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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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聯智庫訪中聯辦介紹會務 鄭曉松勉把準脈搏育人才  

2. 澳門日報：五十名額 十六至卅五歲居民 青年政治人才培訓報名至周三   

3. 澳澳門日報：邀社保基金講解制度運作 青企會員認識非強制央積金  

4. 正報：社協介紹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內容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NOW.COM：羅致光：政府沒有低估改善退休保障的預算 

2. 晴報：見工遭 HR 兩度壓價 打工仔感氣餒 

3. 星島日報：建造業平均加薪 4.5% 雞頭模板石屎凍薪 十年新低紮鐵減薪  

4. 扮工男女：18 個 HR 同事唔去飲 夾人情「1314」 

 

 

其他新聞：2 篇  

1. 星島日報：fb 聘英前副首相克萊格為通訊總監 協助化解醜聞  

2. 現代電視：互聯網行業進入寒冬？阿里：縮減人員編制是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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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新聞 4 篇 

1. 民聯智庫訪中聯辦介紹會務 鄭曉松勉把準脈搏育人才 

[2018-10-20]  民聯智庫負責人一行十一人在主席施家倫帶領下，昨日上午拜訪中聯

辦主任鄭曉松，匯報民聯智庫創會宗旨和工作安排。 

 

為澳發展建言獻策 

施家倫介紹了民聯智庫的創會宗旨、組織架構及發展目標，表示希望廣泛聯繫國內外

專家學者，培養愛國愛澳議政人才。以廣大居民為中心，以問題為導向，圍繞澳門發

展的新矛盾、居民關注的新問題研究，為振興經濟、改善民生、善政善治提供政策建

議，為開拓“一國兩制”實踐新局面貢獻民間智慧。未來將設立專家委員會、基金建

設委員會和議題專注委員會，透過學者帶動培養青年人才。理事長陳冰冰介紹了該會

現階段工作計劃，會務顧問孔繁清，副主席駱偉建、朱壽桐、周平，秘書長張森華等

就該會如何起好步、多出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多培養青年人才等談了各自的看法。 

 

培育參政議政人才 

鄭曉松祝賀民聯智庫成立，認同該會創會宗旨及目標定位。寄望該會辦出特色，越辦

越好：一是牢記創會宗旨，堅持發展方向。要始終高舉愛國愛澳旗幟，緊密聯繫和團

結更多專家學者和各界人士，堅定不移地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帶頭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為澳門的經濟繁榮發展、社會和諧穩定，以及促

進澳門與內地的交流合作作出積極貢獻。二是聚焦熱點問題，多出研究成果。要在深

入調研的基礎上，把準社會脈搏，聚焦重點難點問題，多從歷史和辯證的角度開展研

究，形成一批立得住和操作性強的研究成果。明年是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澳門回歸

二十周年，可從多角度總結和宣傳國家發展的新成就、特區“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

新經驗，為澳門“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做出貢獻。三是做

好傳幫帶，助推青年成長。希望參與民聯智庫的專家學者發揮所長，幫助民聯智庫培

育和儲備一批既有較強研究能力又有較強參政議政能力的青年人才。 

 

民聯智庫參加拜訪的還有副理事長蔡思偉、麥興業、黃飛獅、許治煒，中聯辦協調部

部長傅鐵生、副部長余向軍、處長陳燕影、副處長馮明才陪同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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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十名額 十六至卅五歲居民 青年政治人才培訓報名至周三    

[2018-10-21]   為推動本澳青年多接觸社會議題，多參與公共事務、培養本澳青年成

為日後參政議政論政、治澳建澳的優秀政治人才，工聯青委會今年繼續舉辦“澳門青

年政治人才培訓計劃”，該計劃面向十六至三十五歲居民，即日起至本月廿四日接受

報名，設五十個名額。 

 

該計劃得到澳門基金會、教青局贊助。工聯青委會代主任裴承賢，籌委會主任陳凱風，

籌委會委員林僑慶、許鴻斌，昨日中午假素研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講解活動詳情。 

 

下月辦“琉璃議院” 

他們表示，活動已第三次舉辦，整項計劃分為於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八日期間逢周

六舉行的“政治人才培訓”，以及於十一月舉行的“琉璃議院”兩個部分。 

 

培訓部分包括“澳門政治制度與社團文化的前世今生”、“國家憲法與澳門基本法的

價值與意義”、“社會時事剖析和評論技巧”、“國際關係與中美貿易戰對澳門的影

響”、“幸運博彩經營權和博彩業發展”、“施政方針議題辯論（兩節）”、“大數

據看大灣區合作與發展”、“人才培養與經濟多元化發展”、“演講和傳媒應對技巧”

共十節課堂，由本澳及外地專家學者、社會人士擔任導師，主要豐富參與青年的理論

基礎，探索社會及政策的發展，培訓演講，時事分析及思考等能力。 

 

促進解決問題思維 

“琉璃議院”則為參與青年提供將理論轉化為實踐的平台，就社會時事搜集資料，細

心分析，發表自身見解並與其他青年理性討論及交流想法，促進解決問題的思維及能

力，並讓青年在活動過程中進一步認識社會、關心社會、參與社會，共同為澳門出謀

獻策，推動社會發展。 

 

過去兩屆共培訓八十名學員，皆會運用所學，如部分人有參與政府舉行的諮詢會並積

極發聲，成效顯著。他們留意到，近年社會出現“佛系青年”，即當感到社會議題與

自身無關，便不發表意見，待“殺到埋身”才慌忙提意見，認為青年人應盡居民義務，

為社會發展建言獻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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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興趣者可填妥報名表連同吋半彩色證件相片、身份證副本及報名費三百元（會員每

位一百五十元，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可獲退還），親臨主辦機構報名。活動章程，報

名或查詢詳情，可通過電郵(FAOMyouth@gmail.com)，臉書專頁(FAOMyouth)，或於辦

公時間（周一至六，上午十時半至晚上十時）內致電二八四八 · 二八一四與主辦機

構聯絡。 

 

 

3. 邀社保基金講解制度運作 青企會員認識非強制央積金   

[2018-10-24]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與澳門社會保障基金於本月十九日假聯邦酒樓舉

行非強制央積金交流會暨二○一八年會員聚餐。 

 

交流會上，澳門社會保障基金主席容光耀、副主席陳寶雲、中央公積金制度廳長楊婉

麗為與會者講解非強制央積金制度。 

 

容光耀表示，非強制央積金自今年初實施，至今共有九十一名僱主申請加入共同計劃，

並有逾三萬三千人申請加入個人計劃。因央積金是累積型退休保障制度，僱主越早加

入越有利累積僱員的退休保障；另一方面，提供良好福利可穩定人力資源，有利企業

發展。青企會長何嘉倫表示，該會過往與政府及各社團舉辦了多場交流活動，增進大

家對本地經濟發展、政府政策資訊的了解，同時為本地中小企業家提供更多學習和交

流機會。青企理事長何敬麟表示，該會將積極向工商業界推廣相關訊息，未來將繼續

配合政府方針，促進澳門工商業發展。 

 

此外，為加深青年僱主對非強制央積金的認識，容光耀日前走訪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

以“參與央積金 退休更安心”為主題，與該會成員交流。 

 

與會的青年企業家關注私退金與央積金的分別及兩者的銜接問題，容光耀表示，央積

金可加強居民的養老保障，而且制度設有可攜性，僱員離職時的結餘不會因勞動關係

終止而結算，並可以不同方式攜至六十五歲；相反，私退金在僱員離職時需即時結算

的模式未必適合世界銀行倡議的養老發展趨勢，過早消耗退休金將影響個人養老保障。

僱主選擇將原有的私退金銜接央積金後，已參加私退金的舊僱員可選擇銜接央積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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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私退金，未加入私退金或新入職的僱員則只能選擇是否參與央積金。為吸引僱主

參與，僱主為僱員作出的非強制央積金供款可視作經營成本，在制度生效首三年可有

額外兩倍稅務優惠。 

 

是次活動約有六十人出席，包括該會常務副會長李居仁、監事長崔世健、秘書長譚繼

祖等；而社保基金人員還包括副主席袁凱清、社會保障廳代廳長鄺光雄、公積金綜合

事務處長何凱生及公共關係及技術支援處長郭冬梅等。 

 

 

4. 社協介紹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內容    

[2018-10-24]  社協全體大會昨介紹《非全職勞動關係法》法案及《勞動關係法》七項

優先修訂法案。《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中，建議增設五個工作日的男性僱員有

薪侍產假；以及將有薪產假日數由五十六日調升至七十日，生效後兩年內，由特區政

府向符合條件的本地女性僱員發放產假報酬補貼，法案生效第一年內，補貼最多十四

日基本報酬，法案生效第二年內，補貼最多七日基本報酬，兩年相關補貼開支約為五

千七百萬元。社協協調員、勞工事務局局長黃志雄表示，料兩週內可以完成《非全職

勞動關係法》法案及《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法案文本送交上級。 

 

另《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檢討報告建議，將該法律規定的最

低工資金額調升至時薪澳門幣三十二元。勞資雙方持不同意見，資方認為需要再就調

升金額作業界諮詢，勞方則希望明年一月一日起可調升金額。黃志雄指，由於涉及一

定修法程序，料未能於明年一月一日起能調升一行業兩工種最低工資。 

 

社協昨午舉行全體會議，由社協主席、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主持會議。會上就《非

全職勞動關係法》法案、《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法案、《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

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二零一七年度實施情況報告三項議題進行介紹及討論。 

 

《勞動關係法》七項優先修訂法內容包括﹕一、為勞動關係已滿一年的男性僱員新增

五個工作日有薪侍產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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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將有薪產假日數由五十六日調升至七十日，並設有過渡性規定，法案生效後兩年

內，由特區政府向符合條件的本地女性僱員發放產假報酬補貼，法案生效第一年內，

補貼最多十四日基本報酬；法案生效第二年內，補貼最多七日基本報酬，首年特區政

府需要承擔相關費用約為三千八百萬(澳門)元，第二年約為一千九百萬元，兩年合計

共約五千七百萬元。資方社協代表崔煜林指，僱員已享有有薪產假，再增產假會增加

僱主尤其中小企負擔。 

 

三、引入週假與強制性假日重疊的處理方法。 

 

四、引入選定部分強制性假日的機制，勞資雙方可在一月一日、清明節、中秋節翌日

及重陽節此四日強制性假日中，選定其中三日改於非屬強制性假日中的公眾假日享受。

黃志雄表示，有關調整是以便資方更靈活調動人力資源。但勞方社協代表表示，相關

諮詢中，絕大部份出席人士不接受此條文，建議清除此條文。 

 

五、增加強制性假日補償休假的靈活性，將安排補休的期間由現行規定的三十日內享

受延長至三個月內享受；六、可選擇性的補償制度，強制性假日工作後獲得的額外「兩

工」可協議選擇金錢補償或補休，而當屬非自願於週假工作的情況，可由現行規定的

「一工一假」的補償，協商為以「兩假」作補償）；七、對於僱員因自身原因中途終

止被安排於週假或強制性假日工作的情況，增設按比例計算補償的規定，即按當日已

提供工作的時數計算有關的額外補償（基本報酬或有薪補休）。 

 

《非全職勞動關係法》法案的主要內容為建議以單一工作時數界定為非全職工作，本

地僱員與僱主建立提供每四週不超過七十二小時工作的勞動關係，且雙方協議適用法

案的規定便屬於非全職勞動關係。黃志雄指，《非全職勞動關係法》的制定是回應《就

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以及確保非全職僱員享有基本勞動權益的前提下，訂定

一套有別於全職僱員所適用的勞動權益制度，區別全職僱員和非全職僱員的基本報酬。

不過，勞資雙方對於《非全職勞動關係法》法案均持反對意見。勞方認為該法案制定

的出一套比現行《勞動關係法》次一級的僱員保障。資方指，對於非全職僱員工時標

準及計算方式過於限制，沒有考慮不想從事全職僱員的工作選擇意願，批評法案文本

不具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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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志雄指，上述兩法案均是二零一八財政年度立法工作，勞工事務局已完成相關諮詢

及法律草擬的工作，法案初稿已於八月中旬送交社協執行委員會，收集勞資雙方的書

面意見。局方將於兩週內完成勞資雙方意見整理，並盡快向上級提交，期望盡快交到

立法會。 

 

關於《物業管理業務的清潔及保安僱員的最低工資》法律中一行業兩工種最低工資調

整，勞工事務局根據統計暨普查局提供的數據，結合勞動監察所得的資料，檢視並編

撰了有關法律去年的實施情況及檢討報告。相關報告於九月中旬送交社會協調常設委

員會執行委員會，收集勞資雙方的書面意見。報告指出，經整體考慮各方面因素，包

括受惠僱員的收入水平，僱主的營運成本，消費者的承受能力，以及社會的營商環境

等一籃子因素，認為現行最低工資金額已不適宜，故建議將該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金

額調升至時薪三十二元，日薪二百五十六元，以及月薪六千六百五十六元。調升有關

最低工資金額後，受惠僱員人數約八千五人。勞方希望能於明年一月一日起調升一行

業兩工程最低工資；而資方認為，調升一行業兩工種最低工資涉及千家萬戶，需要再

作諮詢。由於金額的調整會涉及到修改第七/二零一五法律，需要啟動相關的修法程

序，黃志雄料未能趕及於勞方期望的時間實施。他重申，政府會結合社會及經濟狀況，

平衡勞資雙方意見。 

 

 

香港新聞 4 篇  

1. 羅致光：政府沒有低估改善退休保障的預算 

[2018-10-20]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承認，上屆政府為改善退休保障預留的 500

億元很快會耗盡，但強調與預期情況相約，政府沒有低估。 

 

另外，公務員學院選址在觀塘，現時是職訓局轄下的殘疾人士培訓中心。羅致光表示，

該處本身都要清拆擴建，又指會安排學員到其他中心，不會影響他們受培訓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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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見工遭 HR 兩度壓價 打工仔感氣餒 

[2018-10-22]  求職遇到屢次壓價情況，難免令人氣餒。有打工仔在網上吐苦水，聲

稱面試時 HR 嫌他期望的薪酬太高，並試水溫要求減價 2 次，最終仍未獲聘。有就業

輔導社工指，部分公司會因應求職者的經驗而壓價，但罕有聽聞壓價多次而不獲聘

用。 

 

有打工仔指，早前應徵一份工作，面試時 HR 指他所寫的期望薪酬太高，要求調減至

某個數目，事主答應。不過，翌日 HR 又說有關薪酬過不了上級的關卡，並再次壓價，

事主無奈下接受「身價」再次被降低。然而有關公司最終也沒有聘用事主，令他十分

不滿。事主在帖文形容：「點解而家啲 HR 咁做嘢㗎，似乎間公司同啲 HR 好有問題」。 

 

部分網民猜事主所指的是中小企公司，形容「正常有規模的公司，好少咁樣」及「細

公司都好鍾意壓價」。亦有人認為事主連自己期望的薪酬也未定好，被人說兩句便同

意減價，事主也有責任。另有網民指，見工如遭首次壓價，理應拒絕，否則再議價下

去也沒意思。 

 

求職者應拒絕不合理要求 

職工盟培訓中心課程發展副經理譚健忠指，過去曾有年輕人反映應徵會計、設計及文

員等職位，被大公司壓價 1,000 至 2,000 元。「除非是有關公司很有制度，或是有關行

業是跟薪級表的，例如醫護及社福界等。」但他指罕有聽聞有求職者被 HR 壓價兩次，

形容如多次對應徵者壓價，也反映有關公司的管理及誠信有問題。 

 

他續指，大部分 HR 以求職者的工作經驗不足，或是上一份工作人工太高等理由而壓

價；部分機構如按職級點調整薪酬的，也有 HR 會主動向應徵者提升入職薪金。「曾有

人應徵社福界培訓主任，因履歷表所寫的期望薪酬比他的年資低，最終 HR 也主動提

高一級的薪金。」 

 

依依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營運總監馬盛邦表示，HR 是否「拗價」，視乎行業及僱主要求

而定。「例如是資深及管理層的職位，有些獵頭公司為了搶人，可能會在薪酬方面拉

鋸多次。」而初級職位多數因僱主聘請預算及求徵者經驗等，需要再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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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馬盛邦指部分時段如 10 月至 12 月，大部分打工仔會等取得雙糧或花紅後才會

轉工，這時期的職位空缺相對很少，應徵者被壓價的機會亦相對較大。他建議求職者

遇上壓價情況可因應需要而拒絕，不一定要勉強接受。 

 

 

3. 建造業平均加薪 4.5% 雞頭模板石屎凍薪 十年新低紮鐵減薪 

[2018-10-24]    香港建造業總工會昨日公布，由下月一日起，逾二十五萬名工人平

均加薪百分之四點五，加幅創過去十年新低，較去年平均增幅下跌三個百分點，其中

模板、混凝土（石屎）及挖掘機（雞頭）三大工種面臨凍薪。工會歸因多項大型基建

工程陸續竣工，工友開工不足，令薪酬加幅下跌，其中紮鐵業更出現工人主動減薪「爭

飯碗」的情況，紮鐵職工會主席黎鉅輝指，自大半年前起，不少紮鐵工人因開工不足，

主動提出減薪約一至兩成，為十年來首次，令人擔心。  

 

建造業總工會今年七月訪問約六千七百名工人的薪酬情況，聽取工業意見及與商會談

判後，公布由下月一日起，建造業工人平均加薪約百分之四點五，為過去十年以來新

低，較去年平均增幅下跌約三個百分點。 

 

工聯會副會長周聯僑表示，受立法會拉布影響，政府基建工程撥款被拖慢，加上不少

基建工程陸續竣工，不少工友面臨開工不足的問題，故今年的調薪幅度較去年下跌。

工會撐「明日大嶼」 

 

在十六個工種中，模版、混凝土及挖掘機工種面臨凍薪。周聯僑表示，以上三個工種

屬於前期工程部分，從事模版及混凝土工種的工友共約有一萬二千人，近期的開工日

數大減，由每月開工二十五天減至十六、十七日。問及工會是否支持「明日大嶼」計

畫，周表示支持，認為計畫能有助工人就業，同時解決土地爭議問題。 

 

從事紮鐵工種的工人下月一日起，加薪約百分之六點三，日薪由二千三百多元，增至

二千五百多元。惟紮鐵職工會主席黎鉅輝指，自大半年前起，不少紮鐵工人因開工不

足，主動提出減薪約一至兩成，情況為十年來首次，令人擔心。他指出，上次出現紮

鐵工人主動減薪的情況為二○○三年，當時本港受沙士來襲，經濟轉差，連帶紮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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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受到影響。 

 

黎鉅輝表示，隨着九十年代起本港興建國際機場，紮鐵工種一直昌旺，至近年不少大

型基建工程竣工，如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等，工人的開工日數漸不穩定，預計

減薪情況將持續半年至九個月。他指出，昨日公布的加薪幅度為早於數年前訂下來的

條件，工會憂慮按現況減少加幅，或引來骨牌效應，故不作調整。 

 

 

4. 18 個 HR 同事唔去飲 夾人情「1314」 

[2018-10-24]  去飲要夾幾多人情，係永遠討論唔完嘅話題，但以下個案，明眼人一

睇，都知有好大問題﹗ 

 

話說重慶有媒體報導，一名新娘大擺宴席，事後卻上網開 po 公審同事。點解？原來

係因為公司裡面 18 名同事，竟然合共只夾了一封紅包，而裡面只得 1314 人仔，除開

每人連 80 蚊都無。 

 

不過錢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嘅係，班同事根本無到。 

 

新娘小徐今年 26 歲，係重慶渝北光電園一間公司嘅 HR 員工，同部門連主管有 20 人。

小徐做足派帖程序，但可能因為平日與同事關係一般，結婚當日，就只得主管同一名

同事出席，其餘同事，全部應承咗而唔到，事後用微信發紅包 1314 元，祝新人「一

生一世都相愛」。 

小徐被老公質問同事關係後，感到非常憤怒：「之前同事結婚，我都盡可能地到場參

加，哪怕不是很熟的人，禮金至少也給了 300 元，少於 300 元她都覺得拿不出手。」 

 

小徐在不同論壇上開 post 叫人評評理，當中有網友回應小編覺得相當有理：「你高估

了跟這些人的感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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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聞 2 篇 

1. fb 聘英前副首相克萊格為通訊總監 協助化解醜聞 

[2018-10-20]  早前爆出洩露私隱等醜聞的全球最大社交網 facebook，宣布聘請英國前

副首相克萊格(Nick Clegg)為全球事務及通訊總監，專責處理洩露私隱、假新聞和干預

選舉等各種醜聞。由於克萊格曾任歐洲議會議員，顯示 facebook 盼望與歐盟打好關

係。 

 

facebook 自從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個人資料外洩風波後，面臨一系列個

人資料安全危機，數名高層陸續離開公司，包括 facebook 旗下通訊軟件 WhatsApp 共

同創辦人庫姆（Jan Koum）。克萊格將接任 6 月離職的施拉格（Elliot Schrage）的職位。 

 

facebook 創辦人朱克伯格和營運總監桑德伯格親自參與招聘克萊格，早於今年夏天便

開始和他接洽。 

 

克萊格將於周一履新，直接向桑德伯格匯報。克萊格會先在總部加州門洛帕克待一周，

之後返回在 facebook 的公司，明年一月會正式搬到加州定居。 

 

51 歲的克萊格為英國自由民主黨前黨魁，於 2010 年至 2015 年在首相卡梅倫政府中

出任副首相，此前推動英國舉行第二次脫歐公投，支持英國留歐，加入 facebook 後會

終止參與政治運動。 

 

克萊格曾任歐洲議會議員，也曾參與歐盟委員會的貿易談判工作，由於克萊格曾因

WhatsApp收購案遭歐盟委員會罰款 1億 1千萬歐羅（9億 8300萬港元），如今 facebook

招聘克萊格，也顯示想與歐盟打好關係。 

 

 

2. 互聯網行業進入寒冬？阿里：縮減人員編制是假新聞 

[2018-10-24]  近日，阿里巴巴全面縮減人員編制的消息在網上流傳，今年互聯網行業

校招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對此阿里回應稱是假新聞，只是公司近期的一次人才

盤點和人才體系升級。據稱阿里要縮減人員編制的消息，源自應聘者在職場社交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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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脈上的留言，指出阿里已全面縮減人員編制，京東也被傳停止社招。對此，阿里巴

巴有關負責人表示，人才和組織升級，是阿里巴巴人才組織體系多年來的獨到經驗，

以前有，以後仍然會有。阿里巴巴對技術和未來的投入，決定了公司對人才的持續投

入和要求，超過了國內任何其他公司。 

 

資料顯示，截止今年 8 月，阿里巴巴技術員工佔比達 51%，所有工程師中有 46%擁有

碩士以上學歷。 80 後、90 後管理者已超過 1400 人，佔管理者總數的 5%。有阿里員

工在脈脈職言板塊發帖稱沒有縮招和凍結，部門一堆坑等待人填。也有員工表示，阿

里的簡歷出名流程慢，簡歷狀態沒更新不代表縮招。除了阿里巴巴，京東也被傳將全

面停止社招，不過，今天上午京東也出來闢謠，稱目前社招需求仍很大。此前，騰訊、

美圖、拉勾網等公司相繼被曝縮招和裁員。有專家指出，從市場方面來看，互聯網的

紅利逐步衰減，網路軟體及遊戲的使用者增長遭遇瓶頸，導致互聯網行業競爭愈加激

烈，利潤也受影響。在行業調整期，人力結構的調整成為公司控制成本的一個常用手

段。雖然互聯網公司紛紛出來否認縮招和裁員。但是，隨著 2018 年經濟下行，在這

種大環境下，互聯網寒冬會提前到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