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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出現新冠肺炎疫情後，

在港外傭數目明顯下降，由高

峰的40萬人下跌至近月37萬

人，明年印尼政府更對外傭輸

出政策「加辣」。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表示，十分關注

印尼政府移民工人保障局將於

明年1月實施新規定，日後印

傭出國護照、「良民證」，以

及印尼社會保障供款費用會轉

嫁予香港僱主。有僱傭協會表

示，在新規定下印傭來港前，

僱主要額外付最少7,000元，

連同其他原有費用，聘用未來

港印傭最少需繳付兩萬元，協

會對此表明反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成祖明

港聞部
政情記者
職責：
—負責各項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及資料搜集等工作
—需不定時工作及輪休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經驗不拘，有人脈更佳
—對政治新聞有興趣
—中英文寫作流暢，普通話良好
—積極主動、處事細心、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及新聞觸覺、能
獨立處理採訪工作

—懂中文輸入法及每分鐘不少於30字

民生靜態
記者
職責：
—採訪日常新聞，建立人脈網絡，經營專題新聞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書寫及溝通能力佳；對新聞有熱誠；有工作採
訪經驗優先

資深記者
職責：
—部署日常新聞，發掘獨家新聞，並就熱門新聞事件進行深度報
道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3至5年工作經驗；有豐富的新聞人脈網絡；書
寫及溝通能力極佳

突發外勤記者
職責：
—前線採訪，發掘獨家新聞
職位要求：
—中五至大專學歷；擁有駕駛執照；對新聞有熱誠；有3至5年採
訪經驗

突發寫手
職責：
—部署日常新聞，發掘獨家新聞，並就熱門新聞進行深度報道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書寫及溝通能力佳；有豐富的新聞人脈網絡

教育記者兼編輯
職責：
—負責各項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及資料搜集等工作，亦要兼
顧編務

—需不定時工作及輪休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經驗不拘
—對教育新聞有興趣

—中英文寫作流暢，普通話良好
—積極主動、處事細心、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及新聞觸覺、能
獨立處理採訪工作

—懂中文輸入法及每分鐘不少於30字

港聞編輯
職責：
—負責文匯報港聞版面編輯
—負責稿件及圖片內容校對
—負責稿件及圖片內容編輯
—根據工作需要撰寫標題及設計版面
職位要求：
—大學本科及以上學歷，新聞、中文或編輯出版專業優先；在新
聞判斷、編輯等方面能力較強

—有紙媒工作經驗者較佳
—思路敏捷，知識豐富，邏輯思維能力強，具優秀文字功底
—具有良好的從業操守和職業道德，責任心強，有良好的團隊合
作能力，善於溝通

—熟悉港聞新聞編輯流程和規律，對香港時事有充分的認識和理
解

—熟練認讀繁體字，能夠承擔高強度的工作壓力，接受夜班
—能運用粵語溝通，識聽識講

中國新聞部
高級編輯
職位描述：

—參與策劃、編輯部門的專題、重大即日新聞策劃和新聞編輯工
作

職位要求：

—有紙媒編輯3至5年以上經驗，對內地時政、經濟、民生新聞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具有較好的文字功底、版面基礎，並有一
定的選題策劃能力

專職寫手
職位描述：

—協助綜合、改寫稿件，參與採寫部門的部分專題選題
職位要求：

—具有良好的中文功底，以有記者從業經驗者為佳，對內地時
政、經濟、民生新聞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並有一定的觀
察力

國際新聞部
編輯兼翻譯
職位要求：

—中英文良好

—主修或曾從事翻譯工作優先

—熟練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副刊部
記者
職位要求：
—大專以上學歷
—對採訪娛樂、時尚、藝術新聞有興趣，勤奮耐勞，願意不定時
工作

—熟悉攝影(包括拍照、拍片、剪片操作)

財經新聞部
記者
工作職責：
—負責各類財經新聞採訪、撰稿、翻譯、拍照，尤其專題採寫
—需要「即採即發」工作；
—需要獨自發掘各類獨家消息、獨特題材及獨有的內容
職位要求：
—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
—懂兩文三語（普通話、廣東話、英語）
—具備良好的中文寫作能力
—修讀新聞、經濟、金融專業優先
—具有全媒體、新媒體工作經驗者優先
—積極主動、富責任感、具合作精神，能獨立處理採寫工作

校對室
美術編輯
職位要求：
—大專或以上學歷
—懂Photoshop、Illustration、Indesign等電腦排版軟件，有較高
的版式設計能力

—具報紙/雜誌的版面設計經驗者優先
—可夜間工作，具有責任心及創新能力

校對員
職位要求：
—負責版面校對工作
—大專或以上學歷，中英文良好
—懂基本電腦操作及中文輸入法
—需夜班工作
—有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有意應徵者請提供個人簡歷，發送至電郵hrd@tkww.com.hk
郵件標題註明應聘職位， 合即約見。
#申請者所提供資料將予保密及只用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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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傭變相「加價」最少7000元
「良民證」等費用轉嫁港僱主 僱傭協會反對印尼新規定

■印尼政府明年1月實施新規定，印傭出國護
照、「良民證」費用會轉嫁予香港僱主。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羅致光昨日發表網誌表示，新規定或引來
本地僱主和外傭職業介紹所不少擔憂。

他指出，出發到海外工作和合約完成後的回
程機票及當中涉及的交通費用、印尼職業訓
練中心的就業轉介服務費用、辦理工作簽證
和僱傭合約認證，以及身體檢查的費用及其
他因應某些國家或地區額外要求而進行的其
他健康檢查，以上項目涉及的費用都由僱主
承擔。

新規定明年1月實施
不過，明年1月起，原本由印傭自費的出國

護照、「良民證」和印尼社會保障供款費
用，在新規定下也一併轉嫁予香港僱主。
勞工處上周五與印尼駐港總領事館代表會

面，表達香港僱主及職業介紹所組織的意見
和關注，包括新規定下將由僱主承擔的費
用，以及職業訓練費用會否因為實施安排不
夠妥善而最終也轉嫁到香港僱主身上。羅致
光期望透過積極溝通，確保新規定能有效執
行，不會令僱主聘用印傭的費用大幅增加或
對印傭來港就業造成不良影響。
印尼駐港總領事館表示，正與其（印尼）
中央政府了解各項服務費用的內容及落實安
排的細節，並會向其中央政府表達香港僱主
和職業介紹所組織的意見和關注。印尼駐港
總領事館並承諾會盡快與香港僱主團體及職
業介紹所組織溝通，介紹新規定的內容及實
施詳情。
勞工處會繼續與印尼駐港總領事館保持密切

聯繫，跟進新規定的具體內容、實施安排及其
他細節。同時會繼續聆聽僱主團體及職業介紹
所組織的意見，並向印尼駐港總領事館反映。

聘用印傭最少先付兩萬
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指出，新規定下

會有6項收費包括外傭驗身、出國護照、當地
保險、交通等費用，會轉嫁僱主，涉及最少
7,000元，連同中介收費，僱主日後在印傭來
港前，需繳付最少兩萬元。他要求特區政府
與當地政府商討，為部分收費如當地交通費
用等設上限，以減少爭拗。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表示

反對新政策，認為外傭在來港入職前，應有
責任證明自己身體健康，另外出國護照和良

民證等屬個人物品，無理由「入職前人都未
見過就要僱主負責費用」，希望特區政府向
印尼政府反映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關愛基金向低收入
新來港人士發放1萬元津貼的計劃昨日接受申請。中
國銀行（香港）昨日作出特別安排，開放17間分行為
有需要市民服務。其中，中銀香港深水埗分行在昨早
9時開門前已有約30人到場排隊等候辦理手續。有市
民表示，對特區政府關懷新來港人士感高興，認為能
夠幫補生活費用。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其後到達
銀行與職員了解工作情況，逗留約30分鐘後離去，滿
意首日整體運作大致暢順。
中銀香港昨日作出特別安排，17間分行早上9時開
門，並在入口附近位置設置攤位解答市民查詢，以及
派發申請表。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在旺角分行觀察，
有市民前來遞交申請表，秩序大致良好。
來港4年的李女士表示，沒有受惠於上一次的現金
發放計劃，覺得這次發放1萬元是特區政府對他們的
關心。她續說：「早幾日嚟攞表，話27號有得交，
用嚟幫補一下日常生活使費，租屋住淨房租都要
6,000元，會用（津貼）嚟交租，（特區政府）知我
哋賺唔到乜錢，伸出援手，等我哋唔使咁辛苦。」她
認為是次安排方便，填寫申請表格都簡單。

朱先生表示，疫情對他的生計造成影響，1萬元的
津貼能夠減輕些微生活負擔，認為最緊要「有工開、
搵到錢」。他認為，特區政府一視同仁向永久性居民
及新來港人士發放1萬元的做法公平，他說：「如果
（派錢）我們無，就好像很不平衡。」
不過，有市民誤以為昨日只能索取申請表，未有
即場填妥遞交。葉女士表示，誤以為昨日開始領取表
格，待之後填好才遞表，她又透露疫情使新來港人士
的生活雪上加霜，「來到香港好（生活）艱難，又未
有公屋住，疫情期間又難搵工，原本去年都有工作，
但到去年10月、11月開始就冇嘢做。」
她續指，身體情況不太好，又要應付租金等日常
開支，該1萬元津貼將會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羅致光到銀行了解情況
羅致光昨早到達中銀香港深水埗分行視察收表情

況，並與銀行職員交談，了解他們在接受和檢查申請
的工作。他欣悉首日整體運作大致暢順，而分階段接
受申請也可疏導和便利申請人。他感謝代理銀行於星
期日作出特別安排，在不同地區開放共17間分行，

方便市民遞交申請表格。
另外，由今日起，市民可前往全港各區共168間代

理銀行（即中銀）分行遞交申請表格，申請人可透過
代理銀行網站在網上申請或以書面表格提交申請，截
止日期為12月31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疫情持續多月，打擾
香港學校的正常日程，有跨境學童未能回校上學，
甚至錯過升中呈分試。有見及此，小學校長會近日
委託內地教育機構於內地設立考場，計劃推行一
周，負責校長形容過程順利，並打算將計劃推展至
更多學校，以成功經驗協助學校應付呈分試。
現時北區多所小學還未舉行首次呈分試，為減低

對學生升學影響，新界校長會日前委託內地的鯨帆
教育機構（深圳校區）進行「跨境學童呈分試考
試」計劃，並在深圳設考場，讓無法來港復課的跨
境生應考。
計劃將分為A、B兩部分，A部分為「兩地同

考」，即同校的跨境生及香港本地生在深港兩地同
步考呈分試，供未舉行首次呈分試的學校參與；B部
分則主要以補考形式進行，只供本地生已應考的學
校安排跨境生補考。
該先導計劃已經推行約一周時間，新界校長會副
主席朱偉林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由於本港
學校及內地相關機構事先做了不少準備，「先導計
劃過程很順利，沒有大的問題」。在過去一周，參
與「異地同考」的四所學校均已完成所有考試；而
參與補考的學校則已完成一所，餘下三所學校將於
下月5日進行；整個先導計劃預計在10月9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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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右一）到中銀香港其中
一間分行，了解派表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