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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生回顧 

ASCOTT 
雅詩閣 

李嘉慧  社會科學  二年級 

這次大中華實習是我第一次離開香港到其他地方工作和認識上海的文化。在雅詩閣實習不

但讓我瞭解到人力資源的專業知識外，還讓我認識到一班好同事，彼此分享文化。另外，

這次實習計劃的安排也很好，讓我們可以有私人時間去遊覽其他地方。所以，我和組員去

了南京。南京之遊讓我們學習到如何有效地坐高鐵，因為我們錯失了三次高鐵才去到南京。

最後，我很開心經過上海實習可以認識到一班朋友和知識。 

 

彭瑞琳  會計  二年級 

對個人發展而言，實習可以讓人早一

步踏進工作社會，讓我們知道職場上

是充滿著不同的挑戰，為將來做好心

理準備……對將來事業發展而言，擁

有足夠的工作經驗，不但令你在面試

的時候，面試官對你加深印象，而且

也可以增加你的競爭力。現在，大多

的僱主都已經改變了他們的要求，學

習成績已經不是首位，他們反而看中

你有沒有一定的工作經驗。因此，實

習確實對將來的事業發展有幫助。 

 

 

Creative Technology Audio Visual Equipment Trading (Shanghai) Co., Ltd.  

創意科影視設備貿易(上海)有限公司 

林穎琪  會計  二年級 

對個人的發展方面，可以讓自己

嘗試獨立起來，完全脫離家庭的

照顧，所有事情都要自己嘗試去

完成，例如洗衫，都是一些很難

得的經驗。我認爲最重要的還是

對未來事業的幫助，因爲在內地

工作過會發現內地的發展機會

比香港更多，可以嘗試一下，看

看自己是否能適應內地的生活

及工作，發掘到更多不同的就業

機會。所以這個實習機會是十分

值得推介的，希望大家都能踴躍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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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fry (Shanghai) Commercial Co., Ltd.  
杜褔睿(上海)商業有限公司 

陳海澄  社會科學  二年級 

能夠有一個在外地自立的機會；能夠體驗其

他地方的工作文化；能夠出走將近兩個月實

習非常難得；CV 上可以有其他地方的工作

經驗。 

 

楊詩雅  社會科學  二年級 

中國發展迅速，許多港資或外資公司都與中

國有業務來往，無論是否考慮於內地工作，

瞭解中國工作文化都有助未來事業發展。 

 

 

 

 

 

 

 

 

Glux Creative Limited  

上海金立翔視覺創意有限公司 

洪珮詩  風險及保險管理  二年級 

學會獨立，不會事事再依靠別人。可以突破自己去打電話

給供應商，因為我一直都不會應付如何打電話，這次學會

如何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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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ight Frank (Shanghai) Property Consultants Co., Ltd.  

萊坊房地產經紀(上海)有限公司 

陳浩賢  會計  二年級 

首先，這個實習計劃經濟實惠，對於不想在本地實習，想到外地見識的學生是個極其吸引

的選擇。幸得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大力支持，學生只需付少量金額就能享受近兩個月的外地

實習……想累積工作經驗的你，大中華的公司因與嶺南合作了一段時間，它們很瞭解我們

的需要，所分配的工作是適當和適量的，確保你在實習期內能學到東西。 

 

陳樂生  財務  三年級 

物超所值 (只付$2000 但獲益良多)；可得到更

多事業的資訊；好玩；內地實習機會難得；自

我爭取可以取得推薦信；獨立的體驗。 

 

郭嘉慧  市場學  二年級 

對於毫無職場經驗的學生來說，大中華實習計劃是一次很好的機會，幫助學生們積累工作

經驗。大中華實習計劃在內地的主要發展城市（上海&北京）提供一個優良的工作及住宿

環境給學生，令學生在工作的同時，也可享受度假的樂趣，是一次不容錯過的好機會。實

習計劃對學生們的個人技能培養及未來的事業發展都有很好的影響。 

 

Modern Media (Zhuhai) Technology Co., Ltd. Shanghai Branch Co.  

現代傳播(珠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陳詠儀  翻譯  二年級 

透過參加實習計劃，可以令你提前體會到職場的工

作模式，從中學習到不同職場技巧以及個人技能，對

日後應徵相關工作會有優勢。其次，這是一個讓你尋

找自己日後發展方向的好機會，讓你知道自己適不

適合你有興趣的工作，讓我們儘早建立明確的前進

目標。 

 

曹穎丹  市場學  二年級 

對於個人的發展來說，不論是出差或是出社會的第一份工作，未來我們的工作地點很可能

就在大陸，大中華可以讓我們提早適應。雖然大陸與我們幾乎沒有語言差異，但在工作用

語或是做事習慣上還是有一定差別，如果能夠提早想清楚自己對於什麼產業有興趣、有機

會提早過去實習，相信在未來也會更快上手。 

 

CHOI Hiu Tung  BBA-Marketing  Year 2 

There were three major things that I achieved through CCMSIP 2018. The very first thing was that I learnt 
to be independent.  That was my very first time to leave Hong Kong for almost 2 months.  I had to 
manage everything on my own and take care of myself… I learnt how to manage my time well.  Since my 
major work was to organize events and prepare workshops, I had to know how to allocate my time for 
different things, and sometimes I needed to work outside the normal working hours.  I think this is 
beneficial to my future as I shall know how to multi-task and better manage my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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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上海玻璃博物館 

陳佑晴  中文  二年級 

可以在一間博物館的辦公室工作是一個特別的體驗，在一個濃厚藝術氣息的地方工作，我

最先體會到的是他們如何在藝術與現實中取得平衡。在這裡我以處理文書工作為主，除了

翻譯文件之外，便是為公司的微信公眾號撰寫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我將文學作品與新展館

「破碎」連結，當上司對作品給予支援時，我發現原來可以將自己的本科知識與工作結合

是一件如此有成功感的事。 

 

唐心怡  工商管理  一年級 

這會是個非常特別的經歷，擴闊了

自己的眼界，看到更多平時看不到

的東西和事情……我除了可以學到

更多人力資源的知識和部門的工作

外，我還能夠瞭解到更多有關玻璃

藝術的知識。試過不同工作和任務

後，能夠讓自己更加瞭解和知道自

己是否喜歡和適合這個部門和崗

位，令日後的工作發展和意向變得

更加清晰。 

 

詹雅文  文化研究    二年級 

我學到很多在課堂上永遠無法學到的知識和技巧，還得到了很多機會。比如策劃微信的推

文，在撰寫文章期間，讓我對很多藝術品、藝術家、設計師等有更多的瞭解和接觸。在這

之前，我對此一竅不通，可是很感謝這次有機會可以讓我拓展我的知識和視野。同時，同

事和上司都在期間給予了許多的幫助和建議，讓我獲益良多，增進自我。在這期間也讓我

體驗到不同行業的工作，給了我對未來畢業後要找什麼職業的一些方向，這是一次很好的

體驗。 

 

LI Chi Mei  BA-Cultural Studies  Year 3 

This internship offered me the chance to learn by doing in a setting where I was supervised by a work-
place professional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chieve my own learning goals, with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eing a permanent employee.  This internship also offered me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with someone 
who could become a mentor for me - not only in the internship but throughout the career.  I could learn 
about a career field from the inside and decide if it is the right career field for me, and I could work 
alongside a professional in my chosen career area. 
 

MA Tsz Yan  BBA-Risk and Insurance Management  Year 1 

It was a unique experience working in the Shanghai Museum of Glass as I could know more about the 
operation of a museum which was very meaningful.  Living and working in Shanghai for such a long time 
could expand my social circle, also broaden my horizons, even enrich my personal experiences.  I did 
step out from my comfort zone and breakthrough myself in many aspects.  Moreover, I have met many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he company, they were all very kind and nice, another 
remarkable thing I gained from this internship program.  One more thing is that I could know more about 
the mainland working culture which is helpful for my future career path.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i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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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K Corporate Management (Shanghai) Co., Ltd.  

新鴻基企業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張家儀   翻譯  二年級 

大中華實習計劃值得推介是因為它能助你獲得真實的工作經驗，瞭解內地的企業文化和內

地的工作機會，對想在內地發展或有興趣瞭解內地工作的同學是有極大的幫助。由公司得

到的推薦信可能是人生中得到的第一份推薦信，是對自己的一種認可，也是對自己的一種

鼓勵、推動力和鞭策……大中華能讓我們提早裝備自己，瞭解自身的能力及不足，開拓視

野和瞭解自己未來可能的去向，以求精益求精，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許詠琪   財務  二年級 

透過這次機會可以體驗到作為 PR 的員工會涉及的工作，甚至可以參與活動前期的籌備，

這是一次珍貴的機會……這個實習計劃十分值得推介。首先，我認為透過這次機會可以令

自己更懂得待人處事……必須自行解決問題或作出決定，加上，短時間內要與新同事相處

及處事，在溝通方面的能力也會有所改善。其次，這個實習計劃亦可以為我們未來發展有

所幫助，包括我們所獲得的工作經驗及推薦信等，以上得益都是對未來事業發展有所幫助。 

 

林思灝   市場學  三年級 

首先，對個人的發展而言，在面

對一個陌生的環境下生活及工

作後，能令你變得更加獨立，亦

可增加你的自信心……對於將來

的事業發展而言，這個實習計劃

能令你更瞭解內地的發展現況，

亦可以瞭解到內地的職責文化，

及溝通技巧。假如日後，你有機

會到內地發展事業，或被公司委

派到內地工作，此段經歷，必會

成會你最寶貴的資產。 

 

蔡麗玲   市場學  二年級 

對自己的主修科目有更多的瞭解；第一次踏入職場，瞭解不同部門的工作，對於未來發展

有更進一步的決定；有助瞭解自己的志向；體驗到不同地方工作文化，可為未來北上發展

打下基礎；在外地生活令自己變得更獨立。 

 

CHAN Cham Wo  BBA-Accounting  Year 2 

In CCMSIP, all the companies are well-known in their field, such as SHK Corporate Management (Shanghai) 
Co., Ltd., Ascott, Wunderman and Swire Foods (China) Trading Ltd.  It was a very valuable opportunity 
for Lingnan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culture inside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this 
scheme successfully equipped me to be a more mature person in the workplace as my supervisors taught 
me a lot about the manner and culture in the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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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re Foods (China) Trading Ltd. 

太古食品(中國)有限公司 

何獻禎   社會科學  二年級 

這個實習計劃非常值得推介的，原因是一來

價格便宜，有幸得到中華總商會的資助後，同

學只需以一個非常便宜的價錢便能到內地實

習，現時所挑選的實習公司都是有名的，有助

同學獲得一個寶貴的實習經驗。而這個實習

給予同學很高的自由度，除工作外的時間同

學可自由選擇到其他地方探索，以增廣見聞，

實在對個人和未來事業都有很大的幫助。 

 

南慶麟  工商管理  一年級 

有幸認識到 Michael 師兄，並很幸運的去了 Wework 聽區域經理 Julian 講關於上海工作

的心得和經驗；在公司可獨立負責一項與 City’super 合作的促銷活動，從中瞭解到促銷

活動的完整流程是什麼、應該如何去處理活動中出現的問題和如何去和協力廠商公司溝通

等。並且更好的鍛煉了我的 Excel 技能和處理資料的能力。並且在上海公司認識到非常照

顧我的同事與上司，並成為了朋友。 

 

 

 

Willsonn Partners 

上海威證盛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韓筠生  會計  一年級 

大中華計劃是十分之難得的機會，離開香港去到上海工作本身已經是一個與別不同的經驗，

令人更獨立。而實習工作也有機會令到你瞭解到你日後的工作環境，有利日後就業。 

 

宋曉暉  會計  二年級 

內地與香港的經濟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繫，

接觸到內地業務是無可避免的。大中華實

習計劃確確實實令我認識到內地的工作模

式及其文化……初次從事審計有關工作，感

恩可以有機會認識整個審計流程……改善

自身的語文能力，擴闊自己對商業社會的

視野。能夠認識大中華已經畢業的師兄與

其交談見識到他的視野，最具有前瞻性的

商業訊息，更加提供機會給我與組員參觀

其朋友所在的機構，得著的並不局限於那

份人際網絡，更多的是他們的熱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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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derman / AGENDA SHANGHAI 

偉門/安捷達上海公司 

楊靖  社會科學   二年級 

最大的得著是，第一次在外地生活一個月的時間，讓我學懂獨立生活的技巧和需要注意的

事情，並且變得更加勇敢、獨立，及追求擴闊眼界的慾望更加強烈。而且，除了見識中國

城市之外，我也可以到全世界知名的廣告公司之一工作，瞭解廣告行業的運作，獲益良多

之餘也讓我覺得廣告是很有趣的一門行業。 

 

袁仁達  視覺研究  二年級 

了解廣告行業的運作，察看廣告行業是否

適合自己，為未來的工作鋪路；了解內地

的工作文化；多用普通話，了解職埸的運

作與當地的流行；為未來的工作鋪路，獲

取有關方面的知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