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龍總商會新紀元精英培訓計劃 2016 

 

主辦：九龍總商會 

協辦：香港中文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前前言言  

 

九龍總商會與香港中文大學均非常看重學生的多元發展，因此在一九九八年首次合作

舉辦大學生精英培訓計劃（原名「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劃」），邀請內地與香

港選派學生領袖，一起接受多元化和多文化的行政管理培訓；及後加入澳門與台灣著

名大學之參與，至今已舉辦了十七屆。 

  

目目的的  

 

在學生全面成長的理念下，除學術專科外，同學的體驗式學習也是全人教育的重要一

環。體驗式學習的精粹，旨在擴闊同學視野及培養綜合思考能力，使他們在現代社會

中能內省外顧，成為出色的領袖人才，貢獻社會。 

 

「九龍總商會新紀元精英培訓計劃」一直以「拓展國際視野、交流中華文化、認識當

代社會、學習現代管理技巧」為目標，讓高校學生通過專題講座、機構及企業參訪、

主題研討、城市考察、文化交流、領袖培訓等活動，學習不同領域的知識，認識和體

驗多元文化，以助其個人成長及畢業後的事業發展。 

  

日日期期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至十六日（共十二日） 

  

地地點點  

 

1. 台南 —— 位於台灣西南部，十七世紀的政經中心，故有「古都」之稱。現代台

南除了歷史遺跡，也保留當地民俗，並成為南台灣科學工業園區之重

鎮；以完整之半導體與光電產業聚落馳名全球。 

2. 台中 —— 台灣中部唯一的直轄市，二十年代是文化、政治、社會運動的中樞，

自此有「文化城」稱號。 

3. 台北 —— 人口密度在台灣居第一，是台灣政治、經濟與文化發展的中心，亦是

台灣最具國際知名度的都市，與鄰近的東亞城市長年在競爭力等項目

互見長短。 

4. 香港 —— 亞洲金融中心，也是中西文化交滙的地方。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評

選，香港在二零一五年已連續二十一年獲選為最自由經濟體。 

  



主主題題  

 

「立足亞洲，展望全球」 

 

二零一四及二零一五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會議之主題分別為「共同面向未來的

亞太伙伴關係」及「優質成長與人力開發」。就在東南亞崛起的時代，如何造就大中

華區的經濟成長？如何能立足亞洲，進而擴展全球經濟圈? 發展過程中對周邊帶來甚

麼文化與經濟的影響？站在歷史古都與現代科技交會的台南及中西文化融合的香港

探索人文與科技的交織，相信能為學員帶來深層之省思。透過一系列活動，「九龍總

商會新紀元精英培訓計劃」的參加者將對以上範疇作出探討及分析。 

  

參參加加者者  

  

參加者共116名，分佈如下： 

 

1. 42名內地學生 

2. 22名台灣學生 

3. 2名澳門學生 

4. 50名香港學生（包括 30 名香港中文大學學生） 

  

邀邀請請院院校校  

  

內地： 

1. 上海交通大學（上海市） 

2. 山東大學（山東省） 

3. 中山大學（廣東省） 

4.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省） 

5. 中國中醫科學院（北京市） 

6. 北京大學（北京市） 

7.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市） 

8. 四川大學（四川省） 

9. 吉林大學（吉林省） 

10. 西安交通大學（陜西省）   

11. 武漢大學（湖北省） 

12. 南京大學（江蘇省） 

13. 南開大學（天津市） 

14. 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省） 

15. 重慶大學（重慶市） 

16. 浙江大學（浙江省） 

17. 清華大學（北京市） 

18. 復旦大學（上海市） 

19. 貴州大學（貴州省） 

20. 雲南大學（雲南省） 

21. 廈門大學（福建省） 

22. 蘭州大學（甘肅省） 

 

澳門： 

23.  澳門大學 

 

台灣： 

24.  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 

25.  國立台灣大學（台北市） 

28.  國立政治大學（台北市） 

29.  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市） 



26.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27.  天主教輔仁大學（新北市） 

30.  國立交通大學（新竹市） 

31.  國立清華大學（新竹市） 

 

香港： 

32.  香港中文大學 

33. 香港大學 

34.  香港城市大學 

35.  香港科技大學 

36.  香港浸會大學 

37.  香港教育學院 

38. 香港理工大學 

39. 香港樹仁大學 

40. 恒生管理學院 

41. 珠海學院 

42. 嶺南大學 

  

內內容容  

  

 活動主要於台南和香港舉行，通過不同形式的培訓，探討有關主題，促進兩岸四

地的文化交流，並使各參加者對現今領袖的素質與責任有更深入的了解。 

 總活動日數為十二天，主要於國立成功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進行，全體參加者均

在校方安排的宿舍共住。 

 安排多種類的活動，包括主題研討會、專題講座、機構及企業參訪、城市考察和

文化景點參觀等，通過探討、分析、交流及鼓勵靈活思考，務求讓參加者對當前

形勢有更深入的認識。 

 安排參加者與新紀元舊生互動交流，以了解不同行業、體驗多元背景、增強人際

網絡。 

  

形形式式  

  

 生活：通過共同生活，讓來自不同文化的參加者有更深層次的接觸，體驗文化差

異，加深彼此的了解。 

 專題講座：邀請學者、專業人士等就不同主題與同學分享，讓參加者增進多方面

的知識。 

 主題研討會：分為兩部分，首先由嘉賓講者闡述計劃主題，繼而由參加者以跨院

校形式組成小隊，就主題作出回應與報告。 

 機構及企業參訪：安排參加者參觀各地之有關機構，了解企業的管理模式及發展

方向。 

 城市考察及文化景點參觀：參觀台灣及香港各地的主要名勝，以及了解當地民眾

生活。 

 聯誼活動：通過各種交誼場合，為促進參加者溝通和交流感情創造機會。 



活活動動日日程程*  

  

日期 活動 地點 

計劃啟動前

一天 

七月四日 

（星期一） 

下午 
香港組長、內地與澳門參加者自行集合於香

港中文大學 

院校地區 

香港中文大學 

晚上 
香港組長進行簡介會 

香港中文大學 
內地與澳門參加者互動交流 

第一日 

七月五日 

（星期二） 

上午 香港、澳門與內地參加者出發前往台南 香港台南 

下午 
台灣參加者集合於台南 院校地區台南 

香港、澳門與內地參加者抵達台南 台南 

晚上 歡迎宴 台南 

第二日 

七月六日 

（星期三） 

上午 
- 開幕儀式 

- 專題講座 
成功大學 

下午 
- 參觀成功大學博物館 

- 城市考察：安平區（古堡、樹屋、老街） 
台南 

晚上 參觀十鼓文化園區 台南 

第三日 

七月七日 

（星期四） 

上午 
- 專題講座 

- 機構／企業參訪（樹谷園區） 
台南 

下午 參觀台灣歷史博物館 台南 

晚上 遊覽花園夜市 台南 

第四日 

七月八日 

（星期五） 

上午 
所有參加者前往台中 台南台中 

城市考察：921 地震教育園區 台中 

下午 景點參觀：台中民俗公園 台中 

晚上 所有參加者前往台北 台中台北 

第五日 

七月九日 

（星期六） 

上午 專題講座 

台北 下午 機構／企業參訪 

晚上 景點參觀 

第六日 

七月十日 

（星期日） 

上午 機構／企業參訪 

台北 下午 參觀故宮博物院 

晚上 遊覽士林夜市 



第七日 

七月十一日 

（星期一） 

上午 所有參加者出發前往香港 台北香港 

下午 
- 參加者抵達香港中文大學 

- 參觀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 

晚上 分組活動 

第八日 

七月十二日 

（星期二） 

上午 
- 歡迎儀式 

- 專題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 

下午 機構／企業參訪 香港 

晚上 籌備主題研討會及結業晚宴表演環節 香港中文大學 

第九日 

七月十三日 

（星期三） 

上午 專題講座 香港中文大學 

下午 
- 參觀香港歷史博物館及香港科學館 

- 遊覽香港太平山頂及淩霄閣摩天台 
香港 

晚上 分組活動 香港 

第十日 

七月十四日 

（星期四） 

上午／ 

下午 
遊覽香港海洋公園 香港 

晚上 籌備主題研討會及結業晚宴表演環節 香港中文大學 

第十一日 

七月十五日 

（星期五） 

上午 主題研討會 香港中文大學 

下午 

交流總結 

第一部份 

檢討活動、分享感受及填寫問卷 

第二部份 

綵排結業晚宴表演環節 

香港中文大學 

晚上 結業晚宴 九龍總商會 

第十二日 

七月十六日 

（星期六） 

上午 
- 互動交流 

- 離營 
香港中文大學 

* 主辦單位保留更改活動內容的權利。 

 

 

 

 

https://www.thepeak.com.hk/tc/5_2_1.asp


九龍總商會新紀元精英培訓計劃 2016 

 

主辦：九龍總商會 

協辦：香港中文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 

 

細則及須知（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者適用） 

 

舉行日期及地點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至十六日於台灣及香港進行。 

 

活動費用 

每位參加者須以劃線支票（抬頭寫「香港中文大學」）繳交港幣一千二百元正之費用，

請於支票背面寫上中文姓名及學生證編號，並連同報名表格交予學生事務處學生活動

組。一經獲選，上述費用不設退還。如未獲參與計劃，將於本年五月通知報名者領回

支票。 

 

集合日期及地點 

組員 

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稍後將公佈確實的集合時間） 

地點：香港國際機場（稍後將公佈確實的集合場地） 

 

組長 

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星期一） 

時間：下午一時三十分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稍後將公佈確實的集合場地） 

 

解散 

日期：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十時正 

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之學生宿舍 

 

住宿 

全體參加者均須在主辦單位提供的宿舍／旅館共住： 

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 ： 住宿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學生宿舍（只限組長） 

二零一六年七月五至七日 ： 住宿於台南之旅館 

二零一六年七月八至十日 ： 住宿於台北之旅館 

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至十六日 ： 住宿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學生宿舍 



 

交通 

 活動期間，將由主辦單位安排交通往返場地。（參加者於七月十三日完成分組活

動後，須自行安排返回香港中文大學學生宿舍之交通。） 

 以下交通由主辦單位負責安排： 

香港至台南（二零一六年七月五日） ： 飛機 

台南至台中至台北（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 ： 旅遊車 

台北至香港（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一日）  ： 飛機 

 

膳食 

 活動期間，將由主辦單位安排同學早餐、午餐及晚餐。 

 參加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三日自行負責當天的晚餐開支。 

 參加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四日自行負責當天的午餐開支。 

 參加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十六日自行負責解散後的膳食開支（早餐除外）。 

 大會不提供素食或清真餐。 

 

主題研討會 

 本屆之主題為「立足亞洲，展望全球」。 

 主題研討會分為兩部份：專題演講及討論環節。專題演講部份，嘉賓將以不同角

度闡釋主題；參加者將在討論環節分組討論及發表意見。 

 詳情及分組名單將於日後公佈。 

 

結業晚宴表演活動 

 表演環節分為五組： 

第一組：內地參加者 第二組：內地參加者（內地參加者自行分為兩組）  

第三組：台灣參加者 第四組：港澳參加者 

第五組：港澳參加者 

 每組表演環節約五分鐘，不得超過八分鐘。 

 形式不限，但必須全組參與表演。 

 表演儘量具代表性，表達兩岸四地不同文化。 

 大會提供音響及咪高峯，其他物資，請自行安排。 

 

組長 

 一百一十六名參加者將分為十小組，每小組約十一至十二人，當中，包括內地、

台灣、香港及（或）澳門參加者。每小組將分別各有一位香港正及副組長。其中，

二十名的香港中文大學參加者將成為正或副組長。 

 

 主要職務如下： 

1. 凝聚小組力量，於十天的生活內加強組內溝通； 

2. 協調小組內的事務，包括點名、向大會匯報小組特發狀況等； 

3. 於香港站一盡地主之誼，介紹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景點； 



4. 安排準備主題研討會工作。 

 

 正或副組長必須於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一時三十分入住香港中文

大學之學生宿舍，並負責接待內地及澳門的參加者。 

 

 正或副組長須出席七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二時正「組長簡介會」。 

 

簽注 

 參加者必須盡快自行辦理入台簽注之申請手續，進出境之日期請參考暫定之行程

表，有關申請費用由參加者負責。 

 辦 理 手 續 後 ， 請 立 刻 把 簽 注 副 本 或 網 上 簽 注 批 准 通 知 電 郵 至

cecilia@osa.cuhk.edu.hk，以便安排入台交通。 

 如參加者是香港居民，請登入以下網址辦理港澳居民網路申請入台證申請書手

續。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visafreeApply/visafreeApply

Form.action 

 以下是簽注申請旅行目的及來台地址資料： 

1. 旅行目的：參加大學交流活動 

2. 來台地址：台灣台南市東區大學路 1號國立成功大學 

保險 

主辦單位將為參加者購買基本的保險（簡稱「平安保」），建議參加者自行購買合適

的綜合旅遊保險。 

 

服裝 

 參加者的服裝以簡約輕便為主。 

 參加者將獲發制服（Polo 恤）兩件。 

 參加者須穿著制服配以長褲或裙 （牛仔褲及牛仔裙除外）出席開幕儀式及歡迎儀

式。鞋款方面，請自行決定（拖鞋除外）。 

 參加者須穿著正裝（例：西裝、套裝裙）出席結業晚宴。 

 

其他須知 

 主辦單位保留更改活動內容之權利。 

 為讓參加者於計劃前與組長及組員籌備主題研討會及結業晚宴表演活動，主辦單

位將把所屬組員的電郵地址在各組內公開。 

 活動期間，主辦單位將進行拍攝及拍照，所有照片及影像將用作宣傳和介紹九龍

總商會新紀元精英培訓計劃及相關活動之用。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visafreeApply/visafreeApplyForm.action
https://niioa.immigration.gov.tw/NIA_OnlineApply_inter/visafreeApply/visafreeApplyForm.a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