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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FINEN001 

 

2019年7月21日 至 2018年7月29日    8天項目 (澳洲1) 

2019年8月11日 至 2018年8月18日    8天項目 (澳洲2) 

2020年7月19日 至 2018年7月26日    8天項目 (澳洲3) 

2020年8月9日 至 2018年8月16日    8天項目 (澳洲4) 
 

 

國際金融及英語實訓項目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 ENGLISH TRAINING PROGRAM (IFETP) 

 

 

500 強國際金融及英語實訓項目 是針對所面對 4 個範疇 “就業, 創業, 升學, 管理”,而作出一個研討、學習及

體驗的項目. 

“就業” 或 “創業”, 是學生一畢業所面對的人生安排, 我們安排在跨國企業學習, 得到跨國企業導師的輔導

及傳授, 在全球化的不斷變化的環境中, 對將來的就業及創業的安排會比其他學生更勝一籌. 

“升學” , 有些學生可能會繼續升學, 我們安排參觀悉尼大學, 知道國際性知名大學的收生要求及情況, 對學生

投入國際高端的學校有所準備及體會. 

“管理”, 人生之中, 不管對自己的管理及工作的管理, 管理是很重要的. 我們安排銷售管理及人生規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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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INTERNATIONAL 

項目是在澳洲悉尼舉行的. 澳大利亞是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作為南半球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和全球第

12 大經濟體、全球第四大農產品出口國，其也是多種礦產出口量全球第一的國家，因此被稱作“坐在礦車上的

國家”。同時，澳大利亞也是世界上放養綿羊數量和出口羊毛最多的國家，也被稱為“騎在羊背的國家”。澳大

利亞人口高度都市化，近一半國民居住在悉尼和墨爾本兩大城市，全國多個城市曾被評為世界上最適宜居住的地

方之一。其也是一個體育強國，常年舉辦全球多項體育盛事。澳大利亞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是亞太經合組織的創

始成員，也是聯合國、20 國集團、英聯邦、太平洋安全保障條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太平洋島國論壇的成

員。  

悉尼是澳大利亞第一大城市及新南威爾士州首府，澳大利亞經濟、金融、航運和旅遊中心，世界著名的國際大都

市。悉尼在澳大利亞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悉尼都會區人口 467 萬人（2011-2012 官方統計）。人口密

度為每平方公里 380 人。內悉尼是澳大利亞人口最稠密的地方，每平方公里有 4,023 人。悉尼唐人街 2001 年

的人口普查中，悉尼市民最普遍把自己的血統形容為澳大利亞人、英國人及愛爾蘭人。三大移民來源地為英國、

大中華地區及新西蘭。另外，不少移民來自越南、黎巴嫩、義大利、印度及菲律賓。大多數悉尼人是以英語為母

語的；不少會說第二語言，最普遍的是中文（粵語和普通話）、阿拉伯語（包括黎巴嫩語）及希臘語。 

悉尼是多項重要國際體育賽事的舉辦城市，曾舉辦過包括 1938 年英聯邦運動會、2000 年悉尼奧運會及 2003

年世界盃橄欖球賽等。作為國際著名的旅遊勝地，悉尼以情人港、海灘、歌劇院和港灣大橋等標誌性建築而聞名

遐邇。 

學習國際企業的金融管理. 2013 年，悉尼的區域生產總值達到 3374.5 億美元，高於丹麥，香港，新加坡等發達

國家及地區。高度發達的金融業，製造業和旅遊業是悉尼市場經濟的主體。其中，世界頂級跨國企業、國內外金

融機構的總部均紮根悉尼。同時，悉尼也是澳大利亞證券交易所、澳大利亞儲備銀行以及美國二十世紀福克斯製

片廠的所在地。 

參觀悉尼大學.悉尼大學（The University of Sydney）始建於 1850 年，是坐落于澳洲金融之都悉尼市中心的一

所世界頂尖歷史名校，被眾權威媒體譽為世界最漂亮的大學校園之一。作為整個澳洲乃至南半球的第一所大學，

悉尼大學同時也是環太平洋大學聯盟、澳洲八校聯盟、亞太國際貿易教育暨研究聯盟的核心成員。排名方面，悉

尼大學在最新的 2015 英國 QS 世界大學排名中排名全球第 36；在美國世界新聞週刊世界大學排名中位列全球

第 45；在 2016 最新出爐的 QS 世界大學畢業生競爭力排名中，更是以極大優勢遠超澳洲其他大學榮登澳大利

亞榜首，位列全球第 14。 

一個半世紀以來，悉尼大學師生先後創造了無線網路 WIFI、心臟起搏器、B 超掃描器、飛機黑匣子等改變世界

的發明；1/3 的澳洲諾貝爾獎得主更是為悉尼大學校友，這一數字遙遙領先于澳洲其他大學，領跑著整個澳洲科

學與技術的發展。 

不僅如此，悉尼大學畢業生還一直牢牢掌控著澳洲的政治與經濟命脈。校友包括首任總理艾德蒙和現任總理特恩

布林等在內的八位澳洲總理，現任六位聯邦大法官中的三位和唯一澳籍聯合國主席；此外，世界銀行總裁、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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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RBA 行長，澳最大投行麥格理集團總裁等知名政商界人士均畢業于悉尼大學。悉尼大學也因此一直穩坐澳

洲擁有最多億萬富翁畢業生數量的大學。 

在澳洲安排國際志願者項目. 志願者工作對澳大利亞的經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10 年，六百一十萬澳大利亞

人走上了志願者崗位。如果按照平均工資結算，他們的薪酬可以達到兩百五十四億澳元。 

畢業生 Nicky Ringland 在悉尼大學國際電腦科學學院協助運營了眾多學校的專案，她的志願工作造福了廣大師

生，這一直以來也是她引以為傲的經歷。無論做什麼樣的工作，開始之前你都需要一定的訓練。對於大學志願者

來說也是一樣的，你需要明白活動是如何組織的，學習與人溝通的技能，提高解決問題與團隊協作的能力。無論

你是想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還是只是想學習新技能，成為一名志願者都是你的不二之選。 

志願者中有來自五湖四海不同行業的人們，你也不知道哪一個小夥伴會成為你推心置腹的好朋友。無論你是靦腆

害羞不善交際的學生還是叱吒風雲的社交達人，都需要你去與各種各樣的陌生人打交道，拓展交際圈。作為一個

志願者，在助人的同時，也是自助。在使其他生命活出色彩的同時，志願者也可以從中得到思想上的昇華，學會

與人溝通，學會關愛他人，也更深刻地領會到生命的意義。  

    

金融 FINANCIAL 

國際企業的學習. 系統瞭解資本市場的運作模式與財富管理的產品結構，深入感受國際企業不同的文化和工作方

式，助你實現由在校學子到職場精英的華麗蛻變。在澳洲完成相關的入職產品培訓和專業知識培訓後，完成國際

企業的行業調研報告、企業調研報告、客戶調研與財務規劃等工作，並向企業高層直接展示工作成果，迅速提升

分析能力、抗壓能力、溝通能力、演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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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會安排到澳洲的華爾街—悉尼金融中心: 馬丁廣場, 金融中心的地段進行參觀  

 

英語 ENGLISH 

 

為中國學生定制課程，內容涉及英語演講及交流技巧、澳洲文化、英語在學術調研中的應用、英語語音，口語演

講等，全面提升學生的學術技能 

實訓 TRAINGING 

 

銷售管理：短時間內高強度的工作，極大的工作壓力，鍛煉每位參與者的分析、判斷、溝通、決策及團隊協作能

力，迅速提高時間管理能力及領導力. 

 

人生規劃管理：製作一個商業研習書的過程中學到的寶貴管理經驗，同樣適用于人生規劃，更好的設計、管理人

生過程中的每一步、每一個階段，包括未來的職場規劃、生活規劃，讓您更好的朝著一個更美好、更明確的前進

方向. 

 

項目 PROGRAMME 

 

與我們一起，你會結識來自全國各大名校的精英學子，賽場上是對手，賽場下是朋友。在澳洲國際企業，你有機

會和商界精英一起探討國際企業和金融界的發展建設。緊張的學習和工作之餘，與商界高層共聚一堂、暢所欲言。 

和企業高管面對面交流，見識成功人士風采，體會智慧的人生 

同國際企業高管近距離接觸，感受高效務實的商業智慧，體驗親切和睦的社會人文 

和各校精英並肩戰鬥，同台競技，積累精英人脈 

與來自全國各大名校的精英學子團隊協作，一起體驗奮鬥的艱辛，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悅，於互動、協作、交流中

廣交各地青年俊傑，建立精英人脈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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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優勢 

 

1. 港通國際交流中心主席所頒發的項目推薦信 

 

2. 澳洲國際企業的研習, 並取得澳洲實訓的證書 

 

3. 國際志願者項目的體會, 並取得相關的證書 

 

4. 澳洲悉尼大橋Sydney Harbour Bridge 所頒發的Climber Certificate 

 

5. 免費一年會員費用, 一年內可免費參加香港中華教育協會在大中華(中國, 臺灣, 香港, 澳門)舉辦的研討

會及講座, 建立優勝人脈圈 

 

6. 對就業, 創業, 升學, 人生管理及商業管理作出很好的規劃及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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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Organzier  

港通國際交流中心 Pala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Centre 

 

 

港通國際交流中心是由一群關注學生未來發展的商界精英及社會領袖策劃並創建，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公司

條例(香港法例第 32 章)在香港註冊成立, 並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業登記條例(第 310 章)於香港領取香港

商業登記證。管理層於 1999 年已開始參與和推動香港及國際交流的發展, 並積極推動中港臺澳及國際交流的發

展和事務。旨在拓寬學生的國際視野、提升綜合競爭力。公司彙集大陸、香港及海外眾多商界及社會精英，整合

國際眾多知名企業及高等學府資源，為那些追求高品位、立志成為跨國企業商業精英的有志青年大學生在香港及

海外知名 500 強企業進行實習、培訓、交流提供高端商務平臺及專業解決方案。港通國際始終宣導有相容心，

打破個性限制，讀萬卷書，打破時間限制，行萬里路，打破空間限制，交八方友，打破圈子限制，做多元事，打

破專業限制的理念，幫助國內莘莘學子走向國際、豐富學識、轉變觀念、拓展思維、提升自信。港通國際始終秉

持業精於勤、厚德載物的中華民族祖訓，以誠信、創新、競合、卓越的企業精神與每一個有夢想的學生共創錦繡

前程。 

港通國際交流中心的願景:  為交流者的夢想啟航!  Navigating Exchanger Dream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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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如下: 
 早上 下午 晚上 

第一天 出發到澳洲 航機上 團隊會議, 熟悉日程的安排, 

明確責任及分工 

第二天 澳洲悉尼大學參觀, 體驗當地華人在澳

洲的學習情況, 並參觀大學內的各項設

施 

悉尼塔上品嘗迎新午宴, 走進悉尼金融

中心, 悉尼華爾街之稱: 馬丁廣場, 並

漫遊悉尼大街小巷, 沿途經過悉尼歌劇

院及悉尼碼頭 

團隊介紹及準備, 最後一天報

告書的準備 

第三天 國際企業參訪 1: 企業高層接見, 瞭解

澳洲的經濟概況, 企業的發展及概況, 

及將來企業新的方案 

國際企業參訪 2: 深入瞭解企業的文化, 

個案研究, 答問環節 

與導師深入溝通和交流, 個案

分析研究及準備 

第四天 悉尼大橋, 訓練膽量及能力的鍛煉, 完

成後並獲頒發 Climber Certificate 

參觀澳洲博物館, 唐人街及帕迪市場

(Paddy’s Market) 

分享&日記, 回顧收穫 

第五天 英語實訓 1: 禮儀英語學習 國際志願者活動: 安排極具義意的體驗

給學員, 例如探訪安老院, 探訪當地社

區設施, 清潔活動等(當日安排其中 1

個活動給學員) 

報告書完成初犒 

第六天 英語實訓 2: 商業英語 澳洲動物園參觀: 瞭解動物園的運作,

大家並可欣賞到樹熊, 袋鼠等可愛動物 

報告書展示的準備, 實習報告

完成終犒 

第七天 英語實訓 3: 夢想 研習報告遞交及分享, 實習報告展示,

導師點評,進行結幕禮, 頒發證書及推

薦信 

慶祝完成項目學習, 晚宴慶祝 

第八天 收拾行李 專車送到機場 返回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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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可有 比賽證書, 推薦信, 志願者證書, Climber Certificate 

1. 頒發通國際交流中心主席所頒發的項目推薦信 

2. 頒發澳洲國際企業的研習, 並取得澳洲實訓的證書 

3. 獲得際志願者項目的體會, 並取得相關的證書 

4. 澳洲悉尼大橋 Sydney Harbour Bridge 所頒發的 Climber Certificate 
 

 

 

 



(牌照 Licence: 353471) 自置物業地址: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 2 號鴻光商場 1 樓 7 室 

Address: Rm 7, 1/F, Hung Kwong Bldg, 2 Tung Choi St, Hong Kong 

   電話 Tel: (852) 2368 5068  ;  電郵 Fax: (852) 2368 5066 

     電郵 E-mail: info@piec.hk  ;  網頁 Website: www.piec.hk 

查詢: Whatsapp: (852) 9481 2173 / 電郵: info@piec.hk / QQ: 3482463821(港通国际) / 微信號: 港通国际交流中心 

 

 

通國際交流中心首席顧問博士所頒發的項目推薦信 樣板 

 

 

澳洲國際企業的研習, 並取得澳洲實訓的證書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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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志願者項目證書  樣板 

 

 

 

 

澳洲悉尼大橋 Sydney Harbour Bridge 所頒發的 Climber Certificate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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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者資格: 就讀的中學生, 大學生 (13-23 歲) 

 

報名費用: 1,200 人民幣 
(須經過電話面試, 面試內容主要圍繞 7 天在悉尼體驗的心理素質, 個人領導力, 團體合作的素質, 對澳洲的看法, 

語言能力, 溝通技巧等) 

專案費用: 28,000 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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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步驟 Application Steps  

>> 步驟一: 微信公眾號提交申請或網上申請   Step One: Making an applicant  

方法一：微信公眾號：港通國際交流中心 報名申請 

方法二：線上申請：登陸 http://www.piec.hk 網申 

方法三：郵件申請：填寫報名表格, 完成後，連同個人簡歷（中文或英文）及照片，以 “Apply for 項目名稱——

項目時間——公司名稱——學校——姓名”為郵件主題，發送至 cs@piec.hk  

>> 步驟二: 審核和專案諮詢    Step  Two : Auditing and project consulting  

申請者通過審核，需在兩個工作日內向港通國際交流中心提交報名費或其他等值外幣作為項目申請費用。若申請

者未能通過專案申請審批，申請費用將全額退還。若申請者中途退出或因個人理由終止申請，該申請費用將不予

退還。 

>> 步驟三: 面試及審核 Step Three: Interview 

公司的人力資源部門的工作人員會針對申請者的報名表對其安排面試或者電話面試，考核其團隊工作能力、語言

水準、電腦水準、理解溝通協調能力等綜合素質並對最終的審查結果進行備份。 

>> 步驟四: 行政決定 Step Four: Admissions decision  

公司的評估是基於申請者提供的資訊以及申請者面試之表現。 

行政決定並非公式化但會基於申請者的整體素質考慮。 

>> 步驟五: 接受錄取通知書和簽訂合同 Step Five: Accepting an offer  

如果申請者成功通過面試並且公司認為該申請者將會對專案做出積極的貢獻，港通國際交流中心就會電郵向你發

出錄取通知書。 

>> 步驟六: 交納專案費 Step Six: Paying Program Fees  

獲得專案參與資格的申請者應於指定日期內提交由候選人簽署的專案接受回執並在兩周內交納商業體檢計畫專

案費用。 

>> 步驟七: 準備赴港手續 Step Seven: Prepare for Australian Visa  

所有的國際專案申請者收到通知書後需要自己負責相關簽證，我們會出發前行前指導說明。在參加專案的過程

中，我們將賦予參與者實實在在的責任，以團隊為單位參與實際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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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及英語實訓項目 (澳洲) 

       
課程對象: 中學生, 大學生 (13-23 歲) 

課程天數: 8 天 

照顧比例: 1 : 15 (全程由專業導師及輔導員帶領) 

成團人數: 最少 20 位 

酒店住宿: 約 3 星, Ibis 或同級 

項目日期: 寒假, 暑假 

授課語言: 全程英語帶領及實訓, 普通話輔助 

特別要求: 基本的電話面試或電郵面試 

課程費用:  

參考時間安排 

 早上 下午 晚上 

第一天 出發到澳洲 航機上 團隊會議, 熟悉日程的安排 

第二天 澳洲悉尼大學參觀, 體驗當地華人

在澳洲的學習情況, 並參觀大學內

的各項設施 

悉尼塔上品嚐迎新午宴, 走進悉尼金融中

心, 悉尼華爾街之稱: 馬丁廣場, 並漫遊悉

尼大街小巷, 沿經悉尼歌劇院及悉尼碼頭 

團隊介紹及準備, 最後一天報

告書的準備 

第三天 國際企業參訪 1: 企業高層接見, 

瞭解澳洲的經濟概況, 企業的發展

及概況, 及將來企業新的方案 

國際企業參訪 2: 深入瞭解企業的文化, 個

案研究, 答問環節 

與導師深入溝通和交流, 個案

分析研究及準備 

第四天 悉尼大橋, 訓練膽量及能力的鍛

鍊, 完成後並獲頒發 Certificate 

參 觀 澳 洲 博 物 館 , 唐 人 街 及 帕 迪 市 場

(Paddy’s Market) 

分享&日記, 回顧收獲 

第五天 英語實訓 1: 禮儀英語學習 國際志願者活動: 安排極具義意的體驗給學

員, 例如探訪安老院, 探訪當地社區設施, 

清潔活動等(當日安排其中 1 個活動給學員) 

報告書完成初犒 

第六天 英語實訓 2: 商業英語 澳洲動物園參觀: 瞭解動物園的運作,大家

並可欣賞到樹熊, 袋鼠等可愛動物 

報告書展示的準備, 實習報告

完成終犒 

第七天 英語實訓 3: 夢想 研習報告遞交及分享, 實習報告展示,導師

點評,進行結幕禮, 頒發證書及推薦信 

慶祝完成項目學習, 晚宴慶祝 

第八天 收拾行李 專車送到機場 返回家中 

注意事項: 

 以上活動及安排僅作參考, 以當天實際情況最後安排為准,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網站 

 費用包括: 來回機票, 住宿費用(2 至 4 人 1 房為原則), 膳食(6 天早餐,1 天歡迎午宴及 1 天慶祝晚宴) 行程內的交通接載及帶領乘坐公交, 行

程內的安排節目, 參觀入場費、導師及輔導員費用, 教室及設備使用費, 講師課酬, 教材費, 證書費用, 本中心行政費用, 團體旅遊意外平安保

險, 持牌接待社服務費 

 費用不包括: 證件及簽證費用, 行程以外遊覽費用, 個人消費, 個人保險, 住宿單人房附加費, 迫不得已所增費用 

課程特色: 

* 學習, 參觀, 自由時間, 綜合體會澳洲金融的項目 

* 培養學員溝通的能力, 發揮領袖的能力 

* 特別針對金融及英語改善學員,提升學員的潛力  

* 增強金融學的知識及能力及英語實訓 

* 唯一提供綜合學習體驗的項目 

* 高專注力，培養團隊精神，加強責任感 

* 本中心主席頒發證書, 提升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