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inTech Anti-epidemic Scheme for Talent Development1



目的
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計劃(FAST) 是在特區政府防
疫抗疫基金下成立， 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委託數碼
港執行

• 旨在創造新的金融科技工作機會，豐富香港的
金融科技人才庫

• FAST現於2022年7月18日再度接受申請，申請
截止日期延長至2022年10月18日中午十二時，
或當FAST資助總額耗盡為止，以較早者為準。



薪金補貼
• 補貼名額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公開申

請

• 每間金融科技公司可以申請一個新
全職職位補貼

• 資助額須全數用作支薪，為期最長
12個月

每3個月
120,000

港元
12 個月

每 1 公司

+

1 職位

• 成功申請計劃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
從2022年7月18日到2023年7月18日，
獲取每月最多10,000港元資助額，資
助為期最長12個月

• 每3個月資助額的款項以預支的形式
發放



I. 資格
申請者(企業)資格:

• 申請者必須是：
• 香港註冊公司；或
• 非牟利組織

• 申請者必須於2022年1月1日以前已在香港註冊及營業，並且在申請時仍在營運

• 申請者必須於香港有固定的實體辦事處在關鍵市場領域 進行主要及實質的金融科
技業務 （請參閱申請者指引的附錄2）

• 申請者必須未曾獲得本計劃補貼

• 申請者必須遵守本「指引」或一切相關法律所要求的責任



金融科技領域和活動的定義 (1)

1) 資產管理 : 機械人顧問、微型投資
2) 銀行業務 : 銀行基礎設施
3) 區塊鏈 :食品工業、環球貿易、貿易融資、跨境付款、

身份保護、供應鏈、政府、醫護、保險、媒體和娛
樂、數碼資產保管人服務、數碼資產交易、資產代
幣化

4) 數據與分析 : 信用參考、資本市場、保險
5) 存款和貸款 : 數碼銀行、金融科技資產負債表貸款、

商業貸款、個人和商業銀行、個人貸款
6) 財務管理 : 個人理財、中小型企業管理工具
7) 財務軟件 : 風險管理、付款服務、銀行業務、資產管

理與資本市場、保險、 會計

資料來源，包括：德勤、安永、IBM、國際結算銀行、標普全球、
數碼港金融監管科技報告和互聯網。

金融科
技

金融科技業務

金融科技業務

金融科技業務



金融科技領域和活動的定義 (2)

8) 保險 : 保險科技業務模式
9) 獲取保險客戶 : 保險比較／市場、獲取保險新用戶
10) 保險業務 : 個人保險管理平台、保險數據／情報、保險基礎設施／後台
11) 投資管理 : 金融研究與數據、機構投資、零售投資
12) P2P保險 : P2P保險
13) 支付、結算和交收 : 數碼支付服務、電子貨幣
14) 支付 : 消費者付款、金融交易安全、國際匯款、付款後台和基礎建設、銷售點付款
15) 個人保險 : 汽車保險、員工福利平台、人壽、家居、財物和意外保險
16) 平台 : P2P借貸、交易平台、個人理財、聚合網站
17) 監管科技 : 數據管理解決方案、稅務、風險或記錄管理解決方案、 「了解您的客戶」和 「反洗錢」

解決方案、交易監控、監管報告或變更管理軟件、解決特定問題的解決方案（例如《通用數據保障條
例》）



II. 資格
應聘者資格:

• 必須是年滿18歲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並持有香港身份證（包括永久及非永久
居民，並持有有效來港工作簽證）

• 應聘者必須持有專上或大專院校課程中獲得的認可證書、文憑、學位，或具有
相關工作經驗（請參閱 fast.cyberport.hk 附件1）



申請程序
• 計劃於2022年7月18日中午12:00時至2022年10月18日上午11:59時開放申

請

• 申請者應在計劃網站 (fast.cyberport.hk)上填妥所需資料，並連相關證明文件
一併提交

• 申請人可以在僱用合資格應聘者之前提交「預先批核」

• 倘「預先批核」獲批，若申請者在收到「預先批核」後的3個月內沒有以合適的
應聘者填補新職位，則任何補貼將被取消。

申請開放 2022年7月18日 Fast.cyberport.hk 預先批准 (申請者) 獲批 (應聘者)



申請 - 所需證明文件
申請者的資格 (必須提交)
1. 2022年1月1日之前已生效的香港公司註冊證明書或商業登記證，及提交FAST申請當天仍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或

如法例並無要求申請者必須持有商業登記證，則應提交令人滿意的有效經營及存續證明
2. 過去三個月內其中一份的銀行月結單

3. 過去三個月內發出的業務營運證明，包括以下其中一項：
I. 強積金供款單
II. 申請者的租金發票或收據、徵收差餉或地租通知書、或管理費發票或收據
III. 申請者的公用事業帳單（例如：電費單或水費單）
IV. 申請者採用的電子支付網關（例如：信用卡、八達通、易辦事、支付寶、微信支付等等）證明文件（例

如帳單）
V. 其他等同的業務營運證明

4. 金融科技活動的證據，包括以下至少其中一項：
I. 已簽署並包含客戶名稱及服務細則的客戶協議
II. 概念驗證
III. 資金籌集記錄 – 適用於尚未錄得收入的金融科技公司
IV. 認可的行業機構和協會的公司會籍（請參閱附件3）
V. 認可機構的金融科技相關服務供應商（請參閱附件4）
VI. 金融科技相關獎項或業界嘉許（請參閱附件5）
VII. 其他等同的金融科技活動證據



申請 - 所需證明文件

應聘者相關的資料：

1. 新職位的職責說明及職位要求

2. 申請者的公司架構圖以識別新創造職位

3. 應聘者的香港身份證資料 (副本)

4. 已簽訂的僱傭合約（聘用期應不少於12個月）

5. 應聘者的個人履歷；以及學歷證書、成績單或推薦信

6. 每6個月的主要活動和工作，作為所需進度審查的可衡量績效指標



有關詳細資訊，請參考網站
fast.cyberport.hk



重要說明 (1)
將不會為以下類型的新職位或費用或以下應聘者提供補貼：

• 應聘者在僱用期間從事與金融科技無關的工作或項目

• 不符合應聘者資格的應聘者

• 除基本工資外的其他費用，例如強積金、津貼、間接費用或附帶福利

• 非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的應聘者

• 申請者在申請日期前的3個月內僱用的應聘者

• 應聘者是申請者的東主、董事、合夥人或股東，或以上人士親屬

• 若新職位的僱傭合約不符合香港的僱傭法例

• 若應聘者正在接受任何其他本地公共資助計劃提供的其他工作補貼



重要說明 (2)
• 新職位的工作安排期限不得少於12個月，新職位的基本月薪工資不低於 10,000

港元

• 新職位必須在獲得數碼港預先批准後3個月內填補。否則，名額將會被收回

• 在補貼期間，新職位的任何裁員、新職位的工作性質或範圍發生任何重大變化，
補貼將被沒收

• 申請者應每三個月向數碼港提供進一步的證明文件，並在整個聘用期內參加半
年一次的基本進度審查，以匯報僱傭狀況



重要說明 (3)



案例研究 – 公司 A (提交申請時沒有合適的應聘者)

獲批准:
9月18日

12個月補貼期

3個月申請期

2022年7月18日

2022年10月18日

2023年7月18日

公司提交申請:  
7月18日

公司提交應聘者資料:
僱用日: 8月18日

預先批准: 
8月1日

獲取11個月補貼

※ 公司A需在完成職位招聘後的30天之內提交應聘者資料。

※ 補貼期將由應聘者的僱用日起計，獲取每月最多10,000港元資助額。

※ 補貼將於9月18日申請獲批後安排發放。



更換應聘者:
2023年1月19日

員工辭職: 
2022年12月18日

案例研究 – 公司 A (更換應聘者)

12個月補貼期

3個月申請期

2022年7月18日 2022年10月18日
2023年7月18日

5個月補貼 6個月補貼

通知
數碼港

※ 公司A需在僱員辭職後的14天內通知數碼港，並在完成職位招聘或補缺後的30天內提交更換應聘者之補充文件。

※ 可獲補貼共11個月。



關鍵日期

12個月補貼期

3個月申請期

2022年7月18日 2022年10月18日 2023年7月18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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