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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會長的話

　回顧2010年，我會在4月28日正式成立，雖說是剛出生的嬰孩。 但事實上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的構想、意念及構架早源於2000年就已在腦海內浮現。那年剛好是澳門回歸一周年，我的一班

香港大學及美國康乃爾大學學者朋友在一次晚宴聚會中詳細談及了美、中人才發展與人力資源

現狀，談得高興熱烈，後來也探討了港澳地區人才交流種種問題；席間美國友人笑說：“你在

澳門生活這麼多年，對港澳地區人力資源，培訓及國內勞動法制也有研究，何不與一些志同道

合的朋友一起在澳門成立一個人才研究組織呢？” 那時剛好在家庭及工作上都有事情，此事一

放下就放下了近8年時間。

　在2009年初，因工作關係需要組織收集澳門人才研究的數據、文章、評論等等，才發現到回

歸2010年來學者專家們研究評論澳門專才的人才與研究還是相對缺乏，不論對行業自身，產業

的研究，以致特區政府的末來施政制訂及中長遠人才政策都較難開展。有見及此，在澳門成立

一個非牟利的社會服務學術專業研究團體又在我心中重新開始規劃。在2009年籌備過程中，我

一直最擔心籌組核心班底成員的過程反而倒是輕鬆，基本上所有成員都認同本學會的理念，並

且願意為澳門社會做點事，這就為澳門專才發展學會的成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宗旨一直以人才發展為已任，致力為澳門特區政府、業界及不同人士提供

清晰的方向以制定可持續發展的人才政策。提倡企業及組織之培訓文化、認證專業、培養良好

人才環境重要性。推動不同行業人才發展、提升並發揮澳門人才優勢、借監不同地區學術及專

業交流從而改善以致理順人力資源矛盾化。這都是我會每一位成員的目標。

　最後，本人代表澳門專才發展學會再次感激我會的每一位名譽會長、名譽顧問的指導，他們

的一言一語都深深表達了對我會的支持與鼓舞；感謝每一位理監事會的成員，他們為我會的每

一個活動都勞心勞力，付出及貢獻良多；感謝每一位支持過我會的學者及專家代表，你們每位

都帶給我會很多寶貴的分享與專業的分析；我們深信，澳門專才發展學會在明年及以後都一定

可以繼續發光發熱，為澳門各行各業的人才發展作出貢獻！

謝謝！

簡浩賢

會長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成立典禮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成立典禮及 "澳門人才發展與專才輸入政策研究"講座於四月廿十八日下

午假世界貿易中心17樓澳門廳舉行。澳門勞工事務局 孫家雄局長、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委員擔任

主禮嘉賓，並邀得教育暨青年局(教育研究暨資源廳) 黃健武廳長、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行政暨

財政處) 陳敏紅經理等親臨觀禮並參與講座交流。

全體學會成員與嘉賓合照

    學會的定位為一非牟利社會服務學術專業研究團體，成立宗旨旨在

為澳門各界及不同階層、不同行業、擁有不同專業技能的人士提供適當

的協調；透過內部專業分析及發表研究報告及建議，並與其他學術機構

、不同地區的社會團體協作交流，提供相關及合時的專業培訓及認證，

以培育不同階層及領域的專業人士，實現創新及意義重大的跨界別合作

模式，進一步為本澳整體及專才的長遠持續發展注入動力。

    「澳門人才發展與專才輸入政策研究講座」由中國管理研究

國際學會主席、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趙曙明教授主持。於講座上，

趙教授就澳門經濟發展及人力資源失衡問題作簡述及分析，並於戰

略性的人力資源規劃、相應的法律和政策規範、明確會展業之人力

資源構成、培訓及管理、人才發展與專才輸入並舉等項目深入講解

並作出建議。
趙曙明教授

暨澳門人才發展與專才輸入政策研究講座

名譽會長 梁維特先生致詞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Maca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PDA) 
Associa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e Profissionais de Macau 2010年度報告

201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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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由本會理事笵文忠先生主持

    2010年中本會在舉辦了一個

名為「人力資源實務工作介紹及

求職面試攻略」的工作坊，讓有

志了解甚至投身人力資源管理的

人士對該行業的實際運作及發展

有進一步的認識。是次工作坊由

本會資深人力資源管理從業員（

笵文忠先生）分享其工作經驗及

心得， 並講解在新修訂的澳門

勞工法例框架下人力資源管理涵

蓋的範疇、 策略、 執行、 實

務工作和內部挑戰與困難； 同

時亦分享求職面試時要注意的事

項及最常被問到的問題。

    當晚大約有四十名靑少年參與，主

要是十六至廿二歲的大中學生。 工作坊

中發現他們普遍因自信心不足， 對一些

陌生的面試官和新穎的面試形式採取羞

怯的態度。 講者亦就這突出的問題作了

針對性講解。

    澳門是全球為數不多推行十五年免費教育的地區， 解決了學生因經濟困難失學的問題； 但隨著澳

門近年經濟急速發展， 人力資源及人力錯配方面始終是問題嚴重。 調查發現， 不少本澳靑少年對面

試感到陌生， 不懂得評估自己的個人強弱項以更好地運用於面試及發展路向上， 遇上面試挫折往往失

去信心甚至求職動力。 時間越長， 構成的負面影響便越大， 除了強化對自己失敗的認同， 社會付出

的代價亦越沉重。 建議學校應及早將 “求職面試技巧”、“生涯規劃” 等元素納入正規課程， 藉以

提早擴闊學生的個人職程視野， 提升個人面試能力， 為日後升學面試及求職面試作好充分準備。 而

從企業角度來說， 大小企業都對人力資源管理越來越重視， 對相關的有質量的人才亦越來越渴求，兩

者之間存在較大的落差，故學會舉辦此工作坊回應需求。

「人力資源實務工作介紹及求職面試攻略」工作坊「人力資源實務工作介紹及求職面試攻略」工作坊

當晚大約有四十名大中學生參與

工作坊回應社會需求工作坊回應社會需求

針對學生自信不足作講解針對學生自信不足作講解

2010.07.23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Maca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PDA) 
Associa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e Profissionais de Macau 2010年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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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國愛澳青年政治領

袖培訓營是為一連兩日的

歷奇練訓營，透過歷奇活

動確立青年愛國愛澳的精

神及培訓領袖特質。

是次活動目的有三：

1. 啟發參加者領袖潛能，並注入創意思維元素，增值傳統領袖模式

2. 確立自身身份，加深愛國愛澳的國民教育，建立正確的認知、情意

及行為，提昇對國家及社會的認同感，從而明白自身的國民身份及責任

3. 提高對政治的關注度和參與度，推動參加者參政議政。

愛國愛澳青年政治領袖培訓營愛國愛澳青年政治領袖培訓營

活動有三十名青年參與

確立‧培訓確立‧培訓

活動目的活動目的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Maca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PDA) 
Associação de Desenvolvimento de Profissionais de Macau 2010年度報告

2010.09.04-05

歷奇挑戰任務及小組分享

    參加者均表示是次活動能改善人際溝通技巧、挑戰任務具啟發關心社

會功能、培訓有助建立團體關係、歸屬感等。顯示是次活動參加者對培訓

的意義給予高度的認同。

參加者給予活動高度認同參加者給予活動高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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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有誠先生作嘉賓主持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特於十

月二十三日第十五屆澳門國際

貿易投資展覽會舉辦「澳門企

業如何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 ─

 工序外包及粵澳人力資源共享

與開發」專業講座；除得到澳

門貿易投資促進局支持外，更

邀請到國內知名的深圳市方勝

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

聶有誠先生作嘉賓主持。

    是次專業講座共有七十多位社會賢達

及專業人士出席，會後本會會長及主講嘉

賓接受澳門電視台訪問。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將繼續參與及研究

有關課題，期望從另一角度為澳門經濟及

各企業的人力資源策略注入新思維及重新

定位，以協助及促進澳門的人才發展。

    澳門憑著獨特的經濟定位，開放務實的發展策略及祖國的支持，確實為企業帶來不少商機；然而

澳門企業的商業價值，其發揮卻受制於人力資源的不足，素質的參差，以及人資政策於保障本地就業

及外僱輸入取向的瓶頸上。

「澳門企業如何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 ─ 
工序外包及粵澳人力資源共享與開發」專業講座
「澳門企業如何實現商業價值最大化 ─ 
工序外包及粵澳人力資源共享與開發」專業講座

本地就業及外僱輸入面對瓶頸本地就業及外僱輸入面對瓶頸

2010.10.23

澳門專才發展學會 Macao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MP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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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長簡浩賢先生首先致詞並指出現時澳門營商環境的轉變與機遇及人力資源的需求和重要性；

而聶有誠先生則透過案例分析，分享國內企業在人力資源外包方面的經驗，並講解如何通過工序外包及

粵澳人力資源共享，達到集中優勢資源和降低企業成本的目的，從而有效到地解决人力資源短缺的問題

並提升企業競爭力。

外包及粵澳人力資源共享外包及粵澳人力資源共享

為人資注入新思維及重新定位為人資注入新思維及重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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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員架構表(2010年)主要成員架構表(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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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成員架構澳門專才發展學會成員架構

名譽會長 (按姓氏筆劃次序)

梁維特 先生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 及 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會長

陸永根 先生 澳門大豐銀行董事會常務董事兼副行長

劉永誠 先生 現任澳門立法會委任議員 及 澳門管理專業協會理事長

劉藝良 先生 澳區全國人大代表 及 中總工商事務部部長

鍾景鴻 先生 澳門鮑思高同學聯合會會長

名譽顧問 (按姓氏筆劃次序)

王定昌 先生 澳門月刊社長

何敬麟 先生 凱澳策略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及 澳門工商聯會理事長

李勁源 先生 國際青年商會中國澳門總會前會長

馬志成 先生 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會長

陳源光 先生 廣西貴港政協委員 及 澳門廣西青年商會會長

麥興業 先生 大律師

趙崇明 先生 大律師

趙曙明 教授 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主席 及 南京大學商學院院長

劉永年 先生 廣西政協委員、澳門紅十字會中央委員會委員 及 聖若瑟中學校友會會長

鄭岳鳴 先生 澳門青年藝能志願工作會會長

聶有誠 先生 深圳市方勝人力資源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

龐 川 副教授 澳門科技大學行政與管理學院助理院長、副教授

會員大會

簡浩賢 先生 會長

蔣子健 先生 副會長

馮啟祥 先生 秘書長

理事會                                 監事會

鍾雋輝 先生 理事長                        高俊輝 先生 監事長

黃葆雯 小姐 秘書長                        陳小琼 小姐 秘書

方麗珊 小姐 財務長                        張禎妮 小姐 監事

戎偉傑 先生 副理事長

馮勝樂 先生 副理事長

陳嘉業 先生 副理事長

陸建峰 先生 副理事長

鄭德康 先生 秘書

Ng Correia, Paulo 先生 理事

范文忠 先生 理事

何國斌 先生 理事

蔣子偉 先生 理事

文學勤 先生 理事

林建業 先生 理事

陳榮燦 先生 理事

羅俊豪 先生 理事

鄭家興 先生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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