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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文章版權屬於相關報社，如須轉發，必須獲該報同意)  

 

澳門新聞總數：4 篇 

1. 澳門日報：六會擬第四季推工傷基金  

2. 華僑報：工聯關注醫療人員制度的過渡問題 業者冀有生存空間繼續服務 

3. 澳門商報：上半年對外商品貿易額增 22.8% 

4. 澳門日報：今明年公交行業人資流動大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明報：四成受訪副學士 憂畢業後未符市場期望 

2. 晴報：暑期推廣員月薪$1.6 萬 學生哥嫌長企辛苦 

3. 文匯報：TVB 裁員停不了 工聯會促收手 

4. 星島日報：公務員申延遲退休 9‧17 起可交回選擇書 

 

 

其他新聞：2 篇  

1. 明報：縮工時免留宿當值 盼挽女醫生 

2. 香港經濟日報：無家 IT 男奇招求職 喜獲逾 200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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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 篇 

1. 六會擬第四季推工傷基金    

[2018-8-3] 澳門建築業發展關注小組工作報告新聞發佈會昨舉行。澳門建築師協會、

澳門工程師學會、澳門工程顧問商會、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澳門建造商會、澳門建築

機械工程商會組成的“建築業發展關注小組”（簡稱：六會），籌備成立工業意外事

故慈善基金，由業界籌組，希望啟動基金可籌集約一百二十萬元，爭取第四季落實，

以援助事故死傷者。 

 

發佈會昨下午三時半假澳門建築置業商會舉行。澳門建築置業商會會長謝思訓、澳門

工程師學會會長胡祖杰、澳門建築師協會會員大會主席梁頌衍、澳門建造商會理事長

鄧漢昌、澳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理事長蕭東文、澳門工程顧問商會副理事長謝廣達出

席。 

 

謝思訓表示，六會商議成立建築業工業意外事故慈善基金，在事故發生後對死傷者和

其家屬作經濟上的適當援助，以紓緩事故受害人及其家屬的生活壓力。該慈善基金目

前已進入籌備階段，希望可於本年第四季落實。 

 

鄧漢昌表示，六會成立慈善基金前，多個商會都設有基金幫助業界，但若每宗意外各

會都分別接觸受害人家屬，可能會對其造成困擾。六會共同成立基金，可以集合各會

力量，援助力度將比以往更大，同時亦能避免多次接觸造成家屬困擾。 

 

胡祖杰表示，工業意外事故慈善基金成立後，同樣會執行較為迅速的審核制制，具體

會視乎受害人家庭狀況作適當調整。 

 

 

2. 工聯關注醫療人員制度的過渡問題 業者冀有生存空間繼續服務    

[2018-8-2] 政府正制訂《醫療人員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法律制度》，並計劃設立醫

學專科學院。為此，工聯議員辦事處日前舉行意見收集會，議員李靜儀、梁孫旭和工

聯副會長林香生出席，與近五十位業界人士交流和聽取意見。多位醫生關注過渡期問

題，期望未來在規範醫療人員資格的同時，能讓原來已執業多年、具豐富經驗的醫生

有生存空間，繼續為市民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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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有意制訂一套適用於本澳公、私營醫療人員的專業資格及執業註冊制度，以統一

專業資格准入標準和執業註冊的條件，並通過建立紀律制度規範專業行為。政府表示

目前已完成行政會討論，將交立法會審議。 

 

會上，多名醫生對註冊制度及醫生執業範圍（SOP）表示關注，認為當局透露的資訊

甚少，擔心有關制度出台後會令部份行醫多年的私家醫生飯碗不保。有醫生表示，認

同設立醫學專科學院有利提升本澳醫療水平，具體細節仍需完善，希望讓符合專業能

力的醫生可以過渡至新制度。也有醫生對「醫療註冊制度」有所擔憂，因應本澳現時

沒有相關的專科認證制度，例如現時坊間常見的皮膚科、耳鼻喉等私人診所，即使該

醫生已具備資深經驗並醫療紀錄良好，但立法後或面臨「一刀切」的結果，不再獲得

專科執業資格。 

 

因此，不少與會的醫生都期望當局在立法過程中充份與業界溝通，吸納社會意見，共

同制定一套健全及適合澳門的醫療註冊制度，既保留私家醫生的生存空間，也持續促

進本澳的醫療發展。 

 

 

3. 上半年對外商品貿易額增 22.8% 

[2018-8-2] 統計暨普查局 7 月 31 日公佈資料顯示，今年上半年對外商品貿易總額

共 496.4 億元（澳門元，下同），較去年同期的 404.3 億元增加 22.8%。其中，總出

口貨值為62.0億元，按年增加10.2%；再出口增加13.9%，本地產品出口則減少9.6%。

總進口貨值為 434.5 億元，按年上升 24.8%。上半年的貨物貿易逆差擴大至 372.5 億

元。 

 

按出口目的地分析，上半年輸往中國內地貨值按年上升 9.5%，其中泛珠三角九省增

加 12.4%；與此同時，出口至香港及歐盟分別增加 11.9%及 5.6%，而出口至美國則

減少 31.7%。另一方面，出口往葡語系國家及大中華地區以外的一帶一路國家亦增加

35.8 倍及 83.4%。非紡織品出口為 58.6 億元，按年增加 10.9%；機器設備與零件上

升 147.6%，電子元器件則下跌 52.1%。紡織品及成衣出口為 3.3 億元，下跌 0.5%。 

 

按貨物原產地統計，今年上半年由中國內地與歐盟進口的貨值按年分別上升 30.2%及

23.1%。此外，由葡語系國家及大中華地區以外的一帶一路國家的進口亦上升 28.3%

及 21.6%。按貨物來源地統計，來自中國內地的上升 13.0%，其中泛珠三角九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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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消費品進口上升 20.6%至 279.5 億元，其中美容化妝/護膚品與小客車/電單

車分別增加 52.4%及 37.4%；手提電話、燃料及潤滑油與建築材料的進口貨值亦錄得

96.7%、17.0%及 23.1%的升幅。 

 

另悉，6 月份貨物出口總值為 10.6 億元，按年上升 12.3%。再出口上升 18.3%，其

中娛樂場用製品增加 86.0%；本地產品出口則下跌 18.5%，其中香煙減少 34.4%。貨

物進口方面按年上升 19.8%至 72.6 億元，其中手提電話、美容化妝/護膚品、手錶分

別上升 83.1%、37.8%和 33.9%。6 月的貨物貿易逆差為 62.0 億元。 

 

此外，第 2季的出口及進口貨值按年分別上升 20.6%及 23.6%，貨物貿易逆差為 178.1

億元。 

 

4. 今明年公交行業人資流動大 

[2018-7-29]  經濟向好，人資需求增加。有人資公司表示，今年應屆畢業生搵工比

過去兩年容易，一般起薪點比去年提升 3-4%。但部分行業如交通運輸業請人困難，

相信今明兩年行業流動性會增加。 

 

萬寶盛華服務（澳門）有限公司管理合夥人盧崑表示，由於多個行業生意好轉，請人

意慾增加，且提供的起薪點比去年“鬆手”，增 500 元亦非罕見，這情況不祇大企業，

中小企亦傾向請到人才願意付多點。如有應屆畢業求職者，已有公司以月薪 1.4 萬元

聘用，當僱主知悉員工有意離開，願意多付 1,000 多元挽留，意味剛畢業的文職人員

月入逾 1.5 萬元，這情況在去年十分罕見。 

 

由於經濟向好，新職位供應增加，以交通運輸業為例，因應未來將有新的大型公交運

輸系統落成，有關公司去年第三季開始了解本地人資情況。盧崑認為，由於這行業在

澳門屬於全新的，本地有相關職位的人員，但沒有相同行業的經驗，如會計、財務的

職位可以找到，但要對口行業則沒有，故可能從相關行業中物色人選。另外，大型公

交運輸系統亦需要前線人員，故應會與機構合作，制訂培訓計劃予前線人員。 

 

由於是新行業，加上營運是外地公司，對澳門人來說較陌生，基於不熟悉公司的管理

文化，可能會影響招募本地人才。但營運公司在全球很多地方有營運經驗，且薪酬競

爭力不低，相信對擁有公共交通行業經驗如會計、人力資源、市場推廣等職位，有一

定流動性，可以預見今明兩年公共交通行業流動性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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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4 篇 

1. 四成受訪副學士 憂畢業後未符市場期望 

[2018-8-3] 政府成立的檢討自資專上教育專責小組，其主席張炳良曾指副學士課程

令學生畢業後仍未能掌握工作方向。有團體問卷調查訪問 351 名自資課程的學生，結

果發現，其中近四成修讀副學士課程的受訪學生，憂慮畢業後未能符合市場對副學士

畢業生的學歷期望，比例較修讀自資學士及高級文憑的受訪者高。 

 

民間青年政策倡議平台在上月 4 日至 23 日利用網上問卷方式，就自資專上課程質素

等問題訪問 351 名正在修讀自資課程的學生或相關畢業生的意見，受訪者包括 142

名修讀自資學士、81 名修讀高級文憑，以及 128 名修讀副學士。 

 

五成料職位薪金難符合期望 

結果發現 39.1%副學士受訪者認為畢業後，不能夠或十分不能夠符合市場對相關行業

的學歷期望，較自資學士受訪者的 16.2%及高級文憑受訪者的 14.8%高逾一倍。 

 

薪金期望方面有 50.8%副學士受訪者認為畢業後不能夠或十分不能夠找到符合薪金

期望的職位，只有 25.3%自資學士受訪者及 24.7%高級文憑受訪者持相同看法。 

 

院校質素方面，以 10 分為滿分，修讀資助大學附屬學院的 198 受訪者平均給院校評

分為 6.57 分，屬評分最低；修讀純自資院校的 115 受訪者平均評分為 6.63 分；而

38 名私立大學受訪者的評分最高，有 6.92 分。 

 

就專責小組建議，自資院校如在合理營辦期後於收生及表現不足，應取消其註冊，近

六成受訪者同意相關建議；此外，七成受訪者認為現時自資學士學位 3 萬元資助並不

足夠。倡議平台認為，結果反映副學士生多認為畢業後其學歷在市場認受不足，現時

副學位定位多以再升學為目標，建議政府增加銜接資助學士學額。 

 

港專：未有人合資格領體育獎學金 

另一邊廂，香港專業進修學校在新學年新設運動管理及訓練學士學位課程，首年學費

近 8.5 萬元；港專推出「卓越體育發展獎學金」，在文憑試體育科考獲 5 級或以上等，

可每年獲半額學費資助。教育學系系主任周華指出，預計收生 20 名，現時約 60 多

人報名，但當中未有人具獲發展獎學金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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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暑期推廣員月薪$1.6 萬 學生哥嫌長企辛苦 

[2018-7-30] 失業率處於低水平，年輕人搵暑期工亦更揀擇。有 IT 公司以高達 1.6

萬請暑期工做產品推廣，部分應徵者知道工時長兼要「長企」即「縮沙」。有人力資

源顧問指，不少年輕人會嫌棄戶外工作，推廣員時薪達 55 元也難請人，部分僱主要

出動交通、膳食津貼及一次性獎金搶人。 

 

踏入暑假又是學生哥「搵外快」時機，本報早前在勞工處就業互動服務翻查資料，發

現約有 610 份暑期工作，時薪介乎 48 至 65 元。其中聯訊電腦科技公司聘請中五程

度的初級推廣員，月薪由 1.3 萬至 1.6 萬元，視乎經驗而定。該公司經理黃先生指，

收到 30 多份求職信，部分人知道工作性質即打退堂鼓，「有人嫌長時間要企太辛苦，

有人頂唔順工作 9 小時，最後僅 8、9 個人來面試，但整個暑假要請 10 人。」 

 

黃先生說，因工作地點分布各區，公司特設 500 至 1,000 元跨區交通津貼，另提供一

周在職培訓，「推廣工作多在展覽會，也算室內工作，但部分人都嫌辛苦，又怕要對

住陌生人。」 

 

了解工作性質 人打退堂鼓 

卓越人力資源管理顧問（ExcelNet）行政總裁梁美儀指，不少年輕人介意做戶外工作，

尤其日曬雨淋的戶外推廣，時薪達 55 元屬最低要求，「若要着特別服飾等，時薪 100

至 150 元才有人肯做。」為吸引人才，梁指部分僱主要設立各式獎賞。「例如擺街站

登記會員，暑期工簽滿 10 張單可獲 100 元獎金。」若工時長、星期六日要開工，部

分人更會因此而卻步。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亦指，「戶外開工及銷售產品或服務，對年輕人

來說是兩大艱辛！」以往推廣員多數由學生出任，近年不少僱主轉為請主婦或中年人，

除非產品走年輕人路綫，非要請年輕人不可。 

 

設計類需專業技能 薪酬較好 

ManpowerGroup 大中華區高級副總裁徐玉珊指，每年暑假會請近 300 人做展覽推

廣員，近 8 成是學生，時薪約 40 至 60 元，部分主任級時薪達 120 元。該公司亦會

提供不同津貼，增加工作誘因，「例如膳食津貼，好像在機場工作，食餐飯要 60 至

80 元也要照畀。返早、晚更亦有交通津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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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少臨時工的網上平台 HelloToby，其聯合創辦人鄭會杰說，今年暑期工空缺增

15%至 20%，包括網頁開發、平面設計、活動統籌、暑期興趣班統籌和助理等，時

薪約 60 至 80 元，最高達 400 元，「設計類的時薪較高，因為需要有專業知識，甚至

要懂影片後期製作等。」 

 

 

3. TVB 裁員停不了 工聯會促收手 

[2018-7-29] 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無綫）早前大幅裁減 TVBI 人手及解散體育組，近

日再傳無綫計劃向配音組及劇組「開刀」，前立法會議員、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

鄧家彪與其他工會成員昨日早上在將軍澳電視城外請願，促請無綫停止裁員，他批評

無綫在巨額盈利下繼續裁員，擔心決定會影響年輕人入行意慾。 

 

工聯會昨日早上在將軍澳港鐵站外的電視城員工穿梭巴士站向無綫員工派發傳單，介

紹僱員權益，之後帶同寫有「用完即棄，無良裁員」等字句的標語轉到電視城門外示

威。 

 

鄧家彪憂減青年入行意慾 

無綫去年的純利高達 2.44 億元，鄧家彪希望無綫可以對員工「手下留情」，收回裁員

決定，「無綫在香港是旗艦的廣播、娛樂機構，不應該在巨額盈利下持續裁減員工。

電視廣播業行頭窄、待遇差，無綫作為巨頭仍持續裁減員工，會令員工感到徬徨。」 

 

鄧家彪又引述無綫員工表示，對裁員情況不樂觀，認為裁員非單一事件，他指出業界

幾年前才因人手不足而要求政府提供相關課程，擔心無綫持續裁減員工會減低年輕人

入行意慾，認為決定不單影響員工，亦是香港社會的損失。 

 

「香港通訊業人員協會」則表示，關注消息指無綫計劃結束 16 廠運作，並同時裁減

多名與劇組相關員工一事，擔心會有更多員工受到影響。 

 

協會希望無綫可以將員工視為寶貴資產，停止裁員計劃，並呼籲受影響員工可以向協

會求助。 

 

鄧家彪並補充，指工聯會正積極聯絡無綫代表見面，呼籲無綫員工團結起來，向資方

反映意見，並爭取合理權益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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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香港打工仔的適應能力強，認為如果無綫裁員原因與員工技能有關係，應先向受

影響員工提供培訓。 

 

無綫：配音組不續約非裁員 

除劇組員工外，配音組亦是無綫「開刀」對象之一，無綫總經理鄭善強日前出席《2018

第二十屆香港動漫電玩節開幕典禮》時亦有被問及事件，他解釋無綫配音組 4 名員工

離職原因是不獲續約，而不是公司裁員。 

 

無綫上月已經首先裁減 TVBI 60 名員工，今個月亦有體育組被解散，近日再傳 16 廠

會在劇集《解決師》拍攝完成後停止運作，20 名至 30 名與該廠有關員工會被裁減，

而道具組及設計相關人員亦有可能成為無綫下一次裁員的對象，預料有約 100 名員工

面臨失業。 

 

4. 公務員申延遲退休 9‧17 起可交回選擇書 

[2018-7-29] 適用於五萬多名在二○○○年六月至一五年五月底入職的公務員自願

選擇延長退休年齡計畫前日正式推出，合資格公務員可以在九月十七日起兩年選擇期

內決定是否選擇延遲退休，須交回選擇書，到二○二一年三月十五日起正式實施，即

一般文職公務員可延長至六十五歲退休，紀律部隊人員則統一延至六十歲退休。 

 

據知，公務員事務局已向各政府部門管方發出通告，並隨通告發出新指引，以「常見

問題」形式闡釋計畫處理安排。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於去年《施政報告》宣布，為配合增加勞動力的目標和回應現職公

務員同事的訴求，經重新研究，政府同意讓二○○○年六月一日至一五年五月三十一

日期間入職的公務員自願選擇延長退休年齡。今年初，公務員事務局推出計畫具體方

案做諮詢，隨後再推出終極優化方案，行政會議最後在六月十九日拍板通過。 

 

本報知悉，公務員事務局在上周五（本月二十七日）已向各政府部門管方發出通告，

公告公務員自願選擇延長退休年齡計畫即日起正式推出，通告主要內容說明選擇方案

及執行細節，例如申請資格、選擇期及實行日期、短期延長服務安排、如何收回選擇

書和認收回條等。據了解，五萬多名合資格公務員可於共兩年選擇期內，即九月十七

日起至二○二○年九月十六日，交回申請延遲退休選擇書，而延遲退休正式實行日期

由二○二一年三月十五日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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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部分合資格公務員將會在選擇期內退休，公務員事務局作出特別批准，由上周五

計畫正式推出日，至二○二○年九月十六日內滿原定退休年齡的公務員，可短期延長

服務，以預留時間處理延遲退休申請。 

 

另由六月十九日至上周五期間，據知，已按其意願獲准暫時留任的公務員共約二十人，

他們仍符合在職條件，可受惠計畫。 

 

為方便各部門管方局方執行計畫，公務員事務局隨通告發出新指引，透過常見問題形

式，向管方闡釋計畫處理安排。 

 

終極優化方案主要放寬項目，包括在新方案正式推行後的選擇期，由原方案的一年，

延長至兩年；第二是選擇延長遲休者須轉用一五年新公積金計畫供款表，在指定年資

的供款率維持不變，即當合資格公務員無間斷服務滿十五年至十八年以下，經特別安

排，政府供款率維持百分之十七，直至年資達下一個供款率。 

 

最後，加入「無微不至」安排，主動聯繫自六月十九日起快將達退休年齡或展開退休

前休假的相關公務員，率先按其意願批准延長服務一段短時期，以符合參與計畫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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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2 篇 

1. 縮工時免留宿當值 盼挽女醫生 

[2018-8-3] 厚生勞動省數據顯示，日本女醫生的比例一直增加。最新通過國家醫生

考試的 9024 人中，有 3066 人是女性，比例佔 34%。為令女醫生能兼顧事業及育兒，

厚生勞動省今年 1 月提出援助改革，增加工作彈性，例如縮短工作時間及免除醫院留

宿當值等，令女醫生能在生育及育兒後迅速回到崗位。東京醫科大學調低女性及格人

數的事件後，厚生勞動省拒絕置評，但表示會繼續改善女醫生的工作環境。 

 

日本女性醫療者連合理事種部恭子說，如果女性醫生增加，就能慢慢調整成有利女醫

師工作的環境，但減少招收女醫科生，則會減慢女醫生的工作改革速度。 

 

據日本文部科學省昨天發表最新數據，2018 年大學生女性比例達 45.1%，為歷來最

高。如何協助女醫生平衡事業及家庭，避免人才流失，只是日本女性就業問題冰山一

角。日本過去不少女性在婚後或生育後離開職場，欠缺育兒支援，加上職場性別歧視

令不少女性意興闌珊。隨着人口萎縮，勞動人口減少，如何促進女性就業成為一大課

題。高盛日本策略師松井（Kathy Matsui）2014 年曾稱，若能將日本的男女就業收

窄，日本 GDP 可提升 13 個百分點。 

 

安倍「女性經濟學」未竟全功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2013 年提出「建設讓女性綻放光彩的世界」，推動女性經濟學

（Womenomics），促進女性勞動參與率及令更多女性晉身政府及企業管理層。日本

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近年的確一直提升，今年已達 69.4%新高，更超越美國及法國。不

過分析認為，日本勞工短缺是主要原因，而非政策有效。東京等大城市仍然面對託兒

設施不足等問題，女性管理層比例增幅亦未見大升，政府本來制定 2020 年女性管理

層比例 30%的目標，但已下調至 15%。 

 

 

2. 無家 IT 男奇招求職 喜獲逾 200 聘 

[2018-8-2] 美國一名大學畢業生為求於矽谷找到全職工作，不惜於街頭舉起「無家

者」的紙牌、並向路人廣發個人履歷表，終於在一名女途人的幫助下，奇招制勝！ 

 

女途人將他佇立街頭的相片，連同履歷表，放上社交網站，一夜間逾 13.5 萬名網民

轉發，令他喜獲逾 200 份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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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26 歲的大學畢業生 David Casarez，上周於山景城、即

Google 總部所在的一條街，舉起「無家，渴望成功，請拿一份履歷表」的紙牌，向

途經的駕駛者及路人派發自己的履歷表。 

 

報道指 Casarez 數月前搬到加州，冀於 IT 界找到一份長久的工作。搬到加州後，他

以自由合約形式擔任網頁程式開發人員，惟最近失業。三藩市灣區的生活成本驚人，

Casarez 透露自己一直沒有家，以車為床已 1 年，近月更將小貨車變賣抵債，甚至需

要於公園露宿。 

 

他認為透過創意手法，或會較容易獲得企業注目，故走上街頭派履歷表。 

 

女途人 Twitter 出帖 網絡瘋傳 

女途人 Jasmine Scofield 拿到他的履歷表後，於 Twitter 分享並寫到：「他帶著夢想

來到矽谷，希望在 IT 行業得到成功，他的才能可回饋社區，無業的他現時只可於公

園露宿，希望可得到一份工作或面試機會。」該貼文立刻於網絡瘋傳。 

 

根據 Casarez 的履歷表，他 2014 年畢業於全球頂尖工程學府、德克薩斯州 A&M 大

學。畢業後，他於美國通用汽車工作至 2017 年。CNN 報道刊出，多間美國傳媒均

有追蹤 Casarez 的求職進度。他稱，在好心人及網民的幫助下，數天內已獲得逾 200

份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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