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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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眾報：政府擬設醫學專科醫院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    

2. 大眾報：統一專科醫生培訓有助本澳醫療發展 

3. 澳門日報：灣區旅遊人才交流啟動促合作   

4. 澳門日報：六十三聘長者僱主獲嘉許 勞局：撐再就業樹立社會榜樣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星島日報：補貼殘疾人士最低工資 

2. 晴報：中小企員工 呻 1 人分身 4角 

3. 香港 01：報道指政府擬將法定產假增至 14周 政府料補貼商界 5億 

4. 東網：港產智能面試室 測語文能力情商省 HR成本 1300 人 

 

 

其他新聞：2篇  

1. 扮工男女：外國調查：72%打工仔指同事經常九唔搭八  

2. 星島日報：試用期沒通過 員工酒後持菜刀辦公室內追斬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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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篇 

1. 政府擬設醫學專科醫院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   

[2018-9-22]  行政會完成討論《修改衛生局的組織及運作》行政法規草案，草案建議

成立專責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的單位—醫學專科學院，以取代僅培訓公立醫生的培

訓委員會。行政會發言人梁慶庭介紹，上述建議冀統一培訓制度和培訓計劃，加強各

醫院之間的合作，充分運用各醫院的培訓資源，推動建立專科醫生資格認證制度，以

及鼓勵在職醫生參與持續醫學教育培訓活動，從而提升市民對澳門專科醫療服務的信

心。衛生局局長李展潤表示，新法實施後，私家醫院也可繼續培訓專科醫生，但要按

統一標準培訓及考核，同時亦會設有過渡措施。 

 

行政會發言人梁慶庭表示，現行衛生局屬下的實習醫生培訓委員會僅規範了公職體系

的實習醫生培訓，而私立醫院有其自身的培訓制度。為全面提升澳門各醫學專科領域

的培訓水平，特區政府建議成立專責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的單位，取代實習醫生培

訓委員會，以統一培訓制度和培訓計劃、加強各醫院之間的合作、充分運用各醫院的

培訓資源、推動建立專科醫生資格認證制度，以及鼓勵在職醫生參與持續醫學教育培

訓活動，從而提升市民對澳門專科醫療服務的信心。為此，特區政府制訂了《修改衛

生局的組織及運作》行政法規草案。 

 

草案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建議設立醫學專科學院，為衛生局的從屬機構，負責醫學

專業培訓，以及組織、統籌和監督實習醫生培訓，並享有學術及教學自主。二、建議

醫學專科學院除維持實習醫生培訓委員會的職權外，新增職權包括：就規範培訓和持

續發展醫學專業事宜開展研究、評估澳門在專科醫療服務及專科醫生資源方面的需求、

組織並推動醫學資訊和研究著作的出版工作，以及推動與其他國家或地區同類機構的

交流。三、醫學專科學院下設專業委員會及協調員，專業委員會成員及協調員均由衛

生局局長建議，以行政長官批示委任。專業委員會的組成及醫學專科學院的運作方式，

由醫學專科學院規章訂定。草案建議自公佈翌日起生效。 

 

衛生局局長李展潤表示，過往醫生培訓委員會僅培訓公立醫生，而醫學專科學院則負

責培訓公私營醫生，並制定及統一培訓內容及考核標準；此外，醫學專科學院下設專

業委員會成員組成將包含公私營的醫生。梁慶庭亦補充表示，過去政府部門有專科醫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生培訓，私人醫院亦有專科醫生培訓，但方式及制度未必一樣，資源亦沒有互通，通

過修改有條件將公私營醫療力量更好結合，更有利於澳門整體醫療發展。 

 

對於新法實施後，私家醫院可否繼續培訓專科醫生？李展潤表示，當局會繼續鼓勵私

家醫院繼續培訓專科醫生，只是新法實施後，要按統一標準培訓及考核，他舉例，現

時本澳兩家私家醫院進行專科醫生培訓，當局會設定過渡措施，讓正在接受培訓的醫

生可過渡到新的學院。對於醫學專科學院與大學醫學院的區別，李展潤表示，醫學專

科學院與大學醫學院不同，醫學院是教導中學畢業生成為普通科醫生，而將成立的醫

學專科學院則負責把普通科醫生培訓成為本澳公、私營專科醫生。 

 

 

2. 統一專科醫生培訓有助本澳醫療發展    

[2018-9-25]  行政會日前完成討論《修改衛生局的組織及運作》行政法規草案。建議

成立醫學專科學院，專責統籌全澳專科醫生培訓。鏡湖醫院副院長陳泰業昨日受訪時

認為統一本澳專科醫生培訓體系和標準，對本澳醫療發展有幫助。 

 

他介紹本澳長期以來有兩套專科醫生培訓體系，分別是政府醫院和鏡湖醫院，鏡湖醫

院培訓體系由培訓醫生開始，到住院醫生、專科醫生等階段，經歷各類合資格考試、

職業醫生考試、中級主治醫生考試，加上醫院的臨床考試等，換言之一個專科醫生培

訓約 8 至 10 年，對本澳長遠醫療發展並非好事。 

 

至於將來專科醫生培訓如何整合發展，他認為主導權由政府進行，目前專科醫生培訓

為山頂醫院和鏡湖醫院，兩間醫院目前需要在眼科、耳鼻喉科、外科等科室層面進行

大綱討論，共同制定培訓內容，將來具體落實要待專科學院成立後制定標準，該院將

配合政府進行相關工作。 

 

問及若將來統一培訓會否在招聘專科醫生上缺乏自主權？他認為，將來運作模式一定

與目前有差別，預料將來專科學院培訓出來的醫生其就業非由各間醫院作主導。然而，

本澳三間醫院的運作模式、薪酬福利都不一樣，希望政府將來詳細考慮相關問題，平

衡各間醫院的需求。他又稱，鏡湖醫院現時是按該院業務發展、各科室專科人才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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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每年招聘一定數量醫生進行專科醫生培訓。醫院至今已培訓二百多名專科醫生，

正接受培訓有一百三十多人。大部份完成培訓的專科醫生會留在鏡湖醫院就職。 

 

至於會否擔心將來會出現醫院「搶醫生」的情況？他表示，即時擔心也要接受這個挑

戰，而且從另一角度想也是推動各間醫院挽留專科醫生人才的一種動力。 

 

 

3. 發策暑期實習育政研人才    

[2018-9-25]  隨着社會急速發展，澳門對於年輕一代的薪火相傳工作非常殷切，特區

政府亦提出“人才建澳”的重要戰略。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秉持“融匯社會意見，

以服務整體社會為己任”的宗旨，積極建言獻策，重視人才培養。為此，發策於一五

年起開始舉辦暑期實習生計劃，不但希望將其過往在社團人才培養的政策建議具體落

實，同時也致力探索一條訓練本地政策研究人才的道路。 

 

師友伙伴研究政策 

二○一八暑期實習生計劃，已於本年七月至八月期間舉辦，在經過一系列的面試輪選

後，共有十名分別就讀於本澳、內地、台灣及海外高校的澳門學生參與。實習內容主

要包括撰寫研究報告、每日新聞輯錄、撰寫時事短評、課程培訓和參觀拜訪。其中，

課程培訓內容涉及澳門基本法、智慧城市、區域發展、人才培養、文化保育及博彩業

發展等議題。安排參觀拜訪中國銀行澳門分行，通過講座交流互動方式，加深實習生

對於區塊鏈技術的了解。此外，實習計劃設有“師友伙伴”制度，每位實習生配對一

位導師作為其師友伙伴，並在導師帶領下完成研究報告，引領實習生在學習態度和專

業上的成長。今年研究報告主題涵蓋：澳門科技創新、醫療人力資源發展、中葡平台

建設、灣區城市求學需求、文化創意產業、公共政策制訂及政治營銷策略等主題。 

 

深入思考社會問題 

本年實習生們對於是次實習有不同感想，就讀於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教育專業博士研究

生李同學表示，除了能學習到自己專業範疇以外的知識，也令她產生了想要更加了解

澳門、關心澳門的動力，年輕人主動參與社會建設的意識和心態，也是現在澳門十分

需要的。來自清華大學社會學專業的岑同學認為，學習蒐集資料技巧、撰寫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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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成每日讀報的習慣，所有事情看似簡單，但實際操作起來需要有“獨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來自台灣清華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研究生陳同學表示，通過實習

讓同學們不斷思考及正視社會問題的成因和影響，同時要盡公民義務，積極參與及監

察公共事務，共同為建設澳門貢獻力量。 

 

 

4. 六十三聘長者僱主獲嘉許 勞局：撐再就業樹立社會榜樣      

[2018-9-28]  勞工事務局與社工局合辦，社會保障基金協辦之“聘僱長者僱主嘉許計

劃”昨日舉行，向本澳六十三家僱有長者的商戶及機構作出公開嘉許。 

 

勞工局長黃志雄表示，獲嘉許的僱主分佈在不同行業，合共聘用超過一千七百名長者，

當中最年長的僱員已有八十八歲。計劃能體會到僱主對長者員工的重視、支持及體諒，

希望提高社會各界對長者就業能力的了解和接納，為他們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嘉許典禮在昨日下午三時假世貿中心蓮花廳舉行。勞工局長黃志雄、社會保障基金行

政管理委員會主席容光耀、社工局代局長韓衛、中聯辦社會工作部部長級助理楊漢武、

澳門中華總商會副理事長莫志偉等出席。 

 

黃志雄表示，“聘僱長者僱主嘉許計劃”目的是對聘用長者僱員的商戶、機構或單位

作公開嘉許，藉此促進社會各界對長者的工作經驗及就業能力認同，為長者提供更多

合適就業機會。 

 

長者盡責真誠 

是次計劃聘用的長者僱員，從事多元化崗位，包括基層工作、企業主管、培訓導師、

工程師及護理人員等。令人鼓舞的是，獲嘉許的僱主均讚揚長者工作盡責、態度真誠，

能作為年輕員工榜樣，可為企業文化帶來正面影響，亦認為聘用長者確實能幫助企業

的發展需要。 

 

韓衛表示，政府支持有意願繼續就業的長者重投勞動巿場，透過“二○一六至二○二

五年長者服務十年行動計劃”中的相關短中長期措施，為長者提供就業支援及職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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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在創造職業崗位方面，未來當局將透過推出“長者社會企業計劃”，支持民間機

構以商業營運模式，為長者提供就業機會。 

 

行業類型廣泛 

是次獲嘉許及表揚的商戶及機構共有六十三家，被提名參加的商戶及機構分別來自不

同行業，包括有酒店、保安、物業管理、清潔、園藝、博彩、飲食、資訊科技、建築、

製造、運輸及社會服務等。 

 

會上，除了向各獲嘉許僱主頒發獎座外，現場亦邀請部分獲嘉許的僱主舉行座談會，

分享聘用長者僱員為企業帶來的正面幫助，企業為長者僱員作出友善環境及工作安排

等。 

 

 

香港新聞 4篇  

1. 補貼殘疾人士最低工資 

[2018-9-23]  過往政府為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曾推出多項政策支援，其中包括短期工資

津貼、改裝工作間資助，甚至通過種子基金鼓勵成立社會企業協助殘疾人士就業，惟

殘疾人士的就業率依然偏低。由六間社福機構組成的「感‧聘」就業連網，於一七年發

布的「殘疾人士與長期病患者的就業情況」研究報告顯示，近五成的受訪者處於失業，

近兩成半受訪者每月平均收入僅得三千六百元或以下。 

 

隨着最低工資在一一年實施，殘疾人士同樣受到保障，因而減低了僱主聘用殘疾人士

的意欲。最低工資作為保障僱員應付生活基本需要的底綫，勞動有價理應是無分傷健

的。不過無可否認的是，部分殘疾僱員的生產能力有限，未能達到其工種的生產需求。 

 

舉例以言，一般僱員每小時可完成四十件貨品的包裝工作，殘疾僱員可能僅可完成三

十件，但僱用殘疾僱員的企業依然需要支付同樣的最低工資。這些生產能力上的不足

需要額外的人手或工時填補，變相增加了企業的營運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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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額外成本 達致多贏 

殘疾人士固然可以通過生產能力評估，讓僱主合法地支付符合其生產力但低於最低工

資的薪金，然而根據政府數據顯示，殘疾人士對評估的反應一向冷淡，每年接受評估

的人數不足百人。皆因評估機制不論在宣傳、評估標準、中立性、專業性等都備受質

疑。社會企業背負社會使命和經濟效益雙重底綫，一向被視為殘疾人士投入就業市場

的重要途徑，當社會企業都因面臨同樣困境而考慮減少聘用殘疾人士時（按：本會曾

於一六年就「社企聘用殘疾僱員」進行業界諮詢，結果顯示兩成受訪者聘用殘疾人士

的意欲減少），或許我們討論的重點應該放於如何在最低工資下，就保障殘疾人士就

業機會和合理工資，以及增加企業成本之間取得平衡。 

 

本會認為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由政府直接補貼殘疾人士進行生產能力評估後的工資

差額。即殘疾人士的生產能力若被評定為七成，企業僅須支付他七成的工資，餘下三

成工資將由政府補貼。此舉能避免企業因聘用殘疾人士而帶來額外成本開支，亦能保

障殘疾人士的就業機會和最低工資。進一步而言，殘疾人士能通過工作投入社會，從

而增加自信，釋放勞動力，減輕對照顧者和社會的負擔，達致多贏。 

 

以現任店務員譚女士為例，她左眼患有眼疾，生活上只能依賴右眼，且左手和左腳難

以發力。她在一五年進行了生產能力評估，被評定生產能力為七成，故只獲時薪二十

二點七元。要知道最低工資是僱員以工作換取生活所需的保障，我們不得不詰問難道

殘疾人士的生活開支會比普通人低？譚女士希望政府提供殘疾人士最低工資補貼，讓

她的工作努力得到認同，可以偶爾飲茶或買一件衣服。如此微少的願望，卻一直未獲

政府正視。 

 

一四年，時任勞福局局長張建宗曾回應此倡議「對公共財政會帶來深遠影響，需小心

審視，故沒有計畫推行」。可是，現實是現時社署對殘疾程度達五成的單身成人的援

助金額為每月三千四百八十五元，即使這位殘疾人士每月工作五十小時，政府須付的

最低工資補貼僅為每月港幣三千四百五十元；當中尚未計算可能因殘疾身分獲得工作

帶來的減省，例如照顧者同樣能重投職場、減輕醫療系統負擔等，可見措施對庫房的

影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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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一三年的政府統計數字，殘疾人士佔香港整體人口約百分之八，其失業率卻比整體

人口高出逾倍，當中更不乏高學歷的殘疾人士。我們認識有聘用殘疾僱員的僱主，很

多都認為殘疾僱員對公司忠誠，而且珍惜工作機會。 

 

環顧周遭，各國都為促進殘疾人士就業作出了積極的政策協調，包括殘疾人士配額制

度、差額補助費等，其中愛爾蘭和法國就已實行了類似殘疾人士最低工資補貼的措施。

大概他們都明白，一份工作對殘疾人士來說不僅讓他們自力更生，更是對他們的認可，

是關愛共融的真正實踐。 

 

 

2. 中小企員工 呻 1人分身 4角 

[2018-9-23]  細公司資源有限，員工要分身做多個角色。有打工仔聲稱在「蚊型」公

司做文員，除了處理文書工作，還要處理雜務，包括倒垃圾、買文具等。有人力顧問

指，中小企的分工不像大公司般仔細，惟發揮機會大，若能抓緊機會，或更易「上位」。 

 

不少人搵工時，對於揀大公司定中小企，或會「心大心細」。有網民在討論區訴說，

曾在「蚊型」公司工作，每日除了處理文職工作外，同時要兼任老闆的私人助理，包

括外出幫他購買私人物品，亦要幫公司買文具及倒垃圾。文章提及：「乜都要做，包

括清理自己垃圾桶、在公司要用文具，就要自己去買。」 

 

帖文引起不少人的同感，有網民說曾應徵中小企的會計文員，月薪 13,000 元，面試時

僱主明言做會計外，亦要接電話落單、計算貨倉存貨及計糧等，形容「做埋會計文員、

Sales、倉務文員及人力資源，即係身兼職」，調侃僱主好識計數。另有打工仔指細公

司人數少，是非不多，但薪金及福利則視乎僱主是否闊綽。 

 

表現出色 僱主願以高薪留人 

盈力僱員服務顧問首席顧問孫立民表示，一人分身做多個崗位，在細公司很普遍。「例

如做經理的，隨時要幫老闆訂機票、買禮物送給家人等，感覺如做打雜。曾有會計文

員指不習慣要做埋 HR 及行政工作，如訂購碳粉盒。」但他指在中小企打工，相對接

見大客及大型項目的機會較高，累積的人脈及經驗，是打工仔的個人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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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立民又指，對中小企來說，每個員工也有其價值，若表現出色，部分僱主寧願高薪

或以攤分股份留人。「中小型公司有多些機會上位，如 junior 肯學肯搏，上位機會比

大公司多。」他指在這類公司工作，累積一定人脈及經驗後，日後想跳槽到大公司亦

不愁出路。 

 

部分人愛細公司人情味濃 

救世軍教育及就業服務高級主任羅偉業說，部分教育程度不高的職場新人，大多從事

零售及飲食等行業，對他們而言，中小企的制度或更具彈性，他們一般會較喜歡。 

 

羅又指，一般人認為「大公司的人事複雜、細公司的人情味濃厚」，其實是相當籠統

的形容，實情需視乎個別公司的文化及管理層取態而定。「例如愈來愈多大公司會為

員工提供無薪假期，方便他們照顧家庭，亦有些提供生日假及其他家庭友善措施，反

映大公司亦有彈性制度。」 

 

 

3. 報道指政府擬將法定產假增至 14周 政府料補貼商界 5億 

[2018-9-26]  政府一直有意增加法定產假，預料將於《施政報告》公布詳情。《星島

日報》引消息指，政府計劃將法定產假由現時 10 周增至 14 周，由於僱主成本將會因

此增加，政府擬承擔額外產假的薪酬開支，但會設有上限。即若僱員薪酬高於某一水

平不獲政府補貼，僱主需自行支付部份額外薪酬。 

 

報道同時引述消息人士推算，預料政府需每年承擔額外開支約 5 億元。 

 

報道引消息人士推算，本港婦女生育年齡集中於 25 至 40 歲，以勞動參與率約七成，

入息中位數為 1.8 萬元推算，料政府每年約需為此支付 5 億元，以承擔額外 4 周的產

假薪酬。政府會先於《施政報告》公布政策，然後交勞顧會商討，再研究立法及行政

工作，實施後政府會不時檢討資助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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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港產智能面試室 測語文能力情商省 HR成本 

[2018-9-26]  香港貿易發展局在 10 月將舉辦 4 個展覽，共有 7400 個展商參加，比

上年微升 1%。在會展舉行的第 38 屆秋季電子產品展今年吸引 4300 家展商參加，如

往年一樣設有科技館，涵蓋虛擬現實、3D 打印、智能科技、機械人及無人操控技術，

及以初創專區。有本地公司研發面試室，申請人須對平板電腦回答問題，5 分鐘後便

能產出表現報告。 

 

本地企業 HR Tech 研發出「HR Tech Pod 面試室」，面試室呈半圓形，設有平板電腦，

客戶可設計面試問題，電腦亦會測試申請人的語言能力及情商，整個過程約 25 分鐘，

可以多種語言進行，完結後會根據申請人表現產出分數。創辦人 Kate Choyce 指明年

一月將會投入市場，以租賃形式提供服務，每月 1.2 萬至 1.5 萬港元，相信能為企業

節省面試使用的人力資源成本。 

 

另有本地公司 Growgreen 研發智能家用水耕種植機，業務總監陳偲然指，以該機器種

植的蔬菜生長速度較一般方法快 50%，該機器能自動淋水及調節養分，使用者可以手

機應用程式監察植物的生長情況，該種植機定價約 2700 港元。 

 

貿發局副總裁周啟良指，智能電子產品為大勢所趨，貿發局於今年春季電子產品展對

1200 名買家及參展者調查，發現有 72%業者認為智能電器的銷情將在未來大幅上升。 

 

 

第 38 屆香港秋季電子產品展及第 22 屆國際電子組件及生產技術展，展期為 10 月 13

日至 16 日，而第 20 屆香港國際秋季燈飾展則於 10 月 27 至 30 日舉行，以上 3 個展

覽皆於會展舉行。第 3 屆國際戶外及科技照明博覽則於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亞洲博

覽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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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2篇 

1. 外國調查：72%打工仔指同事經常九唔搭八 

[2018-9-26]  打工仔女就算有張伶牙俐齒，但當身邊有一堆唔能夠正常溝通嘅豬隊友

時，對話經常九唔搭八，返工總係激心同擔心。 

 

網上學習平台 Udemy 一項新調查，結果顯示，原來呢類豬隊友無處不在。調查訪問

了逾 1000 位美國全職打工仔女，當中有 72%指同事唔係良好嘅溝通者，甚至認為佢

哋「需要接受溝通技巧培訓」。 

 

問到用電郵和同事溝通時，令打工仔女特別困擾嘅問題係乜；： 

對方唔睇之前訊息就回覆（25%） 

為講句多謝按「Reply all」（20 %） 

email 答一半唔答一半（18%） 

內文打錯字或用錯文法（15%） 

 

此外，時下興用 GIFs 和 emojis 發電郵或訊息，帶點可愛和幽默。不過，有 66%受訪

打工仔認為，正經傾公事時用就唔太合適。但可能係潮流關係，後生仔女平時用慣了，

有 44% Z 世代受訪者稱，即使傾公事時用 emojis 也沒問題；而年紀較大嘅 X 世代則「保

守啲」，僅 28%覺得無問題。 

 

睇到呢度，係咪相當熟悉？原來有啲同事，的確需要再培訓。 

 

 

2. 試用期沒通過 員工酒後持菜刀辦公室內追斬上司 

[2018-9-26]  江蘇一名男子早前因過試用期後未獲聘用，飲醉酒後竟持菜刀回公司追

斬上司。至其頸及肩中刀受傷，男子被制伏後，因涉嫌尋釁滋事被刑事拘留。 

 

近日，在江蘇蘇州的昆山一間公司打工的男子鄧某因為沒有通過試用期，沒能留在公

司繼續工作，竟然拿刀去斬公司的高層。據員工小張說，當時他正好到辦公室去看值

班表，就看到滿身酒氣的鄧某氣勢洶洶的站在辦公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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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張：「他說你在這里做甚麼？你把你事情弄好趕緊走。」 就在小張納悶鄧某為何要

趕自己走的時候，公司高層人員陳某走進了辦公室。 

小張：「一會兒陳某過來了，鄧某就問他，說是你不讓我幹的吧？陳某說不是我不讓

你干， 鄧某二話沒說，他就拿個刀出來。」 

 

監控鏡頭拍攝到鄧某見到陳某後，從身上拿出一把菜刀，追着陳某來斬，當時在場的

員工見此情景都嚇的跑了出來，趕緊報了警。隨後公司其他高層人員趕到，把菜刀奪

了過來，並把受傷的陳某送往醫院救治。 

 

警方透露陳某傷勢：「脖子一刀，肩胛骨一刀 （鑒定是）是輕傷以上。」 

 

經調查，嫌疑人鄧某在今年 7 月以試用工的身份進入公司上班，後來因為試用期考核

沒有通過，於 8 月上旬辦理了離職手續，但是沒有立即離開，還是在公司宿舍，當天

晚上喝酒之後，拿刀到辦公室，在公司不能再上班了，心生怨憤到公司去找上司去說

這個事情，但是上司也沒有給解釋。」鄧某固執的認為，是高層人員不想讓他在公司

做了，心生怨恨。他覺得陳某是公司的高層，也不理是否與他未獲聘用有關，拿起刀

就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