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會動態

「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 2017
商會 + 院校 + 企業合作無間
學生與印刷企業傾力炮製佳作 創意無限
印刷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印刷業在製造業中擔當重要的角色，也是「 創意產業 」
之一；而香港印刷業的產品與服務水平更享譽國際。為了讓就讀印刷出版和廣告設
計等相關課程的學生更早接觸印刷媒體業，吸取實際工作經驗，加深對內地的認識，
香港印刷業商會（下稱：商會）和香港知專設計學院（下稱：HKDI）再度攜手，在
民政事務局轄下青年事務委員會的撥款、六家企業的鼎力支持、
「2017 粵港暑期實
習計劃 」的協作下，於 2017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再度舉辦「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
交流計劃，精心安排了四星期的內地專業實習和體驗活動。
在去年首次舉辦的成功基礎上，商會、HKDI 和印刷企業在今年實習計劃中的合作更
有默契。一眾學生憑著豐富的創意加上企業的配合，在實習期內製作了別出心裁的
包裝禮品盒和年報，水準之高令人驚喜！

▼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六組學生在企
業的配合下，製作了水準很高的實習
作品。分別代表廣告設計課程的王鈺
楨（左）和出版設計及印刷媒體課程
的李嘉儀（右）所屬組別的作品獲得
大獎和優異獎，而她們兩人更在這次
實習計劃中憑優秀的表現而獲取職業
訓練局的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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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業分享會為「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
實習交流計劃 2017 劃上圓滿句號。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左二至右一）
商會謝葆德副會
長、安量吳尚幫副
總經理和偉民製本
李婉芳營運總監分
享參與這次實習計
劃的感受，並給予
學生勉勵和建議。

■ 趙國柱會長鼓勵學生日後
繼續勇於作出新嘗試，追尋
自己的理想。

結業分享會
總結實習計劃成果
經過 7 月 22 日至 8 月 20 日的實習團後，「 印出
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於 9 月 29 日在
HKDI 舉行結業分享會，主辦單位香港印刷業商
會趙國柱會長、謝葆德副會長、馮文清副會長、

■（左起）在 HKDI 黃卓欣講師引導下，六
位學生暢談這四周實習期間的難忘經歷。

蘇華森理事，以及合辦單位 HKDI 的傳意設計
及數碼媒體學系譚智恒首席講師，還有實習企

很多學生這次首度長時間離開父母生活，過程

業安量實業有限公司吳尚幫副總經理、偉民製

並不容易卻非常值得，眼見他們在知識、人際

本（中國）有限公司李婉芳營運總監，以及院

技巧、眼界見識都增長了。

校的一二年級師生共聚一堂。大會除了頒發結
業證書外，更讓實習學生暢談這四周的難忘經

分享會也邀請了六位學生大談這個月的工作及

歷，企業代表也給予勉勵和建議。此外，各組

內地生活的體驗。陳真紀很興奮能夠在具規模

學生的實習作品早前經過業內專業評判團的評

的港資印刷企業裡實習，這次決定到國內一個

審，公佈結果並頒發獎項。

月，突破了不少框框。阮穎梅表示，親身體會
截然不同的內地生活和文化令她最難忘，自己

趙國柱會長衷心感謝各個提供實習機會的企業，

獨立處事和自理能力都提升了。李嘉儀透過分

以及積極參與這次「 印出個未來 」計劃的學生，

享內地生活的趣事，帶出碰釘子不要緊，從中

更鼓勵學生趁年輕把握機會，勇於追尋自己的

吸取到經驗更加寶貴。邱曉雯十分感謝實習企

理想。謝葆德副會長很高興今年商會、院校和

業，雖然當時正值生產高峰期，但上司仍耐心

企業再度攜手，實習計劃更見成功，期望明年

指導學生，讓他們在工作技能和待人接物方面

續辦，並且不斷優化和加入新元素。提供實習

都得著很多。主修廣告設計的譚 恩在實習中

崗位的吳尚幫副總經理認為香港學生與內地同

了解到印刷業是充滿潛力的行業，並與設計息

事有良好的溝通，也喜見製作實習作品的過程

息相關。魏俊鏡很享受製作實習作品的過程，

有助雙方進步，又勉勵學生更加主動思考和提

企業給予十分有用的建議，將他們天馬行空的

問。同樣是僱主代表的李婉芳營運總監表示，

構思落實為美觀而實用的產品，真是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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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作品充滿驚喜
學生與企業攜手炮製
今年的實習計劃有一個新亮點，就是每組學生
需於實習期內合力完成一份習作，或是製作放
入藍牙擴音器的生日禮盒，或是為一家機構設
計其年報，而實習企業會為他們提供材料並印
製成產品。每組學生不單如期完成，製成品更
令人眼前一亮，由業內專家組成的評判團也給
予很高的評價。
結果，新洲印刷五位實習學生王鈺楨、陳倩娟、
譚 恩、郭浩然和張令蔚勇奪大獎，獲得由香
港印刷業商會贊助的港幣 5,000 元獎學金；金

■ 趙國柱會長 ( 左一 )
為得獎學生頒發獎學金
大獎，由在新洲印刷實
習的一組同學獲得。

杯印刷和偉民製本的學生獲頒優異獎，兩組各
獲得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送出的港
幣 1,500 元獎學金。獲獎學生都為自己的努力
得到肯定而感到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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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左一）利奧紙品集
團 ( 香港 ) 有限公司羅家榮
先生及（右圖左一）HKDI
譚智恒首席講師頒發優異
獎，金杯印刷和偉民製本的
學生為自己的努力得到肯定
而感到高興。

■ 這個「 致親愛的您 」
生日禮物盒打開後內有乾
坤─利用鐳射切割技術
製成一個森林寶盒，獲得
大獎實至名歸。

■ 這是一個製造
驚喜的禮物盒，打
開盒蓋後，盒的四
面自然散開，令人
喜出望外，是優異
獎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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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實習學生為一影像
機構設計周年特刊，以
拍板作為造型，充滿創
意，獲選為優異獎。

■ 落選的作品設計也很有心思。
（左）名為
“ DiaMystery"的禮物盒以求婚戒指盒的外
形為藍圖，盒身有高高低低的音頻圖案，配
盒藍牙擴音器這份禮物主題。
（中）實習學生
以鑽石外形構思禮物盒，營造高貴雅緻的氣
派。
（右）另一組學生製作的周年特刊，採
用三摺打開的設計。

■ 比賽的評判團由資深業界
人士組成，並由商會幾位首長
監票，確保專業和公正。

■ HKDI 陳傑文高級講
師、黃卓欣講師與各組
實習學生、企業代表和
精美的作品合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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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周內地實習
不一樣的體驗
去年「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提供
實習崗位的印刷企業皆很認同這個計劃，今年
繼續積極參與。這六家企業不但安排工作任務
和配合實習作品的製作，也派出同事指導學生
各種職業技能，甚至分享做人處世的經驗。平
日，學生體驗到內地與香港不同的生活模式，

■ 全團 25 名學生浩浩蕩蕩從香港出發，
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國內實習。

例如利用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召喚車輛上下
班、點外賣、購物等。到了周末，在「 粵港暑

因此，參與這計劃的學生一方面可以充份體會

期實習計劃 」的安排下，學生有機會參觀各類

印刷企業的日常運作、印刷品的生產流程，包

企業和機構，體驗文化，做義工，玩 DIY 等。

括設計、印前、印刷及印後加工等；另一方面

結束實習回程返港之前，全體學生更獲得利奧

能夠跳出課堂與書本，盡情參與和體驗各種事

紙品集團的接待，在江門玩個痛快。

物，開拓人際網絡、開闊眼界。

衷心感謝六家印刷企業參與
「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 2017
石華堂印刷有限公司（東莞石華堂紙品印刷廠）
新洲印刷有限公司（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印刷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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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實習企業的
悉心指導下，學生
過了一個有意義而
難忘的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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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量實業有限公司（安量彩印製盒 ( 東莞 ) 有限公司）
偉民製本 ( 中國 ) 有限公司（東莞勤和紙品有限公司）
禧圖紙品印刷有限公司（禧圖紙品印刷 ( 深圳 ) 有限公司）

123

香港印刷業商會

金杯印刷有限公司（東莞金杯印刷有限公司）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欣賞粵曲文化

到農場摘水果
體驗花燈製作工藝

參觀東莞 TTI 創科集團
參觀東莞市規劃展覽館

參觀天安數碼城
江門之旅

■ 商會副會長、利奧紙品集團董事
黎景隆先生親自接待本會實習團，
參觀鶴山雅圖仕的印刷廠房。

■ 黎景隆副會長在講座中
與學生分享面試秘笈。

製作
DIY
「■
UPM
雅光
」90杯子
克

■ 大伙兒出發遊覽古勞水鄉。

蛋糕和薄餅。
■ 到黎景隆副會長別墅燒烤和玩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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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出個未來」今年首次參加
2017粵港暑期實習計劃
商會今年第二度舉辦「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
習交流計劃，並應邀參加「2017 粵港暑期實習
計劃 」
，藉此有機會讓本團學生與同樣於暑假期
間參與廣東省實習團的其他院校學生交流聯繫，
擦出新火花。

「 飛躍菁彩」啟動禮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廣東省
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葉維園副主任、青年
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召集
人霍啟剛先生，以及 20 多個參與「2017 粵港暑
期實習計劃 」的機構在啟動禮上，為參與各個

■ 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劉江華局長
（左）及廣東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葉
維園副主任（右）向出發的學生打氣。

內地實習團的學生打氣。

營會：啟動禮、學生簡介會
在兩日一夜的營會中，大會透過破冰活動和團
隊訓練，增進學生在人際溝通、解決難題等方
面的能力，又藉著專人分享鼓勵他們突破自我。
大會也向學生詳細講解實習的注意事項，以及
在國內生活的小貼士，為出發作好準備。
■ 眾主禮嘉賓帶領全場學生身體力行，以
踏單車方式象徵為實習計劃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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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任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徐英偉局長政治助理
（右二）
、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內地交流及實習工作小組
召集人霍啟剛先生（左二）
、粵港暑期實習團召集人梁毓
偉先生（右一）和香港印刷業商會馮文清副會長（左一）
向「 印出個未來 」廣東省實習交流計劃 2017 的團長李
嘉儀和副團長譚偉洪頒發委任狀。
UPM Finesse Classic Matt, 90 gsm

■ 學生參與營會的破冰遊戲。

「 放飛夢想 青春起航 」啟動儀式
東莞市港澳事務局舉辦「 放飛夢想 青春起航 」
東莞市 2017 粵港暑期實習計劃啟動儀式，宣佈
計劃正式展開；大會當天邀請了在東莞舉辦實
習團的各個機構和提供實習崗位的企業代表出
席，頒授感謝狀以表謝意。何家鏗永遠榮譽會
長代表商會參與這次啟動儀式。

■ 廣東省港澳辦廖京山主任（前排
左六）與各領導、各實習團主辦機
構、企業和學生代表合照留念。

■（左起）香港印刷業商會永遠榮譽會長何家鏗
先生、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副主任謝韵婷女士、
東莞市港澳事務局局長謝玉華女士、全國政協委
員及香港新活力青年智庫總監楊志紅女士、香港
主辦機構聯席會議總召集人及香港青年協進會主
席梁毓偉先生一同主持啟動儀式。

■（前排左起）趙國柱會長、學生代表李
嘉儀和張令蔚代表香港印刷業商會「 印出
個未來 」實習團與廖京山主任會面。

領導探訪慰問實習生

■ 謝葆德副會長代
表香港印刷業商會
感 謝 各 方 的 支 持，
並祝願學生日後在
社 會 上 發 揮 所 長，
一展抱負。

廣東省港澳辦廖京山主任在今次暑期實習期間，
到東莞探訪慰問各實習團的學生，了解他們工
作和生活上的適應，給予鼓勵和支持，並感謝
各機構參與。

結業晚宴

■ HKDI 幾位學生
代表「 印出個未來 」
實習團參加 Speed
Sharing 分享會。

為慶祝實習團順利完成，大會特別舉行了結業
晚宴，各實習團的主辦機構和實習企業代表與
學生聚首一堂，在輕鬆的氣氛下分享過去一個
月的甜酸苦辣，並讓學生有機會向實習企業表
示感謝。

Speed Sharing 分享會及總結分享會
實習團結束後舉辦了兩場分享會，分別從學生
和主辦單位層面分享今年實習團的得著，檢討
可再完善之處，期望精益求精，辦得一年比一
年好。■

■ 蘇華森理事代表商
會 出 席 總 結 分 享 會，
會議由民政事務局及
省港澳辦代表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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