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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招聘会 
 

日期: 2019年7月23及24日 (星期二及星期三) 

时间: 11:00 – 17:30 (最后入场时间 17:00) 

地点: 沙田源禾路一号沙田大会堂一楼展览厅 (港铁沙田站 A3 出口) 

 

即场招聘约 2 700 个职位空缺！參加机构每天不同！ 

免费入场！欢迎参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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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大型招聘会的最新信息！ 

 

2019 年 7 月 23 日(星期二)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大快活快餐有限公司 经理/副经理 港九新界 

  一厨/二厨/三厨 港九新界 

  水吧助理(兼职) 港九新界 

  主任/见习主任 港九新界 

  收银员(兼职) 港九新界 

  洗碗洁净员(兼职) 港九新界 

  晚市送餐助理(兼职) 港九新界 

  厨务助理(兼职) 港九新界 

  楼面服务员(兼职) 港九新界 

达利威国际有限公司 
售货员 

上环 , 太古 , 

荃湾 , 油麻地 

兆恒清洁服务有限公司 外围清洁员 港九新界 

  楼盘清洁员(全职/兼职) 粉岭 , 半山 

  学校清洁员/住宅大厦晚间清洁员(兼职) 马鞍山 , 大埔  

  住宅大厦/食品工场/物流货仓清洁员 大埔 , 天水围 

领骏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高级花王/花王 I 东区 , 将军澳 

  

电工 

香港岛 ,  

观塘 ,  

将军澳 ,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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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领骏工程发展有限公司 水喉工 香港岛 ,  

将军澳 , 元朗   泥水工(油漆/木工) 

富荟酒店 
订房文员 

炮台山 ,  

土瓜湾 

  
款接督导 

上环 , 旺角 , 

土瓜湾 

 维修技术员 上环 , 炮台山 

  
款接员 

旺角 , 湾仔 , 

  土瓜湾 

  订房督导 炮台山 

  客房清洁督导 炮台山 

  款接督导(通宵) 土瓜湾 

  资深款接员 土瓜湾 

香港国际货柜码头有限公司 工程技术员(吊机维修) 货柜码头 

  工程技术员(屋宇装备维修) 货柜码头 

  助理物流策划员 货柜码头 

  助理堆场策划员 货柜码头 

  助理船位策划员 货柜码头 

  助理船泊策划员 货柜码头 

  助理趸船策划员 货柜码头 

  技工学徒/技术员学徒 货柜码头 

  见习技术员 货柜码头 

  见习策划员 货柜码头 

  物流助理 货柜码头 

  信息科技服务助理 货柜码头 

  数据中心操作员 货柜码头 

  操作组长 货柜码头 

维他天地服务有限公司/香港美食

有限公司 
助理店长 港九新界 

  店长 港九新界 

  学校饭堂厨师 何文田 , 观塘 

  助理区域经理 屯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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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百卡弗香港有限公司 三文治制作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生产操作员(全职/兼职) 柴湾 

  仓务员 柴湾 

  清洁员 柴湾 

  厂房清洁员 柴湾 

实惠家居有限公司 上货员(家品部)(兼职) 港九新界 

  收银员(家品部)(兼职) 港九新界 

  店务助理(日更/夜更)(兼职) 港九新界 

  店务员(家俬部)(兼职) 港九新界 

  家居优化专员(家品部/家俬部) 港九新界 

创毅物业服务顾问有限公司 

工程主任/助理工程主任 

香港仔 ,  

葵涌 , 沙田 , 

上水 

  保安主任 港九新界 

  
客户服务主任 

柴湾 , 沙田 , 

九龙 , 葵涌  

  
技工 

柴湾 , 沙田 , 

九龙 

  
物业主任/助理物业主任 

葵涌 , 沙田 ,

九龙 , 上水 

  文书主任 葵涌 , 上水 

  花王 沙田 

  清洁员 沙田 

  楼宇管理员/楼宇保安员 大围 

文风户贸易有限公司 外勤清洁及补货员 葵芳 

  仓务员 葵芳 

  
美妆顾问 

旺角 , 沙田 , 

屯门 

大生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私人司机 西贡 

  物业管理员 中环 , 半山 

  助理屋苑监督 西贡 

  酒店前堂接待员 西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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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巴士车长 愉景湾 

  交通主任 

  交通助理稽查 

  助理技术员 

  客车司机 

  水务技工 

  污水泵房操作员 

  行政助理/行政助理(临时) 

  助理保安主管 

  客户服务助理/客户服务高级助理 

  园艺工人/高级园艺工人 

  管业主任/管业助理主任/管业高级主任 

  维修高级主任 

  航运助理 

  航运高级主任 

  一级草坪护理员 

  更衣室服务员 

  会员服务助理 

  会员关系助理主任 

  维修技术员 

  练习场助理 

  机械技术员 

  技术员 

  洗碗工人 

  康乐事务助理主任/康乐事务高级主任 

  会员服务助理主任/会员服务高级主任 

  

厨师 

杂务员  

收费员  

助理交通巡逻员/高级交通巡逻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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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香港兴业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助理轮机长/轮机长 中环 , 愉景湾 

 海事助理 

  会所服务员/高级会所服务员 荃湾 

  会所助理主任/会所主任 荃湾 

  管业助理主任/管业主任 荃湾 

卡莱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收银员 港九新界 

  见习美容顾问 港九新界 

  店务助理 港九新界 

  服务大使(兼职) 港九新界 

  杂务员 港九新界 

  
保安员 

铜锣湾 ,  

旺角 , 尖沙咀 

第一太平戴维斯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大厦管理员(日更) 

沙田 , 青衣 , 

荃湾 

  大厦管理员(夜更) 沙田 

亚洲国际餐饮集团有限公司 中式厨师 港九新界 

  水吧助理 港九新界 

  西式厨师 港九新界 

  侍应 港九新界 

  星泰越式厨师 港九新界 

  副店长 港九新界 

  清洁员 港九新界 

  部长 港九新界 

堡狮龙企业有限公司 店铺主任 港九新界 

  助理店铺经理/店铺经理 港九新界 

  顾客服务员/高级顾客服务员 港九新界 

  仓务员(中班)(兼职) 粉岭 

城景国际 一级厨师 油麻地 

  中菜侍应生 油麻地 

  公众地方服务员 油麻地 

  早中更保安员 油麻地 

  

  

  

  

行李员 油麻地 

西餐厅侍应生 油麻地 

油麻地 

油麻地 

助理公众地方督导(通宵更) 

技工/资深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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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城景国际 房务员 油麻地地 

  客户服务主任(客户服务) 油麻地 

  客户服务主任(订房部) 油麻地 

  客户服务主任(电话房) 油麻地 

  洗碗员 油麻地 

  资深侍应生(水吧) 油麻地 

保诺时网上印刷有限公司(e-print) 切纸技工 观塘 

  印刷二手 观塘 

  初级工人(夜班) 观塘 

  

客户服务员 

观塘 , 旺角 , 

荃湾 , 湾仔 , 

元朗 

港安警卫有限公司/港安集团 码头高级保安主任 货柜码头 

  码头总保安员 货柜码头 

  人力资源主任 钻石山 

  
商厦保安主任/货柜码头总保安主任 

葵青区 ,  

九龙站 

  商厦保安控制室主任 九龙站龙站 

九龙站   商厦保安经理(轮班) 

  货柜码头总保安主管 葵青区 

  百货保安员 马鞍山 , 荃湾 

 展馆保安员 沙田 , 尖沙咀  

  

码头保安员/住宅保安员/警卫 

葵青区 , 

九龙城 , 

屯门 

 商场保安员(夜班) 将军澳 

  替假保安员(夜班) 沙田 , 大埔 

  工厂保安员 大埔 

行云物流有限公司 

  

货车司机 港九新界 

电单车外送速递员(全职/兼职) 

葵青区 ,  

沙田 , 大埔 ,  

火炭 , 荃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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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行云物流有限公司 

  电单车外送速递员(固定更)(兼职) 

火炭 , 沙田 , 

葵青区 ,  

大埔 , 荃湾 

电单车车队主管/助理主管 九龙 , 新界 

  电单车队外送速递分区组长 九龙 , 

  货车司机(兼职) 新界 

香港荃湾丝丽酒店/ 

香港荃湾帝盛酒店 
公众地方清洁员 

葵涌 

  水电/冷气技工 葵涌 

  房务员 葵涌 

  前堂客户服务员/资深前堂客户服务员 葵涌 

  酒店保安员 葵涌 

  订房部文员/资深订房部文员 葵涌 

  礼宾部助理 葵涌 

  礼宾部部长 葵涌 

香港德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办公室行政助理 九龙湾 

  空运出口客户服务文员 葵涌 

  

  

  

空运出口操作文员 葵涌 

空运仓务员(夜班工作) 葵涌 

葵涌 空运会计文员 

小苹果教育中心 中学进修导师/中学导师/导师(全职/兼职) 观塘 , 蓝田 ,  

  派传单员(兼职) 乐富 , 将军澳 

  画班手工导师(兼职)  

  

  

补习中心职员(全职/兼职)  

乐器导师(兼职)  

  清洁员(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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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置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校园设施

管理有限公司 
清洁工(全职/兼职)  

红磡 

  保安员 红磡 

  清洁技工 红磡 

  清洁科文 红磡 

佐丹奴有限公司 收银员 港九新界 

  店长/副店长 港九新界 

  店务助理 港九新界 

  仓务员 港九新界 

  

  

资深顾客服务员 港九新界 

港九新界 顾客服务员(全职/兼职) 

 

截至七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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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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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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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7 月 24 日(星期三)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分店文员 

港九新界 

 

  店务员(饼店)(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烘焙学徒(饼店) 港九新界 

  副主任/主任(饼店) 港九新界 

  顾客大使(饼店)  港九新界 

  

各级厨师(快餐及机构餐务)(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大屿山区九新

界 

  服务员(快餐及机构餐务)(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各级烧味厨师(快餐及机构餐务) 港九新界 

  收银员(快餐及机构餐务)(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厨师(水吧)(快餐及机构餐务) 港九新界 

  洁净员(快餐及机构餐务)(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助理经理 港九新界 

  

企檔助理(快餐及机构餐务) 

何文田 ,  

红磡 , 湾仔 , 

九龙塘 ,  

马鞍山 , 屯门  

  

质量监控主任(快餐及机构餐务) 

佐敦 , 观塘 , 

将军澳 ,  

屯门 , 元朗 

  

膳食助理(全职/兼职) 

佐敦 ,  

大屿山区 ,  

屯门 , 元朗 

  咖啡调配师 九龙站 

  中菜厨师 太古 

  烘焙师 太古 

康维他香港有限公司 产品顾问 港九新界 

威信服务有限公司 替假保安员(夜更) 港九新界 

  店铺保安员(兼职) 铜锣湾 

  
豪宅保安员(日更/夜更) (全职/兼职) 

何文田 ,  

半山 , 西营盘 

新生精神康复会-葵盛庇护工场 场地督导员 葵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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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建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机械装配工 赤鱲角 

  文员 葵涌 

  安全督导员 葵涌 

  电表技术员 大埔 

  
高级抄表员(电表) 

荃湾 , 元朗 , 

油麻地 

  初级电表表员 屯门 

  架空电缆巡线员 元朗 

  修树助理 元朗 

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 面包店务员 红磡 

  

收银售货员(家品/服装) 

红磡 ,  

九龙湾 ,  

九龙城 

  室内儿童游乐场助理 九龙湾 

  保安员 九龙 

  仓务员 九龙 

  组别主理 九龙 

  超市收银员 九龙 

  顾客服务员 九龙 

乐天餐饮集团 收银员 旺角 

  服务员及传菜员 旺角 

  资深服务员及水吧 旺角 

  顾客大使/资深顾客大使 旺角 

  主任 港九新界 

  收银员 港九新界 

  洗碗员 港九新界 

  侍应/高级侍应  港九新界 

  接待员 港九新界 

  部长 港九新界 

  传菜员 港九新界 

利嘉阁地产有限公司 分行文员 香港岛 

  物业顾问 香港岛 

  营业及市场助理 香港岛 

  

  

行政助理/主任 湾仔 

湾仔 电脑技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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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现代美容中心 分店文员 港九新界 

  户外/展览会推广员 港九新界 

  木工维修员/仪器维修员 港九新界 

  全身按摩师 港九新界 

  足底按摩师 港九新界 

  初级美容师/初级纤体师 港九新界 

  初级美容顾问 港九新界 

  泰式按摩师 港九新界 

  接待员 港九新界 

  清洁员 港九新界 

  绘眉师 港九新界 

  海外发展专员 内地 

争鲜(香港)食品有限公司/ 

安食联合有限公司 

中工(外带) 港九新界  

中工(回转)  

内场(外带)(全职/兼职)  

主任(外带)  

主任(回转)  

外场(外带)(全职/兼职)  

店经理/副经理(外带)  

店经理/副经理(回转)  

寿司学徒(回转)(全职/兼职)  

楼面(回转)(全职/兼职)  

工场寿司学徒(全职/兼职) 葵涌 , 观塘  

政策二十一有限公司 外勤访问员(兼职) 港九新界 

耀才证券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见习营业主任 

九龙城 ,  

荃湾 , 屯门 

九龙仓置业有限公司 助理工程督导员 铜锣湾 

  技术员 铜锣湾 

  客户服务助理(兼职) 铜锣湾 

  高级工程督导员 铜锣湾 

  
管业督察/高级管业督察 

铜锣湾 ,  

钻石山 , 

   

  

顾客服务大使/顾客服务人员(全职/兼职) 尖沙咀 

高级顾客服务大使 
铜锣湾 ,  

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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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九龙仓置业有限公司 顾客服务助理 钻石山 

  管业助理 钻石山 ,  

  顾客服务专员 尖沙咀 

  工程督导员(电力) 尖沙咀 

  工程督导员(机电保养) 尖沙咀 

  交通管制助理员 尖沙咀 

  收银员 尖沙咀 

  高级售货员 尖沙咀 

  高级顾客关系大使 尖沙咀 

  售货员(全职/兼职) 尖沙咀 

  管业督察(兼职) 尖沙咀 

  热线服务专员 尖沙咀 

  码头操作员(全职/兼职) 尖沙咀 

  顾客关系专员 尖沙咀 

纵横二千集团 收银员 港九新界 

  资深顾客助理 港九新界 

  顾客助理(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店铺仓务助理 

铜锣湾 ,  

旺角 , 沙田 ,  

尖沙咀 

  中型货车司机兼跟车(通宵班) 粉岭 

  改衫员(兼职) 粉岭 

  仓务员(早/中/夜更)(兼职) 粉岭 

亚洲实业(香港)物流有限公司 文书助理 赤鱲角 

  司机 赤 角 

  仓务员 赤 角 

  货运仓务员 赤 角 

  调渡文员 赤 角 

  报关文员 葵兴 

  物流文员 屯门 

翡翠餐饮集团(大中华)有限公司 打荷/二砧/三砧/四砧 港九新界 

  分店副经理 港九新界 

  水吧 港九新界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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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翡翠餐饮集团(大中华)有限公司 收银员 港九新界 

  侍应生 港九新界 

  初级厨师/高级厨师(厨房/点心/拉面) 港九新界 

  拉面师 港九新界 

  接待员 港九新界 

  传菜员 港九新界 

  楼杂 港九新界 

  洁净员 港九新界 

  学徒(厨房/点心/拉面) 港九新界 

  厨务助理 火炭 

娱艺院线有限公司 戏院服务员(全职/兼职) 港九新界 

  

电影放映员 

铜锣湾 ,  

九龙湾 , 

观塘 , 旺角 , 

尖沙咀 

  客户款待主任/客户款待员 尖沙咀 

信和管业优势 保安员(日/夜班)(兼职) 港九新界 

  
物业管理员/保安员 

荔景 , 荃湾 , 

屯门 

  保安主任 屯门 

菲安妮(亚太)有限公司 

店务员(全职/兼职) 

铜锣湾 ,  

赤鱲角 ,  

尖沙咀 

  店铺主管  

  高级售货员  

栢乐服务有限公司 保安员(临时)(兼职) 港九新界 

香港航空发动机维修服务 

有限公司 
打磨技工 将军澳 

  飞机引擎维修见习员/见习技术员 将军澳 

  仓务员 将军澳 

  电脑数控车床技工/车床技工 将军澳 

  喷油技工 将军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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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三得利餐饮国际(香港)有限公司 店务助理 香港岛 ,  

九龙 , 葵芳 , 

马鞍山 ,  

旺角 , 元朗 

愉景新城商业服务有限公司 餐务组长 尖沙咀 

  侍应(全职/兼职) 尖沙咀 , 荃湾 

  咖啡店务员 尖沙咀 , 荃湾 

  游乐设施服务员 尖沙咀 , 荃湾 

  销售员 尖沙咀 , 荃湾 

永伦 800 酒店 冷气技工 青衣 

  前堂宾客服务员 青衣 

  仓务及采购员 青衣 

  酒店大堂经理 青衣 

  酒店工程部文员 青衣 

  酒店中/西厨 青衣 

  酒店合约店务员 青衣 

  酒店行政文员/房务部文员 青衣 

  酒店房务部督导 青衣 

  酒店油漆/泥水工 青衣 

  酒店客户服务经理 青衣 

  酒店客房服务及保安员 青衣 

  酒店洗碗员 青衣 

  酒店清洁员 青衣 

  酒店细木工技工 青衣 

  酒店电力系统技工 青衣 

  酒店餐厅服务生 青衣 

  酒店餐厅部长 青衣 

  会计文员 青衣 

奥的斯电梯(香港)有限公司/ 

星玛电梯(香港)有限公司/ 

捷运电梯有限公司 

搬运工人/维修助理 

港九新界 

  管工/督导员 

  

  

维修技工/助理技工(升降机/自动梯) 

调试员(升降机/自动梯) 

 学徒(电梯安装及维修) 



 

15 

 

参与机构 职位空缺 工作地点 

信佳集团管理有限公司 交通督导员 粉岭 

  杂工(早更/夜更) 粉岭 

  技术主任(电子/电机/楼宇维修/车辆) 粉岭 

  厨师 粉岭 

  被服运送员/运送员(医院) 沙田 

  医院助理监督/监督(清洁) 沙田 

  医院清洁员(病房/抹床) 沙田 

  一级交通督导员 沙田 , 青衣 

  二级交通督导员 
沙田 , 青衣 

 见习交通督导员 

  技术主任(电子/电机/楼宇维修/车辆) 粉岭 , 沙田 , 

青衣沙田 , 青

衣 

沙田 , 青衣   

技术员(电子/电机) 

 

 

截至七月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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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时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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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