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稿  

即時發布  

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下周六開幕 

提供逾1500創科職位 助創科成香港疫後新動力 

香港，2022 年 5 月 25 日– 數碼港將於 6 月 4 日至 6 月 6 日舉辦「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2022」，

逾150間公司參與，合共提供超過1,500個職位空缺，涵蓋金融科技、智慧生活、數碼娛樂、人工

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網絡安全等範疇。今年的招聘博覽繼續以線上形式舉行，並首次加入元

宇宙元素，部分區域有全新的「3D體驗」，打造一個嶄新的虛擬互動平台，讓求職者更容易尋覓

心儀職位。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受疫情打擊，全年經濟預測下調及失業率

回升，但創科界作為香港經濟新動力，在數碼轉型及數字經濟積極發展的勢頭下，業界繼續對人

才有殷切需求，積極增聘人手。今年招聘博覽提供的職位數目錄得可觀增長，數碼港感到非常鼓

舞。《十四五規劃綱要》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加上市民大眾在後疫情時代會更

倚重數碼科技，創科產業越趨多元，不但需要技術人員，亦衍生創意設計和市場推廣等職位需求。

因此我們需要更多年青人投身創科行業，參與科技設計、用家體驗及業務發展，數碼港呼籲年青

人把握互動招聘博覽的機會，物色心儀工作。」 

今年招聘博覽所提供的職位空缺中，智慧生活相關的職位佔比最多，佔比例達35%。香港積極發

展智慧城市和數字經濟，使相關工作人才需求日益增加，包括零售科技、教育科技、健康科技、

環保科技、人工智能及物聯網。 

另外，近年香港不少初創公司已由概念開發及試驗階段，發展至品牌行銷及推廣階段，加上數碼

藝術及元宇宙興起，帶來更多用戶體驗（UX）、用戶介面（UI）設計師等新興職位。今年招聘博

覽亦以技術專才職位佔最多，近40%，而設計相關的空缺亦見增幅，反映創科產業越來越多元化，

企業除了需要技術人員，亦衍生創意設計和市場推廣等職位需求。 

去年舉辦本港首個大型藝術科技體驗展的公司Digital Art Fair 將參與是次招聘博覽。Digital Art 

Fair 業務發展總監伍常表示：「新科技及新技術衍生元宇宙這方面的新工種，我相信香港將是亞



                                                               

洲藝術科技、非同質化代幣（NFT）、區塊鏈的龍頭。但元宇宙的概念嶄新，許多人對此仍然一

知半解，坊間亦未能找到完善的課程報讀，香港要善用這個發展機遇，要先做好相關的人才培

訓。」 

創意設計工作室 Nikopicto 亦將於是次招聘博覽聘請人才。Nikopicto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梁

文麗表示：「元宇宙同 Web 3.0 興起，市場對 CG 藝術家的大增，同時也帶動創意內容創作者、

用戶介面設計/用戶體驗（UI/UX）設計師的需求。科技日新月異，想要在行內獨當一面，求職者

的學歷背景並非最重要，關鍵反而是創意思維、設計技巧、相關工作經驗及自主學習和對行業上

的熱誠。Nikopicto 正籌建『PICTOVERSE』 的元宇宙項目，也聘請及歡迎來自修讀計算機科、

電子工程學等不同大學背景但對創意行業和 Web3.0 有熱誠的人士。」 

知識速學平台 FutureNow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楊志豪表示：「我們深信無論年青人以後就讀什麼

科目或從事什麼工作，都涉及企業家精神，其中自學能力及表達自我的能力必不可少。為了提升

年青人的創業家思維，我們與很多組織及學校合作，推出例如元宇宙相關知識等培訓，亦將會與

15 個非牟利組織合作，提供 6,000 個速學平台帳戶給缺乏資源的青年免費使用，讓他們善用資源，

在新經濟中創造未來。」 

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平台全天候支援參與企業及求職者，今年進一步提升用戶介面，在部分場館

新增立體360空間的「3D效果」體驗，亦利用「Kumospace」遠距社交網站，為參加者打造真

實的社交環境，希望參與過程中的虛擬互動更有趣。另外，為幫助求職者有更好的預備，數碼港

安排人力資源免費提供履歷諮詢服務，同時聯同數碼港初創Datality Lab，新增免費人工智能（AI）

分析面試打分的活動，為求職者提供一份專業的面試改善報告。求職者即日起可於數碼港互動招

聘博覽2022網站報名。 

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科技的 Ergon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關竣傑表示：「與科技相關的職業大多看似需

要大量專業技術層面知識，令很多沒有數理及科學背景的求職者卻步，但事實並非如此。近年觀

察到坊間不少求職者透過自學，由三到六個月不等，已經能夠轉到新跑道發展。」 

為加深求職者了解行業招聘趨勢，數碼港將於招聘博覽期間舉行約 50 個職業論壇及招聘講座，剖

析創科熱門議題，涵蓋「 可持續發展與綠色金融之機遇」、「元宇宙『薪』勢力」、大灣區女性

企業家發展機遇、「未來工作、勞動力及工作場所展望」、「未來技能與生活」、海外人才發展

等 ，匯聚來自包括 Meta、Animoca Brands、羅兵咸永道、香港設計師協會等講者嘉賓(詳見附

件)。 

https://ccf2022.vfairs.com/
https://ccf2022.vfairs.com/


                                                               

 

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 2022 詳情 

日期 2022 年 6 月 4 至 6 日 (星期六至一) 

時間 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內容 • 逾 150 間公司提供逾 1,500 個職位空缺 

• 傑出領袖對話環節 

• 超過 50 個職業論壇及招聘講座 

• 免費履歷諮詢 

• 人工智能( AI ) 分析面試服務 

• 職業發展資源影片 

費用  全免 

報名 https://ccf2022.vfairs.com/  

### 

請按此處下載高像素新聞圖片。 

 

數碼港今年將於 6 月 4 日至 6 月 6 日繼續以線上形式舉辦招聘博覽，合共提供逾 1500 個職位空

缺。 

https://ccf2022.vfairs.co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SO-CBUsKyR9aDOZwpAdkDhN9V13ttua-?usp=sharing


                                                               

 

「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舉行傳媒簡介會介紹活動詳情。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首次加入元宇宙元

素，打創一個嶄新的虛擬互動平台，幫助求職者更容易尋覓心儀職位。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受疫情打擊，但創科界作為香港經濟新動

力，在數碼轉型及數字經濟積極發展的勢頭下，業界繼續對人才有殷切需求，今年參與招聘博覽

的企業及提供職位數目錄得可觀增長。 



                                                               

 

數碼港首席公眾使命官陳思源聯同四間數碼港初創公司代表，在記者會上分享行業發展、招聘要

求和創科業界的整體就業情況。 

(左起) FutureNow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楊志豪、Ergon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關竣傑、數碼港首席公眾

使命官陳思源、Nikopicto 聯合創辦人及行政總裁梁文麗、Digital Art Fair 業務發展總監伍常。 

 



                                                               

傳媒查詢，請聯絡︰ 

數碼港企業傳訊組  

馬慧珊  

電話︰（852）3166 3880  

電郵︰joycemaws@cyberport.hk 

圓通財經公關  

姚家楹  

電話︰（852）3428 5690  

電郵︰ayiu@yuantung.com.hk 

 

關於數碼港  

數碼港為一個創新數碼社群，匯聚超過 1,800 間社群企業，包括超過 800 間駐園區及 900 間非駐

園區的初創企業和科技公司，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資擁有的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數碼港的願景是成為數碼科技樞紐，為香港締造嶄新經濟動力。數碼港透過培育科技人才、鼓勵

年輕人創業、扶植初創企業，致力創造蓬勃的創科生態圈；藉著與本地及國際策略夥伴合作，促

進科技產業發展；同時加快公私營機構採用數碼科技，推動新經濟與傳統經濟融合。詳情請瀏覽

www.cyberport.hk   

  

mailto:joycemaws@cyberport.hk
mailto:ayiu@yuantung.com.hk
http://www.cyberport.hk/


                                                               

附件 1  - 「數碼港互動招聘博覽 2022」活動流程 

 

2022 年 6 月 4 日 (星期六) Day 1 

 

09:00 來賓接待 

09:30-09:35 司儀開場白 

09:35-09:45 歡迎辭 

數碼港董事局主席陳細明 

09:45-09:50 開場致辭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09:50-09:55 開幕儀式 

數碼港董事局主席陳細明 

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 

數碼港首席公衆使命官陳思源 

數碼港智慧生活組高級經理蔡偉傑 

09:55-10:00 主題演講 

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 

10:00-10:15 嘉賓合影 

10:15-11:00 就業論壇 

主題:科技與創意產業:1 + 1 > 2 

主持:數碼港首席公衆使命官陳思源 

講者: 

麻省理工學院香港創新中心執行董事冼超舜 

團結香港基金藝術及文化研究主任蘇曉明 

Meta 公共政策董事總經理陳澍 

香港賽馬會慈善事務經理區天倫 

Animoca Brands 數碼戰略與合作夥伴總監 Zaf Chow 

11:00 開幕儀式結束  

 

  



                                                               

 

11:15– 12:15 

 

職業的未來 

展望工作、勞動力和工作場所的未來 

語言: 英語 

主持: 數碼港人力資源總監林栢瀅 

 

講者: 

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黃偉祖博士 

德勤中國 政府事務組華南區領導合伙人; 資本市場華南區領導合伙人; 數字

資產香港領導合伙人; 審計及鑒證合伙人呂志宏 

Mr Bill Lee, Managing Director, JobsDB Hong Kong (No Chinese 

name) 

互達控股創辦人及首席執行官郭師堯 

埃森哲互動營銷 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蔡建生  

14:00-15:30 教育的未來 

未來工作與學校教育的接軌:倡導學生面向未來 

語言: 廣東話 

 

演講嘉賓: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計劃總監﹙學校﹚及香港教育大學卓越教學發

展中心聯席總監葉蔭榮博士 

 

主持:  

數碼港智慧生活組經理何英杰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基準專業顧問談勵紅 

 

講者: 

水耕細作聯合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麥嘉晉 

優先智創科技(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尹繼賢 

Google 香港營銷總監丁樂恩 

數碼港智慧生活組高級經理蔡偉傑 

15:30-16:30 金融科技的職業機遇 

可持續發展與綠色金融之機遇 



                                                               

語言: 英語 

主持: 數碼港金融科技總監嚴滌宇 

 

講者: 

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遠騁博士   

羅兵咸永道合夥人, ESG 諮詢服務張立君 

Professor Davis Bookhart, Director, Sustainability/Net-Zero Office, 

HKUST 

Ms Christina Schönleber, Senior Director Policy & Progams, APRU 

恩博資本聯合創辦人安宇昭 

 

 

2022 年 6 月 5 日 (星期日) Day 2 

09:30– 12:30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聯合數碼港及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舉辦聯合國世

界環保日「構建智能公園」 

語言: 廣東話 

14:00-15:00 職業導向及青少年發展 

與民政事務局代表合辦 

語言: 廣東話 

 

演講嘉賓: 

民政事務局代表  

 

主持: 數碼港智慧生活組高級經理蔡偉傑 

 

講者: 

4 位初創企業僱主和 實習生 

15:00-16:00 智能生活的的職業機遇 

未來技能如何提升智能生活 

語言: 廣東話 

 

主持: 數碼港智慧生活組高級經理蔡偉傑 

 



                                                               

講者: 

信和集團創新聯席董事楊孟璋 

數睿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及行政總裁楊德斌 

社聯社企有限公司資訊科技資源中心副總經理馮立奇 

文承智能教育有限公司創辦人、首席未來師楊志豪 

香港房屋協會總經理 (長者服務)吳家雯博士 

 

2022 年 6 月 6 日 (星期一) Day 3 

10:00– 11:00 

 

海外人才發展 

從全球到香港培育未來科技人才 

語言: 英語 

 

主持:數碼港創業家總監蘇雅麗 

 

講者: 

Invest HK 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行業專家)吳國才 

Mr Mark Blick, CEO of Diginex 

Generation 香港行政總裁鄭浩維 

大灣區商學院副校長石義強教授 

ARTICOIN LIMITED 廖家俊教授顧問  

11:00– 12:00 

 

大灣區發展 

智慧城市轉型下女性企業家在大灣區創業及人才發展的機遇 

語言: 廣東話 

主持: 數碼港生態圈發展總監周依萍 

 

講者:  

AXA 安盛中國中國大陸、香港及澳門行政總裁尹玄慧 

衞安集團集團首席執行官季玲英 

百階(香港)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黃水晶博士   

SyZyGy 十曜工房創辦人及行政總裁蘇冠嵐 

14:00-15:00 數字娛樂和電子競技的職業機遇 

元宇宙「薪」勢力 

語言: 廣東話 



                                                               

 

主持: 數碼港數碼娛樂組高級經理梁德明 

 

講者: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學院總監黃好儀     

Moonland 共同創辦人陳欣寧 

Brinc 助理計劃經理周佑旌 

香港設計學會行政總裁許迅 

Foonie Magus 營運總監施凌鋒 

15:00-16:00 閉幕禮 

為青年求職者編碼未來 

如何為未來準備技術技能: 

數碼港學院 x 「港大 - 渣打慈善基金 金融科技學院」 最小可行項目經驗分享 

語言: 英語 / 廣東話 

 

主持:「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校友林晃培 

 

 

講者: 

「港大 - 渣打慈善基金 金融科技學院」副總監姚兆明教授 

數碼港資訊科技部總監李卓斌 

「港大 - 渣打慈善基金 金融科技學院」高級研究助理 Handy Bong , 學生  朱

駿義和張天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