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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
活動概覽

實習日期 19/6/2018 – 20/7/2018

目的  讓參加者體驗內地生活及職場實況，加深對內地就業市場、職場文化、發展

機會及民生實況的認識；

 感受內地與香港在文化、政制、生活及經濟上的不同；

 累積工作經驗，提升就業能力，為將來就業作準備。

對象 (i) 全港大專院校學生；及

(ii) 年齡介乎 18-29歲並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之學生。

截止報名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星期五)

報名方式 填妥報名表格，連同一切所需文件郵寄或遞交至本會。

報名費 團費$1,200及按金$1,800 (合共港幣 3,000元)

*參加者須於報名時繳付報名費，繳付方式請參閱報名表，本會將於 2018年 5月或以後

退回繳款支票予不獲錄取者。

*參加者完成整個實習計劃後，可獲退回港幣$1,800 元正之按金(必須符合大會指定條款

及細則，請參閱<<報名表格>>)。

*收費已包括來回機票、住宿、基本旅遊保險、培訓及行政費

面試 2018年 4月至 5月

 地點：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號青年廣場 803-806室

 形式：自我介紹及小組討論

計劃時間表 4月 13日 截止報名日期

4月至 5月 面試

5月中旬前

面試結果及企業配對通知

(入選者須簽回承諾書以確認接受安排，參加者如在簽回

承諾書後退出實習團，所有款項將不獲退回。)

6月 2-3日 實習簡介會及職前培訓營 (兩日一夜)

6月 19日至 7月 20日 實習期 (視乎實際情況微調)

8月 1日 分享及重聚日、實習計劃展覽

活動報告 各學員回港須遞交實習感想，詳情容後通知。

注意事項 參加者請詳閱<<報名表格>>內之條款及細則。

查詢 電話：3970 7919 姜小姐/ 3970 7910 陳小姐

電郵：info@hkayd.org.hk

附件二



2

參考資料

「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6及 2017之實習機構名單

企業 崗位 崗位要求（專業技能、服裝）

三胞集團有限公司

文化宣傳助理

行業研究助理

國際財務／審計助理

企業資料分析助理

及其他

MBA/文化傳媒/製造類相關專業/

財務相關專業經濟學/金融投資

及其他

南京中科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部 財務、設計、藥品食品

國際業務部 設計或英語

大眾事業部 藥品、食品專業

江蘇淩雲國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 南京聖和置業有限公司
管理、銷售、互聯網策劃、開發、

工程、建築、設計、管理

新東方教育科技集團（南京）分校
新東方（南京）學校酷學酷

玩夏令營助教
英語、教育

江蘇蘇美達伊頓紀德教育產業有限公司 市場部 教育、策劃

蘇寧雲商集團 運營事業部 電子商務、貿易

江蘇方德律師事務所 律師助理 金融、證券、法律

海通證券江蘇分公司 海通證券江蘇分公司 金融、證券

華澤傳媒（南京）有限公司 銷售中心 廣告設計、市場行銷

南京藝之行藝術教育集團
品牌推廣部、人力資源部、

圖書事業部
教育、藝術、策劃

江蘇書人教育集團 市場加盟部 教育、策劃

江蘇新氧雲醫院管理有限公司 總經辦 管理、銷售、策劃

南京極域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國際部 教育、互聯網策劃、設計

江蘇檸檬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運營部、市場部 管理、銷售、互聯網策劃、設計

南京廣電貓貓新媒體有限公司 展業部、運營部 互聯網策劃、設計

舜奇國際
工業產品事業部、品牌部、

品牌管理部
管理、銷售、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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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 

 

報名表格 

查詢電話: 3970 7919 / 3970 7910 

截止遞交日期 2018年 4月 13日 

職員專用 

收妥日期  

參加者編號        

獲甄選  是  否 

 
備註：報名表請以正楷清楚填寫；所有填寫之個人資料，將作處理是次計劃之用；資料將一律保密，

並只會轉移給處理閣下是次計劃申請之人士/單位。查閱或更改個人資料可與本會職員聯絡。 

 

第一部份：參加者個人資料 

 

姓名 

(與身份證相同) 
(中文)  (英文) 性 別 

男  

女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 齡  

身份證號碼 （ ） 國 籍  

*回鄉證號碼  
旅遊證件號碼 

(非中國國籍人士適用) 
 

*回鄉證到期日 年  月  日 

就讀院校  (主修科目及年級) 

通訊地址 
(中文) 

 

電 話 (住宅) (手提) 

電 郵  

緊急聯絡人 

姓名  與參加者關係  

聯絡電話(日間) (夜間) 

*各參加者必須提交有效回鄉證副本，有效期為 2018年 7月 31日或以後，否則其報名將不獲考慮。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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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參加者簡歷及補充資料 (參加者必須另遞交履歷表)  

本人 

 

 曾經   不曾 (於過去一年內)參加往內地實習計劃 

如有，實習計劃名稱：＿＿＿＿＿＿＿＿＿＿＿＿＿＿ 
  是      不是  2017-18年度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該計劃 

 能   不能 照顧個人起居生活 

 懂   不懂 基本普通話應對 

請以不多於 100字，闡明參與是次往南京實習的原因及個人目標。 

  

  

  

  

 
第三部份：你從什麼途徑得知是次計劃? 

 

院校網站/張貼之海報  HKAYD Facebook   HKAYD 官方網頁    HKAYD會員電郵 
簡介及招聘會    歷屆實習生/ 朋友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份：遞交報名費 

本人將以以下方式向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遞交港幣$3,000 作報名費(包括按金$1,800 及團費$1,200) 

 

 現金存款或轉帳 

- 銀行：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 帳戶號碼：808-270045-292 

 

 劃線支票 

- 抬頭：「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有限公司」，背面請註明參加者姓名 
- 支票號碼: _________________ 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收據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 

 

本會將於收妥報名費後以電郵通知參加者完成報名程序。 

如參加者未能入選或於簽署「實習崗位確認函」前(即面試後)退出參加， 
有關報名費將於 5月或以後以支票形式退還。 

 
注意事項： 
1) 請確定所需資料及文件齊全： 

 報名表格 
 報名費(劃線支票/入數紙) 
 履歷表 
 香港身份證、有效回鄉證及學生證副本 
 個人彩色證件相片乙張。 

 
2) 請將以上資料及文件，郵寄或遞交至香港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803-806室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信封面請註明：「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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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參加者聲明 

 

1. 上述提供之資料真確無訛。 

2. 參加者如曾參與 2017-18 年度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之任何內地實習團，將不能

參加本計劃。 

3. 報名結果、實習地點、公司及崗位的安排，均以本會決定為準，參加者不得異議。 

4. 參加者收到錄取通知後，必須於指定日期內簽回承諾書，否則主辦機構有權取消其入選資格

而不予通知。 

5. 參加者如在簽回承諾書後退出實習團，所有款項將不獲退回。 

6. 實習計劃只限會員報名參加。參加者須於面試時填妥會員入會申請表格，成為會員，方可參加實習

計劃。(全日制學生豁免會費) 

7. 在南京企業實習期間，不論在工作上、生活上，參加者也須為一己言行負責任。 

8. 參加者必須配合本會安排 (出席實習簡介會暨培訓營、分享及重聚日、當地的歡迎會、分享

會等)，並須出席全部指定活動。 

9. 在南京內地企業實習期間，參加者必須遵守實習企業之規定，不得無故遲到、早退，珍惜寶

貴的實習機會。如參加者出現曠工或遭企業投訴紀律問題，屢勸不改，本會有權終止該名參

加者的實習計劃，並命其立即返回香港，費用自付。 

10. 參加者必須出席計劃中的所有活動，包括實習期內本會安排之參觀、考察及交流活動等，方

可獲退還港幣 1,800 元正之按金。 

11. 於實習期間，參加者須採取適當措施，保障一己安全。 

12. 參加者必須於分享及重聚日遞交實習報告。 

13. 有關「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內容如有任何更改，皆以本會之最終決定為準。 

14. 本會保留修訂條款及細則之權利。 

 

 

 

本人              (姓名)已了解及同意以上聲明，並願意嚴格遵守，現簽署作實。 

 

 

 

簽署：＿＿＿＿＿＿＿＿＿＿＿＿＿  日期：＿＿＿＿＿＿＿＿＿＿＿ 



 

 

「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 

現正接受報名 

  

就「南京展青雲」暑期實習計劃 2018，本會已開通網上申請表

https://goo.gl/forms/mUdHZ7G6XnDVIw1W2。 

 

如有查詢，歡迎致電 3970 7919 與姜小姐或 3970 7910 與陳小姐聯絡。 

   

                                                                              

香港青少年發展聯會 秘書處 

 

 

 

https://goo.gl/forms/mUdHZ7G6XnDVIw1W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