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 

“滬”動創新@2018 青年實習計劃簡介 

實習日期:  2018 年 6 月 23 日至 8 月 4 日 (共 43 天) 總結會: 2018 年 8 月 3 日（星期五）（於上海進行） 

實習地點:  上海市 同學分享會: 2018 年 9 月 28 日 (星期六) 

實習名額: 40 位 費用: 港幣$800（包括來回機票、住宿、考察、交流及基

本保險） 面試遴選: 5 月上旬 

迎新簡介會: 2018 年 6 月 10 日 (星期日) 

啟動禮: 2018 年 6 月 23 日（星期六）（培正小學） 截止報名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計劃簡介  

本實習計劃與上海市閔行海外聯誼會合作，一共提供 40 個實習崗位，透過在大型中資機構、文化藝術單位、閔行區內的工業園區

及零號灣創新創業區實習，學生可以了解到國家的發展，特別是在創新創意方面的企業發展。同時同學在這些大型跨國集團或創

新創意企業工作，可以體驗到與香港不同的工作文化，學習他們的管理架構和經營模式，對將來的個人發展多有裨益。 

申請資格  

持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的 18-29 歲青年，且未曾參加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2017-18 年度及 2018-19 年度的任何內地實習

團。 

活動細則  

1. 面試詳情將以電話或電郵通知，報名者須於面試成功後繳交團費（港幣$800），若最終未獲取錄，所繳付之團費將全數退還； 

2. 在主辦機構發出取錄通知後 4 個工作天內，參加者須繳付按金（港幣$2,500），以確認接受實習取錄，否則將視作自動放棄

論； 

3. 參加者繳交團費、按金與本會簽署實習協議即表示接受取錄。如果後放棄取錄，所繳團費及按金一概不獲退還； 

4. 參加者將獲主辦機構安排到上海其中一間企業進行實習。主辦機構分配崗位時，將盡量按照參加者意向、專業及面試表現，

進行企業崗位配對與推薦。分配崗位後，主辦機構不接受參加者私自調整或調動崗位的申請； 

5. 入選之參加者於實習期間，獲大會提供住宿及交通安排（往返實習地點及香港一次）； 

6. 主辦機構將為參加者購買基本旅遊保險，參加者可按需要自行另外加購保險； 

7. 參加者須按照活動程序及遵從主辦機構或實習企業的指示，不能故意違反或擅自行動及離隊；如有違反，主辦機構有權於行

程期間要求參加者提早離團，而一切費用由參加者自行負責； 

8. 參加者必須依時出席實習計劃的活動，包括面試遴選、迎新營、工作坊、實習、總結會、考察活動及總結會等； 

9. 參加者須於實習計劃完結後一個月內向主辦機構提交個人實習日誌及短片，內容為是次實習期間的學習點滴及成果。凡準時

提交實習日誌及短片，并依時出席實習計劃活動的參加者可獲主辦機構頒發證書乙張，并退回按金（港幣$2,500），優秀表現

者可獲主辦機構發出推薦信； 

10. 參加者需參與整個實習計劃，包括相關團前及團後活動、實習期間舉辦的週末活動（約 3-6 次）及總結會，并於指定限期前

提交個人實習日誌、感想等，完成後所繳付之按金（共港幣$2,500 元）將獲退還； 

11. 主辦機構或採用參加者名字、相片、作品及相關資料作日後推廣和宣傳之用； 

12. 如未能入選本計劃，本會或會推薦閣下參與「青年議會」及「九龍社團聯會」所舉辦的實習計劃； 

13. 主辦機構保留更改一切安排以及崗位分配之最終權利。 

面試遴選   報名方式  

於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期間舉行四至五輪面試，參加者將分批參與面

試，大會將按申請者的報名先後、學歷及面試表現為錄取準則。 

 請於截止日期前，到以下網址下載并填妥報名表

格，以電郵、傳真或郵寄的方式交回本會。 

www.wfda.com.hk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於辦公時間內致電或親臨本會陳小姐或李小姐聯絡。  

地址：香港干諾道西 148 號成基商業中心 1 樓 106 室  電話：3590 8781/ 59880405  傳真：3590 8805 

電郵：all.chinawfhk02@gmail.com  網址：www.wfda.com.hk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 9 時正至下午 6 時正，午膳時間：下午 1 時至 2 時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網上報名及詳情 

 

 

http://www.wfda.com.hk/
mailto:all.chinawfhk02@gmail.com
http://www.wfda.com.hk/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 

“滬”動創新@2018 青年實習計劃合作企業名單 

中資機構及文化藝術單位  

1. 招商局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2. 招商局能源運輸股份有限公司 

3. 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 

4. 永隆銀行 

5. 中信股份 

6. 華潤置地 

7. 中國旅行社 

8. 上海市交響樂團 

9. 上海博物館 

上海零號灣創業園 NEOBAY(創新創意企業)  

1. 上海零號灣創業投資有限公司 

2. 上海精勱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3. 聖狼（上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4. 上海曦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5. 上海超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6. 研維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閔行莘庄工业区(跨國公司、製造產業及資金密集產業)  

1. 上海申龍客車有限公司 

2. 上海加冷松芝汽車空調股份有限公司 

3. 上海優絡盟實業有限公司 

4. 上海申沃客車有限公司 

5. 上海阿爾斯通交通電氣有限公司 

6. 佛吉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7. 恩格爾機械（上海）有限公司 

8. 上海安威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9. 福托偉閥門（上海）有限公司 

10. 蓋米閥門（中國）有限公司 

11. 川田機械製造（上海）有限公司 

12. 上海松力生物技術有限公司 

13. 上海可充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14. 上海正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 電裝(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上海技術中心 

16. 奧特斯（中國）有限公司 

 

 



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 

“滬”動創新@2018 青年實習計劃 

報名表格(表格可自行複印) 

個人資料(此欄必須填寫)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貼上個人照片） 

 

 

性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______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香港永久居民：□是  □否  回鄉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回鄉證有效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住宅）：__________________電話（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大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如學士/碩士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修科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制：_____________________  就讀年級：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與參加者關係：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人/機構（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得知本計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資料   

 是否有長期病患？ □否  □是；病患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需要長期食藥？ □不需要 □需要；藥物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對 藥物/食物/物品 敏感？ □否  □是；藥物/食物/物品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曾參與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舉辦的活動？ □否  □是； 

如有參與，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過去一年是否曾參加由青年事物委員會資助的實習活動：□否  □是 

如有參與，請列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人乃自願參加「“滬”動創新@2018 青年實習計劃」，并同意及遵守所有主辦機構的安排及

決定。我明白及同意： 

 本人在本表格內填寫的資料全屬真實準確，并同意港區婦聯代表聯誼會運用本人個人資料，透過電郵、郵

寄、短訊及電話等聯絡方式作為提供活動/實習相關信息及活動推廣之用，并授權主辦機構可查核本人之學

歷資格。如日後本人在資料的使用上另有安排，可致電 3590 8781 與秘書處聯絡。 



 本人之健康狀況足以應付是次活動的要求，并自願參加此活動和自願承擔自身的意外風險及責任，倘若在

活動中發生或引致之任何形式的損失或損傷，主辦機構、合辦機構和支持機構均無須對此作出賠償或負任

何法律責任。 

 本人授權主辦單位選用有關活動的照片、錄像及活動記錄作籌辦活動及公開推廣之用。 

 按金將在參加者完成整個計劃配套活動及遞交實習日誌後退還。詳情請參閱活動細則，最終解釋權歸港區

婦聯代表聯合會所有。 

 本人清楚報名表上提供的資料將用作安排「“滬”動創新@2018 青年實習計劃」及相關用途，主辦機構有

權將有關資料向涉事的第三方透露，毋須事前取得本人之同意 

 本人清楚明白，如本人提供的資料有不正確處，主辦機構有權撤銷本人參加資格，并不退還已繳款項（如

有），本人亦願意承擔因資料不實而引起的一切責任。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此聲明以示了解、同意及確認接受聲明之所有內容 

□本人不願意接受日後由主辦單位所發出有關活動/實習相關信息及活動的推廣資料。 

只供主辦機構填寫  

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學歷 按日期倒序列出  

月/年 – 月/年 
學院名稱 

學系 最高年級 

 
 

  

 
 

  

 
 

  

 

（二）公開考試成績：（請圈出合適選項）  

DSE/HKCEE/HKAL 
科目 等級 DSE/HKCEE/HKAL 科目 等級 

 
     

 
     

 
     

 

（三）工作或實習經驗  

年份 
公司/機構 

職位 工作簡述 

    

    

    

 

（四）校內活動及義工服務經驗  

年份 
參與學會/活動/服務 

職務 活動/服務內容 

    

    

    

 

（五）語言能力/個人專長/興趣（如通過專業考核/獲獎，請說明）  

語言能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殊技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專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興趣：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你對本實習計劃之期望或目標  

 

 

(可另紙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