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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齡就業新里程招聘會 
 

日期: 2017年7月28日(星期五)  

時間: 11:00 – 17:30 (最後入場時間 17:00) 

地點: 屯門屯喜路三號屯門大會堂一樓展覽廳 
 

即場招聘約 2,500 個職位空缺！  

免費入場！歡迎參加！入場人士可獲紀念品一份！ 

請即往「我的政府一站通」(www.gov.hk/mygovhk)訂閱大型招聘會的最新資訊！ 
 

2017 年 7 月 28 日(星期五)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嘉頓有限公司 包裝員(全職/兼職) 深井 

 
生產員 深井 

 
成品員(全職/兼職) 深井 

 
保安員(全職/兼職) 深井 

 
清潔員 深井 

  機械維修技術員 深井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水吧廚師(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侍應(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清潔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雀巢香港有限公司 司機 元朗 

 
生產員(11 個月合約) 元朗 

 
生產線維修員 元朗 

 
生產操作員 元朗 

 
倉務員 元朗 

 
雪糕跟車營業員(9 個月合約) 元朗 

 
電工 元朗 

  廠房維修員(鍋爐) 元朗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店務員(長工/暑期工) 港九新界 

 
店務員-半職 港九新界 

 
店務組長 港九新界 

  店務經理/副店務經理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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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屈臣氏大藥房 健康產品推廣員 港九新界 

 
醫學美容顧問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助理(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豐澤 顧客服務顧問(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顧問-TechLife 港九新界 

時迅發展有限公司 見習網絡安裝服務員 港九新界 

華潤萬家(香港)有限公司 中型貨車司機 長沙灣 

 
倉務員 長沙灣 

 
店務員(便利店)(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員(超市)(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店舖主任(便利店) 港九新界 

 
店舖主任(超市) 港九新界 

 
高級店務員(便利店) 港九新界 

 
高級店務員(超市) 港九新界 

聖莎拉時裝有限公司(Gitti) 售貨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車長 港九新界 

 
站長/助理站長 港九新界 

  站務助理(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中菜部) 什務員(全職/兼職) 荃灣 , 屯門 , 元朗 

 
侍應(全職/兼職) 荃灣 , 屯門 , 元朗 

 
傳菜員(全職/兼職) 荃灣 , 屯門 , 元朗 

 
廚師 荃灣 , 屯門 , 元朗 

  潔淨員(全職/兼職) 荃灣 , 屯門 , 元朗 

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 一廚/二廚 港九新界 

 
三廚 港九新界 

 
水吧助理 港九新界 

 
主任/見習主任 港九新界 

 
收銀員 港九新界 

 
送餐助理 港九新界 

 
經理/副經理 港九新界 

 
廚務助理 港九新界 

 
樓面服務員 港九新界 

  潔淨洗碗員 港九新界 

威高時裝有限公司 店鋪助理(兼職) 港九新界 

  售貨員(全職)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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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收銀員/上貨員(兼職) 港九新界 

家居優化專員(家品部) 港九新界 

傢俬銷售顧問 港九新界 

康威警衛有限公司 保安員(全職/兼職) 荃灣 , 屯門 , 元朗 

六福集團有限公司 打金師傅 九龍半島 , 元朗 

總務 九龍半島 , 屯門 , 元朗 

出納員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 屯門 , 元

朗 

營業員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 荃灣 , 屯

門 , 元朗 

麥當勞有限公司 生產品管組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咖啡調配師 港九新界 

餐廳見習經理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專員 港九新界 

仁濟樂在家專業陪老服務 兼職陪老員 九龍半島 , 新界 

Spa Collection Group 店鋪清潔員 港九新界 

按摩師 港九新界 

香港必勝客管理有限公司 分店經理 港九新界 

見習經理 港九新界 

侍應生(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夜間餐廳清潔員(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洗碗清潔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組長(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電單車速遞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廚房員工(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侍應生(暑期兼職) 德福花園 , 尖沙咀 , 屯門 

店務員(暑期兼職) 德福花園 , 尖沙咀 , 屯門 

廚房員工(暑期兼職) 德福花園 , 尖沙咀 ,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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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新昌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管業主任/助理 大埔 , 屯門 

保安員(兼職) 天水圍 , 屯門 , 元朗 

屋苑保安員(8 小時) 屯門 

洗衣助理(兼職) 牛頭角 

工程主任 北角 

清潔員(9 小時)(全職) 沙田 

大廈主管/助理大廈主管 沙田 , 大埔 , 天水圍 , 屯門 

工程主任( ) 

科文/技術員( ) 

停車場保安員(8 小時) 
香港仔 , 彩虹 , 何文田 , 石硤

尾 , 南區 

技術員(校園) 
柴灣 , 長沙灣 , 九龍灣 , 葵涌 , 

北角 

早/夜班保安員 港九新界 

技術員 港九新界 

客戶服務助理 港九新界 

清潔員(4 小時)(兼職) 跑馬地 

住宅/商廈清潔員 筲箕灣 , 將軍澳 

車站助理(兼職) 
銅鑼灣 , 炮台山 , 旺角 , 

涌 , 上環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 文書主任 屯門 

包裝機操作員 屯門 

生產工序操作員 屯門 

生產部助理 屯門 

車房電工 屯門 

搬土機操作員 屯門 

電子技術員 屯門 

電器維修技術員 屯門 

維修技工(汽車及流動設備) 屯門 

碼頭部操作員 屯門 

機械維修技工 屯門 

鐵器油漆工 屯門 

國茂有限公司 侍應(全職/兼職) 屯門 

廚師(全職/兼職) 屯門 

OK 便利店有限公司/聖安娜餅屋

有限公司 
三天工作店舖助理 港九新界 

店舖助理(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烘焙專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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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底的參與機構及職位空缺情況，一切以活動當日為準。 

 

註：如活動當日上午 8 時正，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正生效；或天文台已宣佈將會發出有關信號，當日之

活動將告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