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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計劃介紹 

香港大專院校學生： 

• 提升工作中的溝通技巧； 

• 增強責任感和自律； 

• 豐富個人履歷及實際工作經驗； 

• 發揮所學所長及國際化視野與思維； 

• 了解商業社會現況及機遇； 

• 建立社會人脈、擴闊生活圈子。 

香港/大灣區企業： 

• 透過招聘香港／國際人才幫助企業發展，完善企業

的內部結構，加強競爭力，為企業帶來新思維新活

力，亦為邁向國際作出各樣準備； 

• 為企業提供充裕的年青動力，更能幫助我們下一代

作更好的就業準備； 

• 引進年青且具創意的實習生。 

  因疫情緣固，環球經濟及就業市場經歷寒冬，傳統實體實習亦停擺，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
缺尐了在投身社會前接觸企業、裝備自己的機會。 
 
為迎接2021年市場的復甦及反彈，我們籌辦了是次嶄新的線上實習計劃 - 香港青年粵港澳
大灣區線上實習計劃(GBAVIP)，為香港大專院校學生、香港/大灣區企業帶來嶄新的線上實
習模式，不受地區、空間限制而進行實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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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參加企業 >60 

職位數目 >140 

學生報名 >350 

實習生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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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主辦機構 

協辦機構 

支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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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參加學生來自香港各院校(按筆劃序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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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開幕禮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 JP 
擔任主禮嘉賓及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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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線上交流會 



When you copy & paste, choose "keep text only" option. 

GBA 
VIP 2021年第一、二期花絮 



2022年第一期 

非一般的實習體驗  More than an internship 

主辦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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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計劃詳情 

實習時段 
2022年3月1日至2022年5月20日（總工作時長不尐於100小時） 
 
實習地點 
線上為主，部分可能於企業公司實習（具體視乎企業而定） 
 
實習職位 
類型不限，以易於遙距操作的職務為佳 
 
實習生招募 
200位 
· 香港、內地及海外專上院校就讀之學生* 
· 18歲至30歲 

· 不限學系及年級 
· 懂得讀說寫中文 

 
*非本港學生且持有學生簽證者需經院校同意才可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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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社會體驗式活動 

 

開幕禮 

實習開始前，我們將安排線上形式的開幕禮（簡介會），讓同學在正

式實習前更了解計劃的目的及價值；大會將講解實習需知，以協助更

快適應實習職場文化。開幕禮設有交流環節，讓實習生互相認識，以

作日後朊輩間的支持。 

暫定於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下午6時至7時 

 

閉幕禮 

實習完成後，我們將安排閉幕禮（總結會），回顧實習生實習計劃的

點滴、分享各自的實習故事，思考是否有達致自身的願景、使命及價

值，總結今次的得著，計劃未來的職業生涯，以及頒發實習證書及獎

學金。 

暫定於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時至7時  



When you copy & paste, choose "keep text only" option. 

GBA 
VIP 社會體驗式活動 

 

開幕禮 

實習開始前，我們將安排線上形式的開幕禮（簡介會），讓同學在正

式實習前更了解計劃的目的及價值；大會將講解實習需知，以協助更

快適應實習職場文化。開幕禮設有交流環節，讓實習生互相認識，以

作日後朊輩間的支持。 

暫定於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下午6時至7時 

 

閉幕禮 

實習完成後，我們將安排閉幕禮（總結會），回顧實習生實習計劃的

點滴、分享各自的實習故事，思考是否有達致自身的願景、使命及價

值，總結今次的得著，計劃未來的職業生涯，以及頒發實習證書及獎

學金。 

暫定於2022年5月31日（星期二）下午6時至7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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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專業技能式活動 

 

TTI-DISC人才洞悉測試 
透過專業性格測試，讓實習生能更深入了自己的優缺點，認清自
己在行業的強弱項，有助規劃更適合自己且有興趣長遠發展的職
業路向。 
  

履歷表面試工作坊 
擬邀人力資源資深顧問等分享如何撰寫一份有內涵且吸引的履歷

表，並進行履歷表及面試指導，讓實習生提升撰寫履歷表及面試
對話的能力，展示最具實力的一面，提升就業競爭力，增加畢業後
獲聘的機會。 
  

就業創業專業教室 
擬邀香港/大灣區企業高層、香港青年創業家、於內地就業的香港

青年等分享大灣區生活工作文化、職場技能、創業經歷，提升實習
生就業競爭力、開拓企業家精神，亦可加深對大灣區就業創業政
策、創業基地運作和落戶方法的認識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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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參加流程及時間表 

01/ 
即日至1月15日 
• 收集企業的實習職位及要求（線上） 

02/  
1月24日至2月4日 
• 學生在線提交申請和履歷 

03/  
2月4日至2月24日  
• 配對實習職位（線上面試） 

04/ 
2月25日 
• 確認實習職位 
• 學生繳付參加費用 

05/ 
2月28日 
• 參加開幕禮 

06/ 
3月1日至5月20日 
• 線上實習 

07/ 
5月20日 
• 實習生提交實習報告 
• 企業提交評核報告 

08/ 
5月31日 
• 參加閉幕禮 
• 實習生獲得實習證書* 
• 實習生獲得企業頒發獎學金及推薦信* 

*如完成實習後達評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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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A 
VIP 實習生證書、獎學金、推薦信標準 

實習生獲發證書/獎學金的安排如下： 
 
 
 
 
 

一、實習總結報告 
於限期前提交符合要求的實習總結報告，包括感想及圖片。 
 
二、實習考勤 
每星期工作5天，如有請假必須向企業提交「請假表」。並於限期前提交符合要求的考勤表（由實習企業蓋章簽名確認）。 
 
三、實習活動 
實習生必需出席開幕禮及閉幕禮，以及參與交流會，如有請假必須提交「請假表」。出席活動時，亦需按要求進行報到。 
 
四、企業評核 
由實習企業按工作能力、主動性、責任感、團隊合作及溝通技巧等五大範疇為實習生進行評核，每個範疇為10分， 
合計50分，如總評分為40分或以上便達標。 
 
• 工作能力：如按要求完成，發揮個人才能、具專業技能及知識等 
• 主動性：如態度進取主動、富上進心、願意多思考 
• 責任感：如工作認真、稱職、守時等 
• 團隊合作：如願意與人合作、懂得分工及配合團隊工作等 
• 溝通技巧：如樂意表達意見、懂得接納他人意見等 

證書 推薦信 及 獎學金 

獲得要求 第一、二、三項 第一、二、三、四項 



GBA 
VIP 行業職位需求 

 專業朋務 

 行政 

 銀行 / 金融 

 人力資源 

 企業顧問 

 建造 / 工程 

 培訓 / 教育 

 資訊科技 / 物聯網 

 跨境電商 

 生物科技 

 市場營銷 / 公共關係 

 設計 

 媒體 / 廣告 

 娛樂藝術文化 

 非政府組織 / 社福機構 

 其他 



主辦機構– WE Pro 
GBA 
VIP 

以信朋務有限公司（簡稱WE Pro）於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並於2019年在深
圳前海自貿區註冊分公司，將朋務範圍延伸至整個大灣區，涵蓋完整的公司
企業及人才朋務： 

 

 提供香港/內地公司註冊、專案落地、財稅法諮詢、企業營運顧問、 

     補貼、專利及牌照申請等朋務； 

 提供中港培訓、組織考察、海外升學/ 移居等朋務 

 提供組織架構、股權配置、人才獵聘、公司秘書等高增值朋務 

 

秉承「授之以信，報之以心」的理念，以誠信為本，盡心堅持客戶需求為導向，
提供高品質的朋務以回報客戶的信賴。由成立至今，已朋務超過150家企業，

成立超過80間公司，朋務3000人次。 

以信與香港及大灣區內眾多商會組織、知名高等院校及企業建立了廣泛合
作關係。朋務的客戶涉及高新科技、金融、教育、互聯網、房地產、建築設計、

文化藝術、醫療醫藥與投資等多個領域。 



其他機構 
GBA 
VIP 

協辦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支持院校（排名不分先後） 



 聯繫我們 

電話 : (852) 5445 9992 或 (86) 147 1430 9972 

Whatsapp / Wechat : (852) 5445 9992 

電郵 : gbavip22@gmail.com 

地址 :香港上環德輔道中244至248號東協商業大廈4樓23a室 

 

 

網址 : www.wepsl.com/實習計劃/ 

Facebook : www.facebook.com/GBAYIP 

Instagram : www.instagram.com/gbayip/ 

GBA 
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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