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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湾，残障人士找工作容易吗？根
据台劳动主管部门调查结果，台湾地区 15
岁以上身心障碍者有近 113 万人，劳动力
参与率为20.7%，远低于一般民众；失业率
为 8.1%，也远高于一般工作者。然而，
87.2%的失业残障人士很希望能够被职场雇
佣。如何让身心障碍者发挥所长，在职场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贡献社会，成为岛内
社会关注的话题。

对于如何保障残障人士劳动就业权
益，台相关部门多年前就开始摸索、制
定、完善残疾人福利保障制度，目前已陆
续出台30多项法规。按照法规，34人以上
的政府机构和公营企业，雇用具有就业能
力身心障碍者不得低于总员工人数的 3%，
67 人以上私人企业及机构，不得低于 1%，
且不得少于1人。每未足额1人，单位或企
业每月需缴纳 2.4万元新台币差额补助费，
纳入残障者就业基金，直到其达标为止。

这项规定执行得怎么样？据台劳动主
管部门最新统计，岛内需雇用身心障碍者
的义务单位共计 17708 家，有 15931 家单位
足额雇用，但还有 1777 家未足额雇用残障
人士，约占 10%；应雇用身心障碍者 59609
人，实际雇用85062人，超额雇用42.70％。相
较于过去，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易了。身心
障碍受雇者每月经常性薪资平均为 28246
元新台币，每周正常工时平均为 38 小时，
其中仍有 9.0%的身心障碍者认为在工作场
所遭受了不公平待遇。一些企业单位宁可
缴纳差额补助费，也不愿雇用残障人士。

“雇主对残障人士求职者不了解，或是

存有刻板印象，也不知道自己公司有哪些
职缺适合他们。另外，工作地点的交通问
题，职场无障碍空间规划不足等，也会增
加身心障碍者就业困难。”就职于台湾伊甸
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林祈妏长期关注残障人
士就业话题，她对岛内媒体表示，企业未
雇用残障人士，多因企业文化本身对身心
障碍者排斥。有企业表示，雇用残障人
士，人、地、事、物都要有相应的配套措
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若团队配合不
好，还会影响工作氛围；还有餐饮业者
说，担心残障人士工作中受伤，恐面临工
伤补偿等问题，因此不愿意承担风险。

针对这些问题，岛内社会各界纷纷建
言献策。新北特教学校实习辅导主任林婉
媛建议，相关部门应针对不同类别的残障
人士提供不同的就业模板，并向企业倡
导，让身障者及雇主双赢，比如自闭症患
者高度集中专注的特性就非常适合组装及
代工业。主管机关也可加强倡导所提供的
就业辅导服务，减少雇主担忧。

台湾 1111 人力银行总经理何启圣认
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应扩充职
训内容，改善身障者就业环境，让身障者
能够自立，满足企业职缺及身障者需求。
相关主管部门也应强化道德劝说及社会氛
围营造，如加强表扬友善企业，给予更实
质奖励等。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只要有适当
的辅助器材，给他们无障碍的环境，多一
点包容、沟通和学习机会，他们的工作能
力不会比一般民众差。”林祈妏表示，认

真、专心、稳定，是大部分身心障碍者的
优点，而且他们一旦完成职前训练、试用
见习，后续可保证就业稳定度高、离职率
低，对雇主来说也是利好。

总的来说，相较于过去，台湾残障人
士的就业环境已经有明显进步，尤其是有更
多中小企业雇主愿意雇用身心障碍者。但要
让全社会的残障人士都能得到公平就业和融
入社会的机会，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台湾：残障人士就业不容易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全聋瘖哑人士黄庆恒在台湾科林
仪器公司担任开发工程师，工作表现
细心稳定。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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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台湾
花莲市的一座以幸运
草为造型的景观水池
完 工 对 市 民 开 放 。

“幸运草景观水池”
以喷泉涌水及夜间照
明变化呈现出独特的
水景，吸引不少市民
游览拍照。

▶ 水池附近的
幸运草造型景观。

▼“幸运草景观
水池”在阳光下呈现
出独特水景。
花莲市公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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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科实力不容小觑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介绍，此次启用的“创科体验馆”共
分为 7个体验展区，访客可在入口处
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自行启动创科旅
程：走过“环回展现室”及“创科大
道”，回顾香港创科的成功故事；驻
足 “ 科 技 探 索 区 ” 及 “ 未 来 展 示
屏”，了解香港创科发展及最新动
态。“灵感空间”及“无限领域”展区
则利用增强现实等创新技术为访客提
供互动体验，实现创新社群交流协作。

在科学园扎根12年、专注设计网
络应用的企业“喜悦导体”获邀担任

“创科体验馆”的技术顾问，负责设
计、整合及维护的工作。公司联合创办
人刘达文表示，“创科体验馆”是一个
对外推广创科公司技术及方案的理想场
所。“这不单局限于香港，世界各地的
投资者都能接触得到，这对创科企业乃
至整个创科生态圈发展有很大帮助。”

除了科技展示区，“创科体验
馆”还设有会议场地供园区企业预
约，作为与合作伙伴及投资者交流合
作的平台。园区公司水中银 （国际）
生物科技首席执行官杜伟梁认为，体
验馆是让大众了解创科、体验创科产

品的优质窗口，园区创科企业十分期
待利用“创科体验馆”进行各种交流
活动，不断拓展商机。

“科学园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自
世界各地的访客，‘创科体验馆’的
设立将让他们更好地了解科学园内逾
千家创科企业汇聚而成的蓬勃生态，
亲身感受香港作为大湾区创科枢纽的
实力与发展潜力。”黄克强说。

AIR发展势头强劲

放眼全球科技领域，人工智能及
机械人 （AIR） 技术发展迅速，是创
科领域研发、竞争的重要阵地，也是

“创科体验馆”中重点展示的创科成
果类型。依托强有力的软硬件支持，

香港AIR技术发展提早布局，相关技
术近年来在金融科技、物流、建筑等
行业加速落地应用，成为香港创科的
优势产业之一。

作为香港旗舰级创科中心，科学
园积极协助园内 AIR 企业与客户接
轨，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引导AIR企业
进行新的产品设计。为方便企业进行
机械人测试，科学园还设立了虚拟实
验室，帮助企业在虚拟环境下进行应
用场景测试。例如测试消毒机械人时
可模拟不同使用环境、长时间运作情
况，既能节省现场监察人力资源，还
可自动收集所需数据，大大降低了研
发周期和成本。

“科学园内目前有超过200家AIR
技术相关企业，产业整体发展势头强

劲。”香港科技园公司虚拟实验室总
监霍露明表示，香港在发展AIR技术
上有许多优势。“香港是一个密度
高、场景复杂的城市，可以收集许多
数据用作测试及辅助新技术发展，本
地科研企业及大专院校也在AIR领域
上具有一定实力。”

“这里有良好的创科生态圈，有
多元化的初创企业及成熟客户，为我
们提供了大量测试和改良机械人的场
景及案例。”国际智能物流科技企业
Geek+海外业务执行董事冯家浩表
示，Geek+今年在香港成立了全球研
发中心，为全世界物流市场研发AIR
技术，并利用相关技术协助香港各行
业转型，助力香港智慧城市发展。

此外，科学园计划推出一系列新

的资助方案，包括资助用户以较低门
槛试用企业开发的 AIR 技术新产品。
霍露明表示，科技园公司还将建立新的
数据平台，希望能够为园内企业提供更
多支持，推动香港AIR领域持续发展。

艺术科技创意十足

除传统创新科技外，艺术科技这
项新兴领域也将为香港创科生态发展
创造新机。团结香港基金早前发布的
艺术创新研究报告指出，文化及创意
产业极具经济潜力，能够促进香港经
济发展更加多元化。创意文化艺术界
与科技界携手合作、优势互补，可为
香港创意产业以至整体社会缔造更多
新可能和新机遇。

走进“创科体验馆”，一场以
“人·造”为主题的艺术科技展夺人眼
球，兼具艺术与创新科技的展品相互
交织，塑造出独特的交互美感。展览
策展人关尚鹏表示，为展现以科技促
进跨界别合作、推动文化及业界前进
的潜力，“创科体验馆”内每个展区
均设有跨领域创作的艺术科技展品。

“展品多以中国文化为切入点，实现
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
体现出科技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带领
世界与时并进的主题。”

“发展艺术科技不单能使香港文
化生态体系与时并进，更能借此汇聚
艺术界与科技界的人才。”团结香港
基金总干事郑李锦芬表示，艺术科技
可充分发挥双方优势，打造一个能紧
密联系业界、研究中心和大学的可持
续网络，让香港潜在的创意创新力量
得到更好发挥。

为支持推动艺术科技发展，科技
园公司与香港知专学院达成多项合
作，包括专项人才培育计划、设计比赛
等，全力培育本地艺术科技人才。香港
知专学院院长王丽莲表示，创新科技
是大势所趋，也为艺术创意提供更多
发挥空间。“我们希望为学生提供‘艺
术+创科’的跨学科知识，培育更多创
意人才，助力香港艺术科技蓬勃发展。”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金 晨

香港创新科技发展风生水起
本报记者 金 晨

参观者在“创科体验馆”内体验创科产品。参观者在“创科体验馆”内体验创科产品。 “创科体验馆”内的艺术科技互动体验区。“创科体验馆”内的艺术科技互动体验区。 可自动搬运货物的机器人。

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开启个性化创科旅程；戴上混合现实眼
镜，体验虚拟与现实的无缝对接……近日，香港科技园公司（科
学园）全新地标——“创科体验馆”正式启用，以充满未来感的
方式呈现各种极具发展潜力的创新科技。

近年来，香港在人工智能与机械人（AIR）、金融科技及智
慧城市等领域不断发力，创科生态日趋蓬勃。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林郑月娥此前到访科学园时表示，香港凭借自身实力加上国
家支持，必定能够发展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科枢纽，为国家
建设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近日正式发布。
新华社对此发表评论指出，这是中央
着眼于新时代丰富“一国两制”实践
作出的重大部署，对于全面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提升粤港澳合作水
平，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
意义，将进一步拓展港澳发展空间，
裨益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保
持长期繁荣稳定。评论文章摘编如下：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战
略部署，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
重大创举，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
开放的有力举措。近年来，大湾区建
设取得阶段性显著成效，正向着国际
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逐浪
前行。当下，珠海横琴、深圳前海两
个新方案相继出台，势将进一步推进
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建设，是具有前
瞻性、战略性、创新性、示范性的重
大安排部署。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
案》明确了四大战略定位、三个阶段发
展目标，提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元的新产业、建设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
业的新家园、构建与澳门一体化高水平
开放的新体系、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
共享的新体制。这些部署安排成为促进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契机，将为澳
门带来发展空间、专业人员、大型科研
设备共享以及更广阔的开放市场。长期
困扰澳门的产业单一、空间不足等发展
难题，有望得到根本解决。

《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
区改革开放方案》提出推进现代服务业创
新发展、加快科技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创新合作区治理
模式、深化与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扩大
金融业对外开放、提升法律事务对外开
放水平、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这些致
力于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全面深化改革创
新实验平台、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门户
枢纽的重要举措，将更为有效深化深港、
粤港合作，为香港发展扩大空间，为香
港的结构优化进一步发挥杠杆作用。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是港澳的立
身之本，也是破解港澳各种现实问题
的金钥匙。回归以来，中央始终高度
重视港澳发展，不遗余力地支持港澳
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将发展成果惠
及全体市民。实践证明，做好港澳发
展大文章，祖国是最大的靠山，“一国
两制”是最大的优势。出台两个新方
案从根本上而言，有助于港澳更好融
入国家发展大局，破解发展面临的结
构性难题，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横
琴、前海两个新方案落实落地落细，
有助于港澳社会抓住政策红利和大湾
区建设机遇，拓展新空间、注入新动
能，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坚守“一
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相信
有中央的大力支持，有粤港澳三地的
携手努力，以推进共建两个合作区为
契机，定能将大湾区建设推向崭新未
来，香港、澳门的发展定会迎来更光
明前景，创造更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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