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荃湾招聘会 
 

日期: 2016年5月18至20日(星期三至星期五) 

时间: 11:00 – 17:30 (最后入场时间 17:00) 

地点: 荃湾愉景新城第一层天幕大堂(港铁荃湾站 A3 出口)  
 

即场招聘约 4,100 个职位空缺！參加机构每天不同！  

免费入场！欢迎參加！入场人士可获纪念品一份！ 

请即往「我的政府一站通」(www.gov.hk/mygovhk/sc) 订阅大型招聘会的最新资讯！ 

 

2016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三)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百老汇摄影器材有限公司 仓务员 荃湾 

  高级门市营业员 港九新界 

  门市营业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美容产品营业员 港九新界 

  收银员 港九新界 

  店务文员 港九新界 

柏斯音乐集团 见习钢琴调音员 红磡 

  售货员 港九新界 

康维他香港有限公司 产品顾问(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Toys"R"Us (Hong Kong) Limited 全职店务助理 沙田 , 尖沙咀 

  店铺主管 沙田 , 尖沙咀 

  兼职店务助理 港九新界 

日本城(香港)有限公司 仓务员 元朗 

  店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优品 360° 售货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资深售货员 港九新界 

  副店长 港九新界 

  店长 港九新界 

庞蓓有限公司 仓务员 上水 , 尖沙咀 

  主管/副主管 
香港仔 , 上水 , 将军澳 , 尖

沙咀 

  售货员(全职/兼职) 
香港仔 , 上水 , 将军澳 , 尖

沙咀 

http://www.gov.hk/mygovhk/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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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i.t apparels Limited 售货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店铺清洁员(全职/兼职) 铜锣湾 , 九龙塘 , 旺角 , 尖沙咀 

  店铺理货员 
铜锣湾 , 九龙塘 , 旺角 , 尖沙

咀 , 荃湾 , 屯门 

  收银员 
铜锣湾 , 观塘 , 旺角 , 尖沙咀 , 

青衣 , 屯门 

遨信发展有限公司 仓务员 葵涌 

  售货员(全职/兼职) 
葵涌 , 观塘 , 荔枝角 , 旺角 

鱼涌 , 屯门 

Adidas Hong Kong Limited 高级零售专才 香港岛 , 九龙半岛 

圣莎拉时装有限公司(Gitti) 售货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香港蚬壳有限公司 服务员 荃湾 , 屯门 

  顾客服务主任 荃湾 , 屯门 

  值班经理 荃湾 , 屯门 

荷花集团有限公司 售货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收银员 港九新界 

  杂务员(全职/兼职) 
铜锣湾 , 中环 , 九龙湾 , 旺角 , 

荃湾 

  仓务员 铜锣湾 , 尖沙咀 , 荃湾 

东盛贸易(国际)有限公司 美容护肤品销售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威高时装有限公司 售货员 港九新界 

  店铺助理(兼职) 港九新界 

英皇钟表珠宝(香港)有限公司 见习营业员(珠宝) 铜锣湾 , 尖沙咀 

 经验营业员(珠宝) 铜锣湾 , 尖沙咀 

百丽环球有限公司 店铺主任 港九新界 

 资深售货员 港九新界 

 售货员/助理售货员 港九新界 

 售货员(兼职) 港九新界 

先施有限公司 仓务员 红磡 

  销售助理 
铜锣湾 , 中环 , 旺角 , 深水

荃湾 , 油塘 

  收银员 铜锣湾 , 中环 , 旺角 , 深水 荃湾 , 油塘 

  临时销售助理/收银员 铜锣湾 , 中环 , 旺角 , 深水 荃湾 , 油塘 

顺业有限公司 营业员 
马鞍山 , 沙田 , 天水围 , 将军

澳 , 屯门 

优之良品有限公司 店务助理 港九新界 

  跟车员 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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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褔扬行(零售)有限公司 美容师 港九新界 

店务助理(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销售助理 港九新界 

东方红管理有限公司 清洁员 大埔 

高级仓务员 大埔 

仓务司机 大埔 

保安员 大埔 

食品研发调制员 大埔 

制药技术员 大埔 

门市售货员 港九新界 

门市主任 港九新界 

门市经理 港九新界 

Zara Asia Ltd 仓务助理 荃湾 

收银员 港九新界 

售货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世霸潜能 销售员 铜锣湾 , 北角 , 上环 

华润堂有限公司 高级营业员/营业员 港九新界 

店长/副店长 港九新界 

宝马汽车(香港)有限公司 汽车机械维修学徒/技术员学徒 土瓜湾 

助理项目主任 元朗 

技术主任 元朗 

行政主任 元朗 

车身维修学徒 元朗 

汽车喷油学徒 沙田 

货车出牌文员 长沙湾 

接待员 柴湾 

汽车维修顾问 柴湾 , 土瓜湾 

汽车零件销售顾问 柴湾 , 荃湾 

汽车机械维修技工/汽车机械技术员 柴湾 , 荃湾 

汽车喷油维修技工助理 柴湾 , 荃湾 

汽车维修顾问见习员 荃湾 

膳魔师 推广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bigboXX.com Limited 货车司机 葵涌 

跟车送货 葵涌 

仓务员 葵涌 

修宝鞋艺有限公司 见习修鞋技师 铜锣湾 , 中环 , 佐敦 , 尖沙咀 

马莎有限公司 顾客服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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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5 月 19 日(星期四)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Digiphoto Entertainment Imaging 

Limited 
摄影及销售服务大使(兼职) 大屿山区 

  摄影及销售服务大使(全职) 
香港仔 , 九龙站 , 大屿山区 , 

东涌 

伟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恒基兆

业地产集团成员公司) 
物业服务员 港九新界 

嘉盛科技有限公司 生产技术助理 葵涌 

  电子零件装配员 葵涌 

  助理工程师 葵涌 

  采购文员 葵涌 

京瓷办公信息系统香港有限公司 销售主任/销售员 荃湾 

  客户服务文员 荃湾 

  维修技术员(见习/T1-T4 级/IT 支援) 荃湾 

  物流助理 葵涌 , 荃湾 

国茂有限公司 侍应(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工(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房中工 港九新界 

  主任 港九新界 

  副经理 港九新界 

  经理 港九新界 

怡和机器有限公司 冷气机房操作员 
中环 , 马鞍山 鱼涌 , 西

贡 , 大埔 

  冷凝/空气调节技工 港九新界 

  消防设备技工 港九新界 

  电气技工 港九新界 

  助理技工 港九新界 

  冷气技术学徒 港九新界 

  技术支援(资讯科技) 观塘 

雅施化妆品中心 收银员 旺角 , 上水 

  初级美容顾问 
铜锣湾 , 旺角 , 尖沙咀 , 屯

门 

  美容顾问 
铜锣湾 , 旺角 , 尖沙咀 , 屯

门 ,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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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唯佳全球物流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 屯门 

  客户服务文员 屯门 

  仓务理货员 屯门 

  物流联络文员 屯门 

香港红塔国际烟草有限公司 生产辅助员(早班/中班) 荃湾 

  机械操作员 荃湾 

  司机 荃湾 

  电气维修学徒 荃湾 

  电气维修技术员 荃湾 

牙医联网服务有限公司 牙科诊所接待员 火炭 

  诊所清洁助理(兼职) 火炭 , 大围 

  牙医助护(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太古可口可乐香港 生产操作员(日/通宵班) 沙田 

  检货员(货仓部) 沙田 

  客户服务及销售代表 沙田 

  仓务助理(物料采购) 沙田 

  机械电气技工 沙田 

  机械技工(厂厦) 沙田 

  技工(车身维修/车辆电器) 沙田 

  跟车 港九新界 

创毅物业服务顾问有限公司 保安员(8 小时/12 小时) 葵涌 , 大窝口 

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主任 荃湾 

  平面设计师-新闻部 荃湾 

  营业主任 荃湾 

  资料处理员 荃湾 

  高级营业代表 荃湾 

  保安主任-行政部 荃湾 

  行政助理 荃湾 

  会计助理 荃湾 

  电脑程式员-手机应用程式 荃湾 

  编辑助理(新媒体发展) 荃湾 

  电脑程式员 荃湾 

  助理工程师(网络工程部/网络维修部) 荃湾 

  电脑技术员 荃湾 

  网络操作员 荃湾 

  值日导播员 荃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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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  节目助理(节目编排组) 荃湾 

  视频编辑 荃湾 

  制作助理(节目部) 荃湾 

  见习技术员 荃湾 

  娱乐记者 荃湾 

  初级技术员 荃湾 

  
工程师/助理工程师(新闻及体育维

修部) 
荃湾 

  机电工程师 荃湾 

金运专线小巴有限公司 小巴司机(全职/兼职) 九龙半岛 , 新界 

杰甜品有限公司 司机 火炭 

  甜品制作员 火炭 

  店务员(全职/兼职) 旺角 , 沙田 , 大围 , 尖沙咀 

香港珀丽酒店/九龙珀丽酒店 公众地方清洁员 大角咀 

  西餐厅侍应生 大角咀 

  资深电器/屋宇设备技工 大角咀 

  电器/屋宇设备技工 大角咀 

  行李员 大角咀 , 铜锣湾 

  洗碗员 大角咀 , 铜锣湾 

  工程部资深技工 铜锣湾 

  西餐厅领班 铜锣湾 

  侍应 铜锣湾 

  房务员 铜锣湾 , 大角咀 

DAN RYAN'S CHICAGO GRILL 
初级侍应生/侍应生/高级侍应生(全

职/兼职) 
九龙塘 , 尖沙咀 

  初级/高级/经验厨师(全职/兼职) 九龙塘 , 尖沙咀 

  清洁洗碗员(全职/兼职) 九龙塘 , 尖沙咀 

  酒吧调酒员(全职/兼职) 九龙塘 , 尖沙咀 

  接待员(全职/兼职) 九龙塘 , 尖沙咀 

邦民日本财务(香港)有限公司 分行客户服务代表 港九新界 

  客户服务主任 湾仔 

  信贷管理文员 湾仔 

  高级主任/主任(资讯科技/审核) 湾仔 

  会计主任 湾仔 

恒隆(行政)有限公司 高级大厦助理 九龙湾 

 大厦助理 九龙湾 

 高级宾客服务专员/宾客服务专员 香港岛 , 九龙半岛 

 高级维修技工/维修技工 香港岛 , 九龙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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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恒隆(行政)有限公司 礼宾服务专员 香港岛 

  高级会所助理/会所助理  

  高级房务员/房务员  

联合科技 电脑技术员 红磡 

娱艺院线有限公司 放映员 太古 

  卓越服务员 太古 , 尖沙咀 

  戏院服务员 港九新界 

  业务推广大使 铜锣湾 , 旺角 , 太古 , 尖沙咀 

港基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管理服务助理 
中环 , 红磡 , 观塘 , 尖沙咀 , 

荃湾 , 东涌 

  高级保安员 半山 , 将军澳 

  管理服务督导 尖沙咀 

  助理保安督导 洪水桥 , 半山 , 天水围 

  保安督导(日更/夜更) 洪水桥 , 葵涌 

  助理管理服务督导 红磡 , 荃湾 

  客户服务大使 
红磡 , 观塘 , 荔枝角 , 荃湾 , 

东涌 

  保安员(日更/夜更/兼职) 港九新界 

行云物流有限公司 电单车车队组长 屯门 , 元朗 

  短期合约电单车外送速递员(兼职) 
葵青区 , 美孚 , 荃湾 , 屯门 , 

元朗 

 电单车外送速递员(兼职) 葵青区 , 美孚 , 荃湾 , 屯门 , 元朗 

 日更货车司机 港九新界 

 文员 九龙湾 

  仓务助理 荃湾 

  邮务包装助理 荃湾 

三得利餐饮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店铺经理 港九新界 

  店务助理(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雅玛多国际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仓务员(空运仓) 葵涌 

  仓务员(物流仓) 葵涌 , 屯门 

  派递员 铜锣湾 , 旺角 , 尖沙咀 , 屯门 

麦当劳有限公司 餐饮服务员(全职/兼职) 
金钟 , 九龙塘 , 旺角 , 太古 , 

尖沙咀 

  汉堡专员(全职/兼职) 金钟 , 九龙塘 , 旺角 , 太古 , 尖沙咀 

  餐厅见习经理 港九新界 

  餐务组组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见习咖啡调配师(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服务大使(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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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力新清洁有限公司 清洁员 葵涌 , 青衣 , 荃湾 , 屯门 

旭逸酒店(圳边街)有限公司 会计文员 葵涌 

  保安主任 葵涌 

  订房部主管 葵涌 

  订房部文员 葵涌 

  宾客服务员 葵涌 

  高级技工 葵涌 

  技工 葵涌 

  公众地方清洁员 葵涌 

  资深公众地方清洁员 葵涌 

  房务员(日更/通宵更) 葵涌 

佳定集团 保安员 荃湾 

  清洁员(全职/兼职) 马鞍山 

英王面包(香港)有限公司 仓务员 火炭 , 沙田 

  见习面包师/蛋糕师 沙田 

  送货员 沙田 

  司机 沙田 

  理货员 沙田 

  面包店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务清洁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侍应(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经验西厨 港九新界 

 

2016 年 5 月 20 日(星期五)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阳光巴士有限公司 外勤主管 沙田 , 大埔 

  编更主管 旺角 

  车务文员 旺角 

  大巴司机(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利来客香港有限公司 送货员 沙田 

  5.5 吨货车司机 沙田 

  户外销售员 港九新界 

美亚铝厂有限公司 电器维修技术员 大埔 

  机械维修技术员 大埔 

  助理生产技术员(辘片/成品) 大埔 

  熔铸技术员 大埔 



9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全球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维修保养技术员(物流部) 大埔 , 青衣 , 屯门 

经验空运文员(空运部) 赤 角 

初级空运文员(空运部) 赤 角 

客户服务代表(空运部) 赤 角 

仓务员(空运部) 赤 角 

客户服务助理(物流部) 青衣 , 屯门 

仓务员(物流部) 青衣 , 屯门 

美国冒险乐园 分店助理主任(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助理维修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服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美容集顾问有限公司 清洁员(全职/兼职) 中环 

美容师助理 铜锣湾 , 中环 , 红磡 , 旺角 

美容师 铜锣湾 , 中环 , 红磡 , 旺角 

店铺主管 铜锣湾 , 旺角 

美容顾问 铜锣湾 , 红磡 , 旺角 

株式会社(人力资源)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主任(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店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清洁洗碗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威智护卫有限公司 保安员 沙田 , 荃湾 , 屯门 , 元朗 

世纪 21 香港有限公司 见习营业员 港九新界 

凸版资讯卡片有限公司 客户代表 九龙湾 

仓务员 元朗 

时薪生产助理/杂务员 元朗 

印刷机操作员(PPD) 元朗 

时薪包装员(书刊及小册子) 元朗 

时薪保安核数员 元朗 

时薪资料核对及入信员 元朗 

印刷机操作实习员 元朗 

数码印刷机械操作实习员 屯门 , 元朗 

品质控制员 屯门 , 元朗 

时薪资料输入员 屯门 , 元朗 

电讯盈科媒体有限公司 电话客户服务代表 葵涌 

电话中心销售员 葵涌 

营业代表 葵涌 

区域经理 葵涌 

质量客户服务主任(全职/兼职) 葵涌 

网络销售主任 葵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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玳思琳蜜糖吐司 初级厨师(全职/兼职) 铜锣湾 , 尖沙咀 

高级厨师(全职/兼职) 铜锣湾 , 尖沙咀 

初级侍应(全职/兼职) 铜锣湾 , 尖沙咀 

高级侍应(全职/兼职) 铜锣湾 , 尖沙咀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码头水手 中环 , 尖沙咀 , 湾仔 

渡轮水手 中环 , 尖沙咀 , 湾仔 

本地船长练习生 中环 , 尖沙咀 , 湾仔 

维修技工 尖沙咀 

电工 尖沙咀 

高级电工 尖沙咀 

捷运管理有限公司 客运助理(全职/兼职) 九龙半岛 

车务主任 红磡 

维修技工/学徒 红磡 

专线小巴车长(全职/兼职) 
红磡 , 九龙塘 , 石硖尾 , 土

瓜湾 , 油尖旺区 

港安警卫有限公司 保安员 港九新界 

总保安主任 葵涌 

大昌贸易行汽车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租赁司机 九龙湾 

仓务员 元朗 

拖架司机 天水围 

技工助理 赤 角 

洗车员(兼职) 赤 角 

汽车维修技工 港九新界 

汽车维修学员 港九新界 

汽车维修顾问 港九新界 

中型车司机 鸭 洲 , 赤 角 , 元朗 

科卫保安有限公司 保安员(全职/兼职) 
何文田 , 旺角 , 愉景湾 , 铜

锣湾 , 尖沙咀 , 荃湾 

现钞处理员(通宵班) 红磡 

持枪内部保安 红磡 

营运文员(日/夜班) 红磡 

提箱员(早/中/夜) 红磡 

速递车司机 红磡 , 九龙城 , 沙田 

跟车速递员 红磡 , 沙田 

巡逻主任 港九新界 

控制室主任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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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航物流(香港)有限公司 高级仓务员/仓务员 荃湾 

高级物流文员 荃湾 

物流文员(货仓部) 荃湾 

电脑程式员 荃湾 

清洁员 荃湾 

SLT 仓务助理 荃湾 

仓务文员 荃湾 

操作文员 荃湾 

早/夜班半导体产品检产及包装员 荃湾 

早/夜班显示卡维修/测试技术员 荃湾 

赛博亚洲有限公司 小家电推广员 港九新界 

和民(中国)有限公司 侍应(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房学徒(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清洁洗碗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机场保安有限公司 航空保安督导 赤 角 

域迅快递有限公司/外送共和国有

限公司 
电单车速递员(全职/兼职) 新界 

euro go go Ltd. 厨务员(全职/兼职) 九龙半岛 , 新界 

店务员(全职/兼职) 九龙半岛 , 新界 

店务员/厨务员(早半更/夜半更)(兼职) 九龙半岛 , 新界 

洗碗员(全职/兼职) 
葵芳 , 奥运站 , 沙田 , 黄

大仙 , 油塘 , 元朗 

AEON 信贷财务(亚洲)有限公司 助理主任/主任-账户管理 尖沙咀 

主任/助理主任-数据库营销 尖沙咀 

系统操作员 尖沙咀 

财务策划顾问 港九新界 

分行主任/文员 港九新界 

信用卡推广员(兼职) 港九新界 

电讯数码服务有限公司 门市营业员 港九新界 

伟伦电脑顾问有限公司 仓务助理 荔枝角 

产品及市场推广助理 荔枝角 

IT 销售员 港九新界 

系统工程师 港九新界 

初级技术员 港九新界 

兼职店铺销售顾问 港九新界 

销售员 港九新界 

高级店铺销售顾问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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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纳塔拉度假会(香港)有限公司 电话营销主任 香港岛 

香港泰诺风保泰有限公司 技术员 将军澳 

操作员 将军澳 

生产助理 将军澳 

汇卓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夜更替假保安员(全职/兼职) 旺角 , 大角咀 , 西区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兼职车站助理/兼职月台助理-轻铁 港九新界 

客务中心助理(兼职) 港九新界 

技工/技术员-车站维修 港九新界 

截至四月底的參与机构及职位空缺情况，一切以活动当日为准。 

注：如活动当日上午 7 时 30 分时，八号或以上台风信号/黑色暴雨警告信号正生效；或天文台已宣布将会发出有关信号，

当日之活动将告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