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共創系列」暑期實習計劃 2019 

香港青聯「共創新世界」暑期實習團 2019，由香港青年聯會、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等多間機構

聯合主辦，並由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承辦，其中支持機構更包括八大院校。 

自 2007 年舉辦以來，已踏入第十二個年頭。此活動每年均獲本港各大專院校學生鼎力支持，更

備受社會各界所關注，可謂大學生的暑期盛事。去年約 250 名大學精英前赴北京、上海、哈爾

濱及大連進行為期六周的實習及生活體驗，感受一個不一樣的夏天。本年度，香港青聯學生交

流網絡將繼續舉辦此項享譽學界的暑期實習團，帶領同學「共創新世界」。此外，本會將繼續

舉辦「共創新天地」、「共創新未來」及「共創新視野」 暑期實習團，組成「共創系列」暑期

實習計劃 2019，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讓同學走進內地，了解職場及文化。 

實習團詳情 

日期 2019 年 6 月上旬至 7 月中旬（六星期） 

城市 北京、上海、哈爾濱、大連 

對象 全日制學士及碩士學生 

（申請者需於 2019 年 4 月 30 日前年滿 18 歲） 

活動 實習工作、與成功企業家會面、參觀著名企業和名勝等 

費用 港幣 2,500 元正，包括來回交通、住宿、保險、交流活動等 

（申請者獲成功錄取後，需預繳港幣 4,980 元正；順利完成實習團並

提交實習報告，可退回港幣 2,480 元正） 

報名日期 即日起至 2019 年至 2 月 8 日（星期五） 

報名方法 登入 

https://form.jotform.me/hkuyasen/sen1819_internship_application 

 網上報名（報名表格及履歷表必須以繁體中文填寫） 

（報名即日起） 

面試日期 2019 年 2 月 23 日（六）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共創系列」暑期實習計劃帶給你們的不僅是寶貴的實習工作機會，更

將讓你們開拓視野，體驗祖國源遠流長的歷史與文化。同學們更能通過參加此實習計畫拓展自

己的交友圈子，認識不同院校的學生。這不平凡的 6 個星期所建立的深厚友誼將為妳們的大學

生活增添不一樣的色彩，成為一段最為難忘的回憶。希望同學們能積極把握此難得的機會！ 

 

此外，為了讓同學獲取更多有關實習團的資訊，實習團簡介會將於 2019 年 1 月 22 日（二）、1

月 25 日(五)及 1 月 30 日（三）分別在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舉行，詳細講解

實習團的內容、邀請過往參加者分享經驗及解答同學對實習團的疑問。出席簡介會之同學將增

加入選實習團的機會。簡介會詳情如下： 



 第一場 (已完結) 第二場 第三場 

日期 
2019 年 1 月 22 日 

（星期二） 

2019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五） 

2019 年 1 月 30 日 

（星期三） 

開始時間 下午 6 時 30 分 下午 6 時 30 分 下午 6 時 30 分 

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 

鄭裕彤 LT1B 

LT1B, Cheng Yu Tung 
Building 

香港大學 

梁銶琚樓 KK102 

KK102, 1/F, KK Leung 
Building 

香港城市大學 

李達三葉耀珍學術樓 

2510 室 

Rm 2510, Li Dak Sum Yip Yio 
Chin Academic Building 

報名方法 
登入 

https://form.jotform.me/hkuyasen/sen1819_internship_info_application 
網上報名 

截止日期 2019 年 1 月 29 日（星期二） 

 

簡介會報名確認通知書將於簡介會前一天或以前發送至閣下登記之電郵。簡介會名額有限，先

到先得，請各位把握機會，從速報名！ 

 

如欲了解實習團及其他活動最新資訊，請瀏覽 

本會網頁： 

http://www.hkuyasen.org.hk 

Facebook 專頁： 

http://www.facebook.com/hkuyasen 

如有任何查詢，歡迎電郵至： 

internship@hkuyasen.org.hk 

 

 

過往部份實習機構： 

北京（中央企業） 

中國海洋石油、中糧集團、中國中化集團、中國北方機車車輛工業集團、中國交通建設

集團、中國冶金科工集團、中國建築材料集團、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中國華電集團、

中國黃金集團、中國鋁業、中國機械工業集團、中國鐵路工程總公司、中國鐵路物資總

公司、中國鐵道建築總公司、中國通用技術集團、中國五礦集團、中國長江三峽集團、

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中國通用技術（集團）控股有限責任公司、中國節能環保集團、

中國電力投資集團、中國電力建設集團、中國電子信息產業集團、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

司 

北京（文博機構） 



故宮博物院、國家圖書館、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科學技術館、中國

美術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華世紀壇世界藝術館、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

北京天文館、北京自然博物館、宋慶齡同志故居、首都博物館、梅蘭芳大劇院、電影博

物館、魯迅博物館 

 

北京（政府機構） 

北京市大成律師事務所、北京市志願者聯合會、北京市社會建設工作辦公室、北京市紅十

字血液中心、北京市第一社會福利院、北京青少年發展基金會、北京貿促會、北京奧運

城市發展促進中心、北京藥品監督管理局、北京市西城區牛街街道辦事處、北京市西城

區德勝街道辦事處、北京市東城區青年聯合會、北京市金融工作局、北京市海澱志願者

聯合會、北京市海澱區旅遊發展委員會、北京市海澱區創建首都文明區領導小組辦公

室、北京市朝陽區投資促進局、北京市朝陽區青年聯合會、北京市殘疾人康復服務指導

中心、北京市學生聯合會、北京國際汽車博覽中心、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石景山區旅

遊局、石景山區總工會、第九屆中國（北京）國際園林博覽會籌辦工作辦公室、聯動優

勢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築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職業女性》雜誌社 

 

北京（國家新聞出版廣電視總局） 

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中國電

影資料館） 

 

北京（商業機構） 

新世界中國地產（北京）有限公司、新世界策略（北京）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北京信通

傳之媒廣告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寶集團、匯豐銀行、恒生銀行、東亞銀行、北京高力國

際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北京百富行地產經紀有限公司、北京華財理賬顧問有限公司、新

昌物業服務（北京）有限公司、雷博國際會計、加拿大北美永新能源、北京喜里中心大

酒店、G3 Advertising、Senso Software 

 

上海（商業機構） 

上海 K11、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界淮海物業發展有限公司、上海農商銀  

行、上海銀行、中國民生銀行上海分行、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中國農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交通銀行上海市分行、招商銀行上海分

行、浦發銀行上海分行、周大福珠寶集團、恒生銀行、戴德梁行、永安百貨、基強聯行

投資管理、上海中信泰富廣場巴黎春天酒店、上海威証盛會計師事務所、上海段和段律

師事務所、友譽財務管理諮詢、上海鹽商集團有限公司 

 

上海（文博機構） 

上海電影博物館、上海當代藝術館（MOCA）、中華藝術宮、上海二十一世紀民生美術

館、上海世博會博物館、徐匯藝術館、上海餘德耀美術館、震旦博物館、上海博物館。 

 

大連（商業機構） 

大連商品交易所 

 

哈爾濱（政府機構） 

黑龍江省會展事務局、黑龍江應赫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中建三局集團有限公司東北分

局、黑龍江省和糧現代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哈爾濱創客巢創業有限公司 

 

 

 

 

 



 

 

 



 

 



 

 



 

香港青年聯會介紹 

香港青年聯會（簡稱「青聯」）成立於 1992 年 8 月 4 日，主要以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及各省市

青聯的港區特邀委員為核心，由本港各界青年才俊、青年團體領袖及學界精英組成。本會最高

權力機構爲會員大會，每屆任期一年；每年選舉常務會董及會董會，並授權常務會董會作出重

大決策，由綜合辦公室處理日常會務事宜。 

青聯下設 10 個委員會，分別是工商專業委員會、文化發展委員會、兩岸及國際事務委員會、社

企事務委員會、青聯賢慧社、創新創業委員會、媒體傳播委員會、會務培訓委員會、義工服務

委員會、學界事務委員會及體育發展委員會。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介紹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集團」；香港股份代號：00017）成立於 1970 年，並於 1972 年在香港

上市，為香港恆生指數成份股之一。作為一個散發著獨特個性的品牌，集團的核心業務包括物

業發展、基建與服務、零售、酒店及服務式住宅。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集團資產總值合共

4,815 億港元。集團旗下兩間上市公司，分別為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及新世界百貨中國有限公

司，並全資擁有新世界中國地產有限公司。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介紹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 (HKUYASEN) 乃香港的非牟利自願團體,為香港青年聯會(HKUYA) 的屬

會。本會的理事會由不同院校的大學生所組成,至今已有超過 3000 名大學生成為本會會員。本

會致力為大學生提供不同類型活動,讓學生能夠有全方位發展以及能力提升,為未來就業發展奠定

堅固的基礎。本會今年專注於舉辦與就業相關的活動以及提供不同的義工志願服務機會,讓大學

生能發掘潛能、充實自己。 

 

 

 
HKUYA Student Exchange Network 
香港青聯學生交流網絡（香港青年聯會屬會） 
電話 Tel: 5519-7949︱傳真 Fax: 2598-9385 
地址: 香港柴灣柴灣道 238 號青年廣場 8 樓 807-808 室 
Address: Rooms 807-808, 8/F, Youth Square, 238 Chai Wan Road, Chai Wan, Hong Kong 
網址 Website: www.hkuyasen.org.hk︱ 
Facebook 專頁 Page: www.facebook.com/HKUYAS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