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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實現那 

不可能實現的夢 
 

年青人是充滿夢想的，金融市場是一個極度吸引他們去冒險犯難的勝地，

但卻存在著一定之風險。要勇闖這新世界，須要先行裝備自己！但一般學生

都是急不及待，若然要等到畢業後才投入，時間拖得太久了。他們又不想紙

上談兵，都想早些去實現他們遙不可及的夢想。有見及此，2006 年本公司率

先推出金融實習團項目，主要是要讓世界各地之學生都可以來香港進行實習，

在真實的金融公司見識到何謂金融市場。 

我們的學員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中東、亞洲、

中國大陸，台灣及東南亞等等。總人數已超過 3,000 人，為業內之冠。 

 

 
 

自從本公司在 2006 年推出金融實習團後，也有不少人以此為基礎加以發

展。然而到底此項目與市面上之其他項目有何不同？此項目乃為美國多間大

學認可之實習項目，亦即商學院之學生要取得學分前，必需要到指定之金融

公司實習方可。因此要求比一般同類項目較嚴格，水平亦要配合美國著名大

學之水平及金融市場之實戰需要。與一般學生所舉辦之社團活動不同，亦非

個別機構所主辦之課外活動。而是將學術與金融二合為一的另類學習與實踐。

目的在替社會培育多元化之金融人才，將艱澀深奧之學院派教材活生生引用

到金融市場上。一方面可保持高文化水平之學問與方程式之認知，同時亦可

貼切應用在實際生活上，將芝加哥學院派之理論化作香港式之市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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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習 主 要 內 容 
 

實習是以黄金市場為主，進而涵蓋股票市場、外匯市場及期貨市場。實習期

分為 1 星期、2 星期、4 星期、6 星期及 8 星期。目的是滆合各市場特點，使

學員認識其相互關係。不只是培育傳統的好學生那麼簡單，而是要替社會打

造明日之星。內容重點如下： 

 

1) 圖表分析 

2) 基本分析 

3) 新聞簡報 

4) 每日簡報及報告撰寫 

5) 戶外堪察 

6) 高等法院聽審 

7) 領袖培訓 

8) 心理分析 

9) 模擬戶口操盤 

10) 實踐工作 

11) 蒐集第一手資料 

12) 推薦 

13) 畢業典禮 

14) 情緒智商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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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目詳述如下： 

(1) 圖表分析圖表分析圖表分析圖表分析  

a) 圖表形態 ── 頭雙肩、頭肩底、頭肩頂；上升三角形、下降三角形； 上

升通道、下降通道；雙頂、雙底、三頂、三底、多頭、多底走勢；上

升裂口、下降裂口；單日轉向、單手入樽；北斗七星形及泥鏟形。 

b) 技術分析 ── 隨機指數、一目了然圖、指數匯聚背馳指標、相對強弱

指標、動量指標、加權平均線、簡單移動平均線、拋物線、保力加通

道、樞軸點及波浪理論。 

c) 圖表種類 ── 陰陽燭、柱狀圖、點線圖、黃金線分割圖。 

 

學員需要揉合學院派之理論及市場之變化去認識圖表之真諦，所以不

可以只用傳統之授課方式，而是要學員先進行研究工作，再將感受與成果拿

出來討論，方可滲透內裡含義。因此上述各項目當中，每位學員都會被分配

一個主題，要先行自我研習，再在導師督導下公開討論。而其他學員並非只

坐下來做佈景板，也會被導師抽起來要他對剛才的學員的敍述發表高見。 

出來演講不是最終目的，而是要將所學的套用到實踐之上，他們進行

模擬戶口操盤之時，就是要將研究成果派上用場。無論贏輸都不可只靠運氣，

要解釋何以至此才是用神。勝敗本乃兵家常事，但一定要找出因由。不可盲

從附和，金融市場也是一個要撇除運氣講理據的地方。務求替學員打開新領

域，自此之後不再紙上談兵，不再閉門造車。 

最終目的不是要他們取得更多學分或更高成績，也不是要在大禮堂之

考場中掄元，而是要在金融市場贏取人生之冠冕。 

來自阿利桑那大學(University of Arizona)的學員作出陰陽燭的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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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京大學(Beijing University)的學員作出保力加通道的簡報 

 

 
來自約翰斯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學員作出波浪理論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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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墨爾本大學(Melbourne University)的學員對加權平均線及移動平均線之簡報 

 
來自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的學員對圖表形態作出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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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基本分析  

 

a) 各市場之間的相互關係 

b) 利率與貨幣匯率的關係 

c) 政府政策之影響力 

d) 國際組織及聯盟之架構 

e) 恐怖襲擊、動盪及戰亂對市場之影響 

f) 市場行為學及風雲人物 

g) 經濟數據及指標 

 

 

圖表不是萬能，雖然沒有圖表就是萬萬不能。為了要征服圖表之盲

點，必需先行深入了解基本分析。因此須要從各方面入手包括國家元首及

中央銀行等高官之決策，以至市場投資者及炒家之動向。國際組織之大集

會及架構，發表報告時刻以及記者會、聽證會、央行例會、國情咨文和其

他聯合公告，都有不可磨滅之影響。甚至各地之恐怖襲擊、戰事或只是有

開戰之危機、動亂、叛變以至軍事行動等等，都需要徹底剖釋。 

 

 

此等因素不會像考試那樣有固定之範圍，由於它是無限大地涵蓋著

市場，所以最難捉摸。不只影響某一市場，而是對整體金融市場均有不同

程度之衝擊包括股市、匯市、債市、期市、油市……等等。 

 

 

因此全球 4 大中央銀行之貨幣政策，利率之升跌及相互關係對市場

都有重大影響。尤其是有時影響力是成正比例運行有時是反比例運行，更

難捉摸。有時要用傳統方式對待，有時要以反傳統方式應對。而在重要數

據公布之時，更需先行作出妥善部署，方可應付波濤汹湧之市況。 

 

 

戰亂與恐怖襲擊更對黃金市場之影響甚具刻劃性，因為不同時段會

有不同之影響；不一定是大上大落的，有時反而會靜得像風雨前之寧靜，

然後又作突發式奔馳。反應有時正面有時反面，有時按常理有時非理性。

這些都是必需靠經驗與充足資料及理解去克服的難關。至於如何才可以像

戰地記者那樣掫取第 1 手資料，第(5)點中有詳述。基本分析之用神就是要

引導學員不要太過倚賴圖表，不要只是埋頭苦幹做書呆子，也要抬頭看一

看海闊天空的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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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會議室以傳統之授課形式教授基本分析 

 

 
 來自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的學員對國民生產總值作出之簡報 (2014 年 6 月) 



8 

 

 

 
來自倫敦布魯奈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 London)學員對歐盟作出之簡報 (2016 年 7 月) 

 

 

 
來自中山大學(Sun Yat-Sen University)的學員對量化寬鬆政策之簡報(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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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早新聞簡報會每早新聞簡報會每早新聞簡報會每早新聞簡報會 

 

為了使學員能夠更貼切掌握市場脈搏，每天項目開始時就先進行新聞

簡報會，以使學員習慣如何分析及如何掌握最新之市場動態。 

 

優秀學會被選為助教，在導師監察下輪流主持新聞簡報會。這也同時

是訓練明日之領袖的項目之一，給予適當人選適當機會進行適當任務。 

 

新聞簡報只有 30 分鐘的時間，助教必需在限時內完成任務。新聞會開

始之時，每學員必需自行選出一則他認為最具影響力之新聞，足以影市場之升跌。

他有權長篇大論，但助教必須要用少於 5 個英文單字將重點寫下來。整班學員將

會分為數個組別，約 4 - 5 人為 1 組，在該組各人列出數條新聞後，組長須要替

該組選出最重要之新聞，然後由助教記下。在各組列舉完重點新聞之後，助教則

需要在各組之中再選出當天最重要之新聞，加以闡明。但任務尚未完結，翌日早

上登場之助教，則需要先行回顧前一天之新聞，到底影響有多大，是否真的最重

要，抑或本來有更重要之新聞被走漏了。如此類推，每天之助教均需先行回顧上

日之重點才開始當天之新聞會。以確保每人都明白各則新聞，也要保證新聞不要

選錯，以免錯誤判斷市場形勢。最後當然由導師現身說法、闡明及更正錯誤等。 

 

此乃活學活用，當然三數天之培訓肯定不足夠應付千變萬化的國際局

勢的，時間越長認識越是貼切，因為不同時段有不同之世局的影響。所以參加較

長期的團期認識肯定比較深入，如果只說一句沒有時間是不會變為專家的，必須

受深入接受培訓及過關斬將認識始可克服市場之種種難關。看即時新聞比翻查昔

日新聞印象更深刻，因為各學員必需即時共同面對，共同部署；始可作出修正才

算是有挑戰性的面對市場。若然只查看往昔新聞，因為早已知道結果及早知其影

響力，挑戰性會大大減低。敢於接受及面對挑戰，才可有明顯進步。 

 

新聞簡報亦是訓練領導人的項目之一，因為助教必需於指定時間內完

成任務，不可讓某君佔據大部份時間而其他人無時間發言。他必需在時間屆滿前

讓所有人有均等之發言機會，否則在惜別晚會之時會有遊戲式懲罰。而班長則負

責記錄要受罰的人士。被選為助教的人，都會將此經歷寫入正式履歷表當中，作

為日後升學或求職之重點經歷。 

 

至於限制要用少於 5 個英文單字將重點寫出來，就是看他能否捉到用

神。因為新聞眾多，每則新聞都必需要精簡，到有需要之時才個別深入了解，但

每天早上必需習慣在無限大的新聞網中擠壓重點新聞，可謂天天都要面對新挑戰。

才知原來金融世界、萬千世界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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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阿利桑那大學(Arizona University)的學員出任助教，正進行每早新聞簡報。 

 

 
 

  

    學員來自世界各地，包括中東、北美、歐洲、澳洲、非洲、亞洲並大中華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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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日匯報及報告撰寫每日匯報及報告撰寫每日匯報及報告撰寫每日匯報及報告撰寫 

在基本分析方面，每位學員均需在不同主題上作出匯報。而學員亦會

分成各組別加以討論，有個人匯報及小組匯報；均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然

後導師再給予評語。此乃訓練學員對不同主題之深入了解並為個別研究舖路。

除了內容外，簡報的外觀及講者儀態亦不可忽略，學員需要有明日之星的風

範，因為申請研究院之時，很多項目都不單只要傳統的好學生，而是要吸納

明日之星，因為他們的好學生已經濫泛成災，無需再要了!要成功申請一流研

究院就必需是明日之星。學員每天都必須撰寫市場報告，描述並分析當天市

況，更要作出適當之預測。優秀學員會被頒予最佳分析員獎項，但必需符合

現有之市場水平始頒出，並非每次都有，有時會懸空數期也無人得獎。 

 
小組匯報，學員來自艾奧華大學(Iowa University)，阿利桑那大學(Arizona University) 

及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 

 
小組匯報，學員來自西安大略大學(Western Ontario University)及艾奧華大學(Iow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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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南京大學(Nanjing University)的學員作出個人匯報 

 

(5) 戶外堪察戶外堪察戶外堪察戶外堪察 

 

為了使學員更深入了解各機構之實況，本項目加插了不少參觀環節，以

使學員可更投入實際環境。而此等並非一般旅行社之旅遊項目，實乃明日之

星的訓練過程，請參閱第(7)b 之特別任務。 

 

參觀項目包括重點金融機構如證券交易所、金融管理局、匯豐銀行、中

國銀行、渣打銀行。更安排高等法院聽審以及參觀終審法院，以使學員可了

解真實之法律程序，更包括有心理治療性質之聖約翰座堂，教導如何紓緩商

業社會及名校效應所帶來之心理壓力。 

 

其中一個最吸引之堪察項目為夜探戰地記者訓練場。該場地為一間美國

大學與本地大學用來培訓國際戰地記者，在此接受嚴格練後則遣派往世界各

地之戰場面對生與死之挑戰。學員要在深夜中涉水、攀石、並要在艱苦的環

境中保護自己的心肝寶貝相機。由於該地位處郊區，所以不會有路燈，學員

要在微弱星光或月色下摸黑前進，深深體會戰地記者之新聞採訪是粒粒皆辛

苦的。此乃訓練體能與鬥志之環節，要成為現代金融界人士，必需智慧、體

能與鬥志並重，方可面對市場不同之壓力。亦可以使學員知道，除了一天到

晚對著和手機和電腦外，世界是海闊天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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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之 白 宮  -----  禮 賓 府  

學員可由此得知不同政制及內閣之分別 

香 港 大 學 

學員需要在現場即時指出英國式、美國式及中國式大學之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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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觀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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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學員在古董街 (摩囉上街) 

 

 

 
夜夜夜夜    探探探探    戰戰戰戰    地地地地    記記記記    者者者者    訓訓訓訓    練練練練    場場場場    

 

月黑峰高，摸黑涉水，攀岩；驚濤駭浪，捲起千堆雪！ 

要成為現代金融界之成功人士，不可只看表面，須有持久奮鬥、冒險犯難、 

永不言退之大無畏精神方是根基穩固的支柱。 

不能只看到人家成功之一面，而忽略他們曾經歷多少奮鬥與渡過多少的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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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高等法院聽審高等法院聽審高等法院聽審高等法院聽審 

生活在現代社會，法律知識不可缺少，遲早也要面對不同程度的法

律問題，本項目率先加插高等法院聽審之環節，如今此舉也漸成風氣。 

 

香港乃一彈丸之地，資源貧乏，之所以可脫穎而出，能夠擊敗多個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資源豐富之大國而登上金融業之高峰，全因法治精神

妥善及法制的完整，才可吸引各國外資到來此地而放棄其他地方。所以如何

吸引外資不是要看怎樣宣傳或優惠，而是要確立一套公平、公正及健全之法

律制度，導師則以實際環境帶領學員去接觸此法制而不是只靠網上描述。 

 

電視劇集中的法庭審案眾人都見得多了，真實的法庭到底是如何的

呢？電視劇集與它有何分別？凡參加本項目兩周或以上的團期，都有高等法

院聽審此一環節。學員可以近距離接觸到真實的法官與律師、原告與被告、

以至犯人及陪審團。可以看法官判案時之威嚴，一語定生死！亦可看到審判

過程，如何伸張正義，儆惡懲奸！真實的法庭對壘與爭辯，和電視劇集是有

很大的差異；目的除了是要增加法律知識外更可增加學員之信心。 

 

本項目乃採用國際學校之學生為本的教學方式，高等法院聽審結束

後，不是由導師講解過程而學生聆聽，而是反過來要學生須描述所見所聞，

還要接受導師的質詢。最後導師才闡明一切，這樣就可避免囫圇吞棗。案情

可是刑事案或是商業罪案，視乎當時排期而定。此乃走出教室，踏向真實社

會之第一步。高等法院聽審，是為本項目重點之一，亦為最精采環節之一。 

 
                         香 港 高 等 法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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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領袖培訓 

 

a) 本實習每次都有固定之開幕及閉幕儀式，既具有英國式之隆重氣氛，亦

有美國式的簡單流程。而每次均向學員公開徵男女司儀各一名，反應亦十分

之踴躍，報名人數經常多達 10 人。目的是使學員多體會，替將來更大型之儀

式作好準備及吸收經驗。不少學員都在日後之履歷中標明這點，他是從多人

中被挑選出來主持儀式的司儀。而司儀則需要以 12 種語言向全班問好，各人

均視此為一重要機會，亦有司儀穿上英式晚禮服及煲呔主持儀式。 

 
來自英國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的司儀以英式晚禮服主持儀式 (2014 年 2 月) 

 
氣勢澎湃的開幕儀式 (配樂為新世界交響曲、畫面為混沌初開) 2014 年 1 月  

男司儀來自多倫多大學 (Toronto University)、女司儀來自北京大學 (Beij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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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宵采排 ---- 為了使開幕儀式盡善盡美，男女司儀均需作出深宵采排。(2016 年 1 月) 

男司儀來自墨爾本大學(Melbourne University)女司儀來自國立台北大學(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即時傳譯員 ---- 來自中南經政法大學的志願者出任即時傳譯員，於模擬戶口操盤時間 

將本地指導員與外國學生連貫在一起。 

 

b) 本項目尚有一環節名為"特別任務"，就是在第(5)點的戶外堪察當中，要

負責在一陌生的地方帶路前往目地，目的是要訓練明日之領袖。要打造領

導者而不是追隨者，即使在初到貴境的異域也要成為領導者。每位學員都

被指派一任務帶路前往目的地，而到步後則要作出簡介，不是把網上資料

背誦一次便可以，是必需加上個人感言。如今不少人都在自己的履歷表上

寫上有獨立處事能力及創新力，但從來沒有想過如何打造出來。只管將最

美麗動人的名詞加上便是。而本項目不是教人如何創作最悅目的名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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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將學員打造成此等名詞之擁有者，要實至名歸而不是只靠花巧字眼去

吸引人。如今不少名校的 MBA 課程都表明重點會放在領導能力。本項目

則著重提供領導能力之獨特訓練，而不只教學員以亮麗字眼去潤飾履歷表。

作為現代金融界的成功人士，領導能力更是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 

 

c) 除了男女司儀外，實習團每次都會選出男、女班長各一名。主要任務為在

團期開始前兩周便要負責聯絡各學員。因為本項目課程十分之緊湊，為了

使學員更易吸收，所以在項目開始前兩周便要發出講義以讓學員預習以爭

取時間。而男女班長則要負責每日發出通知以便學員可更易消化，同時亦

須負責公開徵求志願工作者包括司儀、助教、組長、攝影師等任務的安排，

否則到步之時又要化一段時間始可完成此等任務，更要事先發出應注意事

項及每天安排之細節，以讓學員有充足之準備。因此實際上，項目不只兩

周，不是到達香港後才開始的，而是到步前兩周已經展開了，兩周也低調

地變為四周。離港後亦尚未結束的。此外，班長每早之任務是登記模擬戶

口之交易記錄、收作業、點名，準備開課及保持會議室整潔，並要在戶外

活動中保持隊型以免走失學員。 

 

 
開幕儀式結束後，來自羅徹斯特大學(Rochester University)的班長即登場取代司儀崗位，

宣讀注意事項。但讀完之後任務尚未完成，還要監管各人貫徹執行。當然是有組長提

供協助的。除了在戶外堪察要瞻前顧後外，也要在新聞例會、圖表分析及基本分析之

簡報中登記超時人士。本項目有眾多志願崗位以供選擇或不選擇，全賴學員之個人取

向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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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到步首晚，來自艾奧華大學(Iowa University)的組長帶領學員在公司繞場一周，學

員抵達的首天便有機會展示自己之能力了，包括班長、組長及司儀都有機各展所長。 

 
Gr oup Le 
Gr oup  

來自佛羅里達大學(Florida University)的組長在首晚帶領學員到盤房。 

 

d) 志願工作者不是採取任命制而是採取公開懲求制，以便各人可按自己

意願選擇。組長除上圖之任務外，在第(10)項之模擬戶口交易中，每早

均需負責登記各成員之成績，再交由班長集合起來公布當天領先之人

士而接受鼓掌。而晚上則需集合各組員，以處理聯合戶口，即在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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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商討策略後由組長負責落盤。因此組長實際上要處理兩個戶口，一

是與其他人一樣擁有一個個人戶口，另一是該組的共同戶口。而將來

進入市場實戰時，此乃家常便飯，即一人的確要同時處理多個戶口的。 

 

e) 另一公開懲求之崗位為攝影師，而報名人數亦十分之踴躍。主要工作

除拍攝團體照外，更需分工合作。如一人負責排好隊形，以免前之人

阻礙後面的人，另一人站立中央，其他人以他為準平均分左右排妥。

除輪流拍照外，更需負責將照片傳至指定網站以供眾人觀賞。而在導

師引導下更須作出不同隊形之拍照，務求創新及避免死板之團體照。

本項目由始至終均鼓厲創意，更以不同形式去各展所長。最後更須負

責制作記念相冊以供各人留念。部份創意團體照如下: 

 

 
軍隊式排陣的團體照經已過時，最新潮流為創意團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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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8) 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心理分析心理分析    

為了使學員明白本身之優點與缺點，本項目加設度身訂造之心理分析，

因為無論在金融市場之內或外都是必需的。此分析為點對點之個人分析，

不是像雜誌或網站只提供統一答案。資料著重私隱但亦有部份可以公開以

便衡量自己之位置，而整個分析以配套形式進行，不只是問答遊戲。而是

先往聖約翰座堂出席全世界 3 大午間音樂會之 1，再配以心理治療式之明

陣行療程；最後才以問卷形式作答。實乃一連貫性的心理關注療程。整個

過程可引導學員將多年之心中抑鬱宣洩，故此也有鳴咽也有感觸而落淚，

學員得著往往比預期更多，而分析之原稿資料將交由學員保管以作留念。  

 
聖約翰座堂明陣行三部曲  

1) 淨化   2) 啟迪   3) 再出發 

 
(9) 模擬戶口操盤 

每位學員都會被分配處理一個模擬戶口，以便他們可以掌握市場波

動之脈博。學員在學習圖表分析及基本分析後，就需要將之應用在實際操

盤上。而每人每天都最少要做兩套完整之交易，不論贏輸均要在期限內完

成。全班亦分為數個小組，比賽分個人及小組同時進行。每人除要處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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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個人戶口外，亦要進行討論及處理小組之共同戶口。而個人戶口之冠、

亞、季軍可獲得奬盃以資鼓勵，而更有得獎者之名字即時刻在獎盃上以增

加珍貴的氣氛；而外界的獎盃由於時間關係，大部份都是沒有名字的。雖

然本項目時間比其他項目更為緊湊，但卻示範出如何去掌握時間之關鍵。 

模擬戶口之最大優點是給予學員機會使他們無需拿出真錢來便可

以投資，戶口之內的錢雖然是虛擬的，但所有價位與市場波動卻是真實的，

也是可以免費進入真實市場的捷徑。 

戶口記錄每天早會前由組長登記再統一交給班長，再由班長宣布當

天之領先者，通常每天都不一定相同，經常有此起彼落之激烈相互追逐情

況，而每天一開始就由這競逐將實習帶入高潮。 

得到冠軍並非終結，得獎者要出來分享心得，闡明他是採用哪種策

略與技術線或關注那則新聞才以至此，以供印證。而通常得到冠軍者在真

實戶口做交易之時，都會有若干之斬獲。  

 
親 吻 獎 盃 ！ 

2016 年 1 月之冠軍乃來自上海財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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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之冠軍來自阿利桑那大學(Arizona University)； 

亞軍為中國農業大學(左)；季軍為多倫多大學(Toronto University)(右) 

 

 
2014 年 6 月之冠軍來自北卡萊納大學(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此君可說流利普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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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員帶領學員操作模擬戶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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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實際工作 

 

如今市面上之實習團，很多都是實際學習而非實際工作，皆因簽證問題。本

項目之長期實習團則由本公司負責解決簽證問題，因而可以較長期時間逗留

工作，但學員必須交齊所需資料方可獲批出。本項目之長期實習團是分兩部

份的，開始首兩周是培訓，及後數周時間為工作。會另有指導員輔導他們如

何由零開始拓展黃金事業：包括電話訪問、訊息傳遞及籌備講座，表現優良

者更可隨導師出外接洽真實業務，並由導師預留環節以讓學員講述開場白，

以面對真實客人。不是在課室內的紙上談兵，而是真正秣馬厲兵出戰。而業

務接洽成功時是真正可得到佣金的。因此實習場地不限公司之內，而是要面

對真實的社會、真實的客戶、真實的市場、真實的大企業高層以及真實的業

務。很多學員都夢想著如果一朝貴為中央銀行總裁，將會如何如何推出百年

大計；但實際一些，還是學習怎樣由零開始拓展業務，才是實習的真諦。所

謂"萬丈高樓平地起"，要成為央行總裁，先闖過這一關再說吧！ 

 
                     學員自我監管，自我工作時段。 

 
                    在指導員帶領下集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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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蒐集第一手資料蒐集第一手資料蒐集第一手資料蒐集第一手資料 

 

由於本項目強調創意及領導能力，所以必需引導學員使用第一手資料而

避免使用別人的節錄、覆述或翻譯本。因此導師會按實情況帶領學員即

場聆聽重要人物演說的直播，然後反過來覆述或節錄給其他客戶；要走

在前面讓人家跟隨自己，而不是自己去跟隨人家走在後面。除可以得悉

最新資訊外，導師並即場講解哪內些容更為重要、哪些可以擱置，並引

導學員即時體會及感受市場的反應。此外亦會按需要參觀彭博通訊社之

新聞直播，學習如何蒐集第一手資料，更有夜市看盤的時間，以便涵接

不同時差之市場實況。 

 
導師帶領學員聆聽奧巴馬總統演講之直播，即場解說那段對市場有何影響，那段可以

擱置。目的是要第 1 時間掫取市場第 1 手資料，捷足先登以取代第 2 手資料。  

 
彭博財經新聞  現場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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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叫聲 ! 怪叫聲 ! 顛叫聲 ! 驚叫聲 ! 狂叫聲 ! 儍叫聲 ! 慘叫聲 ! 痴叫聲 ! 

這就是夜市看盤時的實況，情緒十分之高昻，比散市後去的蘭桂坊更顛狂。 

               他們似乎不願走呢！ 

 

(12) 推薦 

      有不少天真學員以為參加類似實習項目可以拿到一封含金量甚高的

推薦信，今後申請研究院就可以通行無阻。又是想著把所有最亮麗名詞搬

到信上就可以瞞天過海。或要求留學代理或學長創作最吸引的信件，或在

不同網站上下載各樣本組成新的信件，再要求推薦人簽名便可大功告成。

即是學員稍為溫習一下便要說他很用功，稍為和人交談一下便要說他很友

善。可知大學收生處每天收到此類信件均堆積如山。他們靠的是中央資訊

系統，本項目則為少數認可之學分項目，因此須將情況如實匯報。導師要

替每學員回答 9 條問題，每題多達 500 字並有多項擇題，一切狀況都要按

理據及實況回覆而非只靠亮麗名詞。如實習之情況，匯報準時或遲到次數

而不是只寫讚許字眼，遞交作業準時或延遲次數，是否每天都結領呔等；

而不是光說此人勸奮好學，衣著整齊等表面功夫的名詞。因過往之本項目

學員之優越成就均記錄在美國的中央系統而佔了極大優勢，而非單靠滿紙

漂亮字眼。因本項目乃學分項目而非一般課外活動或學生活動那麼簡單。 

(13) 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畢業典禮 

本項目由始至於都是十分特別的，因為要鼓厲學員創意不要做跟隨

者，所以項目本身各環節都甚具創意。畢業典禮就選在天下第一港，即維

多利亞港進行。而不是在公司之會議室或禮堂或大廈大堂等地進行。你的

背景是無可取代的天下第一港，全港最高大樓也只不過是你的牆紙而已。 

將來在你的相冊當中，這將是一個最特別的畢業禮，背景已自動將

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之重點表露無遺。來香港實習過程不用解說，看畢業照

片便知此項目是海闊凭魚躍、天空任鳥飛！！！！！ 



29 

 

 

 

                       天下第一港 
 

                         的畢業禮 

與夏季的畢業禮                      

                              冬季與夏季 

 

 

 

 

 
 

 
 

 
 

海闊凭魚躍 

天空任鳥飛 
 

 

 

 

畢業典禮除向各學員頒發實習證明外，亦會同時頒出各特別獎項。但一定要

符合要求才會頒出，包括最佳領袖、最佳分析員、最強記憶力等；而首封推

薦信亦會於此時發放。而在眾多獎項當中，以最佳分析員要求最高，最少頒

出。由於典禮別開生面，間中亦會有家長出席參加；使師生、家長混為一體。 

 
來自艾奧華大學(Iowa University)的學員，於 2015 年 7 月奪取最佳領袖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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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的台灣第 2 代移民，

考進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模擬投資比賽冠軍  

 

 

 

Miami University  

不在邁亞美而在俄亥俄。 

University of Miami 

是在佛羅里達的邁亞美， 

是兩所不同的大學。 

 

 

她來自後者， 

乃模擬投資比賽冠軍。 

 

 
 

 

羅林斯學院 

(Rollins College) 

之學員取得最佳分析

員獎項。 

 

 

他會講普通話的。 

 

 

 

 

墨爾本大學 

會計學碩士 

於 2014 年 7 月 

奪取最佳分析員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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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科滿分成績畢業、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霸，替實習項目主持閉幕儀式。 

 
擁有多間名校博士及碩士學位，包括倫敦大學學院及香港中文大學的學霸， 

兩度在不同項目成為本人之學員。 

 
來自中國的學霸 ----- 兩度參加本項目，先參加雙周團後再參加六周團， 

結果奪取甚少頒出的最佳分析員獎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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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情緒智商(EQ)的發展 

     為了穩固地打造明日之星，本項目設有情緒智商發展之環節，以配合

先前之獨特心理分析，按個別學員要求再行發展。務求打造出體能智與慧兼

備的現代金融界人士。實現此項目有 3 大途徑 a)正能量思想培訓；b)超強記

憶力訓練；c)跑步上太平山。 

a) 正能量思想培訓 

現代年青人由於嬌生慣養，應付窘境力量非常薄弱，而在多年一胎政

策下的中國更易孕育出溫室幽蘭，無能力去應付逆境；因而各大專院校都經

常出現灰色人生觀或甚易在不知不覺間瀰漫及滲入悲觀思想。而由於個人尊

嚴越來越高，更使年青人不易以弱者姿態吐出心聲，使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

更難處理，部份高校更缺乏心理輔導專員。正能量培訓除著重協助他們渡過

難以自拔的難關外，更可加強他們人際關係似應付萬變的社會。 

本項目選擇淺水灣及深水灣作為訓練地點，這兩個均是世界知名的海

灘。而在接受培訓後之反饋當中，除加強信心及正能量外，也有其實用價值，

就是更易在金融市場中識破圖表陷阱。因此無論在形上學或實用價值而言，

都是現代金融界人士必備的 EQ 訓練項目。 EQ 不是說一下要關注就可改善

的，是要授受訓練方可提昇的。 

 
在星夜的波浪中之正能量訓練  -----  淺水灣 

 
            在光能中沙灘上之正能量訓練  -----  深水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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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超強記憶力訓練 

現代教育以著重理解為先，但並不代表可以放棄記憶。此環節有兩個

目的，一是使強者更強，百呎竿頭、更進一步。另一目標是使弱者變強，是

雙管齊下的。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人類腦袋的潛能是非常之大，尚有很多功

能未被發掘。一名普通學員在經過半小時之訓練後，通常都可以打敗 1 班 20

人的集體記憶力，成果連當事人自己也難以致信。日後是否能維持則視乎他

肯下多少苦功去持續。而當記憶力增強後，很多時理解力亦同時增強的。因

為腦袋中必需先有充足的資料，才可以作出貼切分析及高人一等之理解。所

以增強理解力不是額外收穫，而是超強記憶力訓練之正常結果之一。而亦是

對付現代式都市病，即進入考場時的"瞬間失憶症"的良方炒藥。結果證明，

如果要面對公開考試如雅思、托福、GRE 及 GMAT 等，都有極佳效果。此

為將高端人生哲學與市場培訓二合為一之實例。 

  
在 4 級風力下進行之記憶力訓練  

                    (左)淺水灣   (右)鯉魚門 

c) 跑步上太平山 

由水平線跑步上太平山全長 4,000M，高度 552M，此為港島之最高點；

亦是使學員畢生難忘的歷程。凡完成全程者將會被頒贈證書一張，到年事己

高之時可拿給後人看看此壯舉，即使本地人亦有很多未可完成此壯舉。同時

在山頂亦會在導師引導下自行發掘香港之水源，即第一滴水冒出之處。事實

上，一生人沒有多少次機會可以發掘一個地方之水源。要看長江或黃河之水

源可能要千辛萬苦，要看香港之水源亦不容易，但卻不要錯過呢。. 

 
           來自山東大學的學員，在港島最高峰發掘到第一滴水冒出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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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傳 

 
 

 
在跑步上太平山項目到達終點後，會即時在香港之最高峰頒發跑步證書，

證明參予者自水平線跑至山顛；此實乃人生壯舉之一。 
 

語寄深詳──導師隨即叮囑學員保留此證書，直至他們到達首席導師的年

紀時，拿出來給孫兒看，再帶年青人跑步上這個太平山，薪火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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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衝刺！ 

 

 

 

 

 

 

 

 

 

 

 

 

 

 

 

 

 

 

 

 

 

 

 

 

 

 

 

 

 

 

 

 

 

 

 

 

 

 

 

最後 100 米的衝刺 ----- 為了使氣氛更為熱烈及激昻，在最後的 100

前，導師會集合所有人作最後衝刺，務求在 9.9 秒內完成壯舉；並由班

長以秒錶進行倒數計時。 

上圖為來自各大洲之國際學生在煙雨斜陽、霧鎖香江之下作出跑步上

太平山的最後衝刺，在他們的黃金時期留下永恒及光輝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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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與天比高 ! 
到達終點了 

高度海拔 552m，長度為 4,000m 

 

     這就是現代金融界人才必備及不可缺少的條件這就是現代金融界人才必備及不可缺少的條件這就是現代金融界人才必備及不可缺少的條件這就是現代金融界人才必備及不可缺少的條件    

財富來自智慧！  智慧來自體能！ 
結論： 

我們要替金融界打造明日之星，要替學術界製造學霸。此項目實際上為一個

世界學子之交匯點；學員來自 5 大洲，除增廣見聞外，更可替大清皇朝一雪

前恥。據說老佛爺臨終前曾在病蹋上氣憤而言：終有一天，要洋鬼子東來向

我們屈膝學習。當全世界都蜂湧向華爾街學習金融之時，美帝之尖子卻東來

向香港這個金融中心學習了。以上為 8 星期之實習項目之全部實況；如參加

期間少於 8 星期則需關注按個別程序表之實際行程。而參加兩星期以下者則

需自行負責辦理簽證手續，兩星期以上者則由公司協助辦理，但學員必需交

齊資料始有效，詳情請與閣下之代理人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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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導師簡介 

 
   首席導師余春生先生是於香港出生，自 1980 年開始從事金融行業，經歷

過無數市場風浪包括股市、匯市、期市、債市及金市在不同時代之波動。一

直以來均沿用芝加哥學派之理論去作經濟分析及市場行為研究以至走勢之預

測，而又因準確率甚高而備受關注。自本實習項目推出以來便出任首席導師，

亦為訊匯金融集團首席分析師。 

 

     2017 年夏季，美國阿里桑拿大學為答謝余先生多年來一直帶領該校商

學院之學生進行實習並有優越表現而使學員得益不淺，特頒贈予"優秀顧主奬

狀" (如下圖)。為了加強各學員之工作感，此稱謂不是導師而是顧主，以強調

除傳統教學外，亦有金融市場之實際工作經驗灌輸。阿里桑拿大學如今是少

數被選為參予登陸火星計劃的大學之一，這點比任何排名均為重要，因可見

他們確實有嚴緊之要求。 

 
  余先生本科肆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於 1979 曾考獲劍橋大學之英語文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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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實現那 

不可能實現的夢 
 

 

 
要硬闖  那勇者不敢闖的關  

無論目標多遠多高  
要振奮 當你已筋疲力盡之時  

要觸及那遙不可及的星宿  
 
要觸及 那遙不可及的星宿 

  明知多高也不退卻  

要活活 地憑雄心壯志  
 再與天比高 ! 

 

 

訊匯金融集團旗下訊匯金融集團旗下訊匯金融集團旗下訊匯金融集團旗下    

匯凱金銀投資有限公司主理匯凱金銀投資有限公司主理匯凱金銀投資有限公司主理匯凱金銀投資有限公司主理    

黃金市場實習項目黃金市場實習項目黃金市場實習項目黃金市場實習項目    

To run where the brave dare not go,  

Though the goal be forever too far.  

To try, though you're wayworn and weary,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o reach the unreachable star, 

Though you know it's impossibly high,  

To live with your heart striving upward  

To a far, unattainable 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