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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缺微反彈 就業路仍難
首季畢業生全職空缺升3.6% IT編程工程職位趨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新冠疫情持續逾年，香港社會受沉重打

擊，失業率高企，大學畢業生也難倖免。

隨外圍環境好轉，近日部分經濟統計有改

善跡象，亦為大學生求職市場帶來一絲曙

光。大學聯校就業資料庫（JIJIS）今年首

季（1月至3月）最新數字顯示，提供給畢

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有12,649個，較2020

年首季輕微反彈3.6%；不過相比前年同期

仍跌近四成。而各行業職位空缺可謂重新

「洗牌」，零售與酒店旅遊等工種空缺大

減，IT編程工程職位則明顯增加。人力資源

專家提醒，今屆畢業生搵工仍未許樂觀，

建議可盡量放寬求職條件爭取盡快入職，

或考慮短期進修，避免「空窗期」太長，

及為將來打好基礎。

據據JIJISJIJIS日前回覆香港文匯報的資訊顯示日前回覆香港文匯報的資訊顯示，，今年首季今年首季
畢業生全職及兼職職位畢業生全職及兼職職位，，均較去年同期本地疫情均較去年同期本地疫情

初現時輕微反彈初現時輕微反彈，，但與但與20192019年相比年相比，，仍然大減仍然大減3838%%至至
6161%%。。

疫下創科行業仍具機遇疫下創科行業仍具機遇
除總體職位數除總體職位數「「止跌回升止跌回升」」外外，，不同工種空缺亦重不同工種空缺亦重
新新「「洗牌洗牌」，」，疫後零售疫後零售、、酒店酒店、、旅遊業遭受嚴重打旅遊業遭受嚴重打
擊擊，，供畢業生申請的職位供畢業生申請的職位「「蒸發蒸發」」三分二大減逾三分二大減逾
11,,300300個個，，而銷售而銷售、、客戶服務客戶服務、、社區工作社區工作、、管理培訓管理培訓
生等工種的職位空缺亦大跌生等工種的職位空缺亦大跌。。
至於至於ITIT、、編程等工種編程等工種，，空缺增加最多空缺增加最多；；另各式工另各式工
程程，，以及研發以及研發、、數據業務分析數據業務分析、、會計及稅務類職位數會計及稅務類職位數
亦有明顯增加亦有明顯增加。。其中研發工作除了單季大增逾其中研發工作除了單季大增逾300300個個
空缺空缺，，增幅更逾一倍增幅更逾一倍，，可見疫下創科行業仍具相當大可見疫下創科行業仍具相當大
的發展機遇的發展機遇。。（（見表一見表一））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表示，，新手需要投新手需要投

入時間指導後才能正常工作入時間指導後才能正常工作，，去年同時段疫情初起去年同時段疫情初起，，
企業面對未知前景企業面對未知前景，，因此自然會減少招聘應屆畢業因此自然會減少招聘應屆畢業
生生；；而今年雖然疫情還沒過去而今年雖然疫情還沒過去，，但因為有疫苗但因為有疫苗，，社會社會
氣氛明顯不同氣氛明顯不同，，情緒相對較好情緒相對較好，，致整體空缺有所反致整體空缺有所反
彈彈，，惟旅遊惟旅遊、、零售業始終是重災區零售業始終是重災區。。
她又提到她又提到，，資訊科技界受疫情打擊較小資訊科技界受疫情打擊較小，，員工居家員工居家

工作下開會工作下開會、、遙距監督都需要更多技術支援遙距監督都需要更多技術支援，，加上實加上實
體銷售不景氣體銷售不景氣，，零售業轉戰線上銷售零售業轉戰線上銷售，，亦需要亦需要ITIT的支的支
持持，，導致導致ITIT行業需求增加行業需求增加。。
不過不過，，她強調因部分往屆畢業生仍滯留在勞工市她強調因部分往屆畢業生仍滯留在勞工市
場場，，亦有包括航空業等裁員後失業者等待機會亦有包括航空業等裁員後失業者等待機會，，競爭競爭
人數不少下人數不少下，，應屆畢業生搵工現況未許樂觀應屆畢業生搵工現況未許樂觀。。建議他建議他
們應盡量放寬自己的要求們應盡量放寬自己的要求，，對薪金的要求亦要彈性考對薪金的要求亦要彈性考
慮慮，，即使是兼職即使是兼職、、合約制的工作也可合約制的工作也可「「做住先做住先」，」，以以
盡快入職積累工作經驗盡快入職積累工作經驗；；另外另外，，亦可考慮再短期進亦可考慮再短期進
修修，，增加技能幫助今後求職增加技能幫助今後求職，，同時盡量避免同時盡量避免「「空窗空窗
期期」」太長太長。。

北上灣區就業北上灣區就業 發展較有優勢發展較有優勢
周綺萍提醒周綺萍提醒，，畢業生求職地區不應限於香港畢業生求職地區不應限於香港，，特別特別
是特區政府推出了是特區政府推出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1818,,000000
元月薪條件相當好元月薪條件相當好，，一般畢業生未必於市場上找到薪一般畢業生未必於市場上找到薪
金相若的工作金相若的工作，，而大灣區各內地城市都有廣大市場而大灣區各內地城市都有廣大市場，，
與其留港浮浮沉沉與其留港浮浮沉沉，，不如前往開闊視野不如前往開闊視野，，累積工作經累積工作經
驗驗，，尤其是尤其是ITIT、、人工智能等行業人工智能等行業，，於深圳發展亦有較於深圳發展亦有較
大優勢大優勢。。
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則表示青年民建聯主席施永泰則表示，，疫情影響始終有期疫情影響始終有期
限限，，社會預期疫情受控通關後社會預期疫情受控通關後，，旅遊商務等活動可漸恢旅遊商務等活動可漸恢
復復，，進修亦是一個選擇進修亦是一個選擇。。他建議政府可研究將持續進修他建議政府可研究將持續進修
基金加碼至基金加碼至33萬元萬元，，支援年輕人於這段時間裝備自己支援年輕人於這段時間裝備自己，，
亦可參考沙士後推出的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亦可參考沙士後推出的大學生就業培訓計劃，，再次提供再次提供
津貼鼓勵僱主請應屆畢業生津貼鼓勵僱主請應屆畢業生。。
事實上事實上，，八大院校自去年起亦推出一連串措施幫助八大院校自去年起亦推出一連串措施幫助
畢業生就業畢業生就業，，包括網上職業博覽包括網上職業博覽、、工作坊工作坊、、一對一就一對一就
業指導業指導、、校內職位優先聘請等校內職位優先聘請等（（詳見表二詳見表二））。。城大學城大學
生發展處事業及領袖策劃中心主任梁碧華指生發展處事業及領袖策劃中心主任梁碧華指，，畢業畢業
生求職受社會事件加疫情的雙重打擊生求職受社會事件加疫情的雙重打擊，，更需更需
要大學支援要大學支援，，該校會為該校會為 20212021 年約年約
44,,000000名畢業生繼續舉辦網上名畢業生繼續舉辦網上
博覽博覽，，及推行及推行「「城就開拓城就開拓
計劃計劃」」向聘用城大畢業向聘用城大畢業
生的僱主提供配對生的僱主提供配對
基金等基金等。。

科大工學院科大工學院
20202020 年度畢業生趙年度畢業生趙

偉偉，，因應疫情衝擊社會因應疫情衝擊社會
經濟經濟，，去年求職時亦面對不去年求職時亦面對不

少挑戰少挑戰，，後來透過大學就業平後來透過大學就業平
台的支援台的支援，，終於覓得一份建築公終於覓得一份建築公
司的工作司的工作。。他表示他表示，，疫下疫下「「新常新常
態態」」以來職位空缺大減面試形式亦以來職位空缺大減面試形式亦
有轉變有轉變，，同屆同學都對個人前途感憂同屆同學都對個人前途感憂
慮慮，，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航空工程相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航空工程相
關專業關專業，，行業受嚴重打擊行業受嚴重打擊，，很多同學很多同學
搵工面試直接取消搵工面試直接取消，，無奈下唯有先選無奈下唯有先選
擇進修擇進修，，躲過躲過「「畢業即變失業畢業即變失業」」危危
機機。。至於整體工程行業至於整體工程行業，，一些大一些大
型公司型公司、、公營機構招聘規模亦明公營機構招聘規模亦明
顯減少顯減少，，由以往請由以往請1010個左右個左右，，變變
成只請成只請44個個，，也讓工程畢業生的也讓工程畢業生的
選擇變少選擇變少。。

他表示他表示，，自己在學時一直自己在學時一直
有積極利用假期實習有積極利用假期實習，，

在 地 產在 地 產、、 機機
場場、、煤氣公司均實習煤氣公司均實習
過過，，既裝備增值自己既裝備增值自己，，
又可熟悉工作模式又可熟悉工作模式，，相信於相信於
求職有一定幫助求職有一定幫助，，亦對能順利亦對能順利
搵工及穩定工作感到慶幸搵工及穩定工作感到慶幸，「，「還還
是有工開好是有工開好，，有些同學做了一陣有些同學做了一陣，，
公司執咗公司執咗，，都唔知點算……都唔知點算……」」
趙偉寄語應屆畢業生指趙偉寄語應屆畢業生指，，今年就業今年就業

市場仍受疫情影響市場仍受疫情影響，，但政府近月推出的但政府近月推出的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額外提供不額外提供不
少工作崗位少工作崗位，，而且薪金較高至少有而且薪金較高至少有
1818,,000000元元，，是新的機遇是新的機遇，，建議師弟師妹建議師弟師妹
可以多加考慮可以多加考慮，，嘗試一下嘗試一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 郭虹宇郭虹宇

畢畢業業難難搵搵工工 增增值值免免失失業業

部分工種職位空缺數目及變化
工種

職位顯著減少工種
零售、酒店、旅遊及其他
其他
銷售、客戶服務、商業發展
社區、社會工作
管理培訓生

職位顯著增加工種：
IT、編程
電子工程、土木工程、電力
工程、機械工程等
研發
管理諮詢、數據業務分析師
會計、核數、稅務

2020年1月至3月

1,972
2,053
1,691
438
1,206

1,702

1,121

242
423
528

2021年1月至3月

654
1,325
1,223
250
1,049

2,447

1,430

547
726
829

增減

↓1,318
↓728
↓468
↓188
↓157

↑745

↑309

↑305
↑303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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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偉
受訪者供圖

●●周綺萍建議畢業生求職地區不應限周綺萍建議畢業生求職地區不應限
於香港於香港。。圖為圖為企業為港澳學生提供就企業為港澳學生提供就
業業、、實習面實習面試試「「直通車直通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表一

創作、設計、藝術家

品質控制

紀律部隊

環境、可持續發展

資料來源：JIJIS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58

80

0

0

196

198

51

28

↑138

↑118

↑51

↑28

●●梁碧華梁碧華（（左左））表表示示，，畢業生遭受社畢業生遭受社
會事件加疫情的雙重打擊會事件加疫情的雙重打擊，，搵工不搵工不
易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虹宇 攝攝

八大院校支援措施（部分）
港大：
●網上就業博覽及職業講座
●成立一站式就業平台GraduAction：線上課程、
求職工作坊、校友職業分享會、履歷改進及一對
一就業諮詢

●今年推出「港大管理培訓生計劃」，讓畢業生於
15個月內到大學不同部門輪替工作

中大：
●去年成立的「中大支援基金」，為畢業班同學及
剛畢業校友提供約300個期工作機會

●為家庭經濟受疫情影響的中大全日制本科生提供
附津貼的校內工作

●舉辦「虛擬職業博覽」及安排多個人才與實習計劃

科大：
●開設虛擬實習職位
●推出「HKUST United（科大·同心）」計劃，鼓
勵校友提供職位和實習機會

●透過師友計劃、工作坊、創業比賽、種子基金與
配對平台支援學生創業

理大：
●因應「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提供就業諮詢，與
內地企業合作舉辦招聘講座

●啟動「啟迪智慧師友計劃」，由本港和內地企業
領導為學生擔任導師

●網上就業發展培訓，涵蓋求職策略、面試技巧、
模擬面試訓練等

城大：
●網上事業博覽、「一對一」就業諮詢、工作體驗
機會等

●「城就開拓計劃」為聘用畢業生的僱主分擔每月
三分一薪金，每人每月最多6,000元，為期三個
月

●「HK Tech300」計劃推動科技企業，未來三年內
投放5億元，支援城大學生、校友、科研人員等
成立300家初創企業；成功獲薦的初創公司最多
可獲1,000萬元資助投入營運

浸大：
●職業技能提升計劃及虛擬實習計劃
●聯繫浸大校友網絡及與社會專業人士支援應屆畢
業生，安排「一對一」職業指導。

●加強創業支援，包括推出一對一創業諮詢及配對
服務，並在今年7月舉辦為期10天的「創業訓練
營」

嶺大：
●為聘用嶺大畢業生僱主提供津貼月薪30%，為期
4個月

●校內行政及學術部門優先考慮聘請畢業生
●設立「嶺大畢業生初創培育計劃」，為創業畢業
生提供最多3萬元資助

教大：
●虛擬教育就業博覽、網上就業培訓、工作坊等
●退休校長及副校長為師訓畢業生「一對一」提供
就業指導

●針對教育科技「新常態」推出就業培訓系列，及
將網上面試課程錄製成短片，供學生隨時隨地觀
看

資料來源：八大院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