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推薦免團費優惠將於
2022年10月20日截止
Receive a fee waiver applying through 
the School Recommendation on or 
before 20 October 2022

立即報名
Apply Now 企業實習 Corporate Internship 

Weekend Excursions周末考察活動

團隊建設及生涯規劃訓練
Team-building and
Career Planning
Workshops  

Program Content
活動內容

(852) 2332 2411

(852) 2332 2501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32號歐美廣場7樓702室
Unit 702, 7/F, Omega Plaza, 32 Dundas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852) 6927 7600

dse.internship@hkacdc.org.hk

http://hkacdc.org.hk/dse.internship

@youth.hkacdc

聯絡我們 
Contact Us

「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2023」為「縱橫大灣區—香港高中生內地實習計劃」的組成部分，由中銀香港資助。主辦機構擁有更改及解釋本計劃內容的一切權利。
The Organizer reserves all rights of final decis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gram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主辦
Organised by Hong Kong Arts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Center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資助
Funded by Bank of China (Hong Kong) Limited

掃瞄進入報名表
Scan to Apply

2023年5月下旬至8月(其中5至6個星期)

Program Date

5-6 weeks between late May and August 2023

實習日期

2023年應屆中六畢業生

Eligibility 

Current S.6 students graduating in 2023

招募對象

港幣2500元正
(包括集體來回實習城市交通、住宿、
基本旅遊保險及交流活動)

HKD 2500
(includes round-trip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basic travel insurance 
and activities)

Program Fee
團費

港幣2000元正
參加者依規定完整完成實習及團前團後
活動（或其相關的替代活動）後，保證
金將獲全數退還

*參加者如經學校推薦或自薦計劃
報名並獲取錄，上述活動費用可獲
全數贊助

HKD 2000

Deposit
保證金

(fully refundable upon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e whole Program)

2023
Greater Bay Area Internship Program 
For DSE Graduates



掃瞄進入活動

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秘書處
慈善團體編號：91/8927

(852) 2332 2411

(852) 2332 2501

(852) 6927 7600

dse.internship@hkacdc.org.hk

http://hkacdc.org.hk/dse.internship

@youth.hkacdc

九龍旺角登打士街32號歐美廣場7樓702室
Unit 702, 7/F, Omega Plaza, 32 Dundas 
Street, Mong Kok, Kowloon

學校推薦免團費優惠將於
2022年10月20日截止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2023
Greater Bay Area Internship Program 
For DSE Graduates



計劃簡介

「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2023」是全港唯一一個專為DSE畢業
生而設的內地實習計劃。本計劃自2015年暑假開始，已帶領逾800名
應屆DSE畢業生前往粵港澳大灣區多間內地知名企業進行工作體驗。
參加者可親身了解各行各業的日常運作，獲取寶貴的工作經驗。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十四五規劃綱要》進一步鼓勵香
港青年到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及創業，可見大灣區是未來香港青
年人發展的機遇所在。透過本計劃的文化考察與交流活動，參加者可
更全面領略灣區城市的獨特優勢以及生活特色，擴闊視野，迎接未來
在大灣區縱橫馳騁的各種可能性。

過去三屆，因新冠疫情肆虐，學員最終未有成行，誠為可惜。雖然如
此，在過去的兩個暑假，我們秘書處均特意為參加者於本地舉辦了一
系列以生涯規劃及個人發展為主題的替代活動，包括大學迎新夏令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講座、社交技巧工作坊以及各範疇的知名企業參
觀等，讓參加者在受疫情所困的暑假裡，仍能積極裝備自己，與同齡
朋友一同奮鬥。這些替代活動深受參加者歡迎，超過90%的參加者更
報名擔任明年活動的籌委。

現時疫情仍然反覆，惟粵港兩地正努力爭取恢復正常通關。雖然經歷
疫情後，灣區的社會狀況及活動條件可能有變。惟秘書處仍盡最大努
力，在考慮風險及可行性下，為參加者爭取赴內地工作體驗的可能性
。即使明年計劃未能成行，秘書處亦將在過去兩年的基礎上繼續為參
加者在本地安排生涯規劃的替代活動。

新一屆的計劃將繼承往屆宗旨，鼓勵學生踏出舒適圈，在粵港澳大灣
區發展的新階段，體驗區內的生活環境與工作氣氛，同時豐富本地活
動的內容，讓參加者把握新機遇，努力提升自身實力，開拓自己未來
的路向。

計劃目標
認識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藍圖，領略千年嶺南文化瑰寶

提升團隊協作精神，鍛練獨立生活能力

拓展人際網絡，留下畢生難忘回憶

提前職業生涯規劃，

清晰個人潛質與擇業路向，累積工作經驗

計劃詳情

實習日期

實習地點

招募對象

團費

保證金

2023年5月下旬至8月 (其中5至6個星期)

2023年應屆中六畢業生

港幣2500元正
包括集體來回實習城市交通、
住宿、基本旅遊保險及交流活動

粵港澳大灣區的內地城市
 廣州、深圳、佛山、東莞等

*參加者如經學校推薦或自薦計劃報名並獲取錄，
  上述活動費用可獲全數贊助

港幣2000元正，參加者依規定完整完成實習
及團前團後活動(或其相關的替代活動)後，保
證金將獲全數退還

*「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計劃2023」為「縱橫大灣區—香港高中生內地實習計劃」的組

成部分，由中銀（香港）資助。主辦機構擁有更改及解釋本計劃內容的一切權利。



*2020年至2022年經「學校推薦」的學生超過90%獲取錄為學員 

**經學校推薦或個人自薦的學員，其團費可獲主辦機構全數贊助，但仍須繳付港幣2000元作保證金，

參加者依規定完整完成實習及團前團後活動(或其相關的替代活動)後，保證金將獲全數退還。

本計劃邀請學校推薦學生參加。凡經「學校推薦」並獲取錄之參加
者，將獲「免團費」資格。學校老師可填妥「學校推薦表格 �學校
專 用 �」 ， 蓋 章 或 簽 名 後 ， 於 ��� �年 � �月 ��日 或 之 前 經 電 郵
��������������������������或傳真至�

�	����回傳主辦機構。

有意參加學校推薦的學生亦可從本計劃網站下載「學校推薦證明
�個人專用�」，填妥後請校方蓋章或老師簽署，並於上述日期前經網
上報名，亦視作「學校推薦」，如獲取錄亦可享「免團費」資格。

其他有意參加的學生，須於	����年 ��月 ��	日或之前完成網上報名。
獲取錄之學生，除繳付保證金外，另需繳付港幣����元正團費。

有興趣透過「個人自薦」報名的學生，亦可撰寫一篇不多於
��字的
自薦文章�中文或英文皆可�，介紹自己及簡述參與本計劃的目的，並
於	 ����年��月��日或之前經網上報名。「個人自薦」的報名者，經
計劃秘書處審核及面試後，如獲取錄，亦可享「免團費」優惠。

10月20日

11-12月

5月下旬

5月下旬至8月

8月至10月

即日 接受報名

學校推薦及個人自薦報名截止 

面試、公佈面試結果及登記

簡介會、團前培訓及開幕禮^

工作實習^#

團後活動及閉幕禮

11月22日 一般報名截止 

^為使參加者安心考試，大部份團前培訓活動及內地實習部份將
於DSE考試結束後開始。如因疫情未能前往內地實習，秘書處將
於本地安排生涯規劃及個人發展有關的替代活動供參加者參加。

#考慮到參加者可能要處理考試及升學事宜，一般情況下，實習
將安排在DSE放榜前完成，惟實習期有可能按照實際情況及防疫
政策而有所變更。如參加者需要出席大學面試，亦可向秘書處提
出請假申請，主辦機構將按規定及視當時的防疫安排，在合理的
情況下，不視作參加者缺席活動論。

活動日程表

學校
推薦

個人
自薦

一般
報名

報名方法



學員分享

這個計劃的活動能讓我認識到不同的組員，活動有助
準備和規劃DSE放榜，亦有來自不同大學的組長，
可以隨時找他們傾訴和獲得意見，給予我們一個很好
的指引。

現就讀香港大學現就讀香港大學

現就讀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九龍塘基督教中華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計劃的替代活動可以加深我對大灣區的了解，我通過大
灣區發展前景講座了解到大灣區未來的發展以及創業和
就業的前景，讓我能更充分地為未來做準備。

透過這次實習，我對國家在科技方面的發展感到新奇
，因為在很多時候，用一部手機便能解決很多問題，
為人們生活帶來許多便利。此外，我發現自己變得比
以前獨立。現在遇到問題，很多時候我都能自己獨立
解決。

居珈宇 ����年學員

現就讀香港科技大學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計劃使我有很難忘的回憶，讓我有一個充實的暑假。
文憑試過後我感到很迷惘，生活欠缺變化，但透過計
劃的活動，我找到努力向上的動力，重拾衝勁。主辦
機構亦用心介紹大灣區的資訊，我們在未來可到國內
工作，報效袓國，探討多元出路。

何雅雯 ����年學員

現就讀香港大學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何咏怡  ����年學員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現就讀香港中文大學

於廣州圖書館實習

*2023年實習機構及崗位概以主辦機構公佈為準

部分過往實習機構
黃納叮 ����年學員



團隊建設及生涯規劃活動
過去的兩年暑假均因疫情無法成行，秘書處特意為參加者舉辦了一系列團隊
建設及生涯規劃的本地活動。如今年仍然受疫情所限，秘書處亦會豐富有關
活動內容，讓參加者以另一種方式體驗及學習。

大學迎新夏令營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座談會

社交技巧工作坊

大型律師事務所

中外合資投行

網絡廣告公司

物聯網科技企業

創新科技體驗

文化創意社企

*2023年計劃的參觀企業以主辦機構公佈為準



因應疫情的
特別安排

配合
防疫

如因疫情所限，計劃未能安排參加者前往內地實習，秘書處
將採取過去兩年暑期的做法，於本地安排與生涯規劃及個人
發展有關的替代活動供參加者參加。秘書處亦會因應疫情的
最新發展，調整計劃內容，包括內地實習日期及長度、實習
內容及形式，報名、面試及取錄的時間及方式，以及團前活
動及團後活動的安排等，參加者須配合安排，不得異議。

本計劃將配合兩地政府及實習當地機構頒佈的防疫抗疫措施，
包括但不限於要求學員按需在香港及內地進行病毒檢測及快速
抗原測試、申報健康狀況、使用特定應用程式或電子通行證（
如健康碼）、配戴口罩、量度體溫、保持距離、緊急隔離等，
學員須服從安排，予以配合。除非另有說明，學員須自行負責
病毒檢測及防疫用品的費用。如學員未有依從或拒絕配合防疫
抗疫措施，計劃秘書處有權即時中止學員的資格、拒絕學員參
與活動或繼續住宿，及/或要求學員盡快返港（如在內地），
而不退還任何費用及按金。

如計劃因兩地政府政策限制而最終無法安排內地實習或替代活
動，主辦機構將全數退回學員所繳費用（因個人原因退出者除
外）。�

因新冠疫情肆虐，過去三屆學員未有如期成行，誠為可惜。由於本年度

計劃仍有可能受新冠疫情影響，為保障學員安全及本計劃盡可能順利進

行，主辦機構將因應疫情變化作出特別安排：

計劃
調整

退款
安排

關於我們

香港文化藝術發展中心是一家公共性質慈善機構，自2007年成立以來，一直致

力舉辦文化藝術及考察交流活動，培養新一代有素質的香港公民。本中心自

2013年起舉辦內地實習計劃，至今已安排逾4000名香港學生到內地多個城市的

著名企業實習。2015年開始，中心更推出全港首創的「DSE畢業生大灣區實習

計劃」，至今已安排近200所中學、逾800名中學畢業生赴內地的企業進行工作

體驗。此外，中心亦先後舉辦及承辦多個內地文化交流團，組織學生到北京以及

內地不同省市進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