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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 投身實踐, 飛躍自我》 

 

創新、創科、再創業  津港青年大合作 
－香港青年天津高新區實習計劃 

背景: 

 天津高新區 1988 年成立, 1991 年經國務院批准成為首批國家級高新區。2014 年經國務

院批准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2017 年獲批建設國家雙創示範基地。以改革激發內生動

力, 以開放聚合全球資源, 以創新驅動區域發展。 

截至 2017 年上半年, 集聚科技型中小企業 10191 家, 科技億元企業 415 家, 高新技術

企業 825 家, 新三板掛牌企業 51 家。創新平臺加速建設, 市級以上孵化器和眾創空間 28

家, 國家級孵化器和眾創空間累計達到 14 家, 企業有效專利總數達到 19038 件, 人均智慧

財產權數量走在全國前列。 

 

目的： 

1. 瞭解內地經濟發展與社會現狀, 瞭解內地工作環境及競爭壓力; 

2. 瞭解工作崗位的內容, 職責範圍, 團隊精神, 企業經營管理和文化; 

3. 瞭解內地青年創科創新創業的氛圍, 學習項目管理經驗; 

4. 在“非工作時間”, 學生將參觀交流, 瞭解當地的歷史和民俗文化。 

 

理念： 

1. 學以致用，將所學與實踐相結合，在實踐中發揮自己的專才 

2. 投身實踐，在實踐中提升自身內涵，增廣見聞，擴寬眼界 

3. 飛躍自我，促進自我發展，促進社會的進步與發展 

 

主辦機構:  井岡山教育基金 - 香港政府 Section 88 慈善機構 

支持機構:  天津海外聯誼會 

活動性質:   香港特區政府青年事務委員會資助, 非牟利性質活動 

總人數;   16 名 

 

城市:   天津市 

接待機構:  天津高新區 

實習時間:  2018.06.20 － 2018.07.11 (14 天實習, 3 天參觀, 3 天自由活動) 

 

實習企業:  (1) 智慧山藝術中心 

實習内容:   活動策劃  

實習人數:       2 人 

實習要求: 具有良好的組織協調、語言表達和人際溝通能力; 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能

服從現場工作人員的管理; 希望您能與我們一起，秉持“發現先鋒藝術”

的初衷加入，為讓更多人感受藝術的美好和有趣的人做創新的事，與藝

術中心文青團隊一起工作，加入現場觀眾熱情的互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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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企業:  (2) 樂道互動（天津）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設計 

實習人數:        2 - 3 人 

實習要求: 具有良好的組織協調、語言表達和人際溝通能力; 有良好的團隊精神，能

服從現場工作人員的管理; 希望您能與我們一起，秉持“發現先鋒藝術”

的初衷加入，為讓更多人感受藝術的美好和有趣的人做創新的事，與藝

術中心文青團隊一起工作，加入現場觀眾熱情的互動中。 

遊戲美術設計崗 2 人（符合或接近以下任意一個即可） 

【3D 模型設計師】職位描述： 

1. 負責手機遊戲美術製作，包括 3D 角色、3D 場景。 

2. 模型貼圖、渲染光暈、材質表現…逐步將你心中 3D 的世界實現。 

任職要求: 

1. 熱愛遊戲，熱愛模型、雕塑。 

2. 藝術類相關專業畢業。 

3. 具備一定的有鑒賞能力，並熟練操作 cad 和 max 等相關軟體。 

4. 具有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勤奮務實，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遊戲 UI 設計師】職位描述： 

負責遊戲中華麗的介面、細緻入微的 icon 等，引領玩家互動。  

任職要求: 

1. 熱愛遊戲，熱愛美術設計。 

2. 藝術類相關專業畢業。 

3. 具備一定的美術基礎，並擁有相關的軟體基礎。 

4. 有很好的團隊合作精神，擅長溝通，能承受工作壓力。 

5. 很好的學習/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快，熟練使用 PS 等相關美術軟體。 

【動作特效設計師】職位描述： 

1. 負責手機遊戲美術製作，包括動作和特效。 

2. 負責角色的嬉笑怒駡、打鬥行動和遊戲世界的聲影變幻，特效渲染。 

任職要求: 

1. 熱愛遊戲，熱愛動畫、影視。 

2. 對動畫規律有一定的掌握。 

3. 具有良好的團隊合作精神，勤奮務實，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 

 

實習企業:  (3) 世紀座標（天津）品牌創意發展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設計助理 

實習人數:       2 - 3 人 

實習要求:  熟悉設計軟體和印刷知識，對地產有一定的見解，對自己的作品總是帶

著藝術的眼光去拔刺，設計風格獨特，具備一定的創意概念表現能力，

富於好奇心和創新精神,對新事物有較好理悟能力。 

 

實習企業:  (4) 愷通（天津）網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文字編輯 

實習人數:       2 人 

實習要求:       有文字寫作功底, 負責微信內容的創作、策劃及文案素材的採訪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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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企業:  (5)  天津高新區科技金融服務中心 

實習内容:  科技金融研究 

實習人數:       1 人 

實習要求:   主要協助收集整理資訊。 

 

實習企業:  (6)  天津阿斯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銷售助理 

實習人數:       1 人 

實習要求:  富有開拓精神和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有很強的學習和溝通能力，良好  

的協調能力、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實習企業:  (7)  天津摩瑞思房地產服務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a. 人事管理   b. 物業管理 

實習人數:       2 人 

實習要求:  a. 熟練操作辦公軟體, 責任心強, 親和力好, 善於溝通, 認真細心。 

   b. 具有較強的學習能力；具有敏銳的洞察力；具有一定的溝通能力。 

 

實習企業:  (8)  天津欣途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節能減排設備市場推廣 

實習人數:       1 人 

實習要求:  富有開拓精神和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有很強的學習和溝通能力，良好  

的協調能力、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實習企業:  (9)  天津市新徑進出口貿易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貿易 

實習人數:       2 人 

實習要求:  富有開拓精神和良好的團隊合作意識, 有很強的學習和溝通能力, 良好

的協調能力、應變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實習企業:  (10)  天津雅華科技有限公司 

實習内容:  醫療器械品牌研究 

實習人數:       1 人 

實習要求:   有團隊精神, 較強的學習和溝通能力, 良好的協調能力。 

 

 

實習內容和目的: 

1. 瞭解中國和香港青年的創新創科創業的實況 

2. 瞭解高新科技的內容和應用 

3. 認識內地高新區, 政府, 行業和參與者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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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Requirements: 

1. 出發前, 實習同學分組蒐集天津高新區資料, 並作有關的介紹。 

2. 實習過程中, 同學需注重觀察, 做好影相紀錄, 工作日記, 和訪問交流。 

3. 實習完成後, 每個實習同學需遞交一份實習報告, 介紹經過實習階段, 對天津

整體創新創科和創業的認識, 和實習企業的文化, 工作團隊和經驗教訓的分享。 

 

交通安排:   香港 － 天津 (航空/高鐵) 

住宿標準:  如家快捷酒店, 兩人一間 

 

保險、緊急事故應變安排 

香港購買全額旅遊保險, 範疇包括醫療, 意外, 全球緊急支援和回港等內容。 

 

非工作日參觀活動安排: （活動安排將根據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每周實習五日, 逢周末二日休息。三個周末休假集體活動, 組織當地參觀考察。三個周末休

假日, 自由活動。 

參加者的申請方法及準則:  

1. 18－29 歲並持有有效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證的本港青年 

2. 需準備簡歷和一份申請，著重表述參加實習計劃的原因 

3. 導師/教授的推薦信 

4. 優先考慮家庭條件一般的香港青年 

5. 繳交按金港幣 2000 元，將於回港 2 個月內免息退還按金 

啓程前活動 

1. 公開實習企業資料及實習崗位，根據學生專業及意願進行崗位分配 

2. 學生同機構簽署實習完成承諾書並繳付按金 

3. 召開學生實習分享會，邀請院校教授和成功企業精英分享成功心得 

回程後活動 

1. 回港青年分享會，邀請院校教授和學生通過照片視頻回顧和分享實習點滴 

2. 學生提交個人報告, 和/或小組對實習企業的實習報告, 反饋實習企業 

3. 通過報刊雜誌網絡等方式，對本次實習的過程與成果進行廣泛宣傳 

檢討及評估成效的方法 

1. 學生對機構實習安排的評估（評估表一）內容有: 活動安排，實習企業 

2. 企業對學生實習表現的評估（評估表二）內容有: 實習期間的表現及能力 

 

 

 

 

 

 

 

 

 

 

 

*截止報名日期 

2018 年 03 月 31 日 

李小姐 

電郵: cbc6.3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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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以致用, 投身實踐, 飛躍自我》報名表  

創科, 創新, 創業－香港青年天津高新區實習計劃 

就讀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英文)  

(中文)  

班級:  就讀科目:  

個人資料(必須與回鄉證/護照相同) 

姓名: (英文) (中文):  

性別:  出生日期:  身份証號碼:  

回鄉証號碼:  回鄉証有效期:  

聯絡電話:(住宅)  (手提)  

WhatApp: WeChat(h 微信): 

電郵: 

緊急情況通知人:                 關係:                 手提:  

通訊地址: (中文)  

         (英文)  

對是次活動之期望:   

 

如何得知本會活動消息：學校/老師 朋友 海報/橫額 電郵 網站 其他 

住宿安排: 請盡量安排我與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入住同一宿位房間。 

(jgm 會因應您的要求而盡量為您安排，但要視乎情況而定。如未能完全符合您的要求，敬請見諒。) 

您是否害怕個別動物/對個別食物有敏感/或有特別的飲食要求, 請註明: ___________ 

您是否有任何健康問題, 如敏感﹑哮喘﹑心臟病等,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個人資料只供主辦機構使用   

*井岡山教育基金保留活動內容最終決定權 

*請細閱附件中各條款，並於下方簽署確認同意。如參加者未滿 18 歲，則需由家長/

監護人簽署確認。 

學生簽署：  家長姓名和聯絡電話: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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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款 
報名手續: 須遞交以下文件 

 一份填妥之報名表, 學生證和最近一學期之校內成績表副本, 證件相一張(一年內近照) 

 錄取後交港幣報名費$500 元和按金$2000 元(按金於實習團完結後二個月內免息退還)  

 香港學生身份證及回鄉証副本(回鄉証由出發起有效三個月) 

 名額 16 個。先到者先行面試, 額滿即止, 為免向隅, 請各同學盡早報名 

 報名表可自網上 http: //www.jgm.org.hk 下載 

費用包括: 

 來回機票/高鐵(連機場稅及航空公司燃油附加費) • 食宿 

 旅遊巴費用, 內地實習交通費用  • 公眾責任保險及旅遊保險費用 

費用不包括: 行李超重費,  自選旅遊項目的費用 

報名費付款方式: 

1) 支票形式，抬頭註明“井岡山教育基金”, 支票背面必須寫上學生的中﹑英文姓名﹑及聯

絡電話，寄回本辦事處, 依報名截止日期前收到為準。 

2) 轉賬形式，請將過戶收據副本即時寄回或 s 傳真至本辦事處(852) 28335807。 

中國銀行戶口: 井岡山教育基金  戶口號碼: 012-645-1-001729 

3) 請向本辦事處會計人員索取收條, 以供備查。 

注意事項: 學生必須在指定限期內(2018 年 03 月 31 日)繳交費用，否則本會保留取消申請

資格的權利。如學生因個人理由取消行程，本會將不會退回報名費及按金。 

責任範圍 

- 本會不容許任何人自行離隊或於當日行程完結後離開住宿範圍。任何人自行離隊或於當

日行程完結後離開住宿範圍，其一切損失，必須自行承擔，本會一概不會負責。 

- 如有任何人身或財物出現遺失﹑損毀或受傷等情況，不論事故成因為何，本會均毋須對

此等事故承擔任何責任，除非有法律條文明文規定免責條文不適用於此等情況。 

- 本會只承擔於根據青年事務委員會之要求所購買的公眾責任保險及旅遊保險中受保範圍

內之責任條款。其他責任須由參加者自行承擔。 

- 出發日期如有更改，本會將於出發前 7 日與各參加者再確認。參加者可因出發日期有所

更改而取消行程。在此情況下，本會將全數退回學生所繳交的費用，但無需負上取消行程

之任何責任。 

- 實習團出發人數以 12 人以上為準。如因人數不足，或其它問題等，本會將於出發前 7 日

取消行程。在此情況下，本會將全數退回學生所繳交的費用，但無需負上任何取消行程之

責任。參觀活動之安排可能因天氣或突發事故而有所更改，最終以當地機構的決定為準。 

其他事項 

各參加者必須參加實習團出發簡介會，無故缺席者，本會將保留取消其參加資格之權利。 

各參加者必須於實習團期間將回鄉證交予領隊託管。 

各參加者請準備一份紀念品予當地青少年作聯歡用。 

各參加者必須於遊學團完結後一個月內提交感想，部份參加者亦需要就青年事務委員會要

求向會方作簡短匯報，否則主會將保留不退還按金之權利。 

本會保留對各報名者參加資格的最終決定權。 

 

井岡山教育基金 

香港灣仔摩理臣山道九號, 天樂廣場 20B, 電話: 2833 5208 傳真: 2833 5807 

Email: cbc6.30@gmail.com http: //www.jgm.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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