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覽設有即場面試及初創企業的招聘講
座，熱門職位為程式開發員、軟件工

程師及開發員等，亦有新興的工種數據分
析員。現場所見，求職者大多為年輕的學
生。主攻醫療科技應用程式的初創企業、
艾草蜂有限公司連續第二年參加博覽，創
辦人區恩庭表示，今年的人流及反應較去
年熱烈。他說，公司在外招聘有困難，因
有多種編程的語言，要挑選合適人才不
易，且香港同時擁有醫療及科技知識的人
不多，公司唯有先聘請有科技背景的人，
再灌輸醫療知識。

供不應求跨界別人才渴市
他續指，雖為科技公司，員工以科技人

員為多，但亦需要跨界別的人才，正聘請

編程人員，具藥劑、護理及社福經驗者，
新人入行起薪約1.5萬至1.8萬元。他預
測，面對人口老化，醫療人手短缺，健康
科技的發展將日益蓬勃，人才渴市，「現
在有醫療經驗的人大多在醫管局工作，外
面的需求很大，但供應則較少。」
在香港科技大學就讀商科的邱同學及余

同學亦對科技界感興趣。邱同學說，將來
科技界的空缺會愈來愈多，希望學習有關
的知識，涉足不同範疇。她們看準社交媒
體一職，認為年輕一代較常用社交媒體，
希望取得實習的機會。
多位香港樹仁大學的商科生亦有志投身

科技界。謝同學表示，科技界的流動性
大，機會較多。他認為商科學生亦有優
勢，對市場及經濟狀況的了解更深，能更

緊貼市場。他盼覓得科技公司的人力資
源、行政及市場部門的職位。

前輩寄語「要不停讀書」
除了商科學生外，不少行內人士亦積極

謀求轉工。入行16年的徐先生表示，場內
的空缺不少，反應不俗，他正尋找金融科
技及硬件維修的空缺。他寄語年輕人，行
業發展潛力大，待遇較好，但發展步伐太
快，從業員需不停進修，「要不停讀書，
我也怕再過十年自己跟不上步伐！」
黃同學在香港科技大學修讀電子工程，

他說，場內的攤位較少，暫未覓得合適的
空缺。雖然面對經濟下行，但他對業界前
景抱有信心，因科技是未來的發展大趨
勢。他說，有同學未畢業已獲數間公司取

錄，而自己亦有公司進入最後面試的階
段。
數碼港公眾使命總監湛家揚表示，業界

求才若渴，惟過往修讀科技的人才較金融
及會計等學科少，望吸納更多新血入行。
他補充，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數據及
數碼科技等行業為全球的大趨勢，對該方
面人才的需求大，薪酬待遇亦不俗。

楊偉雄：證數碼港重要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偉雄致辭時表示，

香港近乎全民就業，要吸引及留住人才，
行業的發展前景很重要，他出任數碼港首
任行政總裁，見證數碼港成長，現時有逾
470間企業進駐，肯定數碼港在推動本港創
新及科技生態系統上擔當重要的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寶儀）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行各業都加速

數碼化。數碼港昨日舉行第三屆招聘博覽，集合70間科技及初創企

業，提供逾500個職位空缺，覆蓋金融科技、電子商務及健康科技等範

疇。主辦單位指，有逾3,500人進場，創歷年新高。本港應用科技未來

發展被看好，昨日的招聘博覽吸引不少商科畢業生到場尋找就業機會，

認為科技業前景佳，初創企業如雨後春筍，能提供多方面的職位空缺。

數碼港職博 3500人進場冠歷年
70企供逾500職缺 商科生蜂擁讚創科好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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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房屋署建
議上調下年度公屋申請入息上限，公屋輪
候勢直迫5年。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
席麥美娟昨日指出，會有更多人合資格申
請公屋，預計公屋輪候時間將會更長，建
議市建局可與房委會或房協合作，在收回
的土地上興建公營房屋，以增加供應。
房屋署新建議的入息及資產上限，未
計算強積金之下，一人家庭升至11,250
元及24.5萬元，二人家庭升至17,350元
及33.3萬元，四人家庭則升至27,050港
元及43.3萬元。三人家庭則凍結，維持
在22,390元及42.8萬元。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主席、工聯會
麥美娟昨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政府覓地
建屋力不從心。她指出，市建局收地後，
會以招標方式，按價高者得的原則發展土
地，有意見認為只會興建貴價樓，並將原
本居民迫離市區，她建議市建局可與房委
會或房協合作，在這些收回的土地上興建
公營房屋，以增加供應。
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在同一節目上
表示，現時輪候時間可能已達5年，當局
應採取措施，紓緩公屋申請人的住屋壓
力。他指出，現時房屋土地短缺，相信短

時間內難以增加供應量，應考慮其他方法
紓緩住屋需要，例如釋放未補地價的資助
房屋、租金津貼等。

質疑修訂富戶政策成效
麥美娟又質疑房委會去年通過修訂富

戶政策的成效，形容是「上有政策、下有
對策」，加上現時「綠置居」、居屋售價
仍然偏高，無法吸引公屋居民遷出，認為
政策目標應是幫助公屋居民流轉，而非趕
走他們。
麥美娟又指，年輕人對將來缺乏信
心，寧願申請公屋，「有人知道就快派到
樓，不做全職而轉做兼職，更有後生仔跟
我說，攞到公屋就是王道！」她指出，建
屋計劃拖得較慢，雖然政府在過去幾年做
了很多工作，仍挽回不到市民對房屋問題
得以解決的信心。
招國偉則表示，過去房委會推出重大

政策，都會有較詳盡的諮詢，但今次在短
時間內通過修訂富戶政策，未獲充分討
論，房委會沒有回答可收回多少公屋單
位，看不到有多大作用，當局亦無政策協
助離開公屋的富戶，包括是否讓他們優先
抽居屋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下周三是「三．
八」婦女節，香港基督教
女青年會昨日舉辦「香港
女聲Glocal Y」培育計劃
嘉許禮，表揚11位參與計
劃的年輕女性領袖。得獎
學員鍾嘉穎表示，從照顧
她的菲律賓傭人身上聽到
當外傭的辛酸，因此成立
芭蕾舞教室，每逢星期天
到維園教導外傭跳舞。她亦將前往美國紐
約聯合國總部參與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
昨日活動並邀得立法會議員容海恩分享本
港婦女議題。
該計劃由去年8月開展至今，共進行逾

25節不同訓練，包括公關演說及政策倡
儀等。為表揚出色學員，女青昨日向她們
頒贈證書，以資鼓勵。鍾嘉穎將於3月代
表香港女青到聯合國總部，跟數百位來自
世界各地的代表交流學習，將本地婦女及
社會議題帶到海外。其他畢業學員亦將於
本年6月份前赴澳洲交流。
女青會長胡秀霞致辭時表示，女青多

年來一直以關懷女性、讓女性發揮所長為

己任，以「婦女參與」、「婦女支援」、
「婦女能力建設」及「婦女發聲」為工作
焦點，並藉着每年三月「國際婦女節」之
良機，向社會大眾呈現服務啟迪及效益，
透過婦女發聲共同為社會需要而努力。

容海恩：女性不應受制性別框架
容海恩提到自己修讀法律前，其實是

一個理科生，全因兒時夢想是當太空人，
反映年輕女性不應受制於性別定型的框
架，可根據興趣選擇學科。她亦同意政府
可推行政策以保障婦女權益，例如部分婦
女未能追討贍養費，因而影響離婚後的生
活。

女青：培育領袖 環球發聲

患有精神病便
等於危害社會？

精神病患者譚世銘表示，四周的人不是
用奇異的眼光歧視他，便是匆匆走過，
避開他們，直言「抑鬱病是一場難打的
仗，希望香港人給我一秒鐘的支持，成
為我們的同行者」。他更將精神病患者
「獨行」的情景拍成照片，成功獲得公
開攝影比賽學界組冠軍。
香港精神科醫學院、心影薈及浸信會愛

羣社會服務處轄下之「青少年身心導航服
務」，去年合辦「Look at MI 攝影與精神
健康推廣計劃」，鼓勵經歷精神困擾的青
少年透過攝影，讓社會了解他們罹患精神
病的心路歷程。
計劃昨日公佈比賽結果，精神病患者譚

世銘以在香港站至中環站中間通道的人來
人往照片，得到學生組冠軍及「鼓舞人心
大獎」。
譚世銘稱，他便是在照片中戴着帽、太

陽眼鏡及口罩的精神病患者，形容自己很
害怕被人認出。他續稱，與他唯一同行的
是他的母親，猶如「獨行者」，而四周的
人便是「異步行者」。

盼港人支持正視精神健康
他補充，患者很需要路人的支持，形容

「抑鬱病是一場難打的仗，秒秒鐘幾百萬
上落的香港人，可以停一停，給我一秒鐘
的時間，給予支持，成為我們的『同』行

者嗎？」他期望大眾正視精神健康。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指，不要用框

框將人類分為正常或是有精神病，香港人
生活在節奏緊密的社會，每個人某程度上
都有情緒或精神問題，甚至在不同時間我
們的精神狀態亦有所不同。
他反問，「難道大家覺得自己沒有精神

問題嗎？」期望各方多以真誠溝通及分
享，正面影響不同人的行為表現甚至是精
神狀態。 ■記者 尹妮

人海「獨行」沙龍照 抗抑鬱勇士自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關愛基金
不再發放非公屋、非綜援的低收入住戶一
次過生活津貼(N無人士津貼)，立法會福
利事務委員會昨日就N無人士的支援舉行
公聽會。基層團體批評，撤銷N無人士津
貼，令部分人跌出福利網，面對瘋狂的租
金升幅，加重生活成本。關愛基金專責小
組主席羅致光多次表示，因政府今年的紓
困措施改變，不再推出該項目，將會研究
其他方法幫助N無人士。
關愛基金過去三年，連續為N無人士發

放一次過的生活津貼，今年卻停止該項
目。羅致光解釋，就協助非公屋、非綜援
戶考慮新措施，收集的意見大多建議為劏
房戶提供租金津貼及能源補貼，惟前者與
政府政策相矛盾，後者或會加劇業主濫收
水電費的情況，質疑有關措施的成效。
基層團體大多反對取消津貼，更在昨日

會議上高叫「N無人士得條毛，N無津貼
不可取消」的口號。有人稱，租金增幅
高，60呎的劏房月租索價約4,000元，佔
基層人士入息逾一半，批評當局以低收入
在職家庭津貼(低津)及交通津貼(交津)取代
N無津貼的做法，認為低津的入息上限較
N無津貼嚴苛，而交津金額不多，促政府
恢復租金管制。

劏房戶：反應正面為何取消
N無人士陳先生居於工廈劏房，他說，

外面租金太貴，只好租住工廈，對突然取
消津貼感到奇怪，令N無人士沒有任何支
援。有人質疑，低津難以取代N無津貼，
前者僅有9萬多人受惠，不少合資格人士
因申請手續繁複而放棄；而後者則有14
萬人受惠，申請手續簡單，推出以來獲正
面反應，不明白當局取消N無津貼的原
因，令部分人跌出福利網。
勞聯立法會議員潘兆平批評，在沒有租

金管制的情況下，輪候公屋時間甚長，連
N無津貼亦遭取消，質疑政府今年年中才
檢討低津，未檢討低津卻已取消津貼，促
盡快推出補救措施協助N無人士。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志祥稱，原本期望

預算案會推出措施幫助N無人士，但現在
連關愛基金亦拒絕發放津貼，形容「變了
關門基金，不是關愛基金」，建議提高租
金津貼。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蕭偉強昨日出席活動

時表示，今年年中會就收入、資產以及工
時上限等，全面檢討低津。他續指，當局
會向成功申請低津者，以及合乎資格但沒
有申請的人士收集意見，亦會檢討可否幫
助包括劏房戶在內的特定的低收入人士。

撤N無津貼挨批
關愛研另類紓困

麥美娟倡市建局收地建公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本港踏入
冬季流感高峰期，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昨
表示，一名4歲女童感染甲型H3流感併
發腦膜腦炎，情況嚴重。食物及衛生局局
長高永文表示，本港現在已全面進入了今
年冬季流感高峰期，呼籲高危組群如長
者、小童及慢性病患者接種疫苗。

4歲女童染甲流併發腦膜炎
衛生防護中心表示，該名有長期病患的

4歲女童本周二起出現發燒、咳嗽、流鼻
水和呼吸困難等病徵，前天入住屯門醫
院，轉往兒童深切治療部，鼻咽拭子樣本
經化驗後，證實對H3甲型流感病毒呈陽
性反應，臨床診斷為腦膜腦炎，初步調查
顯示，病人今年沒有接種流感疫苗，潛伏
期內沒有外遊，但妹妹有上呼吸道感染病
徵，情況穩定。
高永文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後表示，根據

衛生防護中心資料，本港現在已全面進入
了今年冬季流感高峰期，除了病例增加
外，群組爆發亦開始出現，過去一個星期
的紀錄，成人都有七個嚴重病例，當中有
六位死亡。
高永文指出，很多受季節性流感併發症

影響的病人，本身都可能有慢性疾病，但
不代表市民可以掉以輕心。他指今年的季
節性流感高峰期遲了開始，政府正密切關
注會否延續到五月甚至更長，包括氣溫等
因素都會影響疫情發展，建議市民在這階
段要小心注意個人和公共衛生，並呼籲高
危組群，如小朋友、長者和有慢性病的人
士盡早接種疫苗，估計可在大約在兩三星
期後生效。

流感高峰期遲到
高永文：或延至五月

■■女青表揚女青表揚1111女性領袖女性領袖，，希望她們續為女性權益發聲希望她們續為女性權益發聲。。

■獲學生組亞軍及「復元精神大獎」的《溫
暖？》。 受訪者供圖

■■湛家揚湛家揚((中中))希望以博覽凝聚各個公司希望以博覽凝聚各個公司，，吸吸
引人才引人才。。 何寶儀何寶儀 攝攝

■多名科技業及大企業的管理層出席招聘博覽，呼籲年輕人入行。 何寶儀 攝

■謝同學(右)表示，希望能找到科技公
司的市場推廣、人力資源及行政工作。

何寶儀 攝

■余同學(左)及邱同學(右)表示，科技
業的發展蓬勃，相信未來業內的空缺將
愈來愈多。 何寶儀 攝

■譚世銘將精神病患者「獨行」的情景拍成照片，獲得公開攝影比賽學界組冠軍。 受訪者供圖

■獲學生組優異獎及「青少年心路歷程大獎」的
《多人多足》。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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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第17/026期)攪珠結果

下次攪珠日期：3月7日

頭獎：—
二獎：$1,228,690 （1.5注中）
三獎：$63,660 （77.2注中）
多寶：$13,529,128

10 18 22 23 29 32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