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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仔三哥米線 侍應 一般樓面工作，包括落單，傳菜，招呼客人，清理

餐桌等工作。 

每月出勤獎金$1300；品質服務獎金

$400-600；每月營業獎；季度達標營業

獎金；膳食供應 

 

早上 11:00-晚上

10:00(輪班，輪休)  (10

小時或以上) 

屯門 / 天水圍 

譚仔三哥米線 廚房 預備及烹調食物，廚房清潔。 每月出勤獎金$1300；品質服務獎金

$400-600；每月營業獎；季度達標營業

獎金；膳食供應 

 

早上 11:00-晚上

10:00(輪班，輪休) (10

小時或以上) 

屯門 / 天水圍 

譚仔三哥米線 洗碗員 一般碗碟清洗，需協助廚房同事工作 每月出勤獎金$1300；品質服務獎金

$400-600；每月營業獎；季度達標營業

獎金；膳食供應 

 

早上 11:00-晚上

10:00(輪班，輪休) (10

小時或以上) 

屯門 / 天水圍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航空保安督導 航機搜查、旅客及行李安檢、貨物安檢、證件檢

查、機場客運大樓及飛行區管制等 

薪酬:$14,730-16,070 (9 小時)，滿一年月

薪連津貼可達$17,090，滿兩年月薪連津

貼可達$17,510 ; $18,130-18,760 (12 小

時)，滿一年月薪連津貼可達$19,790，滿

兩年月薪連津貼可達$20,210;福利:年假

12 天,勞工假期,年終賞金,醫療福利,生日

假期 

 

9 小時三班制/12 小時兩

班制 

香港國際機場 

機場保安有限公司 Aviation Security 

Officer 

Aircraft Cabin Search, Passenger and Baggage Screening, 

Cargo Screening, Document Verification, Terminal and 

Airfield Access Control 

Salary:$14,730-16,070 (9hours)，After one 

year service may reach $17,090，After two 

years service may reach$17,510 ; $18,130-

18,760(12hours)，After one year service 

may reach$19,790，After two years service 

may reach$20,210;welfare  :Annual Leave 

12 Days, Statutory Holidays,End of Year 

Payment,Birthday Leave 

 

 

 

9 hours shift duties/12 

hours shift duties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屯聚伯樂‧前程無憂」招聘會 職位空缺 

(2/43) Last updated:28/9/2018 

公司名稱 職位 職責 / 要求 薪酬 / 津貼 / 福利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碧瑤綠色集團 園藝技工 負責操作園藝機械，如電鋸、打草機、籬笆剪。最

少１年園藝保養及斬樹經驗、需持平安卡及工人註

冊證、具園藝相關證書優先。 

 

月薪 $15,000，每週工作 6 天，輪休 08:00-17:00 屯門/上水集合 

碧瑤綠色集團 清潔員 負責公園清潔及一般事務(包括洗手間清潔) 薪金面議、每週工作 6 天，輪休 每天工作 8 小時 屯門公園 

嘉頓有限公司 清潔員(2 位) 廠房淸潔工作                                

無須經驗，學歷不拘 

$11200(月薪+勤工)                                  

廠車接送服務 / 年終獎金 / 醫療福利 

07:30-16:30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兼職清潔員(2

位) 

廠房淸潔工作                                

無須經驗，學歷不拘 

$55/時薪  

廠車接送服務 

07:30-11:30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生產員(5 位) 食品生產工場工作                             

無須經驗，學歷不拘 

$10400-$12350  (月薪+勤工+津貼)                

早班廠車接送服務 /   年終獎金 / 醫

療福利 

 

07:30-16:30 .or. 16:00-

00:30 .or. 23:30-08:00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包裝員(5 位) 食品包裝工場工作                        無須

經驗，學歷不拘 

$10000-$11950(月薪+勤工+津貼)                

早班廠車接送服務 / 年終獎金 / 醫療

福利 

 

07:30-16:30 .or. 15:30-

24:00 .or. 23:00-07:30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兼職/合約包裝員

(2 位) 

食品包裝工場工作                             

無須經驗，學歷不拘 

$47.5/時薪  

 廠車接送服務 

08:30-12:30 .or. 13:30-

17:30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兼職/合約生產員

(2 位) 

食品生產工場工作 

無須經驗，學歷不拘 

$60/時薪 18:00-23:30       任擇

4 小時 

深井 

嘉頓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文員(2

位) 

接聽客戶電話及落單工作 

中五程度、懂基本電腦操作 

 

 

 

 

$10320(月薪+勤工+達標獎金)                

早班廠車接送服務 /   年終獎金 / 醫

療福利 

 

08:30-17:30 深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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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收派員 - 負責於工商區上門收取或派送包裹或文件； 

- 貨物處理及交收 

- 懂英文地址及簡體字； 

- 具有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 能應付室外工作；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底薪加豐厚票數提成，勤工獎，地區津

貼，地區津貼，酌情花紅，醫療保險，

有薪年假，年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18,000-22,000 

08:15-19:15 

（長短週工作） 

港九新界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營運司機 - 負責駕駛 5.5 噸貨車運送貨物往返貨倉及門市； 

- 協助上落貨； 

- 做好車輛的保養、清潔工作 

- 具 2 年以上駕駛工作經驗（需工作證明）； 

- 持有 1,2 號車牌，具 18 牌更佳； 

- 面試時需持有 1 個月內有效之扣分紙； 

- 懂英文地址及簡體字；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勤工獎，超時津貼，維修獎，安全獎，

清潔獎，月度獎金，酌情花紅，醫療保

險，有薪假，年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於天水圍，屯門，元朗，上水，粉嶺

及沙田區有專車接送 

**須持一個月內有效扣分紙 

$17,000-23,000 

上午 7:15 - 晚上 6:15 

（長短週工作） 

青衣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店務助理 - 負責於店舖收派及分撥包裹等快件； 

- 搬運、掃描及資訊上報； 

- 電話聯絡顧客提取貨件； 

- 協助客戶提件及解答客戶查詢 

- 有客戶服務經驗優先； 

- 簡單中文輸入及電腦應用；懂英文地址及簡體字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勤工獎，地區津貼，超時津貼，月度獎

金，酌情花紅，醫療保險，有薪假，年

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13,000-$18,000 

星期一至日： 

上午 10:00 - 晚上 7:00 

下午 1:00 - 晚上 10:00 

（每週工作 6 天及需輪

班工作） 

港九新界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 負責中港貨車到港後的拆櫃卸貨； 

- 分撥快件及裝車處理； 

- 跟隨營運車派發快件 

- 有相關拆櫃卸貨經驗優先考慮； 

- 刻苦耐勞，有責任心 ；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勤工獎，超時津貼，酌情花紅，月度獎

金，夜班津貼，形象獎金，醫療保險，

有薪假，年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於天水圍，屯門，元朗，上水，粉嶺

及沙田區有專車接送 

$15,000-21,000 

 

上午 11:00 - 晚上 10:00 

或 

晚上 11:00 - 早上 10:00 

（長短週工作） 

青衣/機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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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文員 - 掃描及資訊上報； 

- 接聽門市查詢電話； 

- 處理日常電腦資料維護及補錄 

- 簡單輸入 

- 懂英文地址及簡體字 

- 中五或以上; 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 良好廣東話; 簡單英文; 簡單普通話 

 

 

勤工獎，超時津貼，酌情花紅，醫療保

險，有薪假，年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於天水圍，屯門，元朗，上水，粉嶺

及沙田區有專車接送 

$11,000-$14,000 

上午 9:00 - 晚上 6:00 

或 

下午 1:00 - 晚上 10:00 

或 

晚上 23:00 - 早上 8:00 

（每週工作 6 天） 

青衣/機埸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門市跟貨員 - 負責將中港快件進行裝卸、搬運、掃描及資訊上

報； 

- 於店舖進行裝卸工作貨物裝車及分撥快件； 

- 電話聯絡顧客提取貨件； 

- 協助派送急件及支援分部其他工作 

- 有相關體力操作經驗優先考慮； 

- 須要時須加班工作；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港島工作津貼，超時冿貼，勤工獎，月

度獎金，酌情花紅，醫療保險，有薪

假，年資獎及強積金福利 

$15,000-18,000 

08:15-19:15 

（長短週工作） 

港九新界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

公司 

司機收派員 - 負責駕駛輕型貨車上門到客戶處理收送貨件； 

- 檢查、申報包裹內容並做好快件包裝 

-具 2 年以上輕型貨車駕駛工作經驗（需工作證

明）； 

- 持有 1,2 號車牌； 

- 面試時需持有 1 個月內有效之扣分紙； 

- 懂英文地址及簡體字  

- 中三或以上；讀寫：一般中文及英文 

- 會話：良好廣東話、簡單英文、簡單普通話； 

 

 

 

底薪加豐厚票數提成, 勤工獎, 地區津

貼, 維修獎,安全獎,清潔獎, 罰款津貼, 

酌情花紅,醫療保險,有薪假,年資獎及強

積金福利 

**須持一個月內有效扣分紙 

$19,000-27,000 

08:15-19:15 

（長短週工作）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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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 無印良品 Customer Service 

Associate (Full 

Time) 

顧客服務員 (全

職) 

提供顧客服務；介紹產品設計及功能；負責管理貨

品及確保存貨充足；貨品陳列及保持貨場整潔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10,500 - $12,5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及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括 1 小時休息)，每

週工作 5 - 6 天，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Customer Service 

Associate (Part 

Time) 

顧客服務員 (兼

職) 

提供顧客服務；介紹產品設計及功能；負責管理貨

品及確保存貨充足；貨品陳列及保持貨場整潔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45 起 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天工作 4 - 8.5 小

時，每週最少工作 3 天 

(當中星期六、星期日或

公眾假期其中一日必須

全日上班) ，需輪班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Store Assistant 

(Part Time) 

理貨員 (兼職) 

負責管理貨品及確保存貨充足；貨品陳列及保持貨

場整潔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42 起 兼職時段： 

上午 8 時至下午 1 時 

下午 1 時至下午 6 時 

下午 6 時至晚上 11 時 

每星期最少工作 4 小時

及每天不少於最少 4 小

時，需輪班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Cashier (Full 

Time) 

收銀服務員 (全

職) 

負責提供準確收銀程序；提供包裝服務；提供顧客

服務及處理查詢；協助管理貨品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11,500 - $13,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收銀員特別獎金及每

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括 1 小時休息)，每

週工作 5 - 6 天，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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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 無印良品 Cashier (Part 

Time) 

收銀服務員 (兼

職) 

負責提供準確收銀程序；提供包裝服務；提供顧客

服務及處理查詢；協助管理貨品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45 起 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天工作 4 - 8.5 小

時，每週最少工作 3 天 

(當中星期六、星期日或

公眾假期其中一日必須

全日上班) ，需輪班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Storekeeper (Full 

Time) 

倉務員 (全職) 

負責及確保收發貨無誤；整理貨品及處理後倉存貨

管理；需要上門為客人提供傢俬安裝服務；到貨倉

處理商品品質檢查；執行工作安全檢查；協助提供

顧客服務；需外勤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11,000 - $13,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傢俬安裝津貼及每月

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括 1 小時休息)，每

週工作 5 - 6 天，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Store Keeper (Part 

Time) 

倉務員 (兼職) 

負責及確保收發貨無誤；整理貨品及處理後倉存貨

管理；需要上門為客人提供傢俬安裝服務；到貨倉

處理商品品質檢查；執行工作安全檢查；協助提供

顧客服務；需外勤    

中五程度或以上，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

通話，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45 起 上午 8 時至晚上 7 時；

每天工作 5 - 8.5 小時，

每週最少工作 4 天，輪

班 

港九新界 

MUJI 無印良品 Chef / Senior Chef 

(Full Time) 

廚師 / 高級廚師 

(全職) 

負責烹調西日式菜式餐及甜點；向顧客介紹食物；

保持廚房清潔、衛生及環境安全；需協助處理廚房

清潔及洗碗工作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廚師必須具備最少兩年相關工作經驗 

有烹飪經驗，著重健康的烹調方式，對食物及廚房

的安全衛生有基本知識 

 

$14,000 - $18,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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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 無印良品 Chef Apprentice 

(Full Time) 

廚師學徒 (全職) 

負責協助烹調西日式菜式餐及甜點；向顧客介紹食

物；保持廚房清潔、衛生及環境安全；需協助處理

廚房清潔及洗碗工作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對入廚工作有熱誠 

$11,000 - $12,5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MUJI 無印良品 Restaurant 

Supervisor (Full 

Time) 

餐廳主任 (全職) 

提供顧客服務；負責餐廳日常營運及貨品管理；餐

廳人事管理及培訓 

中五程度，能操流利廣東話，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能讀寫中文及英文 

最少 3 年相關工作經驗 

$15,500 - $20,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及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MUJI 無印良品 Server (Full Time) 

餐膳服務員 (全

職) 

提供顧客服務；向顧客介紹食物及安排座位；負責

提供準確收銀程序；協助日常店舖及廚房的清潔工

作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11,300 - $13,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MUJI 無印良品 Server - Drink Bar 

Operator (Full 

Time) 

水吧調配員 (全

職) 

負責協助提供顧客服務；餐廳水吧運作；飲品製作

及甜品供應；確保飲品及食物品質符合公司要求；

監控材料庫存及處理訂貨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11,300 - $13,0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MUJI 無印良品 Server (Part Time) 

餐膳服務員 (兼

職) 

提供顧客服務；向顧客介紹食物及安排座位；負責

提供準確收銀程序；協助日常店舖及廚房的清潔工

作;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時薪$45 或以上         

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優惠、生日禮券、

在職培訓 

每星期最少工作 2 天及

每天不少於 4 小時，需

包括 1 天工作達 9 小時

或以上，上午 8 時至凌

晨 12 時，輪班，輪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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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JI 無印良品 Half Day Server 

(Part Time) 

半更餐膳服務員 

(兼職) 

AM / PM 

午市 / 晚市 

提供顧客服務；向顧客介紹食物及安排座位；負責

提供準確收銀程序；協助日常店舖及廚房的清潔工

作 

中五程度或以上，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時薪$53         

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優惠、生日禮券 

每星期工作 3-4 天，每

天工作 4.5 小時，輪

班，輪休 

午時：上午 11 時至下

午 3 時半 

晚上：下午 6 時半至 11

時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MUJI 無印良品 Cleaner (Full 

Time) 

清潔員 (全職) 

負責店舖清潔及洗碗工作 

小一程度或以上，一般粵語，懂讀寫中文 

$12,800 - $13,500 (包括每月勤工獎金

$500、加班津貼、每月獎勵金)  

另有年尾雙糧、酌情表現獎金、全職新

人獎金、港島區津貼 

醫療及住院津貼、員工購物及餐飲折扣

優惠、生日禮券、在職培訓 

 

每天工作 8.5 小時 (包

括 1 小時休息)，上午 8

時至凌晨 12 時，每週

工作 5-6 天，輪班，輪

休 

銅鑼灣、灣

仔、尖沙咀、

奧海城及九龍

塘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倉務員 - 負責一般倉務工作 

  (包括出貨、發貨、覆點及使用 PALM 機) 

- 每月定期檢查貨品生產期及到期貨品 

- 貨倉場地整理及盤點 

- 需體力勞動、搬重物 

- 有企或坐剷車牌優先 

- 懂基本數學計算 

- 懂基本電腦(有使用 Plam 機經驗優先) 

- 能閱讀基本英文及細字體 

月入可達 $12,800 或以上 

(全職) 年終花紅、 

每月生產力獎金、 

勤工獎、 

剷車手津貼 (獲公司委任者及持有坐剷

車牌)、 

特別交通津貼、 

銀行假期、有薪年假 10 天，最高可達

14 天、每月額外例半假期 (一年共多 6 

日假期)、 

加班津貼、 

假日上班津貼、 

廠車接送 (柴灣港鐵站、筲箕灣港鐵

站、小西灣、銅鑼灣、將軍澳、觀塘、

葵芳)、醫療福利、強積金 

 

 

 

09:00-18:00 (星期一至

日，每星期輪休一天) 

葵涌三號貨櫃

碼頭 B 座葵涌

亞洲貨櫃物流

中心 5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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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倉務文員 - 一般倉務文員工作 

-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包括收貨、出貨

及驗貨 

- 跟進訂單，更新庫存記錄及資料輸入 

-  1 年文員經驗優先 

- 懂中文及英文打字 

- 懂電腦及 Excel Pivot Table 及 v-look up 

 

月入可達 $12,800 或以上 

(全職) 年終花紅、 

每月生產力獎金、 

勤工獎、 

剷車手津貼 (獲公司委任者及持有坐剷

車牌)、 

特別交通津貼、 

銀行假期、有薪年假 10 天，最高可達

14 天、每月額外例半假期 (一年共多 6 

日假期)、 

加班津貼、 

假日上班津貼、 

廠車接送 (柴灣港鐵站、筲箕灣港鐵

站、小西灣、銅鑼灣、將軍澳、觀塘、

葵芳)、醫療福利、強積金 

 

09:00-18:00 (星期一至

日，每星期輪休一天) 

葵涌三號貨櫃

碼頭 B 座葵涌

亞洲貨櫃物流

中心 5 樓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司機 - 於貨櫃碼頭取車, 負責駕駛 10 噸車送貨到全港店

舖, 並安排上落貨及送貨。 

- 必須持有效 18 號車牌, 良好駕駛記錄，有責任

心、工作主動及守時。 

 

月入可達 $17,600 或以上 

(全職) 年終花紅、 

每月生產力獎金、 

勤工獎、 

剷車手津貼 (獲公司委任者及持有坐剷

車牌)、 

特別交通津貼、 

銀行假期、有薪年假 10 天，最高可達

14 天、每月額外例半假期 (一年共多 6 

日假期)、 

加班津貼、 

假日上班津貼、 

廠車接送 (柴灣港鐵站、筲箕灣港鐵

站、小西灣、銅鑼灣、將軍澳、觀塘、

葵芳)、醫療福利、強積金 

 

09:00-18:00 (星期一至

日，每星期輪休一天) 

葵涌三號貨櫃

碼頭 B 座葵涌

亞洲貨櫃物流

中心 5 樓 



「屯聚伯樂‧前程無憂」招聘會 職位空缺 

(10/43) Last updated:28/9/2018 

公司名稱 職位 職責 / 要求 薪酬 / 津貼 / 福利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莎莎化妝品有限公司 司機助理 - 負責裝/卸貨及跟車外出送貨到各店舖 

- 需體力勞動、搬重物 

- 無需經驗 

月入可達 $14,300 或以上 

(全職) 年終花紅、每月生產力獎金、勤

工獎、剷車手津貼 (獲公司委任者及持

有坐剷車牌)、特別交通津貼、銀行假

期、有薪年假 10 天，最高可達 14 天、

每月額外例半假期 (一年共多 6 日假

期)、加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廠車接

送 (柴灣港鐵站、筲箕灣港鐵站、小西

灣、銅鑼灣、將軍澳、觀塘、葵芳)、醫

療福利、強積金 

 

09:00-18:00 (星期一至

日，每星期輪休一天) 

葵涌三號貨櫃

碼頭 B 座葵涌

亞洲貨櫃物流

中心 5 樓 

唐記包點 主任 管理分店營運達至公司標準 

提升分店營業額、減省開支及監管財產 

正確處理分店人事安排及文件工作 

接收總部提供資訊後進行發佈、推廣並跟進執行受

委派事項並監督成效 

 

月薪 : $15,000                                                                                                                                                                                                

住院福利，年假 7 天，營業額獎金，生

日假期。 

(夏季津貼、跨區津貼及膳食津貼，只適

用於指定分店) 

星期一至日:上午 6:00

至晚上 12:00，每天工

作 9 小時，需輪班，輪

休 

觀塘，中環，

大圍，旺角，

天水圍，藍

田，東涌 

唐記包點 店務員 負責售賣中式包點、點心、蒸飯，提供優質客戶服

務 

月薪 : $10,000 - $11,000 供膳食、獎

金、津貼、港島區跨區津貼 

星期一至日:上午 6:00

至晚上 12:00，每天工

作 9 小時，需輪班，輪

休 

 

觀塘，中環，

大圍，旺角，

天水圍，藍

田，東涌 

唐記包點 廚房組員 負責製作中式包點、點心、蒸飯 月薪 : $10,000 - $13,000 供膳食、獎

金、津貼、港島區跨區津貼 

星期一至日:上午 6:00

至晚上 12:00，每天工

作 10 小時，需輪班，

輪休 

 

觀塘，中環，

大圍，旺角，

天水圍，藍

田，東涌 

唐記包點 洗碗員 負責清洗店內碗碟及器皿，清潔垃圾 月薪 : $10,000 - $10,500 供膳食、獎

金、津貼、港島區跨區津貼 

星期一至日:上午 6:00

至晚上 12:00，每天工

作 9 小時，需輪班，輪

休 

 

觀塘，中環，

大圍，旺角，

天水圍，藍

田，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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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記包點 包裝員 學習標準生產工序、認識產品標準 月薪 : $11,000 供膳食 星期一至日:上午 7:15

至下午 5:15，每天工作

10 小時，需輪休 

 

觀塘 

唐記包點 司機 執行標準、處理組別突發事情並回報、執行職安健

工作環境及運輸部守則 

月薪 : $18,000 供膳食 星期一至日:上午 5:30

至下午 2:30 / 下午 1:00

至晚上 10:00，每天工

作 10 小時，需輪休 

 

觀塘 

唐記包點 跟車員 執行標準、職安健工作環境及運輸部守則 月薪 : $13,500 供膳食 星期一至日:上午 5:30

至下午 2:30 / 下午 1:00

至晚上 10:00，每天工

作 10 小時，需輪休 

 

觀塘 

唐記包點 倉務員 執行公司標準、上級指示， 

職安健工作環境及確保貨物準確， 

先入先出，貨物記錄盤存 

 

月薪 : $12,500 供膳食 星期一至日:上午 7:30

至下午 5:30，每天工作

10 小時，需輪休 

觀塘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旅客服務主任                                            

'- 香港中學會考/

文憑或同等學歷 

- 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包括英語，

廣東話及普通話 

- 能夠獨立於壓

力下工作 

- 負責辦理登機手續 

- 負責登機及到港閘口提供旅客服務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2,0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額外加班津貼                                                                         

3. 年終獎金                                                                            

4. 工作表現獎 

5. 醫療福利 

6. 優惠旅遊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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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飛機裝卸督察                                             

' - 香港中學會考

/文憑學或同等學

歷， 

- 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包括英語，

廣東話及普通話 

- 能夠獨立並於

壓力帶領屬下飛

機裝卸代理員小

組工作 

- 最少 1-2 年工

作經驗 

- 持有輕型貨車

及私家車駕駛執

照 

 

- 督導飛機裝卸代理員，督導隊員準時完成裝卸航

機工作 

及符合安全指引 

- 確保運作能達到安全標準及準時 

- 監督航班運作能安全地、準確地完成整個程序，

並保持服務質素 

- 帶領及監察屬下飛機裝卸代理員小組的工作表現

能否達到相關標準，如有事故發生時能加以管理及

改正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6,0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營運部門組別津貼 

3. 額外加班津貼 

4. 工具操作津貼                                                                         

5. 年終獎金                                                                            

6. 工作表現獎 

7. 醫療福利 

8. 優惠旅遊機票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巴士駕駛員                                                    

'-小學程度 

-3 年或以上有關

工作經驗 

-良好駕駛紀錄 

-持 1，2，4，

5，9 及 10 類駕

駛執照 (持有 18

類駕駛執照優先

考慮) 

-能書寫及閱讀簡

單英文 

 

 

 

-提供機組人員, 職員及員工穿梭巴士服務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4,0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營運部門組別津貼 

3. 額外加班津貼 

4. 工具操作津貼                                                                         

5. 年終獎金                                                                            

6. 工作表現獎 

7. 醫療福利 

8. 優惠旅遊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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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機場工具駕駛司

機                                      

'- 小六或以上程

度 

- 持有駕駛執照

1 及 2 類,具一年

實際駕駛經驗,   

駕駛扣分記錄於

2 年內不超過 6

分, 並且沒有不

小心駕駛記錄. 

- 負責駕駛地面裝卸工具(例如拖車頭及電帶車等) 

- 搬運及裝卸航機之行李/貨物/郵件等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3,0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營運部門組別津貼 

3. 額外加班津貼 

4. 工具操作津貼                                                                         

5. 年終獎金                                                                            

6. 工作表現獎 

7. 醫療福利 

8. 優惠旅遊機票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行李貨運裝卸員                                        

'- 小六或以上程

度 

- 負責處理、搬運及裝卸航機之行李/貨物/郵件等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1,0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營運部門組別津貼 

3. 額外加班津貼                                                                

4. 年終獎金                                                                            

5. 工作表現獎 

6. 醫療福利 

7. 優惠旅遊機票 

 

 

 

 

 

 

 

 

 

 

 

  



「屯聚伯樂‧前程無憂」招聘會 職位空缺 

(14/43) Last updated:28/9/2018 

公司名稱 職位 職責 / 要求 薪酬 / 津貼 / 福利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香港機場地勤服務有

限公司 

裝卸控制主任                                            

'- 香港中學會考/

文憑 5 科及格，

包括英文（課程

乙）， 

中文和數學或同

等學歷 

- 有良好的溝通

技巧包括英語，

廣東話及普通

話， 

- 能夠獨立工作

並於壓力下工作 

- 最少 1-2 年工

作經驗 

- 基本電腦知識 

- 持有輕型貨車

及私家車駕駛執

照優先考慮 

 

- 根據有關安全及其他規定分配各類裝載物件 

- 負責計算飛行裝載重量和平衡及製作裝載表及航

班的文件處理工作 

- 監察航班裝載狀態及適時作出更新 

有薪在職培訓, 每月平均收入可達 

$13,500  

福利包括: 

1. 輪班津貼 

2. 額外加班津貼                                                                

3. 年終獎金                                                                            

4. 工作表現獎 

5. 醫療福利 

6. 優惠旅遊機票 

 

  

美味王餐飲管理有限

公司 

分餐員 於食品工場內包裝學童午膳飯盒 時薪$45﹑勤工獎﹑午餐飯盒供應 星期一至五上午 7 時至

中午 12 時 

屯門震寰路 3

號德榮工業大

廈 18 樓 

 

美味王餐飲管理有限

公司 

清洗員 於食品工場清洗廚房用具及學童餐盒 時薪$50，勤工獎，午餐飯盒供應 星期一至五上午 8 時至

下午 1 時 

屯門震寰路 3

號德榮工業大

廈 18 樓 

 

美味王餐飲管理有限

公司 

抹箱員 清理飯箱 時薪$45﹑ 勤工獎 星期一至五上午 2 時至

下午 6 時 

屯門震寰路 3

號德榮工業大

廈 1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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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王餐飲管理有限

公司 

膳食員 負責 20-30 人午膳及晚膳安排 月薪$9450 - $12150﹑獎金 每星期工作 6 天，上午

9 時至下午 7 時 

港﹑九﹑新界

各區 

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 

8 小時停車場保

安員 

*粵語優先 

*小學程度 

*負責一般保安, 巡邏及處理突 發事件等工作 

*持有 QAS 證書 

*保安人員許可證 

$8,832/月 8 小時 

6 天工作 /  輪休 

星期一至六: 07:00 至 

15:00 或 

星期一至六: 15:00 至 

23:00 或 

星期一至六: 23:00 至 

07:00 

 

屯門﹑元朗﹑

天水圍﹑沙

田﹑大埔﹑上

水﹑ 

港島東﹑九龍

東 

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 

客戶服務助理(票

務) 

*處理車站票務事宜 

*解答乘客查詢及投訴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 

$10,300- 12,000/月 早更: 05:15 - 13:15 

中更: 12:00 - 20:00 

夜更: 18:15 - 01:45 

6 天工作 / 輪班 

西鐵綫：天水

圍﹑朗屏﹑元

朗﹑錦上路﹑

荃灣西﹑南

昌﹑柯士甸 

 

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 

12 小時保安員 

(屋苑/設施) 

*粵語優先 

*小學程度 

*負責一般保安, 巡邏及處理突 發事件等工作 

*持有 QAS 證書 

*保安人員許可證 

 

$11,000- 13,000/月 

新人獎, 生日假, 婚假 

早更: 07:00 - 19:00 

夜更: 19:00 - 07:00 

12 小時 

6 天工作, 輪休 

港九新界，機

場 

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 

會所助理 *會所查詢租訂設施事宜 

*客戶服務經驗優先 

*熟悉電腦文書應用 

*親切有禮 無需經驗 

 

 

 

 

 

$11,000/月 6 天工作天輪休, 輪班 

8:00 - 17:00 / 

13:00-22:00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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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捷管理服務有限公

司 

機場的士站助理 *接待旅客、乘客分流簡單詢問、維持乘客上車秩

序、 

*指示的士到上客位接載乘客、簡單英文口述翻譯地

址、 

*應付乘客關於的士服務查詢，印發資訊咭予乘客 

*中五程度; 一般粵語優先; 一般普通話; 一般英語

優先; 懂閱讀中文;  

*有禮貌，守規矩，能以簡單英語與乘客溝通翻譯目

的地或酒店名稱 

*持有 QAS 證書 

 

$13,000/月 6 天工作天輪休, 8 小時 

08:00-16:00/ 

15:30-23:30/ 

23:00-07:00 

機場的士站 

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見習顧客服務組

長 

職責: 

1)按航空公司指示，確保貨物裝卸程序按照航班時

刻表進行 

2)與航空公司、貨運代理和分判商協調處理航空貨

物 

3)處理空運相關文件 

要求: 

1)中、英文讀寫能力 

2)基本電腦應用 

3)大專或同等程度; 中五或香港中學文憑試或同等

學歷及一年相關經驗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4,5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10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1)早更: 0800-1730;      

2)中更:1345-2315;                         

3)通宵更: 2300-0830  

每天工作 9.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以上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顧客服務助理 - 

停機坪服務 

職責:  

1) 與客戶及分判商協調日常貨物處理 

2) 負責處理及操作儀器及電腦系統 

 要求: 

1) 必須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 1 及 2 類 

2) 中五或香港中學文憑試或同等學歷 

3) 中、英文讀寫能力，基本電腦應用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4,6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10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1)早更: 0800-1730;      

2)中更:1345-2315;                         

3)通宵更: 2300-0830  

每天工作 9.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以上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屯聚伯樂‧前程無憂」招聘會 職位空缺 

(17/43) Last updated:28/9/2018 

公司名稱 職位 職責 / 要求 薪酬 / 津貼 / 福利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顧客服務助理 - 

貨站服務部 

職責: 

1) 與客戶及分判商協調日常貨物處理 

2) 負責處理及操作儀器及電腦系統 

要求: 

1)中五或香港中學文憑試或同等學歷 

2)中、英讀寫能力，基本電腦應用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2,7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10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1)早更: 0800-1730;      

2)中更:1345-2315;                         

3)通宵更: 2300-0830  

每天工作 9.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以上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停機坪司機 職責:  

1) 於空運中心及停機坪範圍內駕駛拖頭 

2) 進行空運載具出/入口交收 

3) 處理貨物裝卸工作 

 要求: 

1) 必須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 1 及 2 類 

2) 不限學歷及經驗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3,4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9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1)早更: 0800-1730;      

2)中更:1345-2315;                         

3)通宵更: 2300-0830  

每天工作 9.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以上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倉務員 職責: 

1)電腦資料輸入及貨倉儀器操作  

2)與分判商工人協調裝卸及搬運貨物 

要求: 

1)不限學歷及經驗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2,7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9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1)早更: 0730-1800;      

2)中更:1315-2345;                         

3)通宵更: 2230-0900; 

4)其他: 1930-0600 

每天工作 10.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此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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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空運中心 Asia 

Airfreight Terminal Co 

Ltd 

顧客服務助理 - 

航空服務部 

職責: 

1) 與航空公司 、 客戶及貨運代理等協調及製作相

關報表 

2) 傳遞航班資訊到國外之航空公司及航空代理  

3) 與貨站服務部同事協調空運貨站內的文件處理 

4) 負責解答客戶查詢 

要求: 

1)中五或香港中學文憑試或同等學歷 

2)中、英讀寫能力，基本電腦應用 

 

全勤計，月入可達 HK$12,700 或以上 

(成功完成試用期及服務滿三個月，可額

外獲得薪酬調整及迎新獎金 HK$1,800) 

我們提供﹕生日假、5 天工作週、最少

12 天有薪年假、年終酬金(雙糧)、額外

花紅、員工人壽及醫療保險福利、家屬

醫療福利、完善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等 

*另有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105，輪班津

貼每月$300 及通宵當值津貼每更$100 

每天工作 9.5 小時 

(包括 1 小時用膳時間) 

早，中及通宵工作時間

將按每天航班編排 

*此職位需輪班工作 

 

大嶼山赤鱲角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五天倉務員 (早 

/ 中/ 夜班) 

(葵涌貨櫃碼頭) 

(個人護理或化妝

品)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中/夜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

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太

和、大圍)﹑新人獎金$10,000 

 

08:30am-18:30pm/  

11:30pm-21:30pm/  

21:30pm-08:30am   (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五天半倉務員 

(早 / 中班) 

(葵涌貨櫃碼頭)  

(衣履或網購)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中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醫

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太

和、大圍) 

 

09:00am-18:00pm/  

12:00pm-21:00pm  

(5.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早/中

班)(新田)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中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醫

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

田、大圍、上水、 葵芳、 屯門市中

心、 朗屏、 天水圍) 

 

 

 

 

 

08:30am-17:30pm /  

13:00pm-22:00pm 

(5.5 天工作) 

新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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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沙田)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

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元朗﹑屯門﹑灣

仔﹑藍田﹑葵芳﹑荃灣)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沙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葵涌梨

木道)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

利 

08:30am-17:30pm   (5.5

天工作) 

葵涌梨木道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天水圍)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

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田、九龍

塘、大圍、葵芳、太和、天水圍)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天水圍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員 (流浮山)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及跟單執貨           

學歷不拘,  無需工作經驗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

利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流浮山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五天剷車理貨員 

(早/ 中/ 夜班) 

(葵涌貨櫃碼頭) 

(個人護理或化妝

品)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中/夜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

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太

和、大圍)﹑新人獎金$10,000 

 

08:30am-18:30pm/  

11:30pm-21:30pm/  

21:30pm-08:30am   (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五天半剷車理貨

員 (早/ 中班) 

(葵涌貨櫃碼頭)  

(衣履或網購)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中班津

貼﹑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

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太和、大圍) 

 

09:00am-18:00pm/  

12:00pm-21:00pm  

(5.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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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剷車理貨員 (早/ 

中班)(新田)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

津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中班津

貼﹑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

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田、大圍、上

水、 葵芳、 屯門市中心、 朗屏、 天

水圍) 

 

 

08:30am-17:30pm /  

13:00pm-22:00pm 

(5.5 天工作) 

新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剷車理貨員 (沙

田)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元朗﹑屯門﹑灣仔﹑藍田﹑葵芳﹑

荃灣)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沙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剷車理貨員 (葵

涌梨木道)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 

 

08:30am-17:30pm   (5.5

天工作) 

葵涌梨木道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剷車理貨員 (天

水圍) 

負責倉庫貨物進出及位置安排﹑點倉﹑跟單執貨及

操作剷車等 

月薪$10,000-$14,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田、九龍塘、大圍、葵芳、太

和、天水圍)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天水圍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 (早/ 

中班) 

(葵涌貨櫃碼頭) 

(個人護理或化妝

品)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中班津貼﹑假日上班津貼﹑醫

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往返太

和、大圍)﹑新人獎金$10,000 

 

09:00am-18:00pm / 

12:00pm-21:00pm  

(5.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 

(葵涌貨櫃碼頭)  

(衣履或網購)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太和、大圍)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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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運輸文員(葵涌貨

櫃碼頭) 

負責處理一般文書工作,資料輸入,整理報告,協助車

隊運作; 與司機協調溝通;更新系統資料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貼﹑年假 12 日起﹑

銀行假﹑假日上班津貼﹑醫療及牙科福

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太和、大圍)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葵涌貨櫃碼頭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新田)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田、大圍、上水、 葵芳、 屯門

市中心、 朗屏、 天水圍) 

 

08:30am-17:30pm 

(5.5 天工作) 

新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 (沙田)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元朗﹑屯門﹑灣仔﹑藍田﹑葵芳﹑

荃灣)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沙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運輸文員(沙田) 負責處理一般文書工作,資料輸入,整理報告,協助車

隊運作; 與司機協調溝通;更新系統資料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元朗﹑屯門﹑灣仔﹑藍田﹑葵芳﹑

荃灣)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沙田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 (葵涌

梨木道)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 

 

08:30am-17:30pm 

(5.5 天工作) 

葵涌梨木道 

利豐物流(香港)有限

公司 

倉務文員 (天水

圍) 

負責日常倉務運作及貨倉管理﹑更新庫存記錄﹑跟

進訂單﹑整理報告﹑文書工作、資料輸入及與倉庫

同事協調溝通確保貨物準時運送 

月薪$10,000-$13,000 雙糧﹑超時工作津

貼﹑年假 12 日起﹑銀行假﹑假日上班

津貼﹑醫療及牙科福利﹑免費穿梭巴士 

(往返藍田、九龍塘、大圍、葵芳、太

和、天水圍) 

09:00am-18:00pm 

(5.5 天工作)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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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汽車維修技工 負責汽車保養及維修                                                                                                                                                     

- 中三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兩年或以上有關汽車維修工作經驗 

- 持有學徒證書/ 車輛維修技工註冊證 

- 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1、2 號者優先考慮 

 

每月可達$20,0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獎

金、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貼、輪

班津貼、超時工作津貼、醫療福利、牙

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惠、廉價機票

優惠及在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

時 或 

3. 晚上十時半至翌日上

午七時半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班及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汽車維修學徒 負責汽車保養及維修                                                                                                                                                                    

- 中三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每月可達$9,5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有薪年假十二 天、交通津貼、保

送修讀汽車維修課程、超時工作津貼、

醫療福利、牙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

惠、廉價機票優惠及在職培訓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半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燒焊技工 負責一般燒焊                                                                                                                                                                           

- 小六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一年或以上有關工作經驗 

- 持有認可的焊接證書 

每月可達$18,000， 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金$400、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

貼、輪班津貼、超時工作津貼、醫療福

利、牙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惠、廉

價機票優惠及在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

時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班及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司機 負責一般司機工作， 上落貨，送貨及收貨                                                                                                                         

- 小六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必須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1、2 號 

 

每月可達$13,000， 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貼、輪

班津貼、超時工作津貼、醫療福利、牙

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惠、廉價機票

優惠及在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

時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班及輪休 

 

赤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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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文員 負責一般文件工作 

- 中五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具有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每月可達$13,0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貼、超

時工作津貼、醫療福利、牙科保健優

惠、員工購物優惠、廉價機票優惠及在

職培訓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時

半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貨箱維修員 負責貨箱維修                                                                                                                                                                   

- 小六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具備相關工作經驗 

- 有專人指導維修工作 

 

每月可達$15,0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貼、輪

班津貼、超時工作津貼、醫療福利、牙

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惠、廉價機票

優惠及在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

時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班及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日薪技工  (貨箱

維修) 

負責貨箱維修                                                                                                                                                                   

- 小六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無需相關工作經驗 

- 有專人指導維修工作 

 

每日可達$43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獎

金、 有薪年假七天、交通津貼、輪班

津貼、超時工作津貼、牙科保健優惠、

員工購物優惠及在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二時至晚上十一

時  

每週工作六天,   輪班

及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日薪技工(夜更) 負責一般雜務                                                                                                                                                                   

- 小六或以上程度，能操良好粵語及懂讀寫中文 

- 必須持有有效駕駛執照 1、2 號 

 

每日可達$5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獎、 

有薪年假七天、交通津貼、超時工作津

貼、牙科保健優惠、員工購物優惠及在

職培訓 

 

晚上十時半至翌日上午

七時半  

每週工作六天,   輪休 

 

赤鱲角 

地勤設備工程有限公

司 

清潔工 負責一般辦公室清潔                                                                                                                                                                 

- 學歷不拘 

 

每月可達$13,000，福利包括每月勤工

獎、 有薪年假十二天、交通津貼、超

時工作津貼、醫療福利、牙科保健優

惠、員工購物優惠、廉價機票優惠及在

職培訓 

 

1. 上午八時半至下午五

時半 或 

2. 下午十二時至晚上九

時  

每週工作五至六天,   

輪班及輪休 

 

赤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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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電單車速遞員(全

職) 

駕駛電單車運送外賣, 協助一般廚務及接聽顧客電

話等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持有效之電單車駕駛執照 (持有暫准電單車駕駛

執照亦可申請)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42-$60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安全獎勵金

每月$600，外送津貼 (平日每單$5，假

日每單$10)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電單車速遞員 

(兼職) 

駕駛電單車運送外賣, 協助一般廚務及接聽顧客電

話等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持有效之電單車駕駛執照 (持有暫准電單車駕駛

執照亦可申請)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8-$57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安全獎勵金每月$500, 外送津貼 

(平日每單$5，假日每單$10)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店務員(主要提供

步行或跟車外送

速遞服務) (全職) 

主要提供步行或跟車外送速遞服務, 協助一般廚務

及存貨管理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4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外送津貼 

(平日每單$5，假日每單$10)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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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店務員(主要提供

步行或跟車外送

速遞服務) (兼職) 

主要提供步行或跟車外送速遞服務, 協助一般廚務

及存貨管理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4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外送津貼 (平日每單$5，假日每

單$10)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侍應 (全職) 顧客服務, 食品處理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3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侍應 (兼職) 顧客服務, 食品處理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1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顧客服務員 (全

職) 

負責收銀、接聽顧客來電, 包括落單及介紹菜式等

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3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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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顧客服務員 (兼

職) 

負責收銀、接聽顧客來電, 包括落單及介紹菜式等

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1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廚務助理 (全職) 一般廚務及存貨管理等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3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廚務助理 (兼職) 一般廚務及存貨管理等工作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1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洗碗清潔員 (全

職) 

一般用品清潔 

要求: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0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團員工康

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有薪婚假，男

士 5 天侍產假，港島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輪

班, 輪休, 每天工作 8.5

小時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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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洗碗清潔員 (兼

職) 

一般用品清潔 

要求: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小時$34.5-$50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免費膳食及有薪膳食時間，集

團員工康樂活動，員工折扣優惠，港島

津貼 

上午 8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2 天至 6

天, 輪班, 輪休, 每天工

作 4-8.5 小時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公司 夜間餐廳清潔員 負責餐廳環境清潔, 包括廚具爐具等 

要求: 

 - 無須工作經驗 

- 具有良好的服務概念及溝通技巧 

- 備有積極正面的工作態度 

 

每月$5255 

完善晉升制度，全面在職培訓及海外交

流機會，持續進修資助計劃，醫療福

利，子女書簿津貼，免供款退休保障，

集團員工康樂活動，有薪婚假，男士 5

天侍產假，員工折扣優惠 

 

下午 11 時至凌晨 3 時, 

每週工作 6 天, 輪休, 

每天工作 4 小時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見習美容顧問 

Beauty Advisor 

Trainee 

．推廣美容產品、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及協助店舖運作 

．月薪約 $10,000-12,000 或以上 (底薪+

佣金)，可達$30,000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在職培訓、醫

療福利、 

    護膚品津貼、購物優惠、年終獎金

及良好晉升機會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見習香水顧問 

Perfume 

Consultant Trainee 

．推廣美容產品、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及協助店舖運作 

．月薪約  $10,000-12,000 或以上 (底薪

+佣金)，可達$20,000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在職培訓、醫

療福利、購物優惠、年終獎金及良好晉

升機會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收銀員  

Cashier 

．收銀、銀行入數、收貨及點貨， 

管理店舖常用物資及推銷產品 

．月薪約 $10,500 或以上 (另加津貼及

獎金)，可達$15,000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在職培訓、醫

療福利、護膚品津貼、購物優惠、年終

獎金及良好晉升機會 

-  選擇於指定店舖上班者，可額外獲得

津貼高達$2,700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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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urmix 卡萊美 雜務員 

Amah 

．負責店鋪日常貨物處理工作，包括收貨、點貨、

拆貨及包裝貨品等 

．管理貨倉、貨架等存貨量 

．清潔店舖及架位 

．月薪約 $10,000 或以上 (另加津貼及

獎金)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醫療福利、購

物優惠及年終獎金 

-  選擇於指定店舖上班者，可額外獲得

津貼高達$1,600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店務助理  

Shop Assistant 

．負責店鋪日常貨物處理工作，包括收貨、點貨、

拆貨及包裝貨品等 

．管理貨倉、貨架等存貨量 

．清潔店舖及架位 

．需夜班工作 

．月薪約 $10,700 或以上 (另加津貼及

獎金)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醫療福利、購

物優惠及年終獎金 

-  選擇於指定遊客區上班者，可額外獲

得津貼高達$2,500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保安員 

Security Guard 

．負責店舖巡邏、保安工作等，防止店舖盜竊 

．顧客接待 

‧ 月薪約$13,000 (包括：底薪、勤工及

特別店舖津貼) 

．有薪用膳時間及假期、醫療福利、購

物優惠及年終獎金 

 

每星期六天工作，每天

工作 8.25 小時，用膳 1

小時 

旺角、尖沙

咀、銅鑼灣 

Colourmix 卡萊美 兼職服務大使 

Part Time Helper 

．清潔店舖及架位、整理貨場、禮品包裝及推銷產

品 

．時薪 $40 - $55 /小時 (另加$800 特別

獎金)．強積金供款 

每週工作最少 4 天 港/九/新界 

Colourmix 卡萊美 倉務員 

Warehouse 

Assistant 

．一般倉務員/理貨員工作,跟單執貨,來貨點算,搬運

貨物,整理貨架,庫存資料及年終盤點等工作 

．每月$10,000 - $12,000, 有每月勤工獎

金$400, 員工購物優惠, 醫療福利, 超時

工作津貼, 表現獎金 及年終獎金 

 

星期一至六 9:30am - 

6:30pm，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8 小時 

葵芳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倉務助理 負責倉務工作，包括搬運、包裝、 點貨、執貨 、

整理貨倉 、保持貨倉整潔及其他有關倉務事務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半年或以上倉務經驗 

• 懂唧車操作及/或持有抗衡式剷車牌優先 

• 良好粵語 

• 懂讀寫中文及閱讀英文 

 

月薪$11,000-$13,000 

超時工作津貼每小時$40 

• 夜更津貼 

• 12 天有薪年假 

• 2 天有薪婚假 

• 3 天有薪侍產假 

• 有薪產假 

• 免供款公積金 

• 上午 7 時至下午 4

時 或 上午 8 時 30 分

至下午 5 時 30 分 或 

上午 11 時至下午 8 時 

• 每月例假 6 天 

• 需輪班工作 

火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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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療津貼 

• 住院保險 

• 員工購物優惠 

• 員工週年活動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店務員 • 為顧客提供卓越服務 

• 遵照公司指引 

• 協助上司有效地處理店舖的日常運作 

• 從而達至公司訂下的銷售目標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半年或以上相關零售經驗 

• 良好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月薪$13,000 或以上 

• 優厚佣金  

• 表現獎金  

• 農曆新年年賞 

• 交通津貼 

• 超時工作津貼 

• 年假可達 18 日 

• 每月 7 天例假  

• 生日假期及禮物 

• 有薪婚假及(侍)產假 

• 員工購物優惠 

• 醫療福利 

• 僱員免供款退休計劃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 

• 每週工作 5-6 天 

• 每天工作 8-8.5 小時 

• 輪班，輪休 

港九新界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收銀員 • 負責商品陳列及收銀工作 

• 負責店舖貨務及銷售工作 

•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 

• 協助處理店鋪日常運作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半年或以上相關零售經驗 

• 良好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月薪$13,000 或以上 

• 優厚佣金  

• 表現獎金  

• 農曆新年年賞 

• 交通津貼 

• 超時工作津貼 

• 年假可達 18 日 

• 每月 7 天例假  

• 生日假期及禮物 

• 有薪婚假及(侍)產假 

• 員工購物優惠 

• 醫療福利 

• 僱員免供款退休計劃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 

• 每週工作 5-6 天 

• 每天工作 8-8.5 小時 

• 輪班，輪休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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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店舖理貨員 • 負責店舖貨務工作 

•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 

• 協助處理店鋪日常運作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半年或以上相關零售經驗 

• 良好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月薪$13,000 或以上 

• 優厚佣金  

• 表現獎金  

• 農曆新年年賞 

• 交通津貼 

• 超時工作津貼 

• 年假可達 18 日 

• 每月 7 天例假  

• 生日假期及禮物 

• 有薪婚假及(侍)產假 

• 員工購物優惠 

• 醫療福利 

• 僱員免供款退休計劃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 

• 每週工作 5-6 天 

• 每天工作 8-8.5 小時 

• 輪班，輪休 

港九新界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兼職店務員 • 為顧客提供卓越服務 

• 遵照公司指引 

• 協助上司有效地處理店舖的日常運作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具相關零售經驗者優先考慮 

• 良好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50-$75 •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0

時 30 分 

•  每週工作 3-4 天 

• 每天工作 6-9 小時 

• 輪班，輪休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兼職倉務助理 負責倉務工作，包括搬運、包裝、 點貨、執貨 、

整理貨倉 、保持貨倉整潔及其他有關倉務事務 

• 中三或以上程度 

• 具相關倉務經驗者優先考慮 

• 良好粵語 

• 懂讀寫中文及閱讀英文 

 

 

 

 

 

每小時$42.5 • 上午 7 時至下午 4

時 或 上午 8 時 30 分

至下午 5 時 30 分 或 

上午 11 時至下午 8 時 

• 需輪班工作 

• 每星期工作 3-4 天 

火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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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車長（全職） 要求 :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 類別)滿三年或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0、17 類別 

  

職責 : 負責駕駛載客巴士 (取車地點由公司分配) 

 

每月 $23,100 

(包括年尾底薪雙糧) 

另設迎新獎金$10,00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車長（半職） 要求 ;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 類別)滿三年或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0、17 類別 

職責 : 負責駕駛載客巴士 (取車地點由公司分配) 

 

例子 :  

每小時$80 x 4 =$320 

$300 x 26 工作日 = $8,32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車長 (時薪） 要求 :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 類別)滿三年或

持有有效香港駕駛執照第 10、17 類別 

職責 : 負責駕駛載客巴士 (取車地點由公司分配) 

 

時薪$8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站長 / 助理站長 要求 : 完成中學課程或具有同等資歷、具備四年或

以上工作經驗 

(擁有管理員工經驗者可獲優先考慮)、基本電腦知

識及操作。未具備四年工作經驗者，將獲考慮受聘

為助理站長。 

職責 : 處理巴士站日常工作，包括監察及調動行車

班次，維持秩序 

管理車長及執行上司指派的其他工作 

 

每月 $15,000 至 $16,00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站務助理（全

職）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職責 : 在巴士站範圍內維持候車乘客秩序及處理一

般查詢 

 

每月 $7,60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站務助理（兼

職）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職責 : 在巴士站範圍內維持候車乘客秩序及處理一

般查詢 

 

 

 

 

每小時$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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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車務督察 要求 : 副學士 / 高級文憑 / 中七程度、最少兩年

顧客服務工作經驗、良好中、英文水平，懂普通話

者更佳、擁有良好的人際及溝通技巧、具備良好電

腦知識，能操作微軟 Word 及 Excel、必須持有有效

香港駕駛執照(第一及第二類別)滿一年 

職責 : 管理前線車務員工、處理交通意外及為乘客

及員工提供協助、處理突發事件，執行緊急車務應

變措施、解答乘客查詢、駕駛巡邏車及上司指派的

駕駛任務、執行上司指派的其他工作 

 

每月 $14,500-$16,000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技工助理（呔

工）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持有有效之第一、二類香港駕駛執照可獲優先考慮 

職責 : 負責巴士車呔運送、檢查及維修 

執行上司指派之其他工作 

 

每月 $18,000 

(包括夜班津貼)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

有限公司 

學徒（汽車機械/

電器/車身修理）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 

職責 : 接受由本公司技術訓練學校提供的三至四年

學徒訓練，由公司資助修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舉辦

之技工維修訓練課程 

 

每月 $8,790   

Walker Shop 店務員 產品銷售及日常店舖運作 

 - 中五程度，具一年或以上相關零售經驗 

- 每月底薪連獎賞性獎$10,700-$17,200, 

另加遊戲獎金, 超時工作津貼及新人獎

$3,600 

 -  門診及住院保險、員工購物優惠、

生日假期、有薪年假及專業培訓 

 -  於港島區工作者,可獲額外津貼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1 時, 

每月 7 天假期, 每班工

作 9-12 小時, 輪班, 輪

休 

 

港九新界 

Walker Shop 資深店務員 產品銷售及日常店舖運作，提供優質客戶服務 

- 中五程度，具兩年或以上相關零售經驗、懂英語

及普通話者優先考慮 

- 每月底薪連獎賞性獎$11,800-$18,300, 

另加遊戲獎金, 超時工作津貼及新人獎

$3,600- 

 -  門診及住院保險、員工購物優惠、

生日假期、有薪年假及專業培訓 

 -  於港島區工作者,可獲額外津貼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1 時, 

每月 7 天假期, 每班工

作 9-12 小時, 輪班, 輪

休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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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er Shop 長期 兼職店務

員 

 

產品銷售及日常店舖運作 

- 中五程度, 具半年以上相關零售經驗優先 

- 每小時 $40 - $50, 包括午飯時間 

 - 過海津貼 

 

上午 10 時至下午 11 時, 

每星期三天或以上, 包

括平日、星期六、日及

公眾假期,總工作時數不

小於每月 100 小時,負責

頂替全職放假,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Veeko Fashion Co. Ltd 全職售貨員 職責：負責銷售時裝，收銀及一般店舖工作 

要求：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一般粵語，懂閱讀

中文 

每月底薪連勤工獎、基本獎金、達標營

業獎金約 $10,000 至$16,000 

另加年終花紅, 交通津貼, 醫療保險, 員

工折扣優惠 

 

10:00am-10:00pm 

(每週工作 5-6 天，9 小

時工作，輪班，輪休) 

港九新界 

Veeko Fashion Co. Ltd 兼職店舖助理 職責：負責協助銷售及一般店舖工作 

要求：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一般粵語，懂閱讀

中文 

每小時$ 40 10:00am-10:00pm 

(每週工作 4-6 天，每天

工作 6-9 小時，必須 2-3

天可返夜班) 

 

港九新界 

OK 便利店 店舖主管 ‧負責店舖工作及管理店舖營運，包括貨品管理、

成本控制、人手分配、培訓及維持良好的顧客服務 

‧中五程度；曾在零售行業工作 

‧富有責任感、友善及主動，自信及富團隊精神  

‧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及閱

讀英文  

‧完成在職培訓 ，可晉升為店舖副經理  

 

每月$11,850 起，獎勵金、夜更津貼、12

天有薪年假、婚假、分娩假、侍產假、

恩恤假、醫療福利、團體人壽保險、家

庭友善假、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職培

訓 

早班或中班或通宵班

（上午 7 點至翌日 7

點）每週工作 6 天，輪

班輪休，每天工作 9 小

時 

港九新界 

OK 便利店 全職店舖助理 提供優質及快捷的顧客服務及處理店舖工作, 包括

收銀、產品推廣、貨品陳列、倉務工作及店舖清潔

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友善、主動及富團隊精神   

‧一般粵語, 懂讀寫中文   

 

每月$10,820 起，獎勵金、夜更津貼、12

天有薪年假、婚假、分娩假、侍產假、

恩恤假、醫療福利、家庭友善假、團體

人壽保險、公司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

職培訓 

早/午/夜班制 (上午 7 時

至下午 4 時 / 下午 3 時

至午夜 12 時 / 晚上 11

時至翌日早上 8 時)，每

天工作 9 小時，每週工

作 6 天, 輪休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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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便利店 三天工作店舖助

理 

‧提供優質及快捷的顧客服務及處理店舖工作, 包

括收銀、產品推廣、貨品陳列、倉務工作及店舖清

潔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友善、主動及富團隊精神   

‧一般粵語, 懂讀寫中文   

 

每月$5,410 起，獎勵金、夜更津貼、7

天有薪 年假、婚假、分娩假、侍產

假、恩恤假、醫療福利、家庭友善假、

團體人壽保險、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

職培訓 

午/夜班制 (下午 3 時至

晚上 12 時 / 晚上 11 時

至翌日早上 8 時)，每天

工作 9 小時，每週工作

3 天(其中一天須星期六

或星期日) ，輪休 

港九新界 

OK 便利店 烘焙專員 提供優質及快捷的顧客服務，負責店舖內烘焙麵包

工作及處理店舖工作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一般粵語，懂讀寫中文   

 

每月$11,620 起，獎勵金、12 天有薪年

假、婚假、分娩假、侍產假、恩恤假、

醫療福利、家庭友善假、團體人壽保

險、公司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職培訓 

凌晨 5 時至晚上 9 時，

每天工作 9 小時，每週

工作 6 天，輪休 

美孚、馬鞍

山、荔枝角、

火炭、大圍 

OK 便利店 兼職店舖主管 ‧負責店舖工作及管理店舖營運，包括貨品管理、

成本控制、人手分配、培訓及維持良好的顧客服務 

‧中五程度或以上，曾在零售行業工作  

‧富有責任感、友善及主動，自信及富團隊精神  

‧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及閱

讀英文  

 

每小時$44.5-$54，獎勵金及津貼、醫療

福利、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職培訓 

工作時間任擇 (24 小時

輪班) ，每天工作 5-8

小時，每週工作 3-6 天 

港九新界 

OK 便利店 兼職店舖助理 ‧提供優質及快捷的顧客服務及處理店舖工作, 包

括收銀、產品推廣、貨品陳列、倉務工作及店舖清

潔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友善、主動及富團隊精神   

‧一般粵語, 懂讀寫中文  

 

每小時$39-$49.5，獎勵金及津貼、醫療

福利、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職培訓 

工作時間任擇 (24 小時

輪班) ，每天工作 5-8

小時，每週工作 3-6 天 

港九新界 

OK 便利店 兼職烘焙專員 ‧提供優質及快捷的顧客服務, 負責店舖內烘焙麵

包工作及處理店舖工作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一般粵語, 懂讀寫中文  

 

每小時$39-$49.5，獎勵金及津貼、醫療

福利、員工購物優惠及完善在職培訓 

凌晨 5 時至晚上 9 時，

工作時間任擇，每天工

作 4-8 小時，每週工作

3-6 天，輪休 

美孚、馬鞍

山、荔枝角、

火炭、大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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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便利店 倉務員(5 天 日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13,000，獎勵金、超

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壽保險、年

假、家庭友善假及員工購物優惠 

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每週工作 5 天(逢星期日

休息)，每天工作 11 小

時，輪休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倉務員(5 天夜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15,000，獎勵金、夜

更津貼、超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

壽保險、年假、家庭友善假及員工購物

優惠 

晚上 8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每週工作 5 天(逢星

期日休息)，每天工作

11 小時，輪休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倉務員(6 天 日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12,000，獎勵金、超

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壽保險、年

假、家庭友善假員工購物優惠 

上午 9 時至晚上 6 時，

每週工作 6 天(逢星期日

休息)，每天工作 9 小

時，輪休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倉務員(6 天夜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14,000，獎勵金、夜

更津貼、超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

壽保險、年假、家庭友善假員工購物優

惠 

晚上 10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每週工作 6 天(逢星

期日休息)，每天工作 9

小時，輪休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倉務員(3 天日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7,000，獎勵金、超

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壽保險、年

假、家庭友善假員工購物優惠 

上午 9 時至晚上 8 時，

每週工作 3 天(其中必須

星期一及六上班)，每天

工作 11 小時，輪休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倉務員(3 天夜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月底薪連津貼約$8,000，獎勵金、夜

更津貼、超時津貼、醫療福利、團體人

壽保險、年假、家庭友善假員工購物優

惠 

晚上 8 時至翌日上午 7

時，每週工作 3 天(其中

必須星期一及六上班)，

每天工作 11 小時，輪

休 

九龍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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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便利店 兼職倉務員(日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小時$51-$54,獎勵金、醫療福利及員工

購物優惠 

星期一至六: 上午 9 時

至晚上 8 時 或 中午 12

時至晚上 8 時 (工作時

間任擇)，每天工作 5-11

小時，每週工作 4-6 天 

 

九龍灣 

OK 便利店 兼職倉務員(夜

班) 

‧負責日常倉務工作包括搬貨、執貨及分貨等    

‧學歷及工作經驗不拘   

‧勤奮及有責任感 

每小時$61-$64，獎勵金、醫療福利及員

工購物優惠 

星期一至六: 晚上 8 時

至翌日上午 7 時 (工作

時間任擇)，每天工作 5-

11 小時，每週工作 4-6

天 

 

九龍灣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保安員 - 保安巡邏、出入登記、訪客查詢等 

- 小六或以上程度、無需經驗、持有有效保安人員

許可證及 QAS 證書 

$15,000 起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30-

1930 / 1930-0730、每星

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12 小時，固定班，輪休 

 

赤鱲角貨運站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保安員 - 保安巡邏、出入登記、訪客查詢等 

- 小六或以上程度、無需經驗、持有有效保安人員

許可證及 QAS 證書 

$8,910 起 星期一至星期日 0730-

1530 / 1530-2330 / 2330-

0730、每星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8 小時，

固定班，輪休 

商場 

香港區 – 赤

柱、筲簊灣、

柴灣 

九龍區 – 何

文田、樂富、

黃大仙、深水

埗、長沙灣 

新界區 – 青

衣、屯門、東

涌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流動廁所司機 -責架駛流動廁所服務車為客戶清潔流動廁所，並運

往指定政府地點排放。 

- 持中車(18)牌 

18000 以上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每星期

工作 6 天，輪休 

 

天水圍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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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跟車工人 協助司機，跟車處理雜務 $9,500 星期一至星期日: 22:00-

07:00、 每星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8 小時，

輪班，輪休 

 

新界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吊機車司機 -負責流動廁所收送工作 

-重型貨車(19)牌,吊機牌(必要) 

18000 ~ 20000 以上 星期一至星期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6 時、每星期

工作 6 天，輪休 

 

天水圍上班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滅蟲員; 足夠經

驗者可應徵為滅

蟲科文 

-為客人提供滅蟲服務 

-駕駛貨 Van 

-持有 2 號駕駛牌照優先考慮 

12,000 - 17,000 (視乎經驗) 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星

期工作 6 天，每天工作

9 小時; 09:00 - 18:00; 有

必要時需加班 

 

港九新界 

ISS Facility Services 

Limited 

醫院綜合服務員 負責醫院內清潔及運送工作。 $8,680 每日 9 小時固定更工作 

(0800-1700/ 1400-2300/ 

2230-0730)，每星期 6

天工作 

 

屯門、元朗 

Bossini Enterprises 

Limited 

顧客服務員/高級

顧客服務員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無需經驗， 具良好溝通

技巧，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

及英文 

職責 :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協助顧客選購合適的貨

品及保持貨場整齊清潔。 

 

每月底薪$10,000 起，另可享有出勤津貼

$1,000、保證佣金、超額獎金、年終花

紅、每月 7-8 天假期、醫療及住院津

貼、員工購物優惠、在職培訓及良好晉

升機會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每週工作 5-6 天(共

45 小時)，輪班，輪休 

屯門、元朗、

天水圍 

Bossini Enterprises 

Limited 

兼職顧客服務員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工作經驗不拘，主動熱

誠，良好溝通技巧及團隊工作精神，良好粵語，一

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職責 : 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協助顧客選購合適的貨

品及保持貨場整齊清潔。 

 

每小時$45-50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每天工作 6-8 小

時，每週工作 3-4 天，

輪班 

屯門、元朗、

天水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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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ini Enterprises 

Limited 

店舖主任 要求 : 中三或以上程度，兩年或以上時裝連鎖店管

理經驗，具良好溝通技巧及領導才能，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職責 : 管理店舖日常運作，數據分析及跟進員工服

務表現 

 

每月底薪$14,000 起，另可享有出勤津貼

$1,000、保證佣金、超額獎金、年終花

紅、每月 7-8 天假期、醫療及住院津

貼、員工購物優惠、在職培訓及良好晉

升機會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每週工作 5-6 天(共

45 小時)，輪班，輪休 

屯門、元朗、

天水圍 

YATA 一田 超市理貨員 1. 要求：中學程度，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2. 職責：補貨上架、貨品點存、整理貨倉及提供良

好顧客服務 

1. 薪酬：＄11,000 + 勤工 + 超時工作

津貼 + 花紅 

2. 假期：每月 5 天休假 + 法定假期 12

天 + 年假 10 - 14 天 + 結婚假 5 天 + 

侍產假 5 天 

3. 福利：醫療及人壽保險 + 職員購物

優惠 + 生日及結婚禮券 + 良好晉升機

會 + 在職培訓 

 

1. 08:00 - 23:00 之間，輪

班                                                   

2. 每天 8.5 小時工作

（包括一小時用膳時

間） 

沙田 / 大埔 / 

新蒲崗 / 屯門 

/ 荃灣 / 旺角 

/  

觀塘 / 西環 / 

將軍澳 / 元朗 

/ 葵芳 

YATA 一田 新鮮食品助理 1. 要求：學歷不拘，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2. 職責：菜/魚/肉類食品包裝、補貨上架、貨品點

存、保持工作環璄清潔及提供良好顧客服務 

1. 薪酬：＄11,000 + 勤工 + 超時工作

津貼 + 花紅 

2. 假期：每月 5 天休假 + 法定假期 12

天 + 年假 10 - 14 天 + 結婚假 5 天 + 

侍產假 5 天 

3. 福利：醫療及人壽保險 + 職員購物

優惠 + 生日及結婚禮券 + 良好晉升機

會 + 在職培訓 

 

1. 08:00 - 23:00 之間，輪

班                                                   

2. 每天 8.5 小時工作

（包括一小時用膳時

間） 

沙田 / 大埔 / 

新蒲崗 / 屯門 

/ 荃灣 / 旺角 

/  

觀塘 / 西環 / 

將軍澳 / 元朗 

/ 葵芳 

YATA 一田 收銀員 1. 要求：中學程度，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2. 職責：超市及百貨收銀工作，結帳及操作收銀

機、埋數及提供良好顧客服務 

1. 薪酬：＄10,600 + 勤工 + 超時工作

津貼 + 花紅 

2. 假期：每月 5 天休假 + 法定假期 12

天 + 年假 10 - 14 天 + 結婚假 5 天 + 

侍產假 5 天 

3. 福利：醫療及人壽保險 + 職員購物

優惠 + 生日及結婚禮券 + 良好晉升機

會 + 在職培訓 

 

1. 09:30 - 23:00 之間，輪

班                                                   

2. 每天 8.5 小時工作

（包括一小時用膳時

間） 

沙田 / 大埔 / 

新蒲崗 / 屯門 

/ 荃灣 / 旺角 

/  

觀塘 / 西環 / 

將軍澳 / 元朗 

/ 葵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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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TA 一田 售貨員 1. 要求：中學程度，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2. 職責：店舖銷售、貨品陳列及推廣、整理貨倉、 

          保持工作環璄清潔及提供良好顧客服

務 

1. 薪酬：＄10,100 + 勤工 +每月獎金 +  

超時工作津貼 + 花紅 

2. 假期：每月 5 天休假 + 法定假期 12

天 + 年假 10 - 14 天 + 結婚假 5 天 + 

侍產假 5 天 

3. 福利：醫療及人壽保險 + 職員購物

優惠 + 生日及結婚禮券 + 良好晉升機

會 + 在職培訓 

 

1. 09:30 - 23:00 之間，輪

班                                                   

2. 每天 8.5 小時工作

（包括一小時用膳時

間） 

大埔 / 荃灣 

YATA 一田 倉務員 1. 要求：中學程度，相關工作經驗優先考慮 

2. 職責：收貨、分貨、搬運貨物、盤點存貨及保持

倉庫環境整潔， 

    工作需要操作簡易之電腦操作及使用手唧

車 

1. 薪酬：＄11,500 + 勤工 + 倉津貼 (只

限大圍及大埔中央倉) + 超時工作津貼 

+ 花紅 

2. 假期：每月 5 天休假 + 法定假期 12

天 + 年假 10 - 14 天 + 結婚假 5 天 + 

侍產假 5 天 

3. 福利：醫療及人壽保險 + 職員購物

優惠 + 生日及結婚禮券 + 良好晉升機

會 + 在職培訓 

 

1. 上班時間 09:00 - 

17:30 / 09:30-18:00 / 

09:45 - 18:15                                                   

2. 每天 8.5 小時工作

（包括一小時用膳時

間） 

大圍 / 大埔 / 

荃灣 

YATA 一田 短期店務助理 1. 要求：學歷不拘，歡迎學生及主婦申請 

2. 職責：上貨、入袋、顧客服務等工作 

1. 薪酬：時薪$48 1. 上班時間：每天 6-8

小時工作 / 面議 

沙田 / 大埔 / 

新蒲崗 / 屯門 

/ 荃灣 / 旺角 

/  

觀塘 / 西環 / 

將軍澳 / 元朗 

/ 葵芳 

 

YATA 一田 兼職超市收銀員 1. 要求：學歷不拘，歡迎學生及主婦申請 

2. 職責：店內收銀工作 

 

 

 

1. 薪酬：時薪$50 1. 上班時間：每天 5-8

小時工作 / 面議 

大埔 / 荃灣 /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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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產制助理 

(包裝員) 

負責處理加工及食品包裝工作 每月$11,0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醫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有薪膳食時

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

職培訓 

 

星期一至六: 08:00 至 

18:00 ,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10 小時 

火炭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高級主任                    

Senior Shop 

Officer 

負責管理分店之日常工作 每月可達$15,2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醫療津貼, 分店表

現獎金,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副主任/主任            

Assistant Shop 

Officer/Shop 

Officer 

負責管理分店之日常工作 每月可達$14,5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醫療津貼, 分店表

現獎金,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10 小時, 輪

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廚師 (中廚

部)              

Cook (Chinese 

Cuisine) 

負責廚務工作 每月可達$18,5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有

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

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10.5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中廚學員 負責廚務工作 每月可達$14,600+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津

貼, 分店表現獎金,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

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10.5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燒味廚師 (燒味

部)                            

Cook (Roast) 

負責燒味及廚房工作 每月可達$17,8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有

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

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燒味學員 負責燒味及廚房工作 每月可達$14,5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有

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

架構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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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侍應 (早/夜

更) Waiter(ess) 

(Frontline) 

負責樓面工作 每月可達$13,1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500, 部分分店另設特別津貼, 有薪膳食

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

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9 或 10 小時, 輪

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兼職侍應 (早/夜

更)  Waiter(ess) 

(Frontline) 

負責樓面工作 每小時$40-$5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免

費膳食, 良好晉升機會,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4-6 天, 每

天工作最少 4 小時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水吧廚師                        

Bartender 

(Frontline) 

負責一般水吧及扒爐工作 每月可達$14,0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500, 部分分店另設特別津貼, 有薪膳食

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

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9 或 10 小時, 輪

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兼職水吧廚師                          

Bartender 

(Frontline) 

負責一般水吧及扒爐工作 每小時$40-$5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免

費膳食, 良好晉升機會,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4-6 天, 每

天工作最少 4 小時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水吧初級廚

師      

Bartender 

(Frontline) 

負責一般水吧及扒爐工作 每月可達$12,48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500, 部分分店另設特別津貼, 有薪膳食

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

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9 或 10 小時, 輪

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全職清潔員(早/

夜更)     

Cleaner (Frontline) 

(Morning/Night 

Shift) 

負責一般洗碗及清潔工作 每月可達$11,90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

免費膳食, 超時津貼, 分店表現獎金, 部

分分店另設特別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

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6 天, 每

天工作 9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屯聚伯樂‧前程無憂」招聘會 職位空缺 

職位空缺：由參與機構提供   所有職位要求及薪金以參與機構為準 

(42/43) Last updated:28/9/2018 

公司名稱 職位 職責 / 要求 薪酬 / 津貼 / 福利 工作時間 工作地點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

司 

兼職清潔員(早/

夜更) Cleaner 

(Frontline) 

(Morning/Night 

Shift) 

 

負責一般洗碗及清潔工作 每小時$40-$50  (視乎經驗而定)+另有免

費膳食, 良好晉升機會,及在職培訓 

上午 6 時至下午 11 時

半, 每週工作 4-6 天, 每

天工作最少 4 小時 

港九新界 

靠得住有限公司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副主任/主任

/高級主任 Senior 

Shop 

Officer/Assistant 

Shop Officer/Shop 

Officer 

 

負責管理分店之日常工作 每月可達$15,3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

津貼, 醫療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

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灣仔/屯門/ 

奧海城/葵芳/ 

沙田/上水/ 

九龍灣/將軍澳  

/黃大仙 

靠得住有限公司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廚師(中廚)                           

Cook(Chinese 

Cuisine) 

負責廚務工作 每月可達$18,5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

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

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5 小時, 輪班, 輪

休 

灣仔/屯門/ 

奧海城/葵芳/ 

沙田/上水/ 

九龍灣/將軍澳  

/黃大仙 

 

靠得住有限公司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廚師(粥麵)                           

Cook(Congee) 

負責廚務工作 每月可達$17,5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

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

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灣仔/屯門/ 

奧海城/葵芳/ 

沙田/上水/ 

九龍灣/將軍澳  

/黃大仙 

 

靠得住有限公司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高級侍應/侍

應/初級侍應 (早

/夜更)             

Waiter(ess) 

(Frontline) 

(Morning/Night 

Shift) 

 

負責樓面工作 每月可達$13,2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

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

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灣仔/屯門/ 

奧海城/葵芳/ 

沙田/上水/ 

九龍灣/將軍澳  

/黃大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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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得住有限公司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清潔員(早/

夜更)       

Cleaner 

(Morning/Night 

Shift) 

負責一般洗碗及清潔工作 每月可達$12,200  另有免費膳食, 超時

津貼, 有薪膳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

善資歷架構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灣仔/屯門/ 

奧海城/葵芳/ 

沙田/上水/ 

九龍灣/將軍澳  

/黃大仙 

 

文華冰廳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侍應                    

Waiter(ess) 

(Frontline) 

負責樓面工作 每月可達$15,400  有免費膳食, 超時津

貼, 醫療津貼, 5 天全薪侍產假, 有薪膳

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

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文華冰廳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水吧廚師    

Bartender 

負責一般水吧工作 每月可達$18,700  有免費膳食, 超時津

貼, 醫療津貼, 5 天全薪侍產假, 有薪膳

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

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文華冰廳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

公司) 

全職水吧學員   

Trainee (Bar) 

負責一般水吧工作 每月可達$14,500  有免費膳食, 超時津

貼, 醫療津貼, 5 天全薪侍產假, 有薪膳

食時間, 良好晉升機會, 完善資歷架構

及在職培訓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

作 10 小時, 輪班, 輪休 

港九新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