石刻，一個個佛像揭開了它們神秘的面
紗，空靈的山上多了幾聲蟬鳴，我彷彿身處世外桃源，被群山環繞著，靜靜感
受大自然的氣息。儘管細雨如絲，輕輕打濕我的衣裳，但毫不打擾我的雅興，
靜靜地聽著導賞員講解著一個個關於愛、孝、前世來生的故事，突然茅塞頓
開，明白了為人的意義。 

周子盈 

經過這次重慶、成都之旅後，除了讓我們了解到這兩個地方的發展和風
土人情外，還使我們明白到除了要在課本上吸收知識外，親身經驗其實也是一
種很重要的學習經歷。因為透過親身的了解，才能使我們設身處地並更深入地
了解到當地的發展，使我們所學習到的不再局限於課本上，流於表面。六天的
時間令我深入了解到重慶、成都的歷史、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 

參觀博物館。一踏進展覽廳，我們彷如穿過了時光隧道，飛越了千百年
的光景，來到了古時的重慶。館內面積有 4 層，當中不乏一些大型的古蹟，到
處瀰漫著往昔的重慶氣息，使人彷如置身舊時。除此之外，透過導賞員的講解
和展品旁的資料，使我們追溯到重慶的轉變和社會的變遷，並展望其未來的建
設和發展，充實了不少我對重慶的知識。 

梁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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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參加交流團的其中一個目標是想了解重慶的安老服務發展，沒想
到竟然有喜出望外的收穫。當我以為香港的安老服務是相對上發展得比較好的
時候，原來重慶的安老服務已經比香港更進一步。 

香港的安老院大多只是解決長者的最基本需要，同時照顧其醫療需要，
但人手及空間不足等問題也影響了服務質素，坦白來說，香港長者在安老院居
住並不算活得有尊嚴，只是延續生命的一個行為。相反，重慶安老院讓長者住
得十分舒服，除了空間足夠，還有足夠的人手去照顧他們，讓長者在解決基本
生活需要的時候，還可以感受得到被愛，真正達到老有所依，還有在醫療方
面，他們會用智能床去監察長者的生命表徵，十分有系統。 

總括而言，重慶的安老服務的確是較香港進步，香港是要多多學習，讓
香港的長者真正做到老有所依，安享晚年。 

文素玲 

這次交流團讓我對重慶、四川的民生和經濟等的發展都有更深入的了
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探訪養老社區服務中心，當中有不少設施、服務及空間的
設計，都較不少地方的安老中心先進，更能為長者們提供舒適的生活。走在成都
的寬窄巷子上，我感受到這個地方糅合了中國古代文化與現代的建築美感，吸引
了各方的拜訪與欣賞。這次的交流團真的讓我獲益不少。 

夏碧欣 

這次參加渝蓉交流團主要有三個目標：一是認識國家最新發展，發掘
潛在機遇；二是遊覽國家名山大川，開拓眼界；三是希望與官方機構交流，了
解機構工作。 首先渝蓉雙城都是國家重點城市，渝城是國家四個直轄市之一，
成都是四川省首府，兩者一直吸引著全國人才及資金流入，同時也有政府政策
的強勁後盾。第二，重慶跟成都都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重慶有洪崖洞，三
峽博物館，大足石刻等；成都有寛窄巷子，武侯祠及錦里及都江堰水利工程
等，參觀完這些重要的文物就像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最後，我們這次有機會
探訪香港駐成都經貿辦實在非常難得，因為能了解到他們日常的運作，及如何
推廣及幫助在內地發展的港人。 

在這次旅程中，我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獲，首先我終於親身品嘗
了重慶成都的辛辣美食，同時了解到國家安老服務狀況，最後也肯定了香港近
年的青年工作的成效。在美食上，來到重慶必嚐的麻辣火鍋跟傳統菜式，我們
都嚐過了。我們也去了探訪安老服務站，親身與老人家們和職員們溝通交流，
了解到安老服務方面香港能向內地學習及借鑑的地方。最後，我在團中認識了
來自五湖四海的新朋友，與他們的深度交流後，令我了解到大家都對國家發展
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抱著正面的態度。 

梁浩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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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於能夠參加今次香港義工聯盟的「渝蓉」雙城記交流團感到非常開
心，因為我對中國歷史很有興趣。四川是一個充滿歷史古韻的省份，我參觀了
大足石刻，洪涯洞，武侯祠等著名的景點，每個景點都各有特色。當中我印象
最深刻的是大足石刻，深山中刻了各色各樣的佛像、觀音，它們的姿態各異，
而且神情豐富，我了解到原來當時中國精湛的雕刻水平是如此之高，實在讓我
感概萬千。在這個旅程中，我也認識了來自不同背景的朋友，雖然短短數天，
但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而且，我也了解到中國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一日千
里，每個城市都蘊含豐富而獨特的文化，實在值得我們細細品味，多多發掘。 

游令君 

這次渝蜀之行獲益良多，我從經濟、文化及歷史上對成都有了更深入的
認識。讀萬卷書，還需行萬里路。只有親身實踐，身臨其境，才有切身體會。
重慶有小香港之稱，在地理面貌上很像香港，但有着不一樣的歷史意義，我覺
得很值得實地去考察體驗和感受。 

當踏入成都市中心，又令我想起上一次到成都的經歷，這是我第二次到
成都，第一次到成都是因為個人旅遊，而這一次是為體驗文化和歷史，我覺得
有着更深層次的意義。首先在經濟方面，成都的經濟發展迅速，物價也十分昂
貴，我認為消費水平已經與香港相若。另外，在基礎建設上，成都已經擁有通
往上海、北京、杭州等地的高鐵，令兩地的經濟交流更加頻繁，有利促進兩地
人民互相流通，商業社會也因而發展得十分成熟。 

葉文峰 

我認為是次的渝蓉交流團行程十分精采，由外至内感受到重慶和成都
獨特的文化底蘊和生活習慣。這次的交流團令我對内地有了極大的改觀，與原
本的想像更是南轅北轍。其中以重慶的科技發展最為突出，與香港同類型公司
比較下，亦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人之處。我認爲中國對新産業的包容性比香港
更高。在這方面，香港亦可以視內地為學習的對象，為新一代年輕人提供更多
的機會，亦為香港整體帶來機遇和發展空間。 

另外，是次交流團令我深深感受到中國的文化底蘊和民族精神。其中
在遊覽寬窄巷子和錦里一條街時最能感受到中國文化氣息。另外透過參觀重慶
抗戰歷史，瞭解到重慶人堅毅不屈的精神，體現中華民族當中可貴的一面。 

最後，我認為參觀重慶安老中心對我的啟發最大。中國現時正面對嚴
重的人口老化問題，然而中國能夠致力為老人提供最優質的退休生活。相反，
香港在這一方面明顯有所欠缺，不論是政府還是社會，為老人提供的福利亦是
少之有少。然而當中最重要的是年輕一代對老人的關懷，從參觀安老中心可
見，中國年輕一代對長者具有敬佩、尊重的精神，而在這一點，香港人似乎有
所欠缺。社會共融乃社會重要的一環，年輕一代必須盡力協助長者融入社會，
體現香港美好共融的一面。 

蘇葆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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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的旅程六天五夜， 到訪了很多地方，例如洪崖洞，三峽博物館、長
者中心和國家企業等。已經畢業了很多年了，這次鼓起勇氣，再次參加一個交流
團，所得到的比我期望更多。無論在行程上或者文化交流上，都更能認清這個地
方的歷史和其相連的關係，並把這些經驗與人分享，及帶到自己的生活或工作
上。希望未來有更多的機會參加相關的活動，從中了解中國的國情及國家戰略發
展為我們帶來的影響。很感謝義工聯盟的安排，能有幸參加這個團並認識來自不
同背景的青年人，是對我這個已投身工作的人最好的禮物。 

四川被人們稱為「天府之國」那裡風景優美、山清水秀、景色宜人。俗
話說「百聞不如一見」，所以我便把握今次交流團的機會，認識四川之歷史，欣
賞四川之美景。  

我們參觀了都江堰，都說「問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都江堰位於岷
江，是戰國時期的大型水利工程。如今，都江堰仍在為民發揮著巨大水利效用的
同時，也展現出令人深深眷戀的美。這種磅礴之美，宏偉之勢，令我深刻難
忘 。 

我們即將要離開四川這個「天府之國」，雖然帶走的是已經過去的曾
經，但帶不走的是四川悠久迷人的歷史文化與我們的緣分。 

區巧敏 

 

第四組 
  

朱嘉豪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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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想藉着這裏感激義工聯盟舉辦這個充滿意義的交流團，讓我能夠
踏足中國西部，對這個充滿歷`史底蘊的地方有更加多的認識。而且還想在這裏
感謝領隊 Billy， Lawrence 和 Kim 六天五夜的悉心照顧。以及很高興認識到不同
團友，為這個交流團增添一份趣味。 

這團所到景點，有三個令我印象深刻，第一是重慶的三峽博物館，第二
是成都的都江堰熊貓樂園，第三成都的武侯祠博物館。首先是三峽博物館，透
過展館裏面的内容充份了解宏偉三峽水利工程以及三峽移民精神。 

其次是都江堰熊貓樂園，透過参觀這個保育基地，對中國政府推進大熊
貓這一瀕危物種長期保護、生態保護事業與生態經濟的發展所付出的努力，有
了更深入的認知。最後是武侯祠博物館，經過這次參觀，讓我對三國時期的蜀
漢英雄鮮為人知的故事多了認識。 

何立仁 

首先十分榮幸可以參加今次的雙城記交流團，令我獲益良多，既擴闊
了視野又加深了中國文化的認識。首先，在擴闊視野方面，我見識了很多以前
從未接觸過的，例如國寶熊貓、面部識別的高科技產品等，令我大開眼界。同
時亦認清自己對內地認識不足，無論在先進科技還是人才方面，內地都不比香
港差，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香港。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安老院中心的參
觀，我從當地老人家的眼中看到了滿滿的慈祥和快樂，中心所使用的設備也是
我在香港聞所未聞的。其次，我也了解到很多中國文化，由於我本身是修讀中
史科目的，對中國文化有相當大的興趣，而今次交流團行程更參觀到了三國遺
址，完美滿足了我這名三國迷的需要。 

經過這次交流團後，改變了我對內地的看法，無論是先進的科技，還
是城市的繁華，都大大超出了我的預期。重慶、成都交通便利、城市熱鬧、食
物美味，令人流連忘返。美中不足的是在旅途中也遇到一些素質較差的旅遊人
士，不守秩序，時常插隊。 

最後，在此謝謝團長、組長、領隊、導遊的照顧以及團友們的陪伴，
這六天，帶給了我開心的暑假體驗。 

周林 

  



39 
 

中國西部的城市，是巴蜀文化之都。出發前，我對成都和重慶的了解都
是從歷史書和旅遊節目所得知。真正來到兩個城市，親眼看到盆地地勢的城市
面貌，不可思議的穿樓而過的輕軌，錯綜複雜的立交橋，亦參觀了各種博物館
和水利工程。它的燦爛歷史，它的悠閒生活節奏，它的悠久飲食文化都深深吸
引著我。 

在重慶，參觀了兩家科技企業，豬八戒和中科雲叢。看到了中國對高新
科技創企的積極支持，是高新科技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加上香港的駐成都辦
事處對來四川的創業港人的協助，面對這個龐大的內地市場，相信我們香港青
年亦可以發掘各種創業的可能。 

這次的渝蓉兩城交流團給我們很好的機會，從文化、歷史和經濟等方面
去了解和體驗兩個城市。 

黃慧敏 

對於是次交流團，我對中國渝蓉一帶的地區有了新的認識，以及對中國
城市的印象有所改觀，特別在科技建設方面。 

未到重慶前，我只知道重慶在經濟上、科研上自 06 年得到改革，綜合
科技進步水平是全國第十二位、區域科技創新能力是全國第十位，但這些都是
從數據上得到的資料，我並不太清楚當中的科技應用。但我去到重慶的交流團
後，親身到訪當地的一些科技企業，如豬八戎、中科雲叢等，我們都可以理解
更多有關大數據的應用，如體驗人工智能的樣子偵測等功能，及了解智慧銀行
是運用雲端服務造成一個網上企業平台等。 

我自己是就讀金融和科技有關的學科，到訪了這種科技企業後，都對我
在科技行業上有所啟發，理解到智慧城市是中國科技的未來趨勢，都產生了想
在中國從事科技行業的考慮。最後，感謝這個交流團給予我機會去認識國家不
同方面的發展，我獲益良多。 

陳曉兒 

在參加這次交流團之前，我從未踏足過重慶和成都這兩個地方，因此我
期望藉著此次機會，能夠體驗重慶和四川人民的生活，嘗試當地的特色美食和
參觀著名景點。是次行程以超出預期的表現完美滿足了我的目的，除此之外，
我亦得到了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對中國的科技企業有了更深的認識、也
對人民的素質、社會福利制度有了全新的看法。在參觀社區養老服務站時，我
更是體會到近年中國政府在護老方面的大力扶持。 

而重慶和成都都是很美的城市，有著和香港截然不同的風景：重慶的夜
景五光十色、燈光璀燦；而成都古色古香、悠閒自得。總括而言，這個交流團
使我獲益匪淺。 

陳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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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兩個月的假期，是出走的好時機。走進世界，擴闊眼光。看到
「渝蓉雙城記」的海報後，我覺得這交流團便是今次出走的不二之選。重慶，
香港人普遍熱愛重慶的麻辣口味。除了美食，重慶又是一個什麼的城市 ? 還在
幼童時，我曾到訪另一城市成都，現在也應該與我記憶中大為不同吧。藉此機
會，我希望探索渝、蓉的面貌。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充實的六日五夜的行程，成
都的武侯祠是最為深刻的。武侯祠是紀念諸葛亮修建的祠堂，根據記載，劉備
病故後，下葬於此，亦稱惠陵。但這裏讓世人景仰的不只孔明與劉備，還有一
眾和他們出生入死的武將。有一些武將雖名聲不及張飛和關雲長，但他們在歷
史上的功績也是不容忽視。這個地方令我感受到三國時期的艱辛，以及男兒為
國灑血捐軀的情懷。 

重慶和成都是個截然不同的成市。重慶是熱情，五光十色的，  不枉稱
為「小香港」。成都則是古色古香，充滿歷史感，寬窄巷子和錦鯉一條街不禁
讓人沉淪其典雅。 

這次旅程，我認識了重慶和四川。這些城市雖然比香港年輕，但卻充
滿活力，未來還有不少潛力。將來若有機會來到發展，我亦會樂意考慮。 

蘇葆薏 

在這次交流團中，我不但認識重慶、成都的歷史、城市發展以及如何
利用科技融入生活當中。在這次交流團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探訪養老院。
我很驚訝在這裏生活的長者，臉上都滿溢著笑容。原來他們在養老院的生活多
姿多彩，既可以閱讀、又可以寫書法、甚至可以自行下廚。和香港截然不同的
是，這間養老院會提供日間服務，一些暫時不想回家的長者也可以在這裡休
息、自娛，我相信這間養老院不但為長者提供一個舒適的環境，也讓他們在參
與活動中找到自己的價值。此外，以前我認為中國城市經濟發展如此迅速，是
因爲它們有遠近馳名的飲食業、人才濟濟的能源工業及琳琅滿目的出口貨品。
然而，當親自到訪之後，先發現原來這些年，重慶大力發展電子產業，利用大
數據去帶動創意產業，就好像我們參觀的豬八戒企業、中科雲叢，不但為人們
生活帶來便利，也為經濟作出很大的貢獻。因此，參加考察交流團讓我明白到
只有不斷裝備自己、懂得抓緊機遇，才能擴闊自己的眼界以及取得成功的第一
步。 

邱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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