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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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濠江日報：冀發放失業救濟金 助旅巴司機度難關  

2. 大眾報：麥瑞權促深化援助措施 助居民職業生涯持續發展 

3. 華僑報：匯豐企管精英培訓計劃月前舉行 學員獲授技巧增益 

4. 現代澳門日報：工聯議員訪勞工事務局反映保障就業意見 

 

 

香港新聞總數：4篇 

1. 香港仔：放無薪假成風料 6萬人口 零售飲食業寒冬 莎莎減薪裁員 周大福促放年假 

2. 星島日報：資助中小企 零售八萬食肆 20萬 

3. 文匯報：旅業促港鐵減免租金保就業 逾 20旅社組大聯盟冀紓經營壓力免裁員 

4. 香港仔：晤羅致光提 12項建議津貼檢疫每日 300元生活費 工聯倡被隔離僱員放有薪假 

 

 

其他新聞：2篇  

1. 科技新報：中國復工潮考驗地方防疫能力 專家：未來 2-3週為關鍵期 

2. 科技新報：疫情帶動宅經濟 電商徵才月薪上看 1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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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篇 

1. 冀發放失業救濟金 助旅巴司機度難關 

[2020-02-15] 十多名本地旅遊巴司機昨日下午三時到政府總部遞信，以及收集到的 306名旅

遊巴司機簽名，促請政府推出針對業界的紓困措施。 

 

旅遊巴司機代表劉先生受訪時表示，因應香港局勢及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去八個月，旅遊

巴司機平均開工日數大幅下降，不少人被停薪留職或解僱，生活陷入困境，而受疫情影響，

預計行業要恢復正常至少還需要八個月時間；他對政府推出經濟援助措施表示讚同，但認為

有關援助措施未能關顧他們，希望政府推行針對本地旅遊巴司機的援助措施，包括政府保障

本地旅遊巴司機就業，直接資助本地司機基本生活或發放三個月的失業救濟金，為旅遊巴司

機提供免息貸款，減輕他們供樓及貸款壓力，同時他們要求嚴查過界勞工以及督促旅遊行業

提高旅遊巴司機底薪等。 

 

劉先生又表明，不少旅遊巴司機年屆中年，部分約 60歲，極難轉業，希望政府有措施確保行

業人力資源穩定。 

 

 

2. 麥瑞權促深化援助措施 助居民職業生涯持續發展 

[2020-02-16]  特區政府將推出系列經濟援助措施紓解民困，包括對接政府增加基建投資而出

現大量需求的工種，實現以工代賑、穩定民生。來自建築業界的立法議員麥瑞權對有關措施

表示支持，期望政府可進一步深化在提升技能培訓的同時，加強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及建立

持證上崗制度，助力本地僱員職業生涯持續發展，更好地向上流動，並為本澳發展培養更多

人才。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經濟民生的影響，特區政府將推出一系列經濟援助措施，紓緩居民

及各行各業的經濟壓力，為澳門「穩經濟，保就業」；當中中包括提升技能培訓、實施以工代

賑，保打工仔飯碗；政府介紹，倘疫情受控，將為本地僱員提升職業技能，以對接政府增加

基建投資而出現大量需求的工種，如水電工、鋼鐵、預製件組裝、施工主管等崗位，實現以

工代賑、穩定民生。 

 

麥瑞權表示，建築業是一個很強體力勞動的行業，新人入行不多，而行業不少年紀大從業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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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年紀增大而越來越難以應否高強度體力工作，這是行業普遍存在問題；事實上，建築業

需要很多管理人才，如地盤施工主管等，然而過往因經濟繁榮，居民為生計忙於工作，難以

抽出時間參與技能培訓或獲得相關專業認證，未能擔任有關職位。 

 

現時本澳各行各業均受到疫情的衝擊，他對特區政府採取援助措施表示贊同，期望政府可進

一步深化，在提升技能培訓的同時，加強從業人員的專業培訓及建立持證上崗制度。他稱，

疫情當下，大部分居民需停工居家抗疫，可充分利用這段空窗時間，幫助體力勞動的建築界

從業員提升專業技能及自身素質，晉陞為施工主管（管工） 等管理領導崗位，實現向上流動，

同時延長行業從業員的職業生涯。 

 

他又指，樓宇滲漏水是長期困擾居民的家居環境問題之一，唯因缺乏樓宇滲漏水檢測專業人

員，樓宇滲漏水處理中心處理個案的效率與居民期望有差距，建議利用這段空窗期推出相關

專業培訓，培養更多樓宇滲漏檢測人員，同時解決過往的民生難題，起到一舉多得的作用。 

 

 

3. 匯豐企管精英培訓計劃月前舉行 學員獲授技巧增益 

[2020-02-16]  由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屬下的年青行政人員俱樂部主辦、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

公司獨家冠名贊助之「YMC-匯豐企管精英培訓計劃」於早前正式開課。是次培訓計劃為期一

個月，旨在讓本澳年青管理人員透過主題式培訓、團隊討論及外地考察學習等形式，重點提

升中層管理人員的自我認知能力及管理技巧，同時學員亦可藉此機會與其他各行業的管理人

相互交流、分享經驗。透過是次計劃能有效提升學員的管理思維，加強學員的領導能力，為

晉升至更高職位作好準備。  

 

是次培訓計劃主要由兩大部份組成，包括主題式課堂學習，及大灣區著名企業考察拜訪，吸

引了本澳不同行業的管理人員參加，分別來自銀行、博企、醫藥業及公用事業機構等。 

 

 

4. 工聯議員訪勞工事務局反映保障就業意見 

[2020-02-18]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本澳就業環境之影響，政府日前公佈將助提升本地僱員職

業技能，透過實施以工代賑等方式保障居民就業。議員李靜儀和梁孫旭表示，疫情對經濟影

響層面廣泛，處於開工不足、停工或無收入狀況的僱員涉及建築、旅遊業界、美容餐飲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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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務業和運輸業等，部分人亦有轉業困難，期望當局循多方面研究促進就業和再培訓計劃，

待疫情受控後盡快開展。 

 

一方面，近年當局與一些大型企業開展的帶薪培訓項目，協助了不少僱員提升就業競爭力，

當局應與企業合作推出更多相關帶薪培訓崗位，讓待業中的人員有職業培訓和工作機會，除

了原有的設施維護以及餐飲業廚師，亦可進一步研究例如品牌零售等培訓崗位，以增本地人

就業機會及提升服務素質；另一方面，開展具津貼培訓項目，透過津貼鼓勵從業員學習新技

術和考取證照。他們亦期望當局開展的以工代賑項目，不僅包括建築行業人員的技術提升，

亦能覆蓋其他處於「手停口停」困境的人員或自僱者。 

 

此外，他們早前約見勞工事務局反映從業員的訴求和建議，期當局加強就業登記和配對，協

助有需要的居民就業。他們表示，儘管不少企業一直有向勞工局登記招聘，但疫情影響加上

旅客量大減，部分企業已暫停營業或縮減人手，而部分行業則仍然運作且可能有外僱退場的

情況，各行業的人資需求或空缺狀況與之前有所變化；期望當局進一步研究目前的職位空缺

種類和數目，並提供便利方式讓有需要的居民重新登記，以掌握新的求職資訊，及早作職業

配對。 

 

出席會面的勞工局局長黃志雄和副局長吳惠嫻、陳元童表示，十分關注多個行業從業員的困

難，會持續為有意願轉職的從業員提供就業登記和職業配對，政府以工代賬的計劃考慮了不

同行業中受疫情影響人士的需要，配合公共工程的加大投入，建築相關的技能訓練是其中一

個重點；亦會開辦零售、廚師、餐飲服務等相關培訓。有需要的人士除了可登陸勞工事務局

官方網站查詢或登記外，局方亦提供了專門的網上登記渠道，讓有關人士透過掃描二維碼登

記求職資料，以便集中開展就業轉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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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聞 4篇 

1. 放無薪假成風料 6萬人口 零售飲食業寒冬 莎莎減薪裁員 周大福促放年假 

[2020-02-14]  受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本港經濟活動近乎冰封，尤其以零售、飲食、旅遊、航

空和酒店業打擊最大，部分公司為了節省成本以捱過今次疫情，市面已掀起放無薪假、減薪

甚至裁員潮。化妝品零售商莎莎國際除放無薪假及裁員外，同時考慮由 3月至 5 月短期減薪。

連同較早前全體執行董事由 2 月起減薪 75%共三個月，集團希望一系列精簡架構措施能夠在

短期內節省成本約 30%。另外，周大福繼周一宣佈港澳現有 40多間分店暫停營業後，昨日

傳出進一步要求所有前線員工本月放最少 6天年假，以及 1日額外有薪假期，同時不獲發放

600元勤工獎金及 1,500 元超時津貼。 

 

安俊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綺萍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下一波的放無薪假或會波及專

業人士，由於現時不能回內地核數，會計師樓和律師樓都可能要放無薪假，而大企業會先以

放無薪假代替裁員，顯示有中長期對抗疫情的準備。 

 

中小企或現結業潮 

周綺萍稱，現階段很難去統計本港有多少僱員放無薪假，但相信大企業會先以放無薪假代替

裁員，希望可以捱過今次疫情低潮，不過中小企的財政實力不及大型連鎖企業，中小企的儲

備金通常僅夠支撐到 3 至 6 個月，然而由去年下半年起的修例風波已持續超過半年，中小企

均期望今年會有新開始，惟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她不排除中小企會有結業潮。 

 

被問及本港失業率會否因疫情而上升，周綺萍認為現時的失業率未必會如 2003 年沙士般急

升超過 8%，她預期失業率會升至 4%至 6%。截至 1 月底，去年 10月至 12 月的失業率為

3.3%。雖然無法準確統計放無薪假的人數，但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按最受疫情影響的行

業去分析，去年零售業、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就業人數約 59.48 萬人，佔 2019年全港總就業

人數約 386.28 萬人的 15.4%。若疫情惡化的話，進一步會波及工商服務等行業，這些行業

涉及的人數也有 59.08 萬人，連同上面的零售、酒店餐飲業，涉及就業人數達 118.56 萬人，

佔全港總就業人數約 30.69%，即是近三分一打工仔受影響。退一萬步計，即使這些行業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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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被放無薪假，118.56 萬人中也有近 6 萬人失去短期收入。 

 

合眾人事顧問總經理蘇偉忠接受訪問時認為，受疫情影響行業如零售、飲食和旅遊等，目前

要求僱員先行放 1 至 2 個星期無薪假，或暫時停業部分分店，以觀望到 3 月初疫情的發展，

是希望可以捱過今次難關， 如果 3月市況仍未見好轉，不排除會開始裁員。此外，受修例風

波拖累，企業的人事招聘或業務擴充已經減慢，現時再加上肺炎疫情打擊，企業請人會更傾

向保守，而多數公司會在 4 月中調整薪金，今年的調整幅度可能會較去年更差，或低於 1%

至 3%。 

 

 

2. 資助中小企 零售八萬食肆 20萬 

[2020-02-16]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政府前日公布一系列紓緩措施，當中包括向零售店及食肆

分別發放八萬元及二十萬元津貼，惟業界擔心若津貼過遲發放，未必能夠及時支援中小企。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昨日出席電台節目時承認，餐廳等食肆需申請飲食牌照，較易核實資料，

可望較快派發津貼；惟一般零售業沒有特定牌照，在定義上需時處理，截至去年底本港有六

萬多個零售鋪位，細節仍需一些時間確定。香港零售管理協會指，服裝及百貨業生意在過去

十日已大跌五至六成，對於政府發放的資助表示認同，並希望業主可豁免商戶二月份的租金。 

 

零售店定義須時 仍「盡快做」 

勞福局局長羅致光指，援助飲食業的措施「容易做」，因餐廳和食肆有牌照和店鋪，提供證明

會容易好多，故派發津貼會較容易，但零售業沒有特定牌照，只有商業登記，需設立津貼制

度，「(派發)可能較遲，制度設立需要多點時間，但亦要盡快，否則可能部分店鋪已結業。」

至於六萬個零售店鋪是否都獲發八萬元津貼，又是否各類零售店都獲發，羅表示要釐定細節，

當局會透過貿發局協助推行。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邱安儀在電台指出，服裝及百貨業生意在年三十晚起的十日內，大

跌五成至六成，高消費品生意更大跌七至九成，生意額不足以負擔員工薪酬，部分店鋪只能

關門，期望業主豁免商戶二月份的租金，而三至六月的租金，則根據商戶營業額按比例收取。

對於政府宣布向旅遊、餐飲等行業發放資助，她認為津貼可解業界燃眉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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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逾百食肆結業 現無薪假潮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表示，疫情開始後業界的春茗及團拜活動訂位有八成至九成被

取消，單計上個月，已有過百間食肆結業，並有不少員工需放無薪假，擔心失業率或會上升

至百分之七，不希望出現大型結業潮，但現時不抱樂觀。黃家和又歡迎政府發放津貼，紓緩

小型食肆的流動資金。 

 

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指，工程界面對工作鏈、供應鏈及資金鏈斷裂問題，內地不少工廠

仍未復工，影響物資供應，期望政府可因應實制情況免除工程延誤的罰款。 

 

 

3. 旅業促港鐵減免租金保就業 逾 20旅社組大聯盟冀紓經營壓力免裁員 

[2020-02-18]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下，香港旅遊業受到重創，不但入境人數大幅減少，出境遊

亦下降近九成。永安旅遊、康泰旅行社、東瀛遊、美麗華旅遊等 20 多家旅行社組成的「香

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昨日發起「救旅業．保就業．爭取租金減免」行動，促請港鐵等大業

主為轄下的旅行社租戶減免租金，紓緩經營壓力，希望豁免 2 月及 3 月份租金，4 月及 5 月

份租金減半。 

 

作為「大聯盟」召集人、香港中國旅行社副董事長姚柏良表示，旅遊業經營慘況已持續逾半

年，原本預期在農曆年能有所反彈，疫情爆發卻令情況雪上加霜，出境遊下跌達八成以上，

逾 3,000 個赴境外旅行團取消，影響約 10萬人。 

 

姚柏良指，現時香港旅遊業面臨來自海、陸、空三面夾擊，有國家及地區限制港人入境；航

空公司亦減少或停飛香港航線，部分將延遲到 3月底，有些復飛無期；至於郵輪旅行更是因

為疫情已無人問津。 

 

要求二三月免租四五月減半 

預計疫情影響至少持續至年中，為保證旅行社生存，避免裁員， 「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聯盟」

昨日召開記者會，向港鐵等業主表達希望減免租金的要求，目標是 2 月及 3 月免租，4 月及

5 月租金減半。「大聯盟」表示，港鐵的大股東是香港政府，應起帶頭作用，負起社會責任，

在關鍵時期出台政策，與行業共克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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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聯盟成員認同，旅行社租金長期存在不合理現象。新華旅遊總經理蘇子楊表示，旅行社

通常在大廈高層聚集開舖，形成「旅遊街」，旺角銀行中心、沙田連城廣場及屯門市中心均屬

熱門「旅遊街」。這些經營場所在寫字樓上，並非商場舖位，卻仍需繳付商舖的高昂租金，呎

租介乎 100 元至 200 元，普通寫字樓呎租或僅為 20 元。如此下來，旅行社一個普通單位的

租金每月可達 10 萬元，不同旅行社每月租金成本大約由 100 萬元至 200萬元不等，總經營

費用則需數百萬元。 

 

蘇子楊指出，旅行社的兩大運營成本是租金和員工開支，租金可高達三成至五成，現在業界

要求減租就是希望能夠保證員工薪資，留住人才，為日後行業復甦做準備。專業旅運行政總

裁高鄭杏芬表示，自己在旅遊業工作 30 多年，現時的營商環境比沙士時更為困難。她的店

舖現時仍照常營業，卻幾乎沒有收入，員工僅是處理退款等服務。她認為，只有地產商大幅

減免租金，才能幫助業界，否則將被迫裁員。 

 

揚言集體熄燈表不滿 

「大聯盟」本月 14日已就減租事宜向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及 5間地產商去信，希望本月內

得到回覆，否則不排除進一步行動，包括有門市在周末期間集體熄燈以表不滿，及到港鐵提

出訴求。 

 

 

4. 晤羅致光提 12項建議津貼檢疫每日 300元生活費 工聯倡被隔離僱員放有薪假 

[2020-02-18]  新冠肺炎打擊各行各業，打工仔生計亦受影響，跨境工作人士更是苦不堪言。

工聯會昨日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會晤，就抗疫期間的勞工權益提出關注，並提出 12 項

建議，包括促請政府為被隔離港人發放每日 300 元的生活津貼、全民派錢一萬元及將新冠肺

炎列為職業病等，以保障勞工權益。（見表）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和何啟明、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主任鄧家彪昨早與羅致光會晤，反

映勞工的關注及權益問題，他們於會後向傳媒表示，局方對建議反應頗為正面。 

 

沙士期間衛署簽發病假證明書 

陸頌雄表示，現時的強制檢疫令使需要上班的市民不能出門工作，生計大受影響，加上一些

僱主要員工放無薪假，令打工仔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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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參考 2003 年沙士時期，如果有僱員被強制隔離，衛生署會簽發病假證明書，讓僱員

放有薪病假，惟現時卻沒有相關安排，直斥這是勞工保障的倒退。 

 

陸頌雄引述羅致光回應有關問題時指，律政司發現不能這樣做，故他促請政府盡快立法修補

漏洞，並呼籲僱主放僱員 14 天有薪病假，令勞工能享受同樣的權益保障措施。 

 

同時，有見部分僱主或會放員工年假去應對目前情況，工聯會促請政府要向僱主、僱員表達

各項僱傭權益的訊息，例如《僱傭條例》中列明「僱主須就其決定給予年假的時間向僱員給

予不少於 14 天的書面通知」，否則僱員可拒絕扣年假等。 

 

陸頌雄又指，被隔離的市民不能出門，令生活成本增加，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建造業議會的做

法，為在檢疫中的市民提出每日 300 元、上限為 4,200 元的生活津貼，以暫時應付生活開支。

他說，不擔心有人會濫用津貼，「因為被隔離一點都唔過癮，相信無人會用呢個方法去呃津貼」，

而且市民合作接受檢疫，政府應鼓勵他們，並直接用津貼援助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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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2篇 

1. 中國復工潮考驗地方防疫能力，專家：未來 2-3 週為關鍵期 

[2020-02-14]  中國新聞週刊報導，中國復工潮考驗北上廣等超級城市的防疫能力，中國工程

院院士韓德民即表示，未來兩、三週對於北京而言是關鍵時期，員工返程要控制好，尤其以

湖北為出發地人員的返京，如果控制不好，可能會帶來北京疫情的加重；對於湖北返京的人

群，要限制人流量，對於在湖北有效隔離期未滿的人員，可考慮拒絕其返京，但要如何證明

返京人員完成足夠時間的自我隔離，這是一個問題，目前監督保障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學資深終身教授張作風表示，800 萬

人將返京，給北京疫情防控帶來的壓力很大，如果疫情控制不好，還會進而帶來醫療資源緊

張的問題。以 2 月 2 日數據看，北京市的新增確診病例是 32 例，至 2 月 9 日新增病例

是 11 例，新增病例的下降幅度已達 66.5%。而從 2 月 3 日到 2 月 7 日的 5 天裡，北

京市新增病例保持在 20 個上下的平穩期，如果在未來的返程期中，仍能保持住此水準，則

北京市的疫情將可望有效控制。 

 

在上海方面，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教授、上海市專家組成員盧洪洲表示，從中國全國來

看，上海有最多的負壓病房，如果上海的確診人數增至 150 例，上海公衛中心就要啟動臨時

病房的開建，草皮和圖紙都已準備好，預留了地面 600 張床，需要建設時隨時開始。 

 

不過，上海市 2 月 9 日新聞發布會透露，上海市公衛中心目前在院收治 250 例新冠肺炎

確診患者，數量早已超過 150 例。儘管官方尚未宣布啟動臨時病房建設，但近日一張公告的

照片已在網路上流傳，2 月 4 日上海公衛中心向閔行區浦江鎮政府發函，提到「因疫情嚴重，

我中心受上海市委市政府委託，組織建設『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應急救治臨時醫療用房

項目』」。 

 

對於返滬人員，上海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直言，「不管你的身分

是老闆、員工還是學生，都請好好配合，返回上海後自覺在家『悶』兩個星期；等把發病的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人都找出來後，其餘人就安全了，這個策略叫『悶』，需要你們每個人都做貢獻」。 

 

至於廣東方面，中國廣東省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確診病例 1,151 人，在重災區湖北之外，廣東

省排名第二，與浙江、河南同為 3 個確診病例破千的省份。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表示，

廣東和湖北人員往來密切，每天透過高鐵和飛機交流的人員有數萬人，因此必定帶來輸入病

人，帶來本地的發病風險。 

 

 

2. 疫情帶動宅經濟，電商徵才月薪上看 10 萬元 

[2020-02-15]  武漢肺炎疫情升溫，百貨業績下滑，以往熱鬧的台北市信義區連週末都人潮稀

少，反觀網購商機逆勢爆發；14 日富邦媒宣布徵才逾百人，網路家庭開放逾 200 個職缺，

創業家兄弟徵才的月薪上看 10 萬元。 

 

富邦媒旗下通路包含 momo 購物網、摩天商城、電視購物及型錄，2020 年針對菁英人才釋

出電子商務、電視購物商品開發、大數據研發、倉儲物流及財務營運分析 5 大類職缺，規劃 

18 個月培訓；針對一般優秀人才也開放逾百名職缺，包含網路購物商品開發專員、資訊系統

工程師、配送物流士等。 

 

PChome 網路家庭近期開放逾 200 個集團人力需求，其中以技術和物流類職缺居多，其次

為產品、行銷等相關職缺。 

 

創業家兄弟的年後徵才需求共計開出十餘個職缺，以後勤人員、工程師為大宗，也包含電商

直播主等職位，此波釋出的職缺月薪最高上看 10 萬元。 

 

展望 2020 年營運，富邦媒瞄準會員經濟浪潮，積極整合集團資源，以擴大會員服務經營綜

效。例如去年與台灣大哥大合作，從全台近 800 家 myfone 門市提供到店取貨、門號優惠

購方案，並串聯數位加值服務 MyMusic 祭出回饋好康；另借重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於金融理

財領域的資源，打造聯名信用卡。 

 

網家指出，宅經濟漸成風潮，民眾外出採購與用餐頻率皆大幅降低，帶動旗下通路 PChome 

24h 購物近期食品整體銷量年成長翻倍，尤其以今年春節開工後買氣最為顯著；而且民眾宅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在家時間長，透過網購滿足全天候的食物補給需求激增，帶動食品平均客單價也跟著增加。 

 

網家進一步觀察，食品類別 5 大熱銷品為泡麵、米、奶粉、保健食品、礦泉水，其他像是即

食料理簡單加熱即可食用，成為異軍突起的熱賣料理；觀察熱賣品項可發現，近期在家開伙

比例增加，刺激各式米類、泡麵買氣逆勢成長。因健康意識提升，保健食品也相當受歡迎；

做為嬰兒主食的奶粉類商品需每天沖泡多次，為快速消耗商品，推升銷量穩定成長。 

 

創業家兄弟發現，隨著疫情持續升溫，許多消費者減少外出，進而縮減在外用餐的頻率，帶

動消費者「自煮」風潮升起。創業家兄弟旗下生活市集的即食商品近 2 週銷量增加 3 成，

便利性、營養、飲食偏好為 3 大選購關鍵；易飽足的澱粉類食品在熱銷即食商品前 10 名囊

括 5 名，包含水餃、米、Pizza、蔥油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