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暑期實習計劃

累積經驗
展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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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投身社會工作，除了要具備滿肚的

知識和專業技能，成熟的待人接物及處事技巧也絕不能忽略。在悠長的

暑假裡，同學們何不好好利用，把握在學期間的實習機會，體驗職場生涯、累

積社會經驗、豐富履歷，並透過實習及早找到職業路向。

經民聯的「大專院校生暑期實習計劃」已踏入第四屆，各方反應相當踴躍，每

年吸引各大專院校的同學報名，推動我們不斷改革、推陳出新，致力豐富計劃

內容，希望為年輕人打造一個「不一樣」的實習計劃。

透過在工商和專業界別的網絡，以及行政與立法方面的經驗，經民聯提供多元

化的培訓，讓實習生學習如何組識活動、認識服務對象、了解政策制訂過程、

跟進民生議題和「落區」接觸社群，磨練待人接物處事技巧。

今年共有 14 名實習生參與，來自海內外多間院校，就讀學科包括法律、政治

與公共行政、全球及環境研究、商業管理及社會學等。本特刊正是經民聯與實

習生共同合作編製的習作，亦是他們努力的實習成果，就讓大家一起重溫吧﹗

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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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今年刻意安排同學到不同地區實習，以了解

不同工作崗位。地區主管介紹工作時提到，今年正

值選舉年，地區工作會因而比較忙碌，惟這番話沒

有嚇怕同學，有同學更表現雀躍，並表示樂於參與

選舉工作，希望從中學習。

實習開始前，經民聯特意舉

辦 迎 新 日， 讓 同 學「 熱 熱

身」，為接下來的實習做好準備，

還邀請了上屆實習生與大家分享

經驗。有舊生坦言對自己的表現

不太滿意，認為不夠主動，而錯

失許多學習機會，勉勵同學要認

真參與每一項工作，並多留意細

節。

月下旬正是畢業生投入勞動市

場的旺季，經民聯遂於南昌社

區會堂舉辦招聘會，希望為市民提

供求職渠道。為了確保活動得以順

利進行，實習生早於六月初便展開

籌備工作。

在招聘會的過程中，不但加強同學的溝通技巧，也讓

同學領悟到待人接物的應有態度。還記得其中一位求

職者在修改履歷表時，因找不到自己的近照而驚惶失

措，把求職文件翻到地上，大家立即上前安撫並提供

協助，又安排他到另一個攤位補拍相片，該名求職者

最後順利向相關機構提交履歷表，離開前也特意跟同

學們道謝。在各單位的互相協助及支持下，整個招聘

會得以順利完成；看見街坊對招聘會反應熱烈，不但

引證了活動的成功，更證明大家的汗水沒有白費。

 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左二）鼓勵同學把握實習  
 機會擴闊視野。

 舊生積極解答實習同學疑問。

 遊戲中輸掉的同學需模仿官員「蝦碌」跳舞姿勢。

 場內求職人士絡繹不絕。

同學們笑容燦爛，期待著新挑戰。

地區活動負責人向同學們講解整個招聘會的流程及人手編排。

接棒。迎新
點與滴

招聘會
在

六

 地區幹事帶領同學打點場外佈置。

 同學在沿路貼上前往招聘會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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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電力公司
了解能源發展

在中華電力有限公司的安排下，第一站來到位於旺

角的「綠適天地」。同學獲安排參加導賞團，了解

一站式的環保家居生活體驗，又先後踏足龍鼓灘和

青山發電廠，更獲安排參觀發電廠的內部結構及發

展歷史，令同學們大開眼界。

經過中電集團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鄭永懋博士

（右圖中間）一番詳盡的講解後，同學們被分為

三組，並就三項與能源有關的議題作 5 分鐘匯

報。同學們都十分認真準備！

信大部份香港人每日二十四小時也會用到電力，電力是現代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支持社會及經

濟持續發展的基本元素。因此，經民聯特意安排同學們參觀本港兩間電力公司，讓他們對香港

的電力市場和未來能源政策有更深了解。

相

 「綠適天地」內的
互動專區讓同學透
過遊戲了解省電知
識 ! 挑戰同學的腦力
和體力 !

 大家於龍鼓灘發電廠內的展覽廳留影。

 工程師細心為同學們介紹發電廠內設備。  

 中華電力公司代表細心為同學們講解慳電小知識。

 中華電力位於龍鼓灘發電廠的主要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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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長者需要
建設友善社區

穿上「高齡體驗衣」讓大家迅即變老。

社創基金資助的「歷耆者」，期望透過體驗活動，鼓勵

大眾關懷長者。在歷耆者的義工帶領下，同學們穿上

特製高齡體驗衣走進金鐘社區，親身體驗長者在身體機能退

化後的不便。體驗衣的重量和束縛令同學不能挺直腰骨走

路；而戴上特製的眼鏡就算近在眼前的文字亦不能順利閱讀；

厚重的手套令他們連「揸筷子」也成為難題，短短的時間已

讓同學們叫苦連天。

 不能挺直的腰骨，這樣上樓梯真的很辛苦！

 穿上體驗衣，切身感受老人家的行動不便。

 互相扶持，「長者」需要你的幫助。

 同學們發揮聰明才智，為建設長者友善社區出謀獻策。

 視力「退化」了，要貼到多近才能看得清
楚呢？

 戴上特製眼鏡並使用筷子在雜豆中夾紅
豆，不僅不方便，也很難分清楚顏色。

香港與很多發展地區一樣，也面臨著人口老化的問題，到了

2039 年更是每三人便有一位長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當我們照料家裡長輩的同時，社區上亦有很多需要照料的長

者，他們每一位也是為社會貢獻一生的「無名英雄」，建立

一個對長者友善的社區，讓他們安享晚年，我們責無旁貸。
 同學們回顧體驗，並思考該如何為長
者提供幫助。

 同學們向歷耆者的義工致送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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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力參與地區工作 『源．區』
鬧市中派發會刊 生生不息 轉廢為能

炎夏日，同學們隨經民

聯地區幹事，到中環鬧

市設立街站，派發會刊。同

學們都穿上經民聯的背心，

於街站旁向沿途行人派發會

刊《經民天地》，一嘗落區

直接接觸市民。

炎

經民聯多位立法會議員包括梁君彥、林健鋒、盧偉國及梁美

芬均有到街站支持，並協助宣傳及接受傳媒訪問，同學既能

從旁觀察，也能跟議員同場派發會刊，為一難得體驗。

T．PARK 於 2016 年 5 月開幕，是一幢集污泥焚

化爐、發電系統、海水化淡廠、教育和自然生態設

施於一身的污泥處理綜合設施。

在烈日當空下，同學站於街道中央努力派發會刊。

 經民聯一眾立法會議員到場支持。

 同學們協助地區幹事於中環鬧市設立街站。

 同學動手派發會刊，近距離接觸市民。

近年，政府致力推廣不同的環保項目，希望能減輕

對堆填區的負擔。為了讓同學們更了解香港未來

的減廢藍圖，經民聯特意安排同學來到位於屯門稔灣的  

源．區（T．PARK）。

 同學們即席品嚐由海水化淡提供的飲用水。

 導賞員以模型輔助講解焚
化爐的運作，展覽廳內的互
動展品令參觀過程更生動
有趣。

 T ． S P A 
為 免 費 水
療設施，望
向 深 圳 后
海灣，景觀
開揚。

 T．PARK 的大樓設計美觀實用，惟不少訪客希望可加強交通配套。

 T．PARK 正門的噴水池，
用了海水化淡的再造水，展
現轉廢為能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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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裡偷閑
走到戶外

香港不少街道的名稱，原來都與電力歷史發

展有關，更見證着社會的變遷。港燈先後在

香港不同地區設立發電廠，因此附近地區的

街道名稱也與電力有關。例如北角的電氣

道（Electr ic Road） 及 大 強 街（Power 

Street）便因港燈位於北角的發電廠而命名。

六星期的實習計劃裡，除了辦公室的日常工

作，亦有多項參觀活動，豐富同學的體

驗。在風和日麗的天氣下，同學們乘搭由香港

電燈安排的員工專船和電動車，前往南丫島發

電廠參觀。港燈的代表沿途為同學提供詳盡講

解，並分享一些鮮為人知的公司歷史。

 於發電機組前留影，同學並向港燈代表致送感謝狀

 這麼近，那麼遠！為了
一睹風采發電站的風采，
同學們都行得汗流浹背。

 港燈職員細心講解南丫發電廠的結構和未來規劃。

 港燈早於 1890 年開始為香港島部份地區提供
電力。

 南丫發電廠的三枝招牌煙囪。�  香港第一座風力發電機－南丫風采發電站。站在大風車前，同學們都變成了『小矮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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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立會
模擬辯論

在參觀過程中，大家發現立法會不單是

一個立法機構大樓，更是一個充滿藝術

氣息的地方。其中最大型的一件藝術品

設 於 大 堂 的 牆 壁， 名 為《 人 物 》(The 

People)。作品以不同顏色的 LED 燈和

87 件人形金屬剪影組成，細緻描繪香港

街頭的人生百態。

參觀當日適逢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同學們有機會

旁聽。能夠親眼見到多位司局長及立法會議員一

同出席會議，大家都顯得非常雀躍。

當天，導賞團還特意安排了一次立法會模擬辯

論比賽，就應否『推行古跡旅遊』辯論。為了

做到最好，同學們都對是次辯論準備充足，事

前下了不少功夫做資料搜集，更不時引用數據

和海外例子，甚有議員風範！

為增進同學對立法機關的認識，經民聯特意安排

同學參觀立法會綜合大樓，並進行了一節精彩

的立法會模擬辯論。當中不少人更是第一次進入大

樓，隨行導賞員的講解讓大家更了解立法會的運作、

歷史，以及議員的日常工作。

 德 國 籍 藝 術 家 Cornelia 
Erdmann的作品《人物》。

 立法會綜合大樓內的導賞員向同學講解立法會的結構和運作。

 同學們在立法會大樓內留影

 大部分『議員』舉手支持，議案最終獲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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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主席梁君彥勉勵同學們要多留意時事及關心社會。

與 CEO 對話 結業禮
獲益良多 累積經驗 展翅翱翔

政
六

黨趣聞？政治人才需要具備什麼條件？經民

聯安排行政總裁陸漢德先生與多位實習生對

話，笑談多年來從事政黨和新聞工作的所見所聞。

擁有豐富政黨及傳媒工作經驗的陸先生，勉勵同

學將來若有志投身政黨，一定要與時並進，好好

裝備自己，更要做個「貼地」的人，並要相信民

生無小事。

星期的實習生涯轉眼便過，實習期間有笑有淚，

相信對各位同學而言，會是非常難忘的經歷。有

見及此，經民聯為同學們舉辦了一個簡單而隆重的結

業禮，並邀請了時任經民聯主席梁君彥為同學頒發證

書，象徵實習計劃完滿結束。有同學表示非常感激經

民聯所安排的一切活動，亦十分感謝各辦事處幹事和

同事的包容。

 十四位實習生與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先生 ( 前排右三 ) 合照留念。

 陸先生（右）與同學分享自己多年的工作經驗。

 同學們都絞盡腦汁提出新方法，盡力完成任務！  陸先生透過遊戲，希望同學明白『辦法總比困難
多』。

 結業禮由時任經民聯主席梁君彥先生（後排左四）頒發證書。

 大家在政府總部外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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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心聲
這次實習讓我有機會在政黨總部、地區支部辦事處及區議員辦事處工作，接觸不

同人與事，參與地區工作，也做了選舉和政策研究報告。過程中，讓我更了解民

生及社區事務，也對政黨的運作有更深入認識，擴闊我的眼界。

在課堂學習和在政黨實習是截然不同的體驗：前者著重「硬知識」，後者講

求「軟技巧」。在地區支部工作的兩個月，我有幸接觸到不少同事及街坊，

與他們交流中，我學會改善人際關係，提升語言表達能力；這些都是課堂上

學不到的「軟技巧」，讓我提升自信，迎接未來的挑戰。

一直以來都認為香港政界很神秘，但在今次實習計劃中，

我有機會一次過接觸區議員，地區支部，政策研究和立

法會議員的後勤工作，令我明白政治不單純是口舌之爭，

而是講求對社會或地區事務的深入認識，更要精益求精，

發揮創意，從而解決社會問題。

作為一個內地生，在經民聯實習給了我一個切身感受香港政治生態的機會。從

「台灣相思」更替老化樹種研究、葵興及元朗的地區研究、紀錄電台節目及時事

要點、立法會參觀及模擬辯論，以及各種參觀、論壇，真真切切的「看見」了香

港，給我很大的提升！

開始實習前，經民聯給我的印象只是新的建制派政黨，但及後我了解到她充

滿了創新與務實的思維。雖然年輕，但卻走得更前更穩。石硤尾邨的工作令

我最深刻，為居民解決奇難雜症是區議員的家常便飯，而職員竟認得每一張

居民的面孔。的確，「民生無小事」。

於實習計劃期間，我分別在地區支部、總部及議員

辦事處參與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社區討論、政策

研究及地區服務等，從中我了解到「工作必須嚴謹，

服務必須親民」的重要性。到最後，梁君彥先生更

勉勵我們要放遠目光，虛心學習更多知識，令我們

獲益良多。

首先，十分感謝經民聯給予機會和他們的悉心安

排。透過各種實習工作和不同的參觀活動，我們不

但獲得實戰經驗，而且知識亦有所增長。經民聯的

上下都非常親切�和友善，使我短時間內培養一定的

歸屬感。

透過參加經民聯的實習計劃，我得到了很多不同的學習機會，令我的暑假過得

十分充實！在實習的六個星期，我從區議員和社區幹事身上學習了很多令我終

生受用的技巧，讓我了解到地區事務對於改善民生的重要性。

經民聯給予我們不同的實習體驗機會，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經民聯支部、

區議員辦事處三地實習，讓我深刻了解政治團體在前線與後勤的不同工作，

層次豐富，收穫頗豐。

本人十分有幸參與是次實習計劃，並有機會在立法

會和地區工作，接觸不少街坊及立法會議員，並加

深對社區事務的認識。更重要的是，我學會自主獨

立，培養批判性思維及獨立工作能力，以及結識不

少新朋友。由此可見，這次實習經驗實屬可貴。

有幸能夠於立法會和地區議員辦事處實習，讓我近距

離觀察議員的一言一行，學習他們服務市民的態度和

處事的技巧，比起平日書本上學到的知識更加實在。

以往在經民聯實習的同學都是在同一地點工作，但今年有點不同。我分別被

安排在總部、地區工作，能夠接觸到更多的事物。在總部工作；我能夠學習

政策研究的技巧，在地區工作；我能夠接觸不同個案，了解到社會民生事情。

在經民聯實習真的獲益匪淺。

只是六星期的實習時間，要與全職同事相比，所學到的當然是遠遠不及，參

加這計劃無疑是濃縮版的政治工作者體驗，並以第一視角來撼動你的見聞。

個人認為，不論將來投身哪個行業，參加這個實習計劃都是獲益良多。畢竟

各行各業都要認識這個社會，而社會工作就是以第一身走在前線去接觸社會

的運作。

CMC

Arvin Authur

Kenneth Anthony

Richard

Samuel

Faye 安安

Ronald Krill

Ivan

Joyce

Ken

這次實習，令我有機會親身參與地區工作，接觸不同階層

和背景的市民，了解社區各層面所面對的訴求和問題，豐

富閱歷。經民聯還安排了許多外出參觀活動，到訪一些大

型機構，了解他們的發展和運作，都是不可多得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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