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看似遙遠，但其實與生活息息相關。由經民聯舉辦的「大專院
校生暑期實習計劃」正正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台給年輕人了解政治團
體的運作。

在經民聯龐大的工商、專業以及政治網絡下，每位同學都能夠進入立
法會或區議員辦事處，學習，了解立法會以及地區工作的運行，理解
社會不同階層的需要，以及政治行政機構的運作，並磨練自身待人接
物的態度。

除了提供實際的工作實踐，經民聯也舉辦了大大小小的工作坊、講座
及參觀，以互動提問等形式讓學生與講者相互交流心得，令學生能夠
從多方面思考社會政治議題。

此計劃已踏入第六屆，學生反應熱烈，今年共有 15 位來自海內外院
校的實習生參加，當中包括修讀政治與行政、法律、工程、社工以及
教育等學科的學生。本刊由經民聯以及眾實習生共同籌劃，紀錄了實
習計劃的點點滴滴，大家可一起藉此機會回顧之 !

前言



為了讓來自本地及海外各大專院校的實習生做好準備，經民聯舉辦了「迎新
日」。除了向同學介紹實習的工作崗位與職務外，更預告計劃的參訪機構及交
流活動的精彩安排，並即時解答同學有關工作的疑問。同學們了解實習內容後
整裝待發，對計劃充滿信心。

近年，聯盟的地區服務發展迅速，多區服務共同展開，故今年亦安排了同學到
不同地區實習，希望他們不僅直接了解地區工作的運作模式，也能夠親身與市
民交流，加強待人接物的技巧、發揮團隊精神、積累各種經驗，以迎接未來事
業發展的機遇。

主管勉勵同學主動學習與
發問。

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先
生講解經民聯的理念和日
常運作。

地區主管積極解答實習
同學疑問。

簡介完畢後，同學們充滿信心，踏上實習的旅途。

開展。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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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數十年來急速發展，
大量新界鄉郊農地被改劃作其他
用途，使香港的耕地面積持續下
降，農業日趨式微。然而，科技
日新月異，解決了不少舊有的技
術問題，富徹農場更勇於引入外
地先進農業技術，在香港下白泥
一帶建造一個全環控室內水耕作
業農場，打造本地生產、無農藥、
無重金屬、無基因改造和無菌的
高質素水耕菜品牌。其農作物在
生長、包裝和運輸期間均不會受
到任何污染，此舉確實開創香港
農業界的先河，也為本港市民帶
來更多健康食品的選擇。

富徹農場設備先進，衞生要求高，確保出產
的蔬菜無菌污染。

富徹農場生產部主管向實習生
示範移植生菜的工序後，實習
生親身體驗移植程序。

聯盟今年特別為實習計劃新增農場參觀活動，到訪富徹農場。

富徹農場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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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眾實習生聆聽農場代表講解後，再品嚐由農場種植的多種蔬菜，最後在生產部
主管的示範和指導下嘗試移植紅葉生菜。此外，農場方面亦精心準備了多個盛
載生菜的容器和營養液，供實習生攜帶生菜回家，一嘗水耕種植的滋味。

是次參觀令實習生大開眼界，不但讓實習生對水耕種植的原理和好處有更深
入的了解，更認識到香港農業可透過嶄新的科技與技術，提升本地出產蔬菜
的生產效率和質素，不但為市民提供更新鮮、更方便和更安全的蔬菜，更為
寸金尺土的香港在發展農業方面尋找到新的出路，對香港產業多元化發展有
了新的體會。

同學即席品嘗多種水耕種植蔬菜。

職員為實習同學解答疑問。

富徹農場職員
向實習生講解
農場技術及銷
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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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 下稱港鐵 ) 是香港最大的鐵路運輸系統。港鐵被公認為國際級首屈一指
的鐵路系統，其安全、可靠程度、高成本效率受世界認可，客運服務平均每周日的載客量約
五百八十萬人次。

要高效率及系統性地管理如此龐大的鐵路網，車廠必須無間斷地保持運作，並須於港鐵的監察
下達至高水準的表現，以確保鐵路服務妥善暢運，在港鐵的悉心安排下，實習生能夠到港鐵九
龍灣車廠參觀，深入了解鐵路運作，無一不大開眼界。

參觀車廠的時候天氣
十分悶熱，加上車廠
內的溫度比起外面的
更高，實習生們都汗
流浹背。即使如此，
由於平日經常乘搭港
鐵，而深入至車廠內
部的機會確實十分難
得，所以實習生們都
細心聆聽職員講解。
看到列車被拆件後的
模樣及一件件的零件
分散的狀況，大家都
嘖嘖稱奇 。 在這侷促
的環境中，維修人員
卻臉無難色，繼續緊
守自己的崗位，十分
值得我們學習。

實習生於港鐵總部大樓外合照留念。

港鐵車廠參觀

在港鐵大樓觀看短片，進一
步了解港鐵的背景。 

參觀車廠維修部，在正進行
檢查的列車前合照留念。

在港鐵工程師詳細講解下，了
解各列車型號及特性。

港鐵職員講解檢查及維修列
車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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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參觀活動，加插了參觀昂船洲軍營的安排，同學們走進駐港部隊軍營，
零距離感受駐港部隊的風采。同學們於當天上午出發，能夠有機會踏足軍營重
地，各人都難掩興奮之情。

是次參觀讓同學們近距離接觸駐港官兵，初步認識軍艦、艦載武裝直升機等武
器，切身感受國家的發展和強大。為使實習生能進一步了解軍人的日常生活，
大會安排各人到訪軍人宿舍。透過軍人的親身講解，同學們對軍營講求規律的
生活有更深體會。

同學們積極向軍人發問，了解他們的日
常生活。

實習生在軍艦前留倩影，機會難得。

同學們專心聆聽軍人講解，儘管當天落下微雨、天公不造
美，亦無損各位即將登上航空母艦的好心情！

參觀昂船洲軍營 
零距離接觸駐港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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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次實習計劃中，眾
同學參觀了立法會綜合大
樓。在導賞員帶領下，我
們除欣賞到大樓的嶄新設
計、雄渾佈局和精美裝
飾，也深入認識了立法會
的歷史發展、組織架構、
運作模式及各樣功能，體
會到它在社會中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 導賞員向同學詳細介紹與立法會例會有關的

主要事務。

實習生對立法會的歷
史故事很感興趣。

同學們認真聆聽導賞員講解法案的立法程序。

立法會參觀暨辯論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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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過後，同學們便前往模擬會議室，展開刺激的辯論比賽。是次辯題為「實
施垃圾徵費」。同學分別扮演支持和反對議案的議員，就徵費方案的利弊和成
效雄辯滔滔。有同學甚至援引統計數字、政府文檔及海外例子加以佐證，賽前
的準備工夫十分充足。此比賽除增加了同學對議題的認識，更幫助鍛煉我們的
思考能力和演說技巧，為大家帶來了莫大裨益﹗

同學們親身體驗到會議廳的磅礡氣勢。

職員向同學闡述比賽程序和規則。

「會議」開始，由
「李議員」動議支
持垃圾徵費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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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本地中外新聞可謂信手拈來；然而，在屏幕背後，
新聞工作者所付出的辛酸，又有多少人知道呢？今年，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
先生再次帶領一眾實習生參觀香港無綫電視新聞部，深入了解大型媒體機構的
編採及報導工作。

參觀當日，經民聯一行人得到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及資訊）副總監黃淑明
小姐的熱情招待。在黃副總監的介紹下，同學參觀了編採辦公室、直播室、錄

影廠及控制室等新聞工作核心地帶，見證
着專業的主播、監製、編輯及其他技術人
員，分秒無間地為市民送上一則又一則新
聞。

同學們亦把握機會，一嘗擔任主
播的滋味。

參觀錄影廠期間，一眾實習同學
成功「上電視」。

無綫新聞部參觀

聯盟行政總裁陸漢德先生向電視廣播有限公司（新聞
及資訊）副總監黃淑明小姐致送紀念品。

同學們亦把握機會，一嘗擔任主
播的滋味。

參觀錄影廠期間，一眾實習同學
成功「上電視」。

同學們明白到，成為一位專業主播，對
自己的儀容、咬字、情緒智商等各方面
均有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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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享答問環節，同學亦與黃副總監進行
深度交流，明白到前線工作人員於現場工
作所面對的風險，以及新聞機構在網絡年
代所面臨的挑戰；為了繼續提供優質服務，
大型媒體機構必須與時俱進、迎難而上。
作為新聞消費者，我們應該肯定他們對社
會發展所作的不懈努力。

同學們細心聆聽有關新聞片段剪
接的講解。

黃副總監身後的一輯照片，證明
多年來無綫新聞與香港社會同步
向前。

黃副總監向一眾實習生介紹無綫新聞部的歷史檔案儲存室。

實習生們並到
訪 錄 影 棚 參
觀， 了 解 科 技
與 新 聞 的 關
係。

經過與黃副總監的深入交流，令實習生
獲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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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深青年人對政治環境、公關技巧及傳媒力量的認識，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
會舉辦一系列政治研修班講座，其中更邀請了曾任前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羅永聰
先生，以及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黃元山先生擔任嘉賓講者。

羅永聰先生於席間，分享了個人公關技巧，講述如何為機構和個人建立及維持正
面、良好形象，如何利用網絡社交平台推廣資訊並為增加機構團體的影響力。他
又提出一些社會事件作例子，剖析最新公關推廣走向。

土地規劃及房屋供應是近年熱議的民生議
題，黃元山先生於講座中提及香港現今的土
地規劃和房屋供應情況，指出相關政策的不
足之處，以及分享他對土地規劃及房屋供應
現況的觀點和改善方法，令實習生們獲益良
多，大家亦踴躍發言、主動提問和討論。大家對講座反應熱烈，紛紛提出許多問題。

團結香港基金副總幹事兼政策研究院主管黃
元山先生（左）與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
席梁宏正先生（右）合照留念。

經民聯青年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宏正先生（左）
與羅永聰先生（右）合照。

政治研修系列講座

黃元山先生為大家講解香港現今土地規劃和房屋供應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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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民聯行政總裁陸漢德先生與眾多實習生對話，令同學能夠從另一角度認識
政治工作。陸漢德先生分享了其事業發展的不同經歷，甚至由傳播界轉投政界
的體會，除了專業以外，亦需要多一份服務別人的責任。從報章的一位編輯到
政界的一名高層，關鍵在於一種務求做實事，專業地完成每一項事情的態度。
又勉勵眾多學員，實習不單只是工作的機會，更是一個改變他人、改善自己的
好機會。

與 CEO 對話
充實見習歷程

實習生認真領聽分享，並即場踴躍
發問。

同學爭相發問，希望陸總裁能為他們
提出不同建議作出改善。

陸總裁詳細剖析做政治工作的要素，
提醒各實習生不能掉以輕心，每一個
工作細節都需要認真做好，既需態度
專業，又需知識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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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飛逝，暑期實習轉眼便結束，大家都在實習期間獲益良多。聯盟於畢業禮
上請來聯盟主席盧偉國博士向實習生們頒發畢業證書，大家更把握時間與盧主席
大談實習期間的所見所聞，除了對地區議會及立法會的工作有更深入的認識外，
更重要是明白到民生無小事的道理，更對整個社會有更深刻的觀察。

盧偉國主席在頒發畢業證書時向各實習同學贈言「SILK」，意即Sustainability（持
續性）、Innovation( 創新 )、Life Learning( 終生學習 )、Knowledge( 知識 )。他
又表示，「一帶一路」構想為香港青年人帶來龐大的機遇，希望青年朋友好好珍
惜，拓展自己的人生路。

盧博士與同學們一同笑談實習計劃中的所
見所聞。 盧 博 士 向 各 位 實 習 同 學 贈 言

「SILK」，勉勵同學努力裝備自
己，以及珍惜現時香港的機遇

暑期實習生畢業禮

同學們與聯盟主席盧偉國博士 ( 前排右四 ) 及行政總
裁陸漢德先生 ( 前排左四 ) 來一張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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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進社會工作，除了需要有課本上知識，也要應付實際工作，待人接物絕不
能少。所謂「民生無小事」，能夠走進社區、親身接觸社群便是最佳的學習機
會。

在聯盟的實習計劃裡，一直致力推動實習生走進社區，讓他們親身接觸各階層
市民，以第一身探討社區發展、認識社會不足。在工作中，包括探訪、擺設街
站、為居民解難、籌組活動、甚至是開班教學，都讓實習生切實地學習，並能
各展所長。

籌組活動
由經民聯社會服務隊主辦的「尊重與包容 畫出共融
香港」兒童填色比賽頒獎典禮暨嘉年華會於 8 月舉
行，實習生余咏霖擔任活動的司儀，從中吸取組織
活動的經驗，和「執生」技巧，控制活動氣氛。

經民聯每年皆會向街坊派發愛心
糭與眾同樂，實習生何昊軒 ( 左 )
及李灝正 ( 右 ) 幫忙為愛心糭包
裝，並籌劃派發細節，為活動做
好準備。

地區活動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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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居民解難
經民聯大埔 ( 新富 ) 區議員羅曉楓帶領實習生陳健朗
到大埔街頭擺設街站 ( 右圖 )，讓陳同學親身體驗地區
工作，初嘗「落區」滋味，挑戰收集市民簽名的難關。

開班教學
於大學主修中文教育的何欣，熱心社區服務，希望於暑
假期間為小朋友提供興趣班學習普通話，於是主動提出
開班教學，並獲得經民聯九龍城 ( 紅磡灣 ) 區議員張仁
康支持將構思付諸行動，吸引不少小朋友報名支持。

實習生何欣在實習期間跟隨九龍城 ( 紅磡灣 ) 區
議員張仁康及食環署職員 ( 左圖 ) 到區內巡視，
反映街道及商舖擺放雜物的情況；又嘗試在街
頭為區議員派發單張，了解居民最關注的民生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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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社會，電力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安全可靠的電力服務更是維持香港
競爭力的基石。經民聯透過在工程界別的網絡，獲香港電燈有限公司安排參觀
位於南丫島的發電廠。由港燈成員親自率團帶領，讓實習生全方位認識電力市
場及其最新發展，以擴闊眼界及了解社會發展。

在港燈的悉心安排下，同學先踏足港島多處，了解港燈的發展歷史，及後乘船
前往南丫島參觀，深入探討香港背後的動力，包括發電流程、供電比例等與能
源效益息息相關的資訊。除了認識現時電力需求的機遇與挑戰，一眾實習生亦
對井然有序的發電機組大感興趣。

同學先到港島區參觀歷代媒氣燈以了解港
燈發展歷史。

由於前往南丫島的港燈發電廠只可乘搭專
用船，一眾實習生可感受發電廠員工舟車
勞頓的辛勞。

環保節能、坐言起行。

實習生登上南丫島考察各種發電機組與設施，如參觀太陽能
板及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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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內容亦十分多元化，除透過實地
考察，並將科學知識與生活連繫起來
詳細講解。

此外，港燈成員亦不忘講解如何推廣
環保工作，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將
營運對環境影響減至最低。讓同學明
白港燈為市民提供穩定電力之餘，亦
具備安全、健康、保護環境和品質標
準，實在受益匪淺。

港燈展覽廳展示了南丫風采發電站模型，同學認真聆聽香港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及應用
原則。

同學獲安排於港燈員工餐廳用膳。

16



同 學 心 聲
何昊軒
兩個月的實習歷程，確是一番不一樣的體驗。從恆常
工作中探索社區，與街坊對話間建立感情，在參訪活
動裡了解時務；這些都是是次經民聯暑期實習計劃帶
給我的難忘經歷。非常感謝經民聯、校方及議員辦事
處方面安排協調了是次活動，賦予我一個把所學知識
與實際社會環境熔煉為一體的契機。

余咏霖
在接近七星期的暑期實習中，有幸在經民聯的安排下於
立法會跟隨梁美芬博士學習真的萬分榮幸！這次的實習
完全擴闊了我的眼界，感激辦事處的照顧及安排，讓我
能夠接觸到議案發言的準備工作、籌備記者招待會、文
件翻譯和訪客接待等工作，嘗試了平常沒有機會體驗的
工作，實在獲益匪淺！某一次跟隨梁美芬博士出席區議
會外的記招，我們甚至遇到劉小麗「狙擊」博士，平常
只能在電視上看到的畫面，竟能親歷其中，實在眼界大
開！同時，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們，也很難得
有機會在經民聯的地區活動上擔任主持，突破自己。最
後，真的衷心感謝經民聯、梁博士和待我親切的「上司」
們給了我很多的學習機會。

何欣
以往對於議員的工作只有較為片面的了解，實習過後令我
對區議員的地區工作有更深的認識，讓我反思政策的訂立，
也了解到政黨的運作。我非常感謝區議員以及各前輩的指
導與支持，他們給予我發揮的空間，讓我自行在社區開設
普通話班，運用自己的專業知識進行地區服務。地區工作
也令我在待人處事方面變得更加成熟，懂得處理市民的不
同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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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灝正
非常感謝經民聯提供實習機會，讓我們參與地區事務
工作，從協助區議員深耕細作中，我深深體會務實惠
民的精神與經營社區的重要性，有助了解香港社區的
現況與居民的想法。除了加強待人接物的技巧外，各
種參訪活動與研修講座亦使我受益匪淺，對社會主要
機關的運作模式與相關議題有更深入的反思。以上種
種實習機會與經驗，都為我日後投身社會做好準備，
紮穩根基。

張嘉希
這是我大學生涯以來第一次實習。實習前，對政黨工
作充滿幻想，好的有，不好的也有。記得第一日實習，
內心忐忑，膽戰心驚，但助理們的耐心教導，以及看
到議員對社區的重視，讓我知道民生無小事，亦對地
區工作開始感興趣，更改變了對政界的舊有看法。感
謝他們讓我在實習期內勇於嘗試，敢於創新，並從旁
指導，包容我的不足，令我能夠在這個半月的實習期
裏滿載而歸。

唐堂
今年暑假，參加經民聯的實習計劃令我獲益良多。為了
增加實習生的學習機會，經民聯舉辦了各種各樣參觀及
其他學習活動，包括參觀電視台新聞部和港燈等著名機
構，了解其背後的運作令我印象深刻。除了活動，實習
期間也讓我深入了解區議員辦事處的運作流程、回應及
處理市民訴求、宣傳和舉辦活動等各項具體工作，十分
感激經民聯賦予我機會，讓我獲得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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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俊雅
有幸今年成為經民聯實習計劃的一員，六星期的實習
絕對是一次難能可貴的體驗。除了豐富的活動內容
外，更可以在工餘時間出席政治研修講座。當中包括
探討土地房屋政策、如何準備新聞稿等講座，大大加
深了我對香港社會議題的認識，好讓我裝備自己，迎
接未來的挑戰。很高興是次實習能與不同大專院校的
同學一起學習，一起成長，建立深厚的友誼。

梁子寬
透過參與此計劃，我體會到經民聯在推動民生方面作出
了很大努力。於地區工作期間，我了解到居民在住房、
經濟和日常生活所遭遇的難題。我學習到怎樣把他們的
訴求轉達當局，以及如何提升市民對經民聯的支持，達
致社會共融的目標。至於各研修講座和參觀活動，都予
我們機會與專業人士交流及加深社會各行各業的認識，
實在使我獲益良多﹗

葉紀瑜
身為一名修讀科學和科技的學生， 我本身對政治的
了解不多。但於這次經民聯的實習計劃，大大提升了
我對政治的了解和興趣。在與不同的議員、幹事、委
員和員工的工作過程中，我深入了解到經民聯對市民
所付出的一切。我也明白到他們對香港的貢獻，一些
市民看似簡單的任務，原來需要他們背後很多的努
力才可以完成。我最欣賞的是經民聯對環境保育的重
視，這是在很多其他組織都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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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曉程
實習之前，我跟一般市民的看法一樣，認為區議員的
工作十分簡單。可是實習過程中令我發現即使申請加
設巴士站，當中都涉及很多的程序及技巧。很感激陳
灶良議員給我很多學習的機會，讓我體驗很多平日無
法接觸的範疇，例如擺街站、與政府部門聯絡、回應
市民投訴、參與區議會會議等等。更重要的是讓我接
觸到不同的人，學會待人接物，可謂終身受益。也十
分感謝經民聯為我們精心安排參觀活動，讓我們大開
眼界，加深對政治工作的理解。

郭明德
在是次實習中，經民聯為一眾實習生安排了不同的參
觀活動，使我能夠獲得寶貴的經驗，參觀一些平時較
難有機會進入的地方，例如水耕農場、港鐵車廠及發
電廠等，加深了我對各行各業的了解，令我大開眼
界。另外，在工作方面，我亦對經民聯的地區工作和
運作有更深的體會，明白到區議員及其助理的工作並
不容易，且十分忙碌，甚至需要犧牲私人時間去處理
地區事務，付出很大。

陳上駿
「民生無小事」相信是我在這次實習生計劃中獲得的最
大得著，感受每一個細節就是我在實習生計劃中的最大
收獲。在區議員辦事處工作看到的一事一物，遇到的每
一個街坊，了解到一個成功的區議員必先得到居民信
任。回應居民每一個訴求、正視每一個區內議題，並且
不拘小節為街坊服務，才能為議員打好根基。

20



陳嘉皓
在立法會議員辦事處實習，讓我了解到議員如何立足
專業，議政論政；窺探政黨、媒體和公關之間如何互
動，以讓不同的議題得到關注。此外，聯盟為同學精
心安排的一系列參觀與講座，令我們得以認識不同社
會議題，度過了一個充實的暑假。

陳亦謙
在這兩個月的實習中，經民聯給予我們不同民生工作
及活動參觀的機會。除了議員及職員外，我還認識到
街坊丶義工丶鄰區議員，能夠一同服務市民，交流
經驗，互相幫助。這不但令我感到十分榮幸及感恩，
而且大大改善我待人接物的方式。而多樣化的參觀
及講座，除了令我擴闊視野外，更豐富了人生閱歷。

陳健朗
經民聯給我一個接觸地區工作的機會，能夠參與其中
感到十分榮幸。由設計海報、撰寫信件、到擺放街站
及入村處理街坊意見等。經歷這個暑假，我除了體會
到每位經民聯的區議員為社區所付出的汗水外，更能
學習他們盡心盡力服務居民的堅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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