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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有用」大灣區實習計劃 2020  (下稱「計劃」) 

 

常見問題 

 

[ I ] 申請資格 

(a) 我是應屆 DSE 考生，可以參加嗎？ 

可以。  

只要被取錄者在計劃開始前 (即 2020 年 7 月 30 日) 年滿 18 歲便可以。 唯被取錄者不可以超

過 30 歲。 

 

(b) 我年滿 18 歲，但中學未畢業，可否申請？ 

可以。 

本計劃對參加者沒有學歷要求。除學歷外，主辦機構亦會考慮申請人的軟實力，和面試表現

等其他因素。 

 

(c) 我沒有回鄉証，但有護照和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證，可否申請？ 

可以。  

 

 

(d) 殘障人仕可否申請？ 

可以。  

唯此計劃要求被取錄者在大灣區職場環境進行一段時間的實地工作體驗，期間需要參加者有

獨立自我照顧和生活起居自處的能力，主辦機構未必可以為殘障人仕提供額外的照顧安排和

支援，包括費用，這一點參加者必須注意。 

 

 

(e) 計劃會否因為參加者的宗教信仰而不被接納？ 

本計劃絕無任何宗教成份，絕對不會因為申請人的宗教而影響資格。 唯被取錄者如果因為宗

教需要，例如茹素等，則需要聯絡主辦機構，待作出妥善的協調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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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 計劃的地點、性質、和內容 
 

(a) 這項計劃在那些區域進行，有甚麼企業參與？ 

現階段我們已經在大灣區的深圳市南山區、佛山市順德區等搜羅支持的企業。 唯此計劃的特

點，是我們會盡量因應参加者的興趣、職志方向去配對實習工作崗位。故請申請者參考報名

表格中的「參考行業」加以選擇。 主辦機構會盡量根據申請者所填寫的興趣範疇及專長，為

參加者悉心配對實習企業及相應的實習崗位。 

 

(b) 計劃包括甚麼內容？ 

(1) 出發前準備日營 ( 建立團隊精神活動及實習地點簡介 ) ， 

(2) 實習工作 - 20 天 (4 星期) ， 

(3) 非工作日活動 (熟習環境、參觀交流和體驗民情等) ， 

(4) 活動後總結 ( 包括總結會、分享會等 )。 

 

(c) 參加者會否被評核實習表現？ 

主辦機構會要求企業為參加者進行工作評核，以反影學員的表現，資料亦有助主辦機構完善

將來同類的計劃。 評核將會在實習的中期和末期進行。 此外主辦機構亦會要求學員作自我

評核，反思所學，以助個人成長。 

 

 

(d) 活動結束後，我需要提交報告嗎？ 

需要。 

為追蹤參加者在實習期間的學習進度，計劃要求參加者提交學習報告，記錄過程中的所學所

得。功課分為兩個部分： 

個人部分：相片週記及個人學習報告 

小組部分：分組實習成果簡報及視頻製作 

 

 

(e) 這項計劃是否有政治背景？ 

主辦機構「青少年發展企業聯盟」(Child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lliance, CDIA) 是一家純民間自

發成立的慈善團體，以匯聚工商界資源力量，扶育下代為宗旨。 過去五年成功為過千名本港

基層青少年在港提供工作體驗機會，提升他們的眼界視野，及早發掘興趣潛能，加強自信，裝

備就業力。 CDIA 的營運絕無政府資助，機構董事皆是獨立商界人仕，是一家獨立運作的慈善

機構。 

 

CDIA 是次借助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及青年發展委員會的「青年內地實習資助計劃」的資

助，主辦是項計劃，讓成功參加的青年親身體驗內地職場實況，擴闊視野，加深對內地就業市

場、職場文化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從而訂立未來工作方向，累積工作經驗，建立人脈網絡，增

強他日就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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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費用 
 

(a) 計劃會為學員提供那些費用？ 

(1) 在內地 ( 即實習地點 ) 在實習期內的住宿、交通和膳食費用 

(2) 在內地實習期內的醫療保險； 

(3) 與計劃有關的一切往返內地的交通費。 

 

(b) 主辦機構或實習企業會給我發工資嗎？ 

不會的。 

這是一個工作體驗性質的計劃，主辦機構與實習企業均希望通過計劃給參加者提供寶貴的職

場體驗機會，故他們是沒有義務給參加者發放工資的。部分實習企業或可能會為參加者提供

工作午餐，但這則要視乎企業內部具體安排而定。 

 

(c) 我需要自行購買保險嗎？ 

主辦機構會為每名參加者提供基本旅遊保險。 參加者亦可因應個人需要額外自行購買保險。 

 

(d) 500 元保證金應在何時繳付？ 

“可退還的 500 元保證金” 的繳付時間是當申請者成功被正式取錄後才需繳付的。 到期

時，主辦機構會向參加者發出繳款通知書。 

 

(e) 如何才能全數退還保證金？ 

由於計劃是一個有條件的資助活動，參加者所繳付的保證金不足以抵償本計劃的實際開支。 

因此，參加者必須符合以下四項條件，才會獲退還保證金： 

– 出席所有團前和團後活動，如：迎新日、簡介會、啟動會及總結會； 

– 依主辦機構及企業的要求和規定完成實習； 

– 出席所有實習團期間的集體活動；及 

– 完成計劃要求的作業 (包括個人學習報告及分組任務)。 

 

參加者完成以上四項條件後，主辦機構將會在總結會結束時退還保證金。 

 

 

[ IV ] 實習期間的安排 
 

(a) 計劃實習期間的交通安排是怎樣的呢？ 

(1) 計劃實習期間，機構只會安排中港往返實習城市和週末參觀活動的交通。 

(2) 主辦機構會盡力為實習學員安排接近實習地點之住宿，盡希望減省上下班時要使用交通工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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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住宿方面的安排又是怎樣的？ 

主辦機構或實習企業會按青年發展委員會撥款要求的基本住宿安排，以舒適、衛生、及安全

為本。 主辦機構或會以二人一房為標準安排，給參加青年體驗羣體生活。 

 

(c) 我可以自行外出居住嗎？ 

不可以。 

主辦機構會為參加者統一安排住宿，以保障參加者的安全，亦希望藉著團隊互動，參加學習

交流機會、增進彼此友誼。 

 

(d) 如果遇上緊急事故，主辦機構會有怎麼安排？ 

如果遇上緊急事故，例如生病、受傷、遺失貴重物品等事故，實習參加者可以下列方式處

理： 

(1) 向主辦機構統籌人員報告。 實習機構亦會安排企業聯絡代表提供協助； 

(2) 致電當地有關部門緊急求助熱線； 

(3) 統籌人員或組長會向所屬實習機構的聯絡代表尋求協助，並通知主辦機構、有關部門及參

加者家人； 

(4) 必要時，主辦機構將派員到當地提供協助。  

(5) 致電當地保險公司 24 小時熱線。 

 

(e) 在正式出發實習前，主辦機構會否為參加者準備活動？ 

出團前訓練：在出發前，為使各實習參加者加深彼此認識，凝聚全團氣氛及為出發做好準

備，主辦機構將舉辦培訓日營，並會邀請專業導師担當培訓工作。亦會邀請嘉賓講解介紹大

灣區情況，以及一國兩制的課題等。 務求盡快幫助參加者了解內地情況為實習計劃做好準

備，同時提醒參加者出團注意事項。  [ 日期：2020 年 6 月底 (暫定) ] 

(f) 計劃需要選拔嗎？ 

需要。 因為名額最多只得 15 個，所以我們預計競爭是激烈的。 

 

(g) 計劃選拔大概在什麼時候進行？ 

 

視乎新冠肺炎疫情的發展，我們初步預計： 

截止報名 ：4 月 22 日 

選拔期：4 月 23 日至 5 月 14 日 (暫定) 

結果公佈：5 月 15 日 (星期五) (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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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現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形響，到內地實習會否有問題？ 

主辦機構會按內地與香港特區政府的要求，密切審視現時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發展對計劃可

能帶來的影響。到臨近計劃出發前，主辦機構會與參加者聯繫，公布最新安排。 主辦機構會

保留更改一切計劃組織安排之最終權利。 

 

(i) 有鑒於現在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肆虐，而計劃又在內地進行，學員的健康有保障嗎？ 

計劃是在本年八月才進行的。 屆時希望疫情已經平靜下來並完全受控。 這段時間主辦機構

會繼續嚴肅地監察疫情的發展並會定時向公眾公布。 主辦機構比任何一個人還要關心參加者

的安全和健康。 

 

(j) 如遇大學面試，可以請假嗎？ 

如需出席大學面試等活動，參加者可提出請假申請，主辦機構將按規定處理，在合理的情況

下，不視作參加者曠工或缺席活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