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協助本港青年了解大灣區

機遇，騰訊金融學院（香港）昨

日主辦「揚帆起航，灣區翱翔」

青年論壇，邀得多名大灣區工作

的香港青年共同探討金融科技業

與大灣區的發展機遇。有就讀牛

津大學的青年表示，中國經濟增

長飛快，兩年前已申請到騰訊實

習，為日後畢業搵工鋪路。有本

身於國際科技公司任職的港青認

為，大灣區工作可獲更多參與研

發的機會，因此今年主動參加

「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已獲

騰訊錄取，將參與海外微信錢包

後台開發的工作，實踐研發抱

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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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科大攜手育灣區人才
論壇邀港青分享心得：獲更多參與研發機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雖然疫情已持續了一年
多，但有組織調查發現，今年港人的家庭開心指數較
2019年有所回升，其中以25歲至34歲的母親的家庭開
心指數最高，在愛意表達上也更為順暢。不過，仍有
一成家庭較不開心，組織建議子女在即將到來的母親
節，向媽媽獻上心意卡片，積極表達對家人的愛意。
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D」上月6日至20日收集
1,338份網上問卷，並於昨日公布結果。調查發現，
港人家庭開心指數由2019年的6.89分回升至7.26分
（滿分10分），個人開心指數亦略升至6.81分。
其中母親身份的女性評分更高，家庭與個人開心指

數分別為7.78分與7.44分，而25歲至34歲的母親在
各項分數上又較其他年齡層的母親高。
值的注意的是，調查發現港人在對家人表達愛的方
面仍有欠缺，「我會對家人說『我愛你』」的評分僅
1.56分，與前年相若，「我會讚美家人」「我會與家
人有深入交談」評分分別微升至2.4分和2.46分。與
家人的身體接觸方面，34.7%受訪者甚少或從不「和
家人拖手或翹手」，30%受訪者甚少或從不「與家人
搭膊頭」，17.6%受訪者甚少或從不「和家人肩並肩

坐在一起」。
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助理教授林清在昨日的記者

會上表示，開心指數的回升主要因為市民逐漸習慣疫
下新常態，及在逆境打擊下，港人變得更加堅毅、關
愛他人，心理資本的增加影響個人開心程度，亦增加
家庭開心指數。
「香港開心D」顧問、理大暫任副校長（研究及創
新）石丹理強調，家人團結因素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
用。疫情下，市民外出活動受限，留在家中的時間變
長，彼此陪伴增加；在社會逆境下，家人間的互相體
諒讓家庭氛圍變得更加和諧。
至於母親身份為何帶來更高開心指數，他解釋：

「可能與一直以來『媽媽』更多參與家庭生活有關，
媽媽的家庭經歷更豐富，日常要照顧不同家人的需
求，有更高的心理資本，也更擅長對家人表達愛
意。」
石丹理特別提到，調查發現仍有一成家庭較不開

心，除日常瑣事煩擾外，部分家庭或因政見不同導致
矛盾。他建議家人聚會時可減少談及政治，將精力分
散至其他共同活動中。
對即將到來的母親節，他建議子女從手寫心意卡片

開始，學習讚美家人、表達愛意，亦可通過體會媽媽
的家庭工作，如在母親節為家人煮大餐等，學習家庭
相處之道。

◀李芷童（左）指大灣區適合不同年輕
人到來發展。呂俊宏（右）認為大灣區
工作可獲更多參與研發的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騰訊金融學院（香港）與香港科技
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推行一
系列合作項目，攜手培育大灣區金融
科技人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疫下家庭更和諧 年輕母親最快樂

香港文匯報訊 工聯會藍田康栢苑居民申訴，指康
栢苑與同區同街的康雅苑相鄰，且同屬1993年落成
的居屋，校網也屬相同，而康雅苑比康栢苑更接近藍
田地鐵站，惟康栢苑的差餉和地租訂價一直高於康雅
苑一成至兩成，令康栢苑居民非常不滿。工聯會認
為，目前經濟下行，居民普遍收入減少，要求政府重
新審視康栢苑的差餉水平。
工聯會昨日在記者會上引述房委會資料指， 康栢
苑與康雅苑於同年落成，後者比前者的售價還要輕微
略高，惟在差餉及地租估值方面，康栢苑全面不合情
理地高昂。
工聯會認為，特區政府歷年都有差餉寬免的惠民

措施，但地租項目一直沒有寬免，再加上政府緊縮開
支，2021年第四季及隨後一季僅寬免差餉1,000元，
預期未來寬免力度會減輕，再加上康栢苑已是接近
30年樓齡的老化屋苑，業主步入退休期，屋苑的維
修開支也增加。工聯會要求政府有關部門審視整個康
栢苑的差餉估值，使康栢苑與康雅苑同等差餉及地租
水平，還居民合理公平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中文文憑
試歷史科昨日開考，約有5,200名考生報
考。該科分卷一卷二兩部分，卷一以往為必
答題，今年改為選答題，四題選三題作答，
答題時間減少15分鐘，題目涉及香港20世
紀初的經濟、改革開放、一戰、冷戰。卷二
則論述題七選二，首次出現人口與資源問
題。去年備受爭議的「中日關係」試題並無
出現，有歷史科老師表示，今年考評局出題
有意識避開涉及具政治爭議的問題，着重考
核國際合作。
去年歷史科卷一竟問及考生日本侵華期間

對中國是否「利多於弊」而引起爭議，考評
局最終取消試題，故該科今年亦備受關注。
培僑中學歷史科科主任白燕湘昨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今年首度出現人口與
資源問題，估計較少同學會選擇此題作答，
但有關題目補充了整份卷的社會性，其他題
目主要是從經濟及政治角度出題。
她說，整體而言，試題避開具有政治爭議

的問題，着重考核學生對於國際合作的掌
握，與現時全球化趨勢貼合。至於難易程

度，往年有較多的比較題型，這種題型較
難，而今年比較題減少，令試題較去年容
易，同學應有把握拿分，不過拿5**不易。
考生張志浩表示，題目難度與平時操練的

難度相若，因考前重點準備歐洲史的部分，
回答一戰、冷戰等題目時如魚得水。另一考
生陳皇瑋說，對香港20世紀初的經濟相關
題目沒有太大把握，故沒有選擇該題，而卷
二的「國際聯盟失敗主要是由體制上弱點所
致」問題涉及到多因素之間的比較，在答題
時有些糾結，不過最終還是順利完成考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受疫情影響，香港勞工市場
長期處於加壓狀態，失業率不斷攀升。為協助婦女創業就
業，民建聯昨日宣布，將於六七月間舉辦婦女電商培訓班，
教授100名30歲以上的女學員有關電商創業知識與技巧，以
提升婦女工作技能，加強就業競爭力。
疫情下市民出行受阻，加速消費習慣網絡化的轉變，直播
帶貨、電子商貿等的營銷模式在香港引起熱潮，成為為數不
多逆市而上的行業。民建聯婦女事務委員會為幫助婦女在疫
境下開拓新商機，計劃於６月至7月舉辦「網．商機」婦女
電商培訓班。
民建聯將在全港招收100位30歲以上的女學員，通過7堂

ZOOM網上課程，教授學員如何利用社交媒體創業、開設
facebook商店、構思內容等。有興趣的市民可於本月底前報
名參與，計劃對民建聯會員免費，非會員市民則須象徵式繳
付50元學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昨日記者會上表示，新興電商
較傳統開店模式有低成本的優勢，商品也不受地點與時間的
限制，更為方便快捷，涵蓋網上消費在內的政府5,000元電
子消費券即將於暑假發放，亦為婦女提供參與是次活動與開
啟電商創業的誘因。
民建聯並建議政府為待業基層婦女提供微型創業基金或
者貸款計劃，鼓勵其活用款項，實踐創業以改變經濟困
境；促請政府開辦更多創業、職場技能及知識相關的培訓
課程，並建議將持續進修基金提高至3萬元，讓市民裝備
自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限制社交距
離的措施實施下，今年首季的食肆總收益價
值的臨時估計為197億元，按年下跌8.8%。
扣除其間價格變動的影響後，食肆總收益以
數量計的臨時估計亦按季下跌8.7%。其
中，被要求停業的酒吧成為「重災區」，總
收益以價值計及數量計分別暴跌74.7%及
73.2%。
政府統計處昨日發表最新的食肆收益及購

貨額臨時數字，與去年首季比較，今年首季
中式餐館的總收益以價值計及數量計分別下
跌18.3%及18.2%。非中式餐館的總收益以價
值計及數量計分別下跌1.3%及0.2%。快餐店
的總收益以價值計及數量計分別下跌4.9%及
5.9%。至於雜類飲食場所，其總收益以價值
計及數量計則分別上升5.4%及4.1%。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食肆總收益價值的

按年跌幅收窄至今年首季的8.8%，主要是
比較基數較低所致。由於本地第四波疫情減
退，業務狀況在2月及3月逐步從一月時困
難的情況改善。然而，3月的食肆總收益仍
遠低於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的水平。
政府發言人進一步指出，由於本地就業和

收入狀況仍然顯著受壓，訪港旅遊業持續低
迷，食肆的經營環境在短期內仍將充滿挑
戰。然而，近期以「疫苗氣泡」為基礎放寬
對食肆的部分限制，應能提供一些支持。社
會必須齊心協力令疫情受控，並積極參與新
冠病毒病疫苗接種計劃，從而為面對消費者的
活動及國際出行的恢復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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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指數

項目

家庭開心指數（滿分10分）

個人開心指數（滿分10分）

心理資本（滿分40分）

我會對家人說「我愛你」（滿分4分）

我會讚美家人（滿分4分）

我會與家人有深入交談（滿分4分）

項目

我會和家人拖手或翹手

我會和家人肩並肩坐在一起

我會和家人搭膊頭

資料來源：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D」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2019年
平均值

6.89分

6.76分

25.91分

1.54分

2.04分

2.21分

有時或經常

45.5%

64.9%

46.6%

2021年
平均值

7.26分

6.81分

28.17分

1.56分

2.4分

2.46分

從不或甚少

34.7%

17.6%

30%

母親身份
平均值（2021年）

7.78分

7.44分

30.77分

——

——

——●有組織調查發現，雖仍在逆境之下，今年港人個人與家
庭開心指數均較前年回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左起：陳皇瑋、白燕湘、張志浩。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藍田康苑居民申訴，同區不同差餉不合情理。

「揚帆起航，灣區翱翔」青年論壇結
合線上線下模式進行，吸引超過

1,200名青年報名參加。主禮嘉賓包括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創科局局長薛永恒、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史維，及騰訊集團副
總裁兼騰訊金融學院（香港）院長賴智
明等。

學院與科大簽署合作備忘
學院同日與科大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
將推行一系列合作項目，包括在金融科技
商業個案上合作，為學生提供真實商業案
例，加強他們的金融科技知識；共同開發

金融科技課程，結合科大的學術成果與騰
訊的營商經驗，開創產、學、研互相結合
的嶄新培養模式。其他合作內容包括為科
大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共同開展與金融科
技有關的研究及開發項目、帶領及指導學
生進行專項研究等。
薛永恒在致辭時表示，大灣區擁有超過

7,000萬人口，地區生產總值達1.7萬億美
元，經濟規模超過澳洲或韓國的總量，是
國家開放程度最高、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
之一。他又提到，建設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是大灣區的重點工作之一，為香港青年提
供了多元事業發展機會。

薛永恒勉青年把握黃金機會
他說，特區政府未來會繼續推動各項創

科政策落地，深化與內地的創科合作，為
有志投身創科事業的年輕人有更廣闊的發
展空間，「現時踏足大灣區，投身創科發
展，絕對是最切合時宜的最佳選擇，我鼓
勵年輕人裝備好自己，擁抱這黃金機
會。」

史維表示，從銀行、零售付款以至電
子商貿，金融科技正顛覆大眾的生活。
科大的商、工及理學院已攜手創辦首個
金融科技研究生課程，大學亦一直積極
與多家銀行和其他企業合作，很高興能
與騰訊攜手，進一步創造知識及作育英
才。
論壇邀得多名大灣區工作的港青分享經

歷，牛津大學地球科學系三年級生李芷童
表示，中國毫無疑問是未來世界經濟增長
引擎，金融發展潛力比英美更大，而大灣

區各個城市各有專長領域，適合不同年輕
人到來發展，因此先後在2019年及2020年
主動申請在騰訊實習，畢業後亦有計劃到
大灣區工作。
2019年科大計算機科學畢業生呂俊宏，

本身在甲骨文公司擔任技術諮詢，有感在
深圳工作將有更多機會參與研發，因此今
年參加了「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騰
訊在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中提供了大約70
個招聘崗位，比起我自己直接應徵，機會
相對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