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
即時發放
香港電腦學會今日舉行全港首個「IT 職業博覽」
近 30 間星級參展機構〄超過 400 個 IT 職位空缺 月薪由 9 千至 3 萬

提供全面就業、創業、進修資訊
2012 年 9 月 22 日〃香港──香港電腦學會於今日（星期六）假九龍塘達之路生
產力大樓 4 樓，舉辦全港首個以 IT 職業為主題的「IT 職業博覽會」。屆時將有
23 間國際及本港大型機構及資訊科技公司參展，提供超過 400 個 IT 職位空缺，
職位薪酬由每月$9,000 起，部分更高達$30,000々同場並有多家專上院校參展，
提供大學選科及在職進修資訊。大會同時安排了七場職業講座及四場「與 IT 大
使交流」環節，廣邀各大公司資訊科技主管、資深 IT 人士、IT 創業家、人力資
源專家擔任主講嘉賓，分享 IT 職場資訊及成功經驗。
「IT 職業博覽會」籌備委員會主席董勇先生表示，「IT 職業博覽」為香港電腦
學會青少年人才培育計劃的重要項目之一，將開放予公眾免費參與，內容包括「就
業」、「創業」及「進修」三個職業元素，透過展覽、講座、與資訊科技總監（CIO）
面對面分享等項目，為不同職業階段、不同志向人士提供一站式的 IT 職業資訊。
香港電腦學會「IT 職業博覽」詳情〆
日期〆9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〆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
地點〆九龍塘達之路生產力大樓 4 樓
董勇指出，有賴各參展商、協辦機構、合作伙伴、贊助機構、支持機構和媒體的
支持，以及一眾籌備委員會成員及工作人員的努力，
「IT 職業博覽」內容豐富多
采，包括〆
 共 23 間國際及本港大型機構及資訊科技公司參展，提供超過 400 個職位空
缺々職位薪酬由每月$9,000 起，部分更高達$30,000。參展商包括 Adobe (Hong
Kong)、建設銀行（亞洲）、思科、中信國際電訊、EMC、HSBC、數碼港、
迪士尼、華為、微軟、甲骨文、理光（香港）、香港賽馬會、九倉電訊等知



名機構以至跨國企業，除了程式員、系統工程等傳統 IT 職位外，更有不少
職位更是年輕人感興趣的工作，例如 3D 動畫師、數碼推廣、電玩設計師及
美術師、多媒體設計師、手機應用程式設計等。
共七場職業講座，包括與 CIO 對話環節、資深 IT 人士分享成功經驗，以及
人力資源專家剖析行情等等。創業家講授創業秘訣亦是博覽會中重要的一
環，以協助有志於憑藉 IT 創業的年輕人完成自己的夢想。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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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院校，包括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等，提供大學選科及在職進修資訊。

有關「IT 職業博覽」詳情，可致電香港電腦學會 2834 2228 查詢，或瀏覽 Facebook
專頁〆「https://www.facebook.com/messages/554517004#!/itcareerexpo」。
香港電腦學會「IT 職業博覽」職業講座時間表〆
時間

職業講座

主講嘉賓

11:00am-11:45am

與 Chief Information



孫耀達先生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資



訊科技主管)
孫淑貞女士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
司企業資訊科技總監)

Officer (CIO) 對話




卞家振先生 (香港機場管理局首席
資訊主管)
李凌波先生 (香港賽馬會企業系統
方案部高級經理)

12:45pm-13:15pm

怎樣成為 IT 達人〇



馬志強博士工程師 (香港城市大學
專業進修學院署理院長)

13:15pm-13:45pm

IT 創業秘笈



余泳峰先生 (Starberry Limited 首
席執行官)

14:30pm-15:15pm

有 Idea，但無錢，可 
以點創業〇

15:15pm-15:45pm

最新 IT 就業市場行
情



16:30pm-17:00pm

IT 人在內地的發展
機遇



17:00pm-17:30pm

IT 認證與 IT 事業發 
展分享


陳易希先生、羅錦源先生及歐陽鎧
恆先生
(數碼港培育計劃參加者)
劉理儀女士 (Managing Consultant
Technology,
Experis-ManpowerGroup)
鄺偉基先生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
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
梁偉傑先生 (服務運營經理)
練沛強先生 (思科系統大中華區公
共事務部總監)

香港電腦學會副會長（人才培訓）梁建文先生稱〆「有見於不少 IT 人都有志創
業，例如名列世界首富之列者，不少均是 IT 人，所以今次的 IT 職業博覽，亦特
別安排了關於創業的職業講座。」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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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文指出，創業者通常都會遇到資金問題，因此大會邀請了三位參加了「數碼
港培育計劃」的年青 IT 創業家，包括陳易希先生、羅錦源先生及歐陽鎧恆先生，
主講「有 Idea，但無錢，可以點創業〇」之講座，向年青人傳授無錢創業良策，
特別會提及政府為 IT 人創業所提供的支援，希望能令有志創業的年青人有所認
同和共鳴。
梁建文稱〆「我們為了鼓勵更多年青朋友選擇 IT 行業，因此特別邀請了幾位 IT
大使，他們包括 CIO、教授、IT 專業人才，亦有一些畢業後在 IT 行業工作數年
的年青人。當日我們在會場內設有交流區，並會舉辦四場與 IT 大使交流的環節，
希望各位 IT 大使，能以過來人的身份，為年青人解答關於 IT 工作的疑問。此外，
香港青年協會及雅虎同為大會的合作伙伴，亦會參展及進行工作招聘，希望能吸
引更多年青人參加。」
早前，香港電腦學會召開記者會，公佈了今年最新的資訊及通訊科技（ICT）行
業薪酬趨勢調查結果，並正式推出「資訊及通訊科技人才培育計劃──職業推廣
工具」項目，當中包括系列影視劇集《IT 創未來》，以微電影形式介紹 IT 工作
及事業前途，並於「IT 職業博覽會」的會場內播放。
《IT 創未來》亦可於香港電腦學會網站（http://www.hkcs.org.hk/ict-toolkit/)及
YouTube（輸入「IT 創未來」搜尋）觀看，歡迎 IT 教育工作者、學生、家長及
公眾人士瀏覽。稍後香港電腦學會將安排一系列的職業講座，向中學生及專上學
生推廣 IT 工作。
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劉嘉敏太平紳士總結時指出，根據香港電腦學會最近完成的薪
酬調查結果顯示，逾八成受訪公司的 IT 部門員工，今年都可獲加薪，加薪幅度
由 1%到超過 10%不等，77%公司的加幅介乎 4-6%之間，跑贏香港現時約 4%的
通脹率。
此外，近半數受訪公司今年都會招聘 ICT 畢業生，逾九成聘用大學畢業生公司
的入職薪酬均在 1 萬元以上，最高更可達逾 1 萬 6 千元々而大部份公司的 IT 畢
業生起薪點介乎 1 萬至 1 萬 4 千元之間，較去年為高，升幅達 4%至 6%之間。
劉嘉敏稱〆「在現今經濟環境不明朗的情況下，各公司對 IT 人才需求仍能保持
旺盛，並願意投放更多資源在資訊科技之上，可見 IT 行業仍可有一定的發展空
間。」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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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嘉敏續稱〆「香港電腦學會將繼續不遺餘力推動青少年 IT 人才培育，因為它
能切實惠及整個社會及各行各業，推動社會發展。展望未來，香港電腦學會亦將
繼續構思各種有效的推廣方案，幫助社會培育更多的 IT 人才，推動 IT 業界乃至
香港社會邁向知識型經濟的發展。」
關於香港電腦學會
香港電腦學會(Hong Kong Computer Society, HKCS) 為非牟利的資訊科技專業團
體，成立於 1970 年，旨在改善及發展香港的資訊科技業界，是香港資訊科技界
最著名及最大型的專業協會，致力為業界推動最高專業水平。香港電腦學會會員
來自香港不同 IT 層面，包括大型企業的資訊科技用戶以至個人專才，共同為業
界利益作出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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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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