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簡介 

 
背 景 

香港自九七回歸以來，面對不少困難，然而在政府與巿民的努力、國家的支持及社

會各界人士的團結合作下，問題均能相繼克服。香港的成功，除了是工商及社會各

界人士的努力外，一些具有豐富知識與經驗的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亦擔當著十

分重要的角色。有見及此，三十多位來自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遂

於二零零六年九月成立一個以關心社會公共政策、推動內地與香港經濟發展及專業

交流的組織，以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共同建設一個更穩定和諧及具經濟活力的社會，

為香港特區的長遠發展盡點綿力、發揮作用。 

 

宗 旨 

⚫ 積極推動香港、內地、國際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的互相交流，提升專業水平。  

⚫ 就香港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民生等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見。對有利於香港的政策

全力支持，對未完善的政策提出建議，共同創建一個和諧及進步的社會。 

⚫ 積極關心及參與國家建設，並促進祖國和平統一。 

 

發 展 

⚫ 為本港不同行業的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創造平台，增進與內地工商專業團體

之連繫，加強專業及經貿合作，拓展商機。  

⚫ 就特區政府所推行的政策進行討論及研究，在有需要時提交意見。 

⚫ 加強與內地政府部門及政策研究單位之交流，幫助專業人士及資深行政人員了解

國情，認識大中華區的營商環境及政經發展。 

 

會 員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至今凝聚接近 800 名來自各專業及行業的領袖和精英，

例如會計、建築、測量、都市規劃、中醫、教育、工程、衛生服務、高等教育、資

訊科技、法律、醫學、社會福利、金融等。會員包括 22 位全國人大代表和 23 位全

國政協委員，30 位立法會議員，香港多個專業學會/協會、工商業商會/團體的現任

或前任會長、主席、理事和會員。 

 



 

「專資青年追夢計劃」簡介 

 
 
 
 
 

 
 
 
 
 
為培育年輕一代，本會 2010 年起在大學推動「卓育菁莪」師友計劃，曾與多間

大專院校合作師友計劃，與學生結成「亦師亦友」的伙伴關係，透過會員的親身

指導及經驗分享，讓同學在個人成長或事業發展上有所啟發。隨後於 2013 年在

中學推動「卓育菁莪」中學生生涯規劃講座計劃，鼓勵中學生及早規劃未來，裝

備自己。 

 

本會亦一直重視年輕人的發展，於 2019 年首次舉辦「專資青年追夢計劃」，期望

該年輕人透過活動懂得如何自我裝備，及早定立奮鬥目標，擴闊其人際網絡及資

源，並能多關心社會及世界時事，發揮領導才能、分析和思考能力。活動至今已

共招募 160 位學員，超過 20 位本會會員擔任小組導師。 

 

計 劃 目 的 

⚫ 讓年輕人懂得如何自我裝備，成就未來 

⚫ 鼓勵年輕人關心社會及世界時事 

⚫ 提供平台讓年輕人發揮領導才能、分析和思考能力 

⚫ 擴闊人際網絡及資源 

 

 

 

 

 

 

 

 

 



  

 

 首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共招募了 50 名參加者。 

 

 計劃由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7 月舉行，期間包括 6 次專題講座及 2 次參觀
活動，分別為參觀騰訊集團虛擬銀行「富融銀行」和香港科學園及商湯集團
總部。 

 
 學員於活動完成後以「十年後的我和香港」為主題，並以組別形式演示，表
現突出獎得主可獲得公司實習或面試機會。 

 

 

 

 

 

 

 

 

 

 

 

 

 

 

 

 

 

 

 

 

 

 

 

 

 

 

 

 

 

 

 

 

 

首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 

主題 ：「十年後的我和香港」 
 

啟動禮暨主題講座「那些年」 

騰訊集團虛擬銀行「富融銀行」 

演示及頒獎典禮 「全方位抗逆減壓良方」網絡研討會 

香港科學園及商湯集團總部 

金融保險就業前景 

佛山禪城嶺南天地創業之道 



 

 

 

 

 第二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共招募了 60 名參加者。 

 

 計劃由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8 月舉行，期間包括 7 次專題講座及 1 次參觀
活動，參觀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學員於活動完成後以「十年後的我：逆境中的機遇」為主題，並以組別形式
演示，優勝隊伍可獲豐富獎金。 

 

 

  

  

 

 

 

 

 

 

 

 

 

 

 

 

 

  

第二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 

主題 ：「十年後的我：逆境中的機遇」 

啟動禮 

創科與追夢 

Art Tech 全接觸 

安居樂業之道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 

新經濟下的淘寶天貓 

兩地基建發展與機遇 

疫下醫療知多啲 

演示及頒獎禮 



  

 

 

 第三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共招募了 50 名參加者。 

 

 計劃由 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8 月舉行，期間包括 6 次專題講座及 3 次參觀
活動，分別為參觀香港科學園、機電工程署總部和建造業零碳天地。 

 

 學員於活動完成後以香港發展「八大中心」為主題，融合「十年後的我：突
破自我 開創未來」的精神，以組別形式進行演示，優勝隊伍可獲豐富獎金。 

 

 

 

 

 

 

 

 

 

 

  

 

 

  

 

  

 

 

 

 

 

 

 

 

 

 

 

 

 

 

 

 

 

 

 

  

 

 

  

第三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 

主題 ：「十年後的我：突破自我 開創未來」 
 

啟動禮 

虛擬銀行與金融科技之未來 

元宇宙及區域知識產權 

香港法治精神及司法獨立 

兩地仲裁最新發展 

建造業零碳天地 

香港科學園 
演示及頒獎禮

觸 

機電工程署總部 

機場三跑新里程 



 

 

 

➢ 計劃日期：2023 年 1 月至 8 月，暫定活動安排如下﹕ 

⚫ 2023 年 1 月份舉辦迎新聚會及啟動禮及第 1 次講座 

⚫ 2023 年 2 至 6 月份共舉辦 7 次講座及參觀活動 

⚫ 2023 年 7 或 8 月份舉行演示及頒獎禮 

⚫ 海外考察的舉行日期需視乎疫情而定 
 

➢ 內容及形式*： 

⚫ 6 次講座分享 

主題包括學業、就業、創業、置業等不同範疇，將由多位社會知名人士/成功企業
家親自分享，並有機會與政府官員/知名人士親身交流。 

⚫ 2 次本地參觀/海外考察(視乎疫情而定) 

本地參觀大型基建項目/親身到海外考察大型企業和基建設施及進行文化交流 

⚫ 演示 

參加者需於活動完成後以「十年後的我：出於藍．圖未來」為主題，以組別形
式進行演示，並由評審團將選出優勝隊伍。 

 

➢ 獎項： 

⚫ 嘉許狀 

⚫ 優勝隊伍(設冠、亞、季軍)，分別獲得獎金$5,000、$3,000 及$2,000 

⚫ 隊制「最佳創作奬」及「最佳團隊獎」可分別獲獎金$2,000 

⚫ 個人表現突出獎可獲得獎金$1,000 

⚫ 冠軍隊伍及個人表現突出獎可免費獲邀參與海外考察 
 

➢ 費用：全免 (包括活動的旅遊保險) 

➢ 語言：所有活動主要以廣東話為主 

 
➢ 報名資格： 

⚫ 年齡 19 至 30 歲 (以 2022 年 12 月 13 日計算) 

⚫ 以個人身份報名參加，計劃開始後大會將為參加者分組，以便籌備最終演示。 

⚫ 歡迎全職學生、受僱人士及自僱人士參加 

⚫ 良好語文及溝通能力及敢於表達意見及具團體精神 

 

➢ 報名辦法： 

 申請人須於 2022 年 12 月 13 日(星期二)下午 6:30 或之前遞交下列文件 

⚫ 填妥附奉表格或網上報名表﹕https://forms.gle/RdCsiSqzBAZzS5EY6 

⚫ 個人近照一張 

⚫ 各自不多於 300 字簡述(中文或英文均可)以下 2 條題目 

◼ 你對「專資青年追夢計劃」的期望 

◼ 你對工作或事業的期望 

 

➢ 面試安排：申請人將獲邀參與面試，敬請留意大會的電郵通知 
 

➢ 查詢及聯絡方法：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易小姐/劉小姐 

 電話：3620 2918  電郵：event@hkpasea.org 
 

*大會保留更改及詮釋計劃之權利。所有內容及獎項如有任何更改，恕不預先通知。如有爭議，大會保留最終決定

權。 

第四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 

主題 ：「十年後的我：出於藍․圖未來」 

https://forms.gle/RdCsiSqzBAZzS5EY6
mailto:event@hkpasea.org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54 號富盛商業大廈 9C 及 D 室 

Unit C&D, 9/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ing, 54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3620 2918  Fax: 3620 3106  Email: office@hkpasea.org  Website: www.hkpasea.org  

第四屆「專資青年追夢計劃」  

The 4th Youth Elite Aspiration Program  

報名表格 Application Form 

 

A. 申請人資料 Applicant Information 

 

⚫ 請於 2022 年 12 月 13 日下午 6:30 或以前，將填妥的報名表格交回秘書處 (電郵﹕event@hkpasea.org) 

Please return the completed application form to HKPASEA (email to event@hkpasea.org before 6:30pm on 13 

Dec 2022. 

⚫ 如有查詢，可致電 3620-2918 聯絡易小姐/劉小姐 

     For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Ms. Yik/Ms. Lau at 3620-2918 

⚫ IG: https://www.instagram.com/hkpasea_yeap/ 

⚫ Facebook: http://bit.ly/3y9WHeO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近照 Photo 

 
 

性別 Gender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dd/mm/yyyy) 暱稱 Nickname 

手提電話 Mobile  電郵地址 Email 

你是否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Are you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HKSAR?  □是 Yes     □否 No 

通訊地址 Correspondence Address:  

職業 Occupation :  

□ 1. 全職學生 Full-time Student (請填 A)  

□ 2. 受僱人士 Under employment / 自僱人士 Self-Employed (請填 B) 

A. 現正就讀的學校、學院、大學 Schools, Colleges, Universities, etc. Attending:   

   學系/主修學枓 Faculty/Major Area of Study: 

   課程名稱 Course: 

   就讀年級 Year of Study:  

   你會否在 2022/23 學年期間參加海外交換生計劃？ 

   Are you going to join overseas exchange program in the 2022/23 academic year? 

   □ 會，期間 Yes, exchange program period:                               □ 否 No 
 

   你會否在 2022/23 學年期間有實習安排？ 

   Are you going to participate in placement/internship in the 2022/23 academic year? 

   □ 是，期間 Yes, period:                                               □ 否 No 

            每星期     日 /        days in a week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54 號富盛商業大廈 9C 及 D 室 

Unit C&D, 9/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ing, 54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3620 2918  Fax: 3620 3106  Email: office@hkpasea.org  Website: www.hkpasea.org  

B. 受僱機構名稱 Name of Employer / 自僱機構名稱 Name of Own Company: 

 

   職銜 Title:  

   工作性質 Nature of Work: 

   最高資歷 Highest Qualification Attained:  

 
B. 其他資料 Other Information 
 

語言 Language Spoken  (可選擇多於一項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 廣東話 Cantonese □ 英語 English □ 普通話 Mandarin □ 其他 Oth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是否 / 預計需要在星期六上午/下午上課或工作？ 

Will you have to /expect to attend class or work on Saturday morning/ afternoon? 

 

□  是，通常在星期六上午 Yes, mainly on Saturday Morning  

□  是，通常在星期六下午 Yes, mainly on Saturday Afternoon  

□  否 No  
 

你是否具有以下的才能或相關經驗？  

Do you possess any of the following talents/experiences which may facilitate your involvement in this program? (可選
擇多於一項 you may choose more than one):  

□ 活動策劃 Program planning         □  活動推廣 Marketing/Promotion of event  

□  手作 Handicraft                  □  攝影 Photography  

□  設計 Design                     □  短片拍攝／剪接 Video shooting/editing  

□  活動司儀 MC of event        

□  才藝表現 Performance [如:唱歌、跳舞、戲劇、音樂，請列明 e.g. singing, dancing, drama, musical 

instrument(s), etc. please specify]:                                                               

□  其他 Others (請列明 please specify):                                                        

 

請填寫過去兩年內你曾參與過的課外活動及社區服務:  

Records of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or community services in the past two years 

 

年份 Year 活動 Activity 職位 Position Held/Involvement 

   

   

   
 

 

C. 個人期望 Personal Expectations 

1. 你對「專資青年追夢計劃」的期望【請以不多於 300 字簡述(中文或英文均可)】Your expectations of the 

Youth Elite Aspiration Program [Please describe briefly in no more than 3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54 號富盛商業大廈 9C 及 D 室 

Unit C&D, 9/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ing, 54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3620 2918  Fax: 3620 3106  Email: office@hkpasea.org  Website: www.hkpasea.org  

2. 你對工作或事業的期望【請以不多於 300 字簡述(中文或英文均可)】Your expectations for your job or 

career [Please describe briefly in no more than 3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 推薦人 Referrer 

推薦人姓名(中文/英文全名)* Referrer's name (full name in Chinese/English)： 

公司/機構名稱 Company Name： 

聯絡電話 Tel： 電郵 Email： 

⚫ 推薦人是否本會會員？ 是 / 不是 * Is the referrer a member of HKPASEA? Yes / No 

 

註：申請人將獲邀參與面試。 

Remarks: It is at the discretion of HKPASEA to invite applicant to participate in an interview. 

 

E. 聲明 Declaration 

本人同意發放以上有關資料予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專資會)及其授權人士，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列》，

作為是次計劃之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報名及處理各類事項包括考察交流、購票及保險等。提交報名表

格後，如欲更改或查詢個人資料，請與表格內列出的專資會秘書處聯絡。 

I hereby agree to release the above information for the sole purpose of the abovesaid function to the Hong Kong 

Professionals And Senior Executives Association (HKPASEA) and its authorized person(s) in compliance with the stated 

obligations under the Personal Data (Privacy) Ordinance. The personal data provided will be used for dealing with matters 

relating to visit and exchange, tickets, and insurance, etc. For correction of or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after submission of 

the application form, please contact the secretariat of HKPASEA as specified in the form. 

 

本人同意以電子方式(例如電郵、WhatsApp、WeChat 等)接收來自專資會的資訊。 

I agree to receive information from HKPASEA by electronic platforms (such as email, WhatsApp, WeChat, etc.).  

 



 

香港銅鑼灣渣甸街 54 號富盛商業大廈 9C 及 D 室 

Unit C&D, 9/F, Prosperous Commercial Building, 54 Jardine’s Bazaar, Causeway Bay, Hong Kong  

Tel: 3620 2918  Fax: 3620 3106  Email: office@hkpasea.org  Website: www.hkpasea.org  

本人明白故意虛報或隱瞞重要資料，協會將不會處理是次申請，即使本人獲確認參與身份，協會亦有權終止參

與資格。 

I understand if I provide any ambiguous information or withhold any facts intentionally, HKPASEA will not consider the 

application. Even if I have been confirmed as a selected delegate, HKPASEA has the absolut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participation. 

 

本人同意及明白協會有權使用參加者於活動期間之照片、錄影帶、作品等作任何合法或正當用途。所有文字或

短片，一經提交，均屬協會所擁有，恕不奉還。如有遺失、延誤及傳遞錯誤，協會概不負責。 

I agree and understand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the right to use the photos, videos, products, etc. of participants during 

the programe for any legal or legitimate purposes. All texts or videos, once submitted, belong to the association and will 

not be returned. The association will not be responsible for any loss, delay or delivery error. 

 

如本人獲准加入是項計劃，本人承諾出席由專資會安排的後續活動，分享活動經驗以及協助宣傳下屆專資青年

追夢計劃。 

If I am approved to join the program, I promise to attend the follow-up activities arranged by HKPASEA, including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the activities and help to promote the next Youth Elite Aspiration Program. 

 

 

 

申請人簽署 Signature of Applicant﹕                               

 

日期 Date (dd/mm/yyyy)﹕                                       

 

由評選機關填寫 For Official Use Only 

面試安排 Selected for Interview ○ 有 Yes   ○ 沒有 No     

備註 Remarks                                                                                                                 

                                                                                                      

 

推薦加入 Recommended for Admission ○ 是 Yes   ○ 否 No   

備註 R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