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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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至九月失業率橫行  

2. 澳門日報：街總辦“好工介紹”招聘會三   

3. 力報：中醫執業情況不理想 畢業生入行不超三成 

4. 澳門日報：已為二千六學員提供多元活動 新一屆報名 銀娛青少計劃灣區認識國情 

 

 

香港新聞總數：4 篇 

1. 香港電台 : 特區政府與波爾多簽署備忘錄加強培訓葡萄酒相關人才 

2. NOW.CO：教協倡調高小學主任職級數目餒 

3. 經理人月刊：想到工作就煩悶？5 大徵兆，警醒陷入「職業倦怠」的你該振作了薪  

4. 扮工男女：一句辣㷫女同事：你哋化行個妝已經係 Halloween 

 

 

其他新聞：2 篇  

1. 香港 01：山東擬立法確定「月經假」 經醫生證明可休一至兩日聞  

2. 香港商報：深圳首次出台新策 挺人力資源服務業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  Macau Management Associ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澳門新聞 4 篇 

1. 七至九月失業率橫行 

[2018-10-27]  統計局公佈就業調查結果顯示，七至九月總體失業率為 1.8%，本地居民失

業率為 2.4%，兩項指標均與上一期（六至八月）持平；就業不足率為 0.4%，降 0.2 個百分

點。 

 

第三季總體就業人口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 1.6 萬元（澳門元，下同），連續三季保持此水平；

從事博彩及博彩中介業的收入中位數為 2 萬元、建築業為 1.5 萬元。本地就業居民月工作

收入中位數為萬元，與第二季相同。 

 

今期勞動人口 39.46 萬人，勞動力參與率為 71.3%；其中總就業人數為 38.76 萬人，就業居

民 28.53 萬人，較上一期分別增加 2,600 人及 1,600 人。失業人數為 6,900 人，減少 200 人；

尋找第一份工的新增勞動力佔總失業人口 20.6%，跌 0.4 個百分點。 

 

第三季總體失業率(1.8%)及本地居民失業率(2.4%)按季均持平。總就業人數按季增加 2,200

人，其中就業居民增加 1,100 人。按行業統計，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的就業人數（3.36 萬）

按季增加 3,200 人，運輸、倉儲及通訊業（1.96 萬）增加 2,400 人，批發及零售業（4.31

萬）則減少 2,000 人。   

 

 

2. 街總辦“好工介紹”招聘會   

[2018-10-28]   由澳門街坊總會職業介紹服務部舉辦的“好工介紹”招聘會，本月二十六

日假街坊總會祐漢社區中心順利舉行。是次招聘會與信德集團（澳門）有限公司合作，以

現場招聘，即時面試之形式進行，並於上午十一時開始至下午六時結束。 

 

街總祐漢社區中心主任洪偉東表示，本次招聘會合作旨在為廣大居民提供職業配對服務，

為有需要的居民解決失業或轉職等相關問題。同時感謝是次招聘會之相關商企為本澳居民

提供之大量職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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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坊總會職業介紹服務部將繼續為市民提供免費的職業介紹，讓市民能找到自己心儀的工

作。同時，歡迎各大小商企與街總合作，為市民提供更多職位。招聘會提供之職位空缺包

括租賃經理、會計經理、工程部經理、客戶服務主任、工程師、禮賓員及技工等部門職位，

現場更設有即場面試，是次招聘會共吸引六十多名本地居民前來查詢和應聘。 

 

欲知悉更多招聘會詳情，可親臨街坊總會祐漢社區中心（黑沙環祐漢新街市綜合體三樓），

或致電二八四八 · 三二六二（張小姐）。 

 

 

3. 中醫執業情況不理想 畢業生入行不超三成   

[2018-10-29]  澳門中醫生協會表示，近年報讀中醫科的人數保持在每年約 70 至 80 人左

右，甚至有輕微下滑趨勢；而每年入行人數不超過畢業人數的三成，協會認為有關現象與

就業環境、政府政策因素有關。業界一方面希望政府加強扶持，另一方面亦發展多元化的

中醫服務，從而改善本澳中醫的執業情況。 

 

澳門中醫生協會昨日舉行「2018 中醫持續專業發展講座」暨第六屆理監事就職禮。協會會

長周稀鳴受訪表示，本科畢業的中醫生每年約 70 至 80 人，但每年入行人數不超過畢業人

數的三成；縱觀全澳，現時有逾千名中醫生，但向衛生局登記註冊的僅約 400 多人，真正

執業人數恐怕不超過 200 人。 

 

周稀鳴認為有關現象與政府政策、就業環境等因素有關，一方面新入行的中醫生未必有經

濟能力自行開診所執業；另一方面，診所對獲聘的中醫生又未必提供到理想薪酬。他又提

到，現時保險業界對西醫開出的保險申報額上限亦超高於中醫，這些因素均造成中醫私療

市場狹窄。 

 

促中西醫保險申報額同等對待他認為本澳對中醫服務還是有一定需求，建議政府除和保險

業界商討，研究中醫和西醫同等對待，將中醫的保險申報金額調升之外，他又提出中醫師

相當適合成為全科醫生，服務範圍可由普通的扭傷、跌傷涵蓋至兒科和婦科，建議政府可

分流部分使用公立醫療服務的病人予中醫師診治。此外，業界正在研究發展多元化的中醫

服務，希望改善本澳中醫執業情況，例如是培育有中醫科知識的陪月員。協會將聯同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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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業界成立諮詢組織，向市民介紹中醫服務等。 

 

 

4. 已為二千六學員提供多元活動 新一屆報名 銀娛青少計劃灣區認識國情    

[2018-10-31]   由澳門管理專業協會及銀河娛樂集團合辦的“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昨日

舉行頒獎禮及開幕禮，新一屆計劃即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接受報名。 

 

銀河娛樂集團董事程裕昇表示，為鞏固學員對國家所提倡的“一帶一路”政策及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之認識，今屆及下屆的“銀娛青少年成就計劃”特意增強國情及區情等元素，

學員可親身走訪部分大灣區城市，深入了解國家發展。 

 

活動於昨日傍晚六時半於星際酒店八樓宴會廳舉行。博彩監察協調局副局長梁文潤，勞工

事務局就業廳長孟瑞怡，教青局青年結社培訓暨輔導處長黃嘉祺，澳門管理專業協會會長

崔世昌、副會長謝思訓，銀娛副主席呂耀東、董事程裕昇、人力資源及行政集團董事呂慧

玲、首席營運總監－澳門祁嘉杰，以及多位銀娛及澳門管理專業協會管理層出席。 

 

程裕昇表示，在銀娛以及管協的通力合作下，成就計劃的課程因應社會動態，作出適時安

排，成效也得到社會人士一致認同。課程的知識面涵蓋當今炙手可熱的學科領域，旨在為

學員培養相關才能，緊貼國家的發展戰略、特區政府的願景方向。 

 

深入社區關愛弱勢 

謝思訓指出，計劃舉辦至今已第七屆，為超過二千六百名學員提供多個主題系列活動，旨

在鼓勵他們主動認識自我、積極參與社區事務及為自身事業發展作充分準備。“銀娛青少

年成就計劃”正好為未來的社會棟樑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為他們的未來打下堅實基礎。

透過參與多元化活動，深入社區、關愛弱勢社群，獲獎的學員更曾遠赴韓國、新加坡、柬

埔寨、越南及泰國等地，學習交流，拓闊視野、增廣見聞。 

 

典禮上，管協企業培訓部經理吳紫蘭及星級導師葉子恆分別介紹二○一八至二○一九“銀

娛青少年成就計劃”的重點項目，並透過短片回顧過去一年學員所接受的培訓及工作坊內

容，以及在泰國遊學時的精彩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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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勝出隊伍為“四哥最強聯盟”，隊員在“智慧銀河新體驗”參賽環節中提交的項目計

劃中提到，澳門正積極發展智慧城市，多種人工智慧技術，如增強現實技術、數位互動藝

術及電子支付服務等，在科技及環保的領域中被廣泛應用，以至開拓新客源的提案。   

 

 

香港新聞 4 篇  

1. 特區政府與波爾多簽署備忘錄加強培訓葡萄酒相關人才 

[2018-10-27]  本港與波爾多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強合作培訓與葡萄酒相關的人才。 

 

諒解備忘錄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與到訪的波爾多吉倫特商會主席 Patrick Seguin

簽署，同意推動兩地教育機構、酒莊和酒商提供培訓機會，包括聯繫活動、學生及員工交

流計劃，以及獎學金和考察等，以期滿足業界的人才需求。 

 

邱騰華表示，香港是葡萄酒免稅港，亦是亞洲葡萄酒樞紐，波爾多產品在香港葡萄酒巿場

穩佔重要席位，相信簽署諒解備忘錄，可擴闊兩地的合作，期望有志加入行業的本港青年

人未來有機會在波爾多接受培訓。 

 

 

2. 教協倡調高小學主任職級數目 

[2018-10-28]  教協擔心施政報告提出教師全面學位化會令教師行政工作分工不清，要求

政府學位化同時調高主任級教席比例。 

 

教師全面學位化回應了多年來不公平的批評，但業界關注會衍生另一個問題。目前小學教

席分學位及文憑兩種，學位教席的薪酬較高，老師要分擔部分行政工作，日後所有教席學

位化，老師薪酬會看齊，但會出現「同酬不同工」，有些老師要負責行政工作，有些則不用。 

 

教協建議政府同時撥款，增加中層教席比例。以一所 24 班的學校，中學會有 16 名屬中層

的主任，小學則只有 6 名，教協要求小學貼近中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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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指聽到業界關注，又指施政報告已預留 5 億改善小學中層人手問題，但

就未有交代具體時間表。 

 

 

3. 想到工作就煩悶？5 大徵兆，警醒陷入「職業倦怠」的你該振作了 

[2018-10-29]    你上一份工作離職的原因是什麼？根據人才諮詢服務公司 Korn Ferry 在 

2018 年的一項調查，「無趣」是人們離職的首要原因，約 3 分之 1 的人透露，他們正透

過新工作來尋找新的挑戰。 

 

倦怠是人之常情，只是有時不少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快來檢視自己是否有下面 5 種倦怠

跡象，以便及時改變工作和生活： 

 

1. 你的工作場所「有毒」 

這是指負面、不健康的職場文化，像是排擠、無禮、騷擾與霸凌等狀況，都會直接傷害工

作效率。曼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Manchester）的研究更發現，在你討厭的環境裡工作，

對身心健康的損害比失業還嚴重。 

 

當你長時間處於負面的工作狀態時，除了影響表現，也很可能受到領導階層的批評，若不

著手解決，那麼離職之日便不遠了。 

 

2. 負面情緒已影響生活 

當你在工作中受的氣愈來愈多，很可能把這些負面情緒（如：憤怒和憂鬱）帶進生活其他

方面，如果你開始因此而遷怒家人、朋友，就是個值得注意的警訊。 

 

數據分析公司 Flowing Data 分析了 2015 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資料，發現低薪工作者、運

輸及交通業（皆是低薪而高壓的工作環境）的離婚率最高，雖然報告中說明此結果並不能

強烈解釋兩者必然是因果關係，但低薪且高壓的工作，很可能影響、劣化人們的生活。 

 

3. 工作與自身價值觀不一致 

確實許多人會將工作僅僅視為賺錢的工具，即使並不這麼喜歡所做的事，也因為了賺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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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然而，假使你的工作內容與你的價值觀太過不一致，你也只能「假裝」一段時間，

最終會不停問自己真的想做這份工作嗎？舉例來說，你是個很重視環保的人，公司在製作

產品時大量浪費、污染環境，你很可能上班幾個月後，開始良心不安、抗拒工作。 

 

不過，這種心情是好的，有助於你快速體認到這份工作並不適合自己，還是早早走人為妙。 

 

4. 你感覺失去控制 

要是你的工作經常讓你的生活陷入混亂，或是面對困境無法可施、無法掌握狀況，大膽出

手做些改變吧。失控的原因往往來自個人面和組織面，檢查有哪些環節是你可以改變的，

例如行政流程、工作作業流程，如何調整能讓你更能掌握進度與真實情形，以獲得更全面

的資訊和視野。 

 

5. 當你無法前進時 

撞牆期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最近做什麼總是不順、進度難以推前、每每得打掉重練，自

然使人浮躁沮喪。這時，建議先休息幾天、重整精氣神，恢復信心後再拚。當你感到生活

陷入停滯不前時，可以列下當天發生的 3 件好事，能夠有效解除當下的鬱悶感。 

 

 

4. 一句辣㷫女同事：你哋化行個妝已經係 Halloween 

[2018-10-31]  今日係 Halloween，好多公司 HR 都會懶係鼓勵員工 work life balance，搞埋

晒 halloween lunch party，halloween day，仲出埋 email 宣傳，叫員工要裝身扮鬼扮馬，同

管理層一齊影相。  

 

朋友公司，尋日食 lunch 全 team 同事講到無嘢講，一齊討論 Halloween 著咩好，就喺呢個

時候，有一位男同事懶係幽默向在場女同事爆咗一句：「唔使煩啦，你哋化行個妝就已經係

Halloween 啦！」  

 

呢句笑話令全場 dead 晒，唔止女同事，在場男同事都唔敢出聲，冇人出手打圓場。  

 

lunch 完返埋位，有女同事嬲得濟開咗個 whatsapp group，剔走男同事，然後講晒粗口咁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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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係咪 XX 生上腦？onx 當有趣！以後有佢嘅 lunch 我唔去～～！」（下刪一萬句和應及粗

口）」  

 

今日 Halloween Party，班女同事應該會落去同管理層影相，勾起不快回憶嗰陣，應該又有

好戲睇！ 

 

 

其他新聞 2 篇 

1. 山東擬立法確定「月經假」 經醫生證明可休一至兩日聞 

[2018-10-28]  月經來了也有假放？山東省政府近日就打算修例，女職工若經醫療機構診斷

證明經痛或者月經過多，申請休息的，任職機構應給予其 1 至 2 日的病假。 

 

為保護女職工在勞動中的安全與健康，山東省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近日起草《山東省女職

工勞動保護辦法》（下簡稱《辦法》），當中提到「月經假」的安排，同時規定懷孕女員工可

在工作期間享有一定的休息時間。 

 

《辦法》寫道，女職工經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經痛或者月經過多，申請休息的，僱主應給予

其 1 至 2 日病假。 

 

此外，僱主不得因為女職工結婚、懷孕、生育等降低其工資、限制其晉升、單方面解除勞

動合約或者予以辭退。女職工懷孕不滿 12 周並且妊娠反應劇烈的，在勞動時間內安排其一

定的休息時間；懷孕 28 周以上的，每天可享 1 小時計入工時的休息時間。孕期女職工上班

確有困難申請休息的，則可與僱主協商。 

 

女職生可享 98 天產假 產後上班有 1 至 2 周「適應時間」 

《辦法》提及，女職工生育享受 98 天產假，其中產前休假 15 日；難產者增加產假 15 日；

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 1 個嬰兒，增加產假 15 日。符合法律規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增加

女職工產假 60 天，給予男方護理假 7 天。女職工懷孕不滿 10 周流產的，給予 15 天產假；

懷孕滿 10 週不滿 16 周流產的，給予 30 天產假；懷孕 16 週以上流產的，給予 42 天產假。

女職工在這期間享受職工生育保險待遇，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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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又道，女職工產假期滿上班，僱主可給予 1 至 2 周的適應時間；若因身體原因不

能正常勞動，經醫療機構證明即可申請病假。生育後，僱主不得要求哺乳期女職工加班或

者安排其夜班工作，同時應為安排 1 小時哺乳時間。 

 

《辦法》同時規定，女職工比較多的機構應當根據女職工的需要，配備女職工衛生室、孕

婦休息室或者哺乳室等設施。 

 

 

2. 深圳首次出台新策 挺人力資源服務業    

[2018-10-31]  記者林麗青報道： 「11.1」深圳人才日前夕，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聯合深

圳發展改革委、深圳財政委發布了《深圳市關於加快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業的若干措施》。這

是深圳首次出台人力資源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文件。該政策填補了行業扶持政策的空白，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 

 

記者獲悉，《措施》提出了今後一段時期的深圳人力資源服務業發展目標：到 2022 年，深

圳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數量達到 1000 家左右，總產值達到 1000 億元；培育 10 家年產值 30 

億至 50 億元的人力資源服務龍頭骨幹企業，引進 50 家國（境）內外高端知名人力資源服

務機構，發展 50 家以上有特色、有潛力、成長性好的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屆時，深圳將

建立全市「一園多區」的國家級人力資源服務產業園，孵化成功全國領先的人力資源服務

在線交易平台，成為全國人力資源服務業的技術創新中心、資訊中心、研究智庫和高端會

議展覽聚集地。 

 

針對人力資源服務行業發展的難點、堵點、痛點，《深圳市關於加快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業的

若干措施》從加大資金支持、引進知名機構、培育本土品牌、鼓勵招才引智、推動產業集

聚、支持創新創業、加強人才培養、加強統計分析等八個方面提出了促發展的政策措施。

與其他城市已出台的相關政策文件相比，該措施外的資金投入更大。每年預計投入 8000 多

萬，更加突出支持重點，資助更精準，操作性更強。此外，《措施》突出對標國際，利用粵

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優勢和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實施「引進來、走出去」發展戰略，加快

構建與國際接軌的人才服務體系，進一步提升國際化服務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