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時發佈 

JobsDB 辦亞洲最大型網上招聘博覽  

逾 90 間大型企業及創科公司參與 並設星級講座探討最新行業趨勢 

登記即送 1 個月數碼技能提升課程 助打工仔提升職場競爭力  
 

 

下載高清圖片：按此 

 

(2022 年 3 月 2 日，香港) 近年數碼轉型急速發展，數碼科技人才需求殷切，根據

JobsDB最新招聘廣告數字，2021年資訊科技相關職位空缺按年錄得三成五增長，為

三大需求最高工種之一。針對全球市場數碼化的趨勢， JobsDB母公司 SEEK Asia於

3月 9日至 11日一連三日夥拍 Tech in Asia舉辦亞洲最大型網上招聘博覽「Asia’s 

Biggest Virtual Career Fair」，今次 JobsDB首次同時連線 6個國家及地區，於香港

邀請逾 90間跨國及本地企業參與，即場進行網上招聘；同時請來多位星級講者分享

數碼科技最新趨勢，並每日舉行一場數碼技能Masterclass，助求職者掌握數碼新

知，發掘職涯新出路。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I9fc9mp4KOaCvqhRWRRB8hmxgMmxYwU5/view?usp=sharing
https://careerfair.jobsdb.com.hk/
https://careerfair.jobsdb.com.hk/


 

 
多間大型企業參與線上招聘 職位空缺涵蓋多個新興及傳統行業工種 

疫情新常態下，企業除繼續發展電商物流外，亦爭相投入元宇宙、虛擬實境（VR）等

領域以開拓零接觸商機，因而衍生不少新工種。有見數碼科技發展引領的職場新趨

勢，JobsDB特意邀請超過 90間本地大型企業及創科公司於活動期間進行即時線上招

聘，包括全球知名品牌雀巢香港有限公司、大型網購平台 HKTVmall、餐飲外送平台

戶戶送（Deliveroo）、快遞物流綜合服務商順豐速運，以及本地大型博彩及公益慈善

資助機構香港賽馬會（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等；除數碼科技相關工種，職缺

亦同時涵蓋會計、市場營銷等不同前線及後勤工種，為打工仔發掘更多心水好工。 

 

而配合是次數碼科技主題並方便求職者使用，招聘博覽將設立即時線上互動平台，求

職者可透過手機流動裝置與僱主招聘代表交流，進行即時對話和線上面試，並深入了

解職位內容及要求，隨時隨地找到工作新機遇。 

 

星級講者陣容鼎盛 講座內容涵蓋元宇宙、NFT 等熱門議題 

此外，JobsDB亦為有意投身數碼科技行業的求職者舉辦一系列星級線上講座及數碼

技能Masterclass，邀請來自科技獨角獸企業、初創公司和大型企業代表分享數碼科

技的最新動向及未來趨勢。講者陣容鼎盛，其中包括香港寬頻持股管理人及數碼轉型

總裁許先耀先生、薯片叔叔共創社創辦人曾俊華先生、區塊鏈遊戲企業  Animoca 

Brands 戰略合作總監周僖敏女士及大型娛樂網購平台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

（HKTV）集團人才招聘及學習發展主管李超麟先生等。 

 

星級線上講座內容非常多元化，涵蓋雲端系統、人工智能、元宇宙、NFT、電商、數

碼轉型及個人技能提升等多個領域；而業界翹楚及專家的分享更有助打工仔深入了解

行業前景，把握每一個發展機遇。此外，大會特別安排每日一場數碼技能



 

 
Masterclass，向參加者教授專業知識，如使用者介面/使用者經驗（UI/UX）、區塊鏈

及大數據的應用等，讓一眾打工仔掌握最新最實用的數碼技能，自我增值，為個人職

涯發展做好準備。（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JobsDB香港區營運總監 Bill Lee表示：「疫情新常態下，催使各行各業將業務數碼

化、自動化；加上區塊鏈、人工智能（AI）等新興科技崛起，『Web 3.0』有望繼續成

為商界的熱門話題，種種因素令市場對數碼人才需求激增，相信具備數碼知識的打工

仔在職場上亦將更有競爭力。因此 JobsDB今次特別舉辦亞洲最大型網上招聘博覽，

讓一眾打工仔在發掘事業新路向同時，了解數碼發展趨勢及最新行業發展動向，讓有

意轉工或轉行的打工仔能積極裝備自己，長遠規劃甚至改變職涯，尋找符合自己需要

的理想好工。」 

  

網上優先登記 把握轉工先機兼享一個月免費數碼課程 

JobsDB亞洲最大型網上招聘博覽歡迎各行各業人士參加，求職者只需成功網上登

記，即可獲贈由 FevaWorks提供的一個月免費試堂（價值 HK$299）*，針對個人行

業需求提升職場數碼技能，裝備自己迎接大小挑戰。另外，於是次招聘博覽成功申請

工作，更有機會免費獲得單對單面試準備諮詢（價值 HK$4,000）*，由資深職涯顧問

解答打工仔對職涯規劃、面試準備、行業動態等大小疑問，有關詳情可參考活動專頁

（*優惠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立即瀏覽 https://careerfair.jobsdb.com.hk/，追蹤更多 JobsDB亞洲最大型網上招聘

博覽的最新資訊。JobsDB 祝願打工仔成功找到屬於自己的心水好工！ 

 
 
 

https://careerfair.jobsdb.com.hk/


 

 
附件一：香港區星級線上講座及數碼技能 Masterclass 詳情 

 

日期： 3月 9日（三） 3月 10日（四） 3月 11日（五） 

主題： 數碼技能提升 數碼科技工作的未來發展 企業如何成功數碼轉型 

2:00pm 星級線上講座(一) 
 
題目：你準備好進入 VUCA

時代嗎? 
 
嘉賓：薯片叔叔共創社創

辦人 曾俊華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四) 
 
題目：了解 NFT與元宇宙及其

行業發展趨勢 
 
嘉賓：Animoca Brands 戰略合

作總監  周僖敏女士 
 

星級線上講座(五) 
 
題目：Web3、 元宇宙、 NFT、

區塊鏈...：你準備好迎接新時代

嗎? 
 
嘉賓：UCOLLEX 國際有限公司

首席技術官及聯合創始人 熊世

賢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八) 
 
題目：新常態下的企業發展

方向重整 
 
嘉賓：香港寬頻持股管理人

及數碼轉型總裁 許先耀先生 
 

3:00pm 星級線上講座(二) 
 
題目：淺談邁向 Web 3.0 

(時代) 的軟實力 
 
嘉賓：PREFACE公司創辦

人及行政總裁 Tommie Lo

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六) 
 
題目：人工智能如何推動商業發

展及其競爭優勢 
 
嘉賓：利聯互動科技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 吳壽冠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九) 
 
題目：團隊與科技成就裝修

新生態 
 
嘉賓：裝修佬科技有限公司

創辦人 廖沛賢先生 



 

 

4:00pm 星級線上講座(三) 
 
題目：未來人才新定義 : 發

掘及提升香港人才寳庫 
 
嘉賓：Generation香港行

政總裁 鄭浩維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七) 
 
題目：電商科技創業的新紀元及

如何以科技令生活更美好 
 
嘉賓：香港科技探索有限公司 

（HKTV）集團人才招聘及學習

發展主管李超麟先生、香港科技

探索有限公司 （HKTV）高級產

品管理經理 Daniel Cheng 先生 
 

星級線上講座(十) 
 
題目：數碼轉型在香港的機

遇 
 
嘉賓：VMware 香港及澳門

總經理 藍建基先生  
 

5:00pm 數碼技能 Masterclass (一) 
 
題目：學習 UI/UX設計 提

升職場競爭力 
 
嘉賓：科域資訊教育中心

高級講師  陳子汶先生 

數碼技能 Masterclass (二) 
 
題目：區塊鏈技術如何應用並變

革企業模式？ 
 
嘉賓：PREFACE公司創辦人及

行政總裁 Tommie Lo 先生 
 

數碼技能Masterclass (三) 
 
題目：迎接大數據 - 如何利

用 Power BI 獲得更多 
 
嘉賓：科域資訊教育中心高

級講師 陳俊賢先生 

 

--完-- 

 

關於 JobsDB 

作為香港人的職涯拍檔，JobsDB志在幫助各位於職場上覓得具意義且值得投放熱誠

的工作；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人力資源合作夥伴，JobsDB築起溝通橋樑以連結僱主

及合適的求職者，助企業加強長遠發展的效益。JobsDB的全新企劃 #LetsGetToWork 

透過提供專業人才方案，鼓勵僱主及求職者積極開拓更多可能性，實現理想規劃。請

即登入 JobsDB.com，尋覓你的理想工作。 



 

 
 關於 SEEK Asia 

SEEK Asia 旗下業務包括 JobsDB 和 JobStreet，皆是亞太區首屈一指的網上求職招聘

平台。集團業務遍及七個國家及地區，包括香港、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

菲律賓及越南。SEEK Asia 母公司 SEEK Limited Company 於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同時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網上就業平台， 而單單於 SEEK Asia 旗下的網上平台每年吸引

逾 4 億造訪人次。 

 

關於 SEEK Limited 

SEEK 有著多元業務範疇，包括網上就業、教育、商務及義工等；業務亦遍及全球，包

括澳洲、紐西蘭、中國、香港、東南亞、巴西及墨西哥，接觸超過 29 億用戶，佔全

球 GDP 約 27%，為全球求職者引路。SEEK 是打入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首一百

名，並榮獲福布斯全球最具創新力企業前二十位的殊榮。 

 

此新聞稿由 MSL Group 代表 JobsDB 集團（香港）發布。傳媒如有垂詢，請聯絡： 

Annette Wong 
MSL Group 
+852 2804 8112 
annette.wong@mslgroup.com 

Nicole Chan 
JobsDB Hong Kong 
+852 3909 9914 
nichan@jobsdb.com 

Vincent Ip 
MSL Group 
+852 2804 8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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