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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9年1月21日 至 2019年1月27日   7天項目 (香港) 

2. 2019年2月11日 至 2019年2月17日   7天項目 (香港) 

2. 2019年7月22日 至 2019年7月28日   7天項目 (香港) 

3. 2019年8月12日 至 2019年8月18日   7天項目 (香港) 
 

 

500 強國際金融管理專案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PROGRAM (IFMP) 

 

500 強國際金融管理專案 是針對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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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安排參觀香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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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是在香港舉行的. 香港是亞洲繁華的大都市，地區及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條件優越的天然深水港，1842 年

至 1997 年是英國的殖民地，1997 年 7 月 1 日回歸中國。香港面積約 1104 平方公里，人口超過 700 萬，主要

產業包括零售業、旅遊業、地產業、銀行及金融服務業、工貿服務業、社會和個人服務業。香港把華人的智慧與

西方社會制度的優勢合二為一，以廉潔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經濟體系以及完善的法治聞名於世。香港是

一個中西文化薈萃的地方, 國際大都會的城市, 全球 5 大金融交易中心, 有很多跨國知名企業進駐香港, 在香港

商業體驗就能感受國際化的生活節奏, 接觸得到國際的視野. 

學習國際企業的金融管理. 安排全球 500 強的跨國企業在香港研習, 不單能擴闊國際的視野, 在中西文化薈萃的

香港進行學習, 更有一番獨特的體驗：東西方文化的交融、不同種族的和睦相處、古老與現代文明的交相輝映、

人文情懷與自然美景的完美結合，點點滴滴，精彩紛呈，匯成一縷充滿本地色彩，唯香港獨有的文化. 

參觀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 學術排名亞洲第 1, 全球第 21，成立於 1911 年，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大學。發展至

今，學生人數已超過 22,000 人，包括 12,300 名本科生及 9,900 名研究生。港大一向推崇高質素教學，務求讓

學生有全面的發展。港大學科齊全，共有十所學院，課程涵蓋建築、人文、牙醫、教育、工程、法律、社會科學、

醫學、科學、經濟工管等範疇，超過二十九項本科課程加上逾百項高級學位課程，為同學提供最完備的本科教育

及專業深造課程。美麗的校園、濃厚的學術氣息、親切的大學生活、優良完善的教學設施和國際化的校園氛圍，

成為越來越多國內學生出國留學的首選. 

在香港安排國際志願者項目. 在社工起源的西方國家，平均每 1000 人有一位社工。而在香港，每 562 人即有一

位社工，遠遠超過發達國家水準。經過長年積累，香港的社工管理模式和運作經驗已經非常成熟。在香港，社會

工作有著一個完善的發展體系，提供的服務也很全面，針對各種不同的物件、不同的需求，會有不同的社會工作

組織或機構提供服務，這是我們內地所不及的。香港社會工作者對社工這一職業所投入的熱情和對人的那種期望

讓人讚賞；同學對香港複雜的群體中不同背景、宗教和文化人群提供志願服務，也提供了一個接觸社會的機會，

提供了一個鍛煉自己的機會。 使青年人有機會在發展自我的同時，也對身邊的環境和社會帶來積極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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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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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FINANCIAL 

500 強的跨國上市公司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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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強企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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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完成相關的入職產品培訓和專業知識

培訓後，完成金融行業調研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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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者會擁有一份跨國五百強外資企業高管簽發的工作推

薦信。 

 

有機會安排到香港的華爾街, 金融中心的地段進行參觀, 其中香港 3 大發鈔銀行, 中國銀行, 滙豐銀行及渣打銀

行都在中環金融區一帶, 進一步瞭解香港的金融市場及發展環保情況 

 

管理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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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五百強企業，你有

機會和商界精英一起探討跨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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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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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500強跨國企業的商業管理大賽, 並取得商業管理大賽的證書 

 

2. 500強跨國企業的研習, 並取得國際商業管理專案的推薦信 

 

3. 國際志願者項目的體會, 並取得相關的證書 

 

4. 港通國際交流中心主席所頒發的項目證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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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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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中華教育協會 

 

「香港中華教育協會」由一群對香港充滿信心及熱誠的商界精英及社會領袖策劃創建，旨在促進各界人士對香港

在經濟及社會方面發展的信心，並為加強香港和中國與外國的溝通，增進相互的瞭解及合作。「協會」屬自我監

管的組織，並無任何政治聯繫。  

為社會打造更美好的明天，是協會的工作和目標；因此，協會透過與不同機構合作舉辦各類的訓練營和文化交流

計畫，本會以促進海峽兩岸四地交往，讓兩岸四地大眾在金融、文化、學術、科技、衛生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

作,以及人員往來、研討等工作。  

 

 

安排如下: 
 

 早上 下午 晚上 

第一天 出發到香港 入住香港的酒店, 熟悉周邊環境 團隊會議, 熟悉日程的安排, 

明確責任及分工 

第二天 500 強實訓開幕儀式, 500 強高層致辭, 

經營業務和主要金融產品介紹, 500 強

公司戰略分析, 企業導師分配 

金融管理基礎學習, 全球金融市場及香

港金融市場介紹, 金融管理理論以及商

業策劃及銷售大賽的展開 

團隊介紹及準備, 最後一天報

告書的準備 

第三天 企業研習: 風險管理, 個案分析, 意外

風險管理的重要 

實用案例, 財務管理分析研討, 角色扮

演: 半天成財富管理大師 

與導師深入溝通和交流, 個案

分析研究及準備 

第四天 參觀香港大學, 參觀香港金融華爾街, 

瞭解中環金融中心的一帶發展 

國際志願者項目: 參訪香港安老院, 深

入瞭解香港的老人居住環境和生活 

分享&日記, 回顧收獲,報告

書完成初犒 

第五天 銷售大賽: 針對 500 強的財富管理某 1

產品/服務來展開公開發佈會演說 

金融管理市場學, 4P 市場模型分析, 企

業研習實踐商業策劃比賽預演, 與導師

小組討論 

報告書展示的準備, 實習報告

完成終犒 

第六天 商業策劃書遞交及分享, 實習報告展

示, 商業策劃決賽 

商業策劃演說, 小組及團隊匯報及 500

強導師點評,進行結幕禮, 頒發證書及

推薦信 

慶祝完成一星期的項目學習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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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案證明證書 

1. 頒發 500 強跨國集團, 商業策劃研討證書(分冠亞季及殿軍) 

2. 頒發 500 強跨國集團的推薦信 

3. 獲得香港中華教育協會頒發的國際志願者項目證書 

4. 獲港通國際交流中心主席簽發的項目證明證書 
 

 

商業策劃研討證書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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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強跨國集團的推薦信 樣板 
 

 

 

國際志願者項目證書  樣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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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席項目證書證明  樣板 
 

 

申請者資格: 就讀的高中生/大學生 

 

報名費用: 800 人民幣 
(須經過電話面試, 面試內容主要圍繞 7 天在香港體驗的心理素質, 個人領導力, 團體合作的素質, 對香港的看法, 

語言能力, 溝通技巧等) 

專案費用: 13,800 人民幣 

 

 

 

 

 

 

申請步驟 Application Ste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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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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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請：登陸 http://www.piec.hk 網申 

方法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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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姓名——電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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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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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負責老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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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納項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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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費用。 

>> 步驟七: 準備手續 Step Seven: Prepare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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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該項目是短期的遊學團, 受香港政

府監管(旅行社代理條例第 218 條), 在香港須香港持牌旅行社安排接待, 本中心為香港持牌旅行社, 香港旅行代

理商牌照: 353471, 該遊學團在香港獲得合法合規的保障) 

 

 

 

HKT7002 (單張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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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強國際金融管理項目 

    
課程對象: 中學生/大學生 

課程天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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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星市中心: 華麗都會酒店, 華麗海景酒店或同級 

項目日期: 每月 1 班 

授課語言: 普通話為主, 英語及廣東話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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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到香港 入住香港的酒店, 熟悉周邊環境 團隊會議, 熟悉日程的安排, 

明確責任及分工 

第二天 500 強實訓開幕儀式, 500 強高層致辭, 

經營業務和主要金融產品介紹, 500 強

公司戰略分析, 企業導師分配 

金融管理基礎學習, 全球金融市場及香

港金融市場介紹, 金融管理理論以及商

業策劃及銷售大賽的展開 

團隊介紹及準備, 最後一天報

告書的準備 

第三天 企業研習: 風險管理, 個案分析, 意外

風險管理的重要 

實用案例, 財務管理分析研討, 角色扮

演: 半天成財富管理大師 

與導師深入溝通和交流, 個案

分析研究及準備 

第四天 參觀香港大學, 參觀香港金融華爾街, 

瞭解中環金融中心的一帶發展 

國際志願者項目: 參訪香港安老院, 深

入瞭解香港的老人居住環境和生活 

分享&日記, 回顧收獲,報告

書完成初犒 

第五天 銷售大賽: 針對 500 強的財富管理某 1

產品/服務來展開公開發佈會演說 

金融管理市場學, 4P 市場模型分析, 企

業實踐商業策劃比賽預演, 小組討論 

報告書展示的準備, 實習報告

完成終犒 

第六天 商業策劃書遞交及分享, 實習報告展

示, 商業策劃決賽 

商業策劃演說, 小組及團隊匯報及 500

強導師點評,結幕禮, 頒發證書/推薦信 

慶祝完成一星期的項目學習 

第七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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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強公司最後安排為准, 條款及細則請參閱本中心網站: www.piec.hk 

 費用包括: 住宿費用(2 人 1 雙人房為原則), 行程內的交通接載及乘坐港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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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持牌接待社服務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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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 膳食, 迫不得已所增費用 

 該項目是短期的遊學團, 受香港政府監管(旅行社代理條例第 218 條), 在香港須香港持牌旅行社安排接待, 本中心為香港持牌

旅行社, 香港旅行代理商牌照: 353471, 該遊學團在香港獲得合法合規的保障 

課程特色: 

* 學習, 參觀, 自由時間, 綜合體會香港金融的項目 

* 培養學員溝通的能力, 發揮領袖的能力 

* 特別針對金融管理專業學員,提升學員的就業潛力  

* 增強金融管理學,營銷學的知識及能力 

* 香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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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