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 

 

1 
 

2022年「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 

 

沙田官立中學 黃意心老師 

 

去年八月，我參加了由教育局與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為老師舉辦的「青

年教師金融科技之旅」。短短兩日的行程已令我獲益良多，深深明白到金融

科技在香港以至全球的發展日新月異。作為商科教師，除了要傳授課本上

的學術知識予同學外，同時亦需擴闊他們的眼界、協助他們將知識與現實

生活接軌。當時我們就在想，如果同學都能夠有幸獲邀到各大金融機構參

觀、了解行業發展那就好了。 

 

今年，我們的期盼得償所願。今年八月，由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主辦、

教育局協辦的「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為來自十三間中學的廿五名

學生提供了一個為期三天的學習計劃。在這三天的行程中，同學獲得了難

能可貴的機會去參觀平日近乎無法到訪的金融機構。例如中銀大廈 70樓，

在飽覽維港兩岸風景的同時，同學亦細心聆聽了港幣發鈔的介紹以及中銀

大廈的建築史；在匯豐銀行香港歷史檔案部展覽館，職員向我們介紹了關

於收集、篩選、保存歷史舊物的一些細節和注意事項；在工銀亞洲私人銀

行部，同學明白到銀行會按不同客戶需求提供對應服務，亦對跨境理財通

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在眾安銀行數碼港總部，他們向同學展現了如何在傳

統銀行林立的市場上，透過創新及便利的服務將公司明確定位，成為虛擬

銀行的龍頭；在金管局的講座與互動區中，同學對香港作為亞洲金融樞紐

的地位、大灣區以及金融科技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在數碼港總部，不同

的初創企業（如Wizpresso、Formula Square等等）向我們分享了他們的理

念及創業之道，提高了同學對未來科技發展和應用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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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天中最令我組

同學印象深刻的，定必

是到羅兵咸永道會計師

事務所交流的環節。當

天同學們與四個部門

（風險及控制、稅務服

務、審計及鑒証服務、管

理顧問與諮詢服務）的

合夥人或管理層直接對

話，從中了解到更多關於國際會計師事務所的不同業務。過程中，我組同

學非常積極主動發問，他們向各部門代表提出了上至部門服務範疇及現時

行業面對的最大困難、下至入職要求及需要如何裝備自己的種種問題。記

得當天離開會計師事務所時，我組同學表達希望將來能夠投身會計金融相

關行業 —— 那種渴望和決心，單憑老師轉述行業相關資訊是很難被激發

出來的；但當學生親身去了解和接觸後，他們就會打從心底裏為自己訂下

目標並自發地朝目標邁進。我想，這一點就是這個計劃最彌足珍貴的地方。 

 

容我藉此機會再

一次感激香港中資

銀行業協會為這三

天籌備了一連串別

具意義的行程，亦感

謝教育局全方位學

習組邀請我校同學

參與是次暑期學習

計劃，希望將來能夠

再次有機會帶領學生參加類似活動，為學生帶來更多書本上無法獲得的寶

貴知識和經驗，以助他們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 



2022年「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 

 

3 
 

皇仁書院 柯景能同學 

 

我在二零二二年八月十日至十二日參加了「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

劃」。計劃甚具意義，使我獲益良多。 

 

參加計劃前，我對金融業不甚了解。我抱著諸多疑問來參加活動：金

融業在香港的歷史如何？銀行業是做什麽的？銀行業的未來發展如何？

疑問在計劃中一一得到解答。 

 

計劃中的活動多不勝數，且粗分為兩類：資訊類及參觀類。 

 

資訊類活動包括由香港銀行學會、中

銀香港、匯豐銀行、香港金融管理局、羅

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舉辦的講座。內容

包羅萬有，從香港金融業歷史，到現況及

未來發展；從傳統銀行，到虛擬銀行；從

港幣內務，到與外幣掛鈎外務。其包含甚

廣，無所不有；講解詳盡，疑問不再。我

們更有幸可以參觀匯豐銀行資料儲存庫，

一睹銀行儲存及處理機密文件的方式，實

在機會難得。 

 

參觀類活動包括到中銀香港、匯豐銀行、眾安銀行、香港數碼港管理

有限公司、工銀亞洲參觀。從資訊類活動吸取知識後，我們得以到真實銀

行參觀，了解銀行如何把它應用實踐，並了解銀行如何運作，再對比不同

銀行之間的異同。一般可以把銀行分成兩類：傳統銀行及虛擬銀行。籠統

來說：傳統銀行保留了銀行業創始至今百年來的營運方式；虛擬銀行是近

年才興起的新型銀行，其最大特色是沒有實體分店。到不同銀行參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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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了新的發現：傳統銀行歷史百載，發展蓬勃，今之傳統銀行雖同屬

一類，它們仍各有千秋，不盡相同。時代在變，銀行也在變。傳統銀行亦

不再傳統 —— 所謂傳統類銀行也使用電子科技；虛擬銀行也跟著時代的

步伐，頻繁推出新服務。我不禁驚嘆瞬息萬變，再過十年八載，也許連虛

擬銀行也要歸類為「傳統」了。 

 

總的來說，計劃非常具有意義，我獲益匪淺，感觸甚深。期望主辦方

在未來再舉辦類似活動。 

 

 

皇仁書院   陳展呈同學 

 

我很榮幸可以參與到「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也感謝所有接待

單位負責人的詳盡講解及熱情接待，令我們獲益良多。 

 

我在這個計劃中學到

不少有關銀行業的具體運

作以及能夠參觀平常難以

進入的場地，讓我能夠更認

識銀行的歷史與發展。整個

計劃中我們參觀了一些傳

統銀行以及近年興起的虛

擬銀行，從中我們能夠比較

兩者的特色和服務對象，透過他們提供的服務可以看出現今世代不同年齡

層以及工種對銀行的不同需求，即使在銀行服務發展已經完善，虛擬銀行

仍然能夠透過他們比較方便以及多綫上互動形式的活動和内容去滿足香

港市民的不同需求，由此可見，香港的金融體系正在不斷創新以及提升服

務質素，並且透過更先進的科技滿足國際需求，鞏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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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參觀銀行，銀行的監管機構也是其中一個參觀地點。我們透過參

觀金融管理局，了解到貨幣的歷史以及金管局和其他監管機構如何確保整

個香港金融體系運作暢順，保護市民的利益。再者，在參觀羅兵咸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中，我了解到銀行業其實注重多方面的人才以及需要透過不斷

緊貼世界發展去學習新的技巧和知識。除了銀行業之外，我們參觀了不同

私人機構例如 Funding Reach 以及數碼港裏的其他設施和機構。這些機構

都注重科研發展，務求為不同業界提供便利以及教育未來的社會棟樑。 

 

總括而言，在整個計劃中我對銀行業有了更深的了解，以及對香港銀

行業的未來發展有一個更為清晰的概念。再一次衷心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和

機構提供這個計劃讓我們認識更多。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黃均培同學 

 

感謝主辦機構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協辦機構教育局及支持機構香港

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銀行學會合辦的「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讓參與

的同學可以更加深入認識到香港四大支柱之一的金融業，遠超書本內的知

識。 

 

這次的活動與以往的活動有所不同。活動雖然只有短短三日，卻可以

去到各公司參觀及聆聽講座，接觸到平時沒有機會交流的人物或者不能進

入的地方。認識到香港的血淚史，例如：股災、銀行擠提及金融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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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日的活動相信將能

夠吸引我的是匯豐歷史檔案

館，裏面收藏的不是一般的

貨物，而是 1760年以來的記

帳簿或是元、明朝曾流通的

銀錠。在我人生中沒有接觸

過真正的銀錠及俗稱的「大

棉胎」。 

 

而第二日的活動讓我最深刻的就是能夠接觸到香港虛擬銀行 ZA 眾安

國際。公司的理念十分創新，非常符合現時 Fintech的趨勢，當中的講師亦

提及銀行的發展方向主打年輕人群，反映未來的趨勢將會逐漸從保守的銀

行業轉型至新興產業虛擬銀行。第二天的行程活動安排去到數碼港是一個

很好的選擇，因為前一日同學參觀完傳統銀行後再接觸金融科技及數字經

濟公司，清楚地分別到兩者的優點及缺點，以及現時社會主要的發展方向

及方針。 

 

最後再到工銀亞洲參觀當中的區域，裏面有區分普通客戶及尊貴客戶。

行程中讓同學了解到財金帳戶及私人銀行，這是平常沒有機會接觸到的區

域，可以了解到原來私人銀行需要擁有一百萬美金或以上的流動資金才能

夠成為當中的顧客。 

 

對於未來行業的轉變，我認為需要進修更多金融以外的知識。因為我

認為銀行業未來的趨勢離不開資訊及通訊科技，例如：虛擬銀行。因此如

果沒有基本的 IT知識，在未來投身銀行業時就會比較吃虧，競爭力下降，

起薪點也會較其他知識點廣的人低。 

 



2022年「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 

 

7 
 

在參觀後我了解到銀行業能夠衍生不同領域的職位。所以對於未來的

出路，我並不認為一定要朝着銀行業發展，例如：有匯豐歷史檔案館的職

員選科是歷史及生物，但最後都能夠在銀行業發展。所以我認為有不同的

出路可以涉及到銀行業，考慮更多其他的方向，選擇多元化。 

 

最後，再次感謝各個協作部門的行程安排，讓我們能夠了解到現時投

身金融銀行業需要的準備，為日後進修或者工作時有清晰的指引及如何在

金融業發展。 

 

 

張祝珊英文中學 鄺鍵滔同學 

 

三日的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令我印象深刻之餘，亦令我有不少

得著。 

  

首先，活動令我擁有機會與志趣相投的同學互相交流。除了分享自己

對銀行業和未來科技的認識之餘，亦有機會與其分享自己未來的出路選

擇，包括大學修讀的科目和未來工作，更可以互相打氣。 

 

其次，活動給予我機會參觀專業機構以及銀行內部，亦有在職人員的

清晰介紹， 有助我瞭解銀行業現況，例如：銀行的服務渠道、社會責任以

至業務種類，透過明白相關行業需要的人才，從中找到自己感興趣的工作

範疇之餘，也可以幫助我選擇適合的大學科目以迎合市場需求，為自己的

未來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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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參觀虛擬

銀行和介紹數碼港

的科技機構令我印

象深刻，活動幫助我

了解金融業未來發

展趨勢，有如數碼化

銀行的興起、行業對

綠色可持續經濟的

重視，以及相關新興

技術，例如：雲端計算和區塊鏈，有望刺激我思考，擴闊我的視野，更能

面向未來，與時並進。 

 

三日密集式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令我對金融業有更透徹的理解，亦令

我對畢業後投身金融界有更大憧憬。期望日後可以與金融界的哥哥姐姐再

次相見，共同工作！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王澤峰同學 

 

參加這個活動前，我可以說是對金融業和銀行業一竅不通。這些行業

是做什麼的、未來的趨勢、甚至連一些基本的概念都沒有，因此我在看一

些有關香港經濟的新聞時，那些專家的分析自然離不開一些專業用詞，這

些專業用詞在我眼中如同火星文一樣難以理解，但在經歷完這個活動後我

對金融行業有更多的理解，我可以參觀一些我夢寐以求的地方，包括中銀

銀行、匯豐銀行、PWC等等還有許多地方。假如我要將我在這個活動參觀

過的地方和學到的知識一一列出，我想即使一篇萬字文都只能說出這個活

動的九牛一毛，所以我只能簡單地說出我對這活動幾個較為深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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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第一日的

行程中，有培訓課程和

參觀匯豐銀行這兩個

環節，這個培訓課程是

由銀行學會梁嘉麗行

政總裁和其他在銀行

業十分有經驗的高層

來與我們分享，這一次

的主題是銀行的知識，

其中包括銀行的過去、現在和將來的發展。而其中令我最感興趣的是銀行

的歷史，在開始前，梁總裁問了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要學習歷史？」正

當我一頭霧水的時候，她便解釋到學習歷史是為了讓我們再遇上一樣情況

的時候，能更迅速地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歷史只會不斷重現，在沉醉於

他們那精彩的演講同時，我不自覺便學會了許多我不知道的銀行知識，包

括銀行擠提、金融風暴等等，並且在說到未來的銀行時，自然離不開科技

的進步，他們更細緻地向我們介紹各種新興產品於不同情況下的用途，此

課程真是令我受益良多。接著便是參觀匯豐銀行的歷史檔案部展覽館，由

匯豐專業的人員向我們仔細講述關於匯豐銀行的歷史，由匯豐的前身正式

建立到現在，途中面對過不同的困難，甚至臨近破產，卻是造就現在如此

輝煌的匯豐必不可少的因素。令我最深刻的歷史部分便是日軍入侵時，其

他銀行紛紛停業，只求保全

生命，而匯豐卻 24小時營

業為求的便是令老百姓能

拿回屬於自己的錢，因此他

們被日軍捉了，並強迫他們

把未發行的錢一一簽名，令

日軍能用這些貨幣來交易，

匯豐明明可以在日軍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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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後不承認這些貨幣，但他們為了不令無辜的百姓因此有損失，便主動

承認這些貨幣，讓百姓可以用這些錢來向他們對換，匯豐的資產因此而受

到嚴重削減，我因此終於明白匯豐的成功是有原因的，我從中學會了許多

包括匯豐的歷史和貨幣的轉變的過程，甚至有機會看到匯豐的許多重要檔

案，並且可以量度一下古時銀錠的重量。 

 

接著便是第二日的行程，我們到了 PWC，由好幾個 PWC合夥人來主

持的講座，在這裏他們仔細向我們講述不同工種所涉及到的工作，而其中

我較為感興趣的一個工種，就是不同企業在面對駭客時，重要的資料有遺

失的風險，這時候這個工種便需要透過他們的專項來保障這些資料不會遺

失，並且這個工種的第二個用途便是模擬駭客入侵電腦，從而去發現一些

企業在電腦運作上的漏洞並作調整，以防駭客入侵，這些工種在企業的運

作上有無可質疑的重要性。透過這次的活動，我更加明白不同工種的用途，

並確認自己感興趣和想前進的範疇，並且我明白到不同專長的人都可以融

入企業的體系和進入金融行業，不論你是修讀什麼學科，只要你有興趣便

可以進入金融行業，金融行業對不同範疇的人手都有需求。我一開始也認

為只有修讀商科才可以進入金融行業，這個課程大大顛覆了我曾經對金融

行業的刻板印象，而數碼港亦是對我而言當日極具印象的地方，我們參觀

了眾安銀行這間虛擬銀行，虛擬銀行作為銀行業新的趨勢，我們自然會感

興趣虛擬銀行憑著什麼優勢可以成為新的趨勢，以及當中的原理。這一次

由眾安銀行極具經驗的人員向我們逐一解釋，我在這明白到虛擬銀行得天

獨厚的優勢、收入的來源甚至新興的金融科技所涉及的不同方面，並且有

機會親身體驗這些科技，這些經驗對我而言十分寶貴且難得的。 

 

 理財對於任何人而言都是無可置疑地重要，而在最後一天的行程便涵

蓋這個主題，並由資深的財富顧問來向我們探討這個問題，我對於理財這

個詞彙的定義很模糊，以為只是單純的投資，但原來卻不是，他們向我們

解釋到理財這種習慣是很必要的，我還記得他這樣說：「假如我們從小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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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財這個習慣，我們所得到的回報是穩定的，且風險不高的。假如你在走

入晚年才開始理財，我們所需要承擔的風險遠比我們從小開始理財的風險

高，因為我們追求更高的利潤，自然地便要承擔更高的風險，並且面對通

貨膨脹這個令任何人都頭痛的問題，我們更加要謹慎理財。」而且他們更

是用一個最常見的例子向我們說明我們在做一個決定時所涉及的決定不

單止是表面上想得這麼簡單，可能正常人只會想大概母親在住院時所需的

費用等，但這樣是遠遠不足夠的，我們要思考到誰負責去照顧這個小朋友、

房子的空間不足夠和退休後的打算等等許多問題，我也是受到這個課程的

啟發，現在已經開始理財，實際上我以上所說的得著和感受只是我在這個

活動中學到的冰山一角，很榮幸可以參加這個活動，並感謝主辦方排除萬

難讓我們可以享受這個如此有意義和有趣的活動。 

 

 

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莫慶堯中學 林梓柏同學 

 

時光飛逝，只有三天的「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已經圓滿結束

了，現在還感到依依不捨。透過本次活動我獲益良多，去到不同的地方參

觀，例如：中銀大廈、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匯豐銀行香港歷史檔案部

展覽館等等。我相信這些地方平常人是難以進入參觀，但這個計劃給予了

我們寶貴的機會，讓我們去參觀並得到寶貴的經驗和知識。令我最深刻就

是到匯豐銀行香港歷史檔案部展覽館參觀，裏面滿載了整個匯豐銀行的歷

史，例如：匯豐銀行在何時發行第一張鈔票、是誰開創匯豐銀行等等。我

們更有幸能到十分安全且保密的檔案室，見到超越百年的一些相片、交易

記錄等等，十分具有收藏價值，每個展品都滿載着匯豐銀行的整個歷史。

透過這次參觀，令我了解成立一間銀行有甚麼條件，對我們的學科學習都

十分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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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還參

觀了羅兵咸永道會

計師事務所，每個部

門的合夥人都親自

向我們解釋每一個

部門的職責、工作內

容，令我們更深刻了

解他們的工作，最後

更有一個環節可以

向他們發問，可知道平常向他們諮詢都需要付出一個不菲的價錢，但是現

在卻能免費問一些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因此，我也受益匪淺。還有一個不

能不提及的活動就是一個培訓課程，有專業的導師向我們講解銀行的過

去、現在與未來，從中我也深深了解到銀行的發展、基本業務和運作。當

中更有一些互動讓我們深刻了解講授的內容，學到了一些完全沒有聽說過

的新知識，例如：銀行擠提是甚麼，雷曼兄弟投行倒閉對全球有何影響等

等。他們更說明了入行的要求，有甚麼職位，令我都不禁心動，希望能投

身銀行業，為銀行業出一分力，實在是太多深刻的經歷，不能每項都一一

列出。 

 

透過此活動，對我將來選擇工作的方向都有很大的啟發，並對未來充

滿希望和期盼。我深刻了解到銀行業的規模、歷史、未來前景、商機、職

位、業務、運作等等，實在是受益無窮。除了關於銀行業的知識，我們還

學到一些關於創新科技的知識，未來科技的趨勢和發展，例如：我們在數

碼港體驗一些新興的創新企業，了解到他們為我們這些年青人提供一些創

業資助，令我們都可以創業，為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出一分力。除了學

習到無窮的知識，更能提升自己的社交能力，在此活動中認識到了不少志

同道合的好友，互相交流學習心得和對未來的展望。此外，還增加了我對

學習的熱誠，明白到學習的重要性，並希望能投身銀行業。我十分榮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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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本次活動，每個舉辦單位都付出了不少的時間和心力去設計這次活

動，感謝各單位負責人為我們提供精彩絕倫的行程。整個活動都是為我們

年青人的未來鋪路，我們亦希望不負眾望，努力做到最好，望能為香港這

個國際大都市出一分力，希望未來亦有不少相似的活動，成就更多年青人，

一起為未來而奮鬥，共創繁榮的社會。 

 

 

華仁書院（九龍）梁玉華同學 

 

今次青少年銀行家暑期活動實在令我獲益良多。首先，在第一天早上

我們有幸能夠親眼目睹經常在電視上出現的大人物，如：蔡若蓮局長的致

詞下舉行開幕儀式，真的讓我感到十分榮幸。這亦讓我了解到我們作為香

港這一國際金融中心的未來棟樑所受到的重視和期望，因此我在這三天的

行程絲毫不敢鬆懈，把所見所聞銘記於心。 

 

  我們在首日到訪中銀 70樓參觀，見識到各種具有歷史價值的文物，例

如：不同鈔票、故宮的瓷器，以及青花瓷，最令我難忘的便是那個由外國

進貢清朝朝廷的大鐘，時鐘下面精細的人物動作以及令人眼前一亮的設計

讓我感到非常新奇。 

 

另外，當天我們也搭乘

專車到位於大角咀的滙豐歷

史檔案部展覽館，其中得知

大量有關該銀行的歷史資料

以及發展歷程，令人感受到

過去歷史洪流的意義和影響

之深遠。午後，我們到奧海

城一期中銀中心參加有關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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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礎知識的培訓課程，明白香港銀行業的過去、現在及未來。當時我接

觸到很多新知識，例如：銀行擠提、金融海嘯和風暴等一些歷史事件的經

過，我也學會了回顧歷史的意義是為了在現在，甚至是未來做得更好，懂

得回望過去才能不斷進步。在同一地點，我們也進行了一個關於銀行基本

業務和運作的活動，透過不同有趣的活動來認識銀行為市民提供的多種服

務，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天，香港金融管理局為我們介紹了銀行體系和監管機制，香港作

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其銀行數量超過 100多間，因此金管局所扮演的監

管角色極為重要，而我也對香港聯繫匯率制度有了初步的認識，金管局會

把港元兌美金的匯率維持在 7.75 到 7.85 中間，當港元強勢的時候會把儲

備換成美金，而當港元弱勢時則會向銀行購入港幣，藉此去維持聯繫匯率

的穩定性，另外我還得知外匯基金的重要性，為香港得以提供一個穩定的

經濟環境作出巨大貢獻。接下來我們到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 —— 一

所國際型企業，我們有幸能和負責不同業務的專業人士交流，得知其龐大

業務的冰山一角，而和我們對話的都是行內極具經驗的人，他們把寶貴的

時間來為我們提供資訊，令我們更認真去思考和發問，把握好這次機會。

到了下午我們去了數碼港，參觀了作為香港寥寥可數的虛擬銀行眾安銀

行，他們講解了虛擬銀行和傳統銀行的分別、優勝之處和收入來源，這次

參觀體驗十分新鮮，為我提供了大量資訊；另一方面，我們也在數碼港聆

聽了不同金融科技企業的分享，得悉了金融科技是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

的一大優勢，也是未來的趨勢，我亦更加有興趣去了解金融科技的發展。 

 

活動日數雖少，但卻為我們未來發展帶來極大裨益。於第三日，行程

來到尾聲，我們首先到了工銀亞洲的私人銀行了解銀行業務；然後到中銀

香港行史館學習中銀的歷史，參觀兩所傳統銀行使我們對香港銀行業有更

深的認識。接下來我們回到活動開始的地方 —— 中銀大廈參觀，並到了

演講廳參加了求職課程和理財教育講座，有助我們未來生涯發展，其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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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會了理財的重要性，越早開始規劃，承受的風險便越少，令我對財富管

理有了新的見解。最後在活動閉幕式中，我接過出席證書和其他紀念品，

但我知道在這次活動中我得到的遠遠比這多，為我增值了許多。 

 

我心中盡是不捨，參加這次活動開拓了我原本狹窄的視野和對銀行業

的個人見解，真的令我感覺這三天時光荏苒。這幾天的寶貴經驗令我有機

會接觸到香港身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基礎，對有興趣的銀行業有了更多的認

識，本次活動實在令我獲益良多。另外，我十分感激舉辦機構和各位工作

人員以及老師，未來我們不會辜負這次難忘的經歷，在我們長大後為社會

作出貢獻，成為支撐這令人敬佩的城市的力量。 

 

 

華仁書院（九龍）顏朗同學 

 

我一開始受到老師邀請參加「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抱著對金

融業的一腔熱誠，便在不知道詳細資料的情況下參加了是次活動。 

 

第一天在中銀香港的演講廳進行開幕儀式，有幸看到平時只在電視上

看到的蔡局長，壯觀的場面實在是令我大開眼界。我們隨後更是上到中銀

大廈 70樓，參觀珍貴的文物及一覽整個維港的景色。站在中銀大廈的最高

點，眺望著其他大廈和具歷史意義的文物，實在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

也是一個畢生難忘的經歷。 

 

我們也去了匯豐的歷史檔案館，不但可以了解到匯豐長遠的歷史，也

有機會進入絕密的資料庫親眼目睹不同歷史時期的貨幣，實在難得。下午

也聽到中銀職員的詳細講解，了解到詳細的銀行業歷史和加深了我對銀行

業的認識。感謝他們的講解及籌備有趣的活動，讓我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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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我們參

觀位於 IFC 的香港金融

管理局(HKMA)，了解了

其運作和其與不同銀行

之間的關係，還欣賞了

那裏用金錢製作的藝術

品，藝術品非常美麗也

很壯觀，我不禁佩服藝

術家能使用一個個硬幣

拼出維港的壯麗景觀。

其後我們走到了會計師

樓，聽到了不同專業人

士的簡述，也和他們進

行了交流，對銀行相關

的職業加深了解。感謝

他們在忙裏抽空，為我們進行介紹。 

 

第二天下午的行程是我覺得最深刻的，就是去數碼港參觀不同企業，

我對當中金融科技(Fintech)本就有興趣，現在有機會了解更多金融科技的

細節，例如：虛擬銀行當中使用的金融科技，初創金融企業的介紹，更接

觸到先進的科技，加深了我對金融科技的興趣。 

 

第三天早上去了另一間銀行，即工銀亞洲，得悉了它在大灣區的運作，

更參觀了其私人銀行。除了工銀亞洲，我也去了中銀的歷史部，了解到三

大銀行中的其中一間銀行 —— 中國銀行，由 1917年到現在的歷史，有專

業講解員為我們介紹各展品也是十分難得。 

 

最後當然是回到中銀香港的演講廳，我們各組輪流分享感受和參加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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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典禮。 

 

三天的行程不長不短，每天卻都非常豐富，學到了不同的知識，了解

到不同的新事物，更認識到不同的人。要用四個字總結整個行程，我會說

是「滿載而歸」。感謝中資銀行業協會和教育局，當然還有老師邀請我參加

此計劃，讓我獲益良多，更讓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了規劃。謝謝！ 

 

 

創知中學  李盷同學 

 

   怎樣規劃自己的未來呢？這個問題我思考過很久卻找不到頭緒。直到

這次有幸參加「青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我對自己的未來有了更清晰

的方向。衷心感謝教育局舉辦這次聚焦金融、銀行的經濟活動，讓我有幸

參觀香港各大銀行機構，接觸到商界名人以及與優秀的同學交流學習，擴

闊視野，意義非凡。 

 

    首先，計劃中的參觀學習活動都非常具有專業性和互動性，令我對香

港金融、銀行業有了更加精準的認知。我們有幸參觀金融管理局，經專人

介紹，我認識到金融管理局要監管銀行業的原因，以及其職能是為了維繫

銀行體系和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我更了解香港銀行業是採取

「風險為本」的方法來評估銀行的安全性和穩健性。這種透過前瞻性的知

識灌輸，讓我對銀行系統有了整體的認知，從而激發了我對這行業的探索

慾和興趣。此外，在參觀 PwC會計事務所時，每個人都有機會與負責不同

範疇的合夥人交談，例如：每個組輪流向負責稅務、審計及服務的合夥人

提問，透過深入的交流，令我們對會計行業的廣度和深度有了進一步認知。

因此，不同的參觀和交流活動，豐富了我對銀行業的知識，前輩們的鼓勵

和啟發，更讓我了解到香港銀行業充滿了機遇，教人心生嚮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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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本次活動以小組形式進行，讓我有機會走出校園，向優秀的同

學學習。在香港銀行學會導師進行的培訓課程中，我們需要與組員互相合

作。我與來自其他學校的組員素未謀面，感到陌生，在所難免。但過程中，

我的組員不斷向導師發問，我被他們的積極性和求知若渴的主動性所感

染，再加上他們的鼓

勵，讓我逐漸融入團體

之中，享受活動的樂

趣。子曰：「三人行則

必有我師」，此次活動

也給予了我機會向優

秀的人學習，突破自己

的局限，變得豁然開

朗，獲益良多。 

 

   經過三天充實的體驗，我回想起開幕禮時香港中資銀行協會會長孫煜

先生的發言，他說：「香港是中國最獨特的金融中心，是國家與國際的金

融樞紐，應引領大灣區發展。」他一語道破香港和國家之間密不可分的關

係，發人深省，更堅定了我未來在商界發展的方向和抱負。作為香港青年

人，我們應配合國家發展方針，持續地、創新地為穩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作出貢獻。希望未來再有機會與各位前輩和優秀年輕人學習，共同為香港

的發展和國家的興盛而努力。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王健弘同學 

 

很高興能在今年暑期中參加「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讓我收

穫良多。首先，感謝校方的挑選和支持，以及教育局、香港中資銀行業協

會和相關機構慷慨無私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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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天密集式的學習，除了去參觀多間銀行，還有專家講課和培訓課

程，讓我更深入地瞭解銀行業的發展現況及前景，培養正確的理財觀念。

蔡局長也出席了「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開幕禮，鼓勵我們把握學

習機會。 

 

我有幸參觀金管局 、中銀香港、工銀亞洲等機構，分別從銀行業監管、

資金交易、私人銀行、人民幣業務、港幣發鈔等多個方面，聽取情況介紹

丶參觀營業網點等等。滙豐銀行 —— 香港歷史檔案部展覽館收藏了銀行

創辦至今的典藏珍品，保存了銀行與香港的歷史記憶，也傳承企業文化，

反映滙豐的發展歷程與香港歷史一直息息相關。 

 

其次，我們在中銀香

港參加培訓課程，可向

專家及講者請教：從過

去、現在和未來三個角

度，學習香港銀行業的

發展，基礎知識、基本業

務和運作。期間有些分

組活動，例如：分辨個人

和企業客戶等，讓我深

入瞭解銀行業不同專業範疇的工作，為未來學科選修和日後職業發展作準

備。然後，我們到香港金融管理局認識真假鈔票的分別，防偽特徵有凹凸

手感、開窗金屬線和熒光透視銀碼等，增強了認識真鈔票的能力，避免上

當受騙，打擊做假鈔的違法行為。 

 

銀行業就業職位大致分為營運、營銷、專業和管理四類。 銀行業人才

素質要求有知識、技能和經驗。 應避免的行為是虛報資料、跨大技能、答

非所問和對公司或工作不瞭解。應有良好的道德行為，履行職務時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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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及誠信可靠，具有高尚的品德操守，讓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

鞏固。 

 

最後，通過這次活動，讓我對金融科技有更豐富的認識。期望有關部

門在疫情緩和後，可以再為同學舉辦更多不同的學習和體驗活動，拓寬視

野，讓我們能為未來學習及事業發展做更好的準備。希望同學們努力學習，

定立明確目標，朝夢想邁進，回饋社會。 

 

 

嗇色園主辦可藝中學 鄒孝恩同學 

 

我在暑假期間參與了「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當中參觀了當

地的傳統及虛擬銀行，會計師事務所，香港金融管理局，以及參與了銀行

的專家培訓講座。各位導師的言語猶如醍醐灌頂，到今天依舊讓我受益無

窮。他們讓我領悟到金融行業的多元文化的精髓。 

 

首先，我了解到

虛擬銀行與傳統銀行

一樣，均提供零售銀

行服務，但虛擬銀行

主要透過手機和電腦

提供服務，無實體分

行，與傳統銀行相較

之下，虛擬銀行優惠

較吸引、不設最低存

款額要求和開戶手續簡單。另外，聽專家講座，其中有介紹銀行體系，讓

我了解到銀行體系分別為持牌銀行、有限制牌照銀行，以及接受存款公司，

其次，銀行扮演着金融中介角色，提供存款、貸款、投資、保險等服務，

金管局並要求銀行穩健經營、資本充足，並妥善管理信貸、流動性、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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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黑錢和其他風險，以保障市民存款的安全。 

 

最後，經過參觀監管機構，傳統及虛擬銀行，聽專家講座，介紹銀行

體系，讓我明白現今科技的發展，由傳統銀行達到虛擬銀行，透過科技提

供金融服務，促進金融科技發展，以及存款的安全措施。而在小組活動過

程中，更令我明白除了要學會書本中的知識，還要在實踐中學習，加強聯

合解決困難，回到學校後令我更加珍惜學習的機會，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識，

從實踐中成長，發揮個人所長，貢獻社會。 

 

 

裘錦秋中學（元朗） 黃諾恩同學 

 

 第一天在中銀大廈地下大堂目睹人流不絕，感受到香港的繁榮熱鬧。

參觀中銀大廈頂層實在機會難逢，近距離欣賞文物，展櫃更一一顯示中國

銀行發展歷程。 

 

 接下來便轉去滙豐銀行 —— 歷史檔案部學

習，經過職員詳盡解釋，我發現當中的巨型保險

庫是用來保藏和管理過去有關滙豐歷史資料，更

存有古代貨幣、報章、照片。 

 

 之後我們便到中銀分行有專人分享銀行業的

過去、現在、未來。其中一節講道要同學以個人及小組形式一起規劃未來

銀行，其中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l& governance)在多輪討論中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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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的重要元素。重視 ESG 概念的企業，除了擁有透明的財務，也包含穩

定、低風險的營運模式，長久的表現也會相對穩健。 

 

第二天金融管理局人員簡單

介紹香港銀行體系和監管。原來監

管是為了保障存款，為免體系失

衡，防止洗黑錢，保持國際金融中

心的地位。香港銀行業前景有三大

增長引擎：金融科技、綠色及可持

續金融、粵港澳大灣區業務。若能

參與其中，定能實現突破性進展。我緊接著便到數碼港參觀虛擬銀行 ZA 

Bank辦公室，職員明確指出公司目標和價值管理理念等。對於我而言，虛

擬銀行開闊了我的眼界，開拓了思路，提高了我對虛擬銀行的瞭解，體現

着戰略性思維，如近期「最勁抽」就是一個例子。 

 

 第三天到工銀亞洲銀行，他們專責

為客戶提供跨境服務，在跨境業務方面

非常有經驗，是其業務優勢。準確的市

場定位是成功決策的關鍵，工銀亞洲準

確把握香港及內地市場，在激烈的競爭

中立於不敗之地。 

 

 經過這幾天的行程，我今後須不斷

努力，不斷改進，不斷提高自身的競爭

力。管理經驗、工作思路和開拓業務。

我們得學習和借鑑，再從中創造新觀念，

因為「思路決定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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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Salle College  NG Pak Yin 

 

Types of banking 

 

It is a golde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have a brief understanding of the 

banking system in Hong Kong. The banking industry consists of four different 

types of banking, namely private banking, retail banking, virtual banking and 

corporate banking. 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targeted clients so that 

stakeholders in society can enjoy banking services of their needs. The most 

impressive type of banking is private banking.  Exclusive to the rich, only 

people who have more than 1 million USD of deposits in banks can enjoy the 

services of private banks. Different from services provided by retail banks that 

we normally enjoy, private banks provide a variety of services other than banking. 

These services include suggestions on investment and advertisement of products 

and services. The aim of private banking is to not only deal with customers’ 

essential banking needs, but also help the planning of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money to maximize the benefits. The extraordinary services provid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banks have further contributed to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Future banking 

 

The program not only provides a way for students to acquire the present day 

knowledge of banking, but also the future trend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In the 

future, technology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financial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ill be combined with the financial system to form a new era. 

‘Fintech’ and ‘Virtual bank’ are also examples of the combination of finance and 

technology.  

 

On the second day, we visited Cyberport, the home of ⅔  offices of Fintech 

companies in Hong Kong. The visiting of ZA Bank and Funding Reach Office 

was particularly inspiring, it showed how technology can be perfectly applied to 

help financial development.  For example, Funding Reach has invented a 

Fintech product called iFinHealth which helps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financial 

reports of companies. Once a financial report is inserted into the system, it can 

automatically analyze the report to find out the company's potential risks and 

financial status, more accurately interpret the company’s ability to pay their 

liabilities. Many banks use the aforementioned system to know the financial 

status of the company so as to determine the interest rate. ‘Fintech’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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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ly benef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n Hong Kong. 

 

Besides, the experience of visiting the virtual bank ZA Bank is also 

unforgettable. Benefiting from the fact that Virtual Bank does not require a 

physical location to provide banking services, customers can download a mobile 

app on their phone and conveniently enjoy the banking services virtually.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banks, staff in ZA Bank wear casual wear instead of 

formal clothings. They focus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ir products in order to make 

them more attractive and user-friendly. For example, there are some game-like 

functions on the ZA Bank mobile app to provide discounts for customers 

irregularly. Thus, consumers can enjoy the process while managing their wealth. 

I think virtual banks will make customers more convenient and decrease the 

money and time spent. Moreover, as all transactions are done online, people can 

easily and securely enjoy banking services in just a few minutes instead of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in a bank. Furthermore, virtual banks often provide 

discounts on their app, with the saving on service fees customers can have better 

management of money by using the virtual bank. It highly increases the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of banking. 

 

Career decisions 

 By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Duties, natures, and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job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were 

introduced to us. Being an 

accountant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I 

imagined. Before the 

program, I thought being an 

accountant was a boring job as 

the only duty of an accountant 

was to examine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of a company. In the program, many 

professional accountants were invited to have a sharing on what their essential 

works are. Accountants are classified into four categories, assurance, risk 

management, tax, and consulting departments. Problem-solving is also one of 

the main duties of accountants. An accountant needs to have innovative thinking 

in order to help the clients deal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issues. Besides, the 

department of risk assurance is mainly for dealing with IT problems including 

security problems in mobile banking apps. Dealing with numbers is only one of 



2022年「青少年銀行家暑期學習計劃」 

 

25 
 

the many duties of accountants. After the program, I started to think that being 

an accountant is an interesting and extensive occupation, it covers different kinds 

of technical skills for different experts to have a chance to showcase their talents. 

 

Besides, working in a bank is also a good choice for students who study 

different subjects. Banks provide a variety of jobs for different specialists. People 

might think that only students who acquired sufficient financial knowledge can 

have the chance to work in a bank. However, it is actually not the case. Banks 

employ different experts to deal with different essential issues. For example, 

Banks will employ students who study Physics because they can provide 

infrastructure support and help to measure the risk of investment. Banks also 

employ lawyers to provide legal support for their new products and customers. 

Banker is an occupation with 

diverse work and a bank cannot 

be operated smoothly without 

the engagement of experts in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conclude, engaging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is definitely 

suitable for most students 

whatever the subjects they are 

study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