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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耆康老人福利會昨日舉辦招聘
會，為 50 歲以上人士提供逾千個職
位空缺。
位空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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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層寧資助驗身勝獎金

香港新冠疫苗接種率偏低，社會復常無期。接種疫苗不僅護己
護人、協助香港走出疫境，近日更成為職場「入場券」。有飲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苗猶豫」，
打唔打針好？中銀人壽與醫思健康推出「免費
新冠疫苗接種前健康評估」，幫助年滿 18 歲或
以上並持有香港身份證的市民，在打針前做足
準備，計劃名額1萬個，6月16日開始於專屬網
上平台進行登記及預約，先到先得。

業僱主為減低食肆爆疫風險，聘請新人時二話不說就問「你打咗
針未」，更明言已打針的求職者會優先聘用。有未打針的求職者
碰釘後，感慨道：「無打針，連洗碗工都做唔到。」有飲食業工
會昨日透露，員工接種疫苗有利店方正常運作，也使顧客安心，
故已打針求職者較「搶手」，甚至有僱主願意出高一成人工聘請
已打針員工。

尚有疫情相關新聞刊 A2、A17、A22

中銀人壽免費健康評估 名額 1 萬
● 陳女士

中銀人壽昨日宣布，有見市民對是否打針感
到猶豫，有人擔心平日沒有定期做身體檢查，
怕患上早期慢性疾病不自知；又或本身為高血
壓、糖尿病及高血脂人士，但沒定期覆診或找
醫生跟進，對接種新冠疫苗卻步，集團將與醫
思健康合作，向合資格市民提供免費健康評
估，幫助市民接種前做足準備，提高疫苗接種
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高俊威

耆康老人福利會昨日舉辦
香港「職極前行中高齡人士求職增

值會」，為 50 歲以上人士提供逾千
個職位空缺供申請，最高薪的職位為
一份全職汽車維修員工作，薪金介乎
每月 2 萬至 2.4 萬元，其他全職工作
如清潔工月入逾 1 萬元。僱主對求職
者除了有經驗、學歷等不同要求外，
疫情下請人，部分僱主特別留意求職
者有否打針。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計劃主任梁曉
盈表示，疫情下有更多五十多歲的中
年人求職，主因是被裁員，希望能夠
通過短期職位為他們造就工作機會。

婆婆：連洗碗都無得做
原本已退休兩年的 67 歲陳女士，
近年積蓄接近耗盡，目前僅靠申領長
者津貼度日。她昨日向香港文匯報記
者坦言，自己已入不敷支，故打算重
投職場，想應徵開工半天的清潔工兼
職崗位，「如果有了穩定收入，就可
以同親友聚餐，做兼職又唔會超出領
取津貼的入息限制。」
不過她發現，不少僱主為減低辦公
場所的爆疫風險，傾向聘用已打針的
員工，保護同工也保護客人。早前，
她向一間食肆應徵做洗碗員，僱主甫
見工劈頭就問她：「打咗針未？」
陳女士患糖尿病，許多醫生過去一
直澄清長期病患者只要病情受控，也
適合接種疫苗，惟她仍執意拒絕打
針，終成為搵工最大障礙，該次見工
也沒有下文。她慨嘆：「家唔接種
疫苗，連洗碗工都無得做。」

地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自己雖然
有「三高」，但一直沒有誤信坊間有
關「三高唔打得針」之說，並於早前
打齊兩針就馬上搵工，打算應徵文職
工作，「重投職場就要接觸好多人，
打針唔驚被傳染，亦唔怕傳染家人朋
友，何樂而不為？」
港九飲食業職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李
卓燊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餐飲業員工屬於特定群組，需要
接受定期檢測，但如已接種疫苗則可
獲豁免檢測，故不少食肆僱主在聘請
新人時，的確會優先聘用已打針的員
工。
他續說，部分食肆因要配合 C 類及
D 類食肆的運作要求，需要聘用已打
針的員工，也令已接種疫苗的員工較
受歡迎。「部分食肆更會向已打針員
工提供現金獎勵，因為咁樣就可以免
除定期檢測的不便，確保食肆運作正
常。」
員工已接種疫苗減省食肆不少麻
煩，更能「升呢」為 C 或 D 類食肆延
長營業時間，故有業內人士表示，部
分僱主願開高一成人工聘請已打針員
工，「例如樓面散工時薪約 50 元，
如果知道求職者已打針，僱主肯用時
薪55元請佢。」

接種疫苗方便求職，也是公民責
任。69歲的鄒先生原本從事銀行流動
車員工一職，但公司早前宣布該部門
解散而頓成失業大軍，通過朋友介紹
前來應徵心儀職位。
「我已經打齊兩針！」鄒先生雀躍

● 針前免費健康評估網站
針前免費健康評估網站。
。

● 鄒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導遊打針才准帶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
威）除了飲食業，旅遊業等服務
行業的從業員紛紛打針「保飯
碗」。有旅遊業工會昨日透露，打
針是從業員獲得帶團工作的一項基本
條件，故旅行社在聘用員工時，都自然
先聘用已接種疫苗的員工。
工聯會轄下香港旅遊業僱員總會總幹事林志挺昨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在本地遊早前重啟時，特區
政府要求旅行團導遊等均須接種疫苗，因此打針可
說是獲得帶團工作的其中一項基本條件，旅行社在
聘用員工時自然會先聘用已接種疫苗的員工。

5 月起檢測需自費

伯伯：打兩針馬上搵工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計劃主任梁曉
盈。
耆康會供圖

巿 民 可 以 登 入 以 下 網 站 ： https://echealthcare.com/zh/promo/bocl 了解計劃詳情，或致
電熱線2152 8503查詢。
病人政策連線主席林志釉昨日接受電台節目
時表示，不少基層市民未能承擔在接種前諮詢
私家醫生的醫療費用，公立醫院門診輪候時間
又長，加上政府未有為有意接種的市民提供接
種前檢測和醫療諮詢，故建議商界將獎勵打針
的資源，改為津貼數以千計基層市民在打針前
做身體檢查，將更能鼓勵打針和減少疑慮。
他續說，每次有接種疫苗後異常事件個案，
專家委員會開會後都指事故與打針無因果關
係，會令市民質疑研究是否能全面。事實上，
市民對接收有關接種的資訊不會嫌多，政府如
何宣傳和顯示相關資料很重要，特區政府應詳
盡解釋有關個案，讓市民安心接種疫苗。

他續說，由今年 5 月開始，旅遊從業員如進行
定期病毒檢測需要自費，為節省金錢和時間，也
為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着想，不少從業員已經打
針。
工聯會屬會、服務業總工會主席唐賡堯表示，
服務業人員在工作時會與不少顧客有接觸，感染
風險也會相應提高，故接種疫苗對自己、家人、
同事及顧客的安全更有保障，同時也是履行公民
責任，令社會達至群體免疫，遏止疫情。
他相信僱主也會歡迎員工打針，始終若有員工
染疫，定會對公司的營運造成影響。

政府願助企業
盡快有序抽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
香港要走出疫境，接種疫苗是重中
之重、至關重要。香港各界紛紛推
出各項活動，例如抽獎等，鼓勵市
民接種疫苗，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
永恒昨日表示，非常感謝各界支持
接種疫苗，並樂意與各界攜手合
作，令所有抽獎安排能夠有序、盡
快落實，並會積極探索擴大儲存疫
苗接種記錄的方法，方便市民。
薛永恒強調，香港能否盡早走出
疫情，接種疫苗是重中之重、關鍵
的一個安排，希望各界市民、企業
都能夠支持接種疫苗，並知悉各界
在進行抽獎活動的時候或需特區政
府的協助，如確認參加者的接種疫
苗記錄，「（政府）樂意與各界攜
手合作，令所有抽獎安排能夠有
序、盡快落地。」

研針卡存入各種 App
薛永恒表示，接種疫苗的市民除
取得紙本針卡外，也可透過科技儲
存疫苗接種記錄到手機，如智方便
或醫健通等。他表示，安心出行下
載量已超過 449 萬，非常廣泛地使
用於進入不同處所，將來和現在或
需顯示疫苗接種記錄，把疫苗接種
記錄加入到「安心出行」，將會進
一步方便市民，政府會繼續探討疫
苗接種記錄存入不同工具的可行
性。
「有些人可能喜歡收納在電子錢
包，有些朋友很習慣把戲票或不同
入場券放進電子錢包，我們已經把
疫苗接種記錄作類似安排，讓市民
大眾可以把疫苗接種記錄收納在電
子錢包。」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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