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西九龍招聘會 

 

日期: 2019年8月15及16日(星期四及五)  

時間: 11:00 – 17:30 (最後入場時間 17:00) 

地點: 西九龍中心 1 樓大堂 

（九龍深水埗欽州街 37K; 港鐵深水埗站 C1 出口） 
 

即場招聘超過 3 200 個職位空缺！參加機構每天不同！  

免費入場！歡迎參加！入場人士可獲紀念品一份，送完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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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8 月 15 日(星期四)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力新清潔有限公司 
清潔員 

長沙灣 , 何文田 , 紅磡 , 

深水埗 

嘉捷香港有限公司 家禽批發市場保安員(夜更) 長沙灣 

  宿舍保安員(夜更) 堅尼地城 

  商場保安員(日/夜更) 觀塘 

  住宅保安員(日/夜更) 半山  

 住宅保安員(夜更) 跑馬地 

  保安員(日/夜更) 薄扶林 

  醫院清潔員 將軍澳 

  紅十字會保安員(中/夜更) 油麻地 

香港房屋協會 高級大廈管理員 鑽石山 

  高級維修技術員(油漆、泥水及木工) 紅磡 , 土瓜灣 

  一級 A 牌技工 紅磡 , 屯門 

  大廈主管 葵涌 , 沙田 , 油麻地 

  一級 A 牌技工(水喉) 牛頭角 

  客戶服務主任(11 個月) 北角 

  控制室主任 北角 

  照顧員(11 個月) 將軍澳   

 照顧員 北角 

寶安韓國有限公司 侍應(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洗碗員 港九新界 

  廚房學徒 港九新界 

  廚師(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餐廳經理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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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Dr. Kong 健康鞋專門店 見習售貨員/售貨員 港九新界 

美國冒險樂園 分店助理主任 港九新界 

  服務員 港九新界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保安員/保安督導 港九新界 

  客戶服務大使 港九新界 

  管業服務助理 港九新界 

  技術員 港九新界 

香港珀麗酒店 布草房服務員 銅鑼灣 

  助理當值工程師 銅鑼灣 

  洗碗員 銅鑼灣 

  資深西餐廚師/西餐廚師 銅鑼灣 

  資深侍應生/侍應生 銅鑼灣 

  管家部督導 銅鑼灣 

  管家部維修及安裝技術員 銅鑼灣 

  餐務領班 銅鑼灣 

  房務員 銅鑼灣 

和心控股有限公司 店務員(日式火鍋/大阪燒店/日本菜) 

(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廚房學徒(日式火鍋/大阪燒店/日本菜) 

(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廚師及水吧(港式茶餐廳) 佐敦 

  壽司學徒 (日式壽司店) 旺角 , 沙田 , 青衣 

  廚房學徒(日式壽司店)(兼職) 旺角 , 沙田 , 青衣 

創思教育管理有限公司 
學校行政主任/助理 

香港仔 , 灣仔 , 觀塘 , 

大埔 

 學校行政主任  港九新界 

史偉莎香港 初級清潔技術員 港九新界 

  初級滅蟲技術員 港九新界 

  洗手間清潔服務技術員 港九新界 

  清潔及滅蟲技術員 港九新界 

  清潔及滅蟲服務技術員 港九新界 

  清潔兼司機技術員 港九新界 

  滅蟲服務技術員 港九新界 

  司機 青衣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文員(銷售部) 觀塘 

  生產文員 觀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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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捷達膠貼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印刷業) 觀塘 

  送貨員 觀塘 

  業務銷售員 觀塘 

  助理工程師(製程改善) 深圳 

  產品工程師(印刷業) 深圳 

  程式設計師 深圳 

糧友麵包人力資源有限公

司 / 蛋撻王控股有限公司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廚師大工(分店/工場) 觀塘 

(蛋撻王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西餅大工(工場) 觀塘 

  侍應 觀塘 

  清潔及倉務雜工(中央工場) 觀塘 

  潔淨員(餐廳) 觀塘 

  麵包師傅(工場) 觀塘 

  麵包學徒(工場) 觀塘 

  分店主任/副主任 觀塘 , 沙田 , 青衣 , 元朗 

  
分店經驗包師 

新蒲崗 , 青衣 , 油麻地 , 

油塘 

(糧友麵包人力資源 

有限公司)  
店務員(全職/兼職) 

紅磡 , 上水 , 旺角 ,  

將軍澳 , 荃灣 , 元朗 

日式麵包烘焙師(大工/中工) 旺角 , 將軍澳 , 荃灣 ,  

元朗   初級見習烘焙師 

  分店主任/副主任 旺角 , 荃灣 , 元朗 

京衞保安有限公司 保安員 流浮山 , 天水圍 

  副主管 大圍 , 天水圍 

雅瑪多運輸(香港)有限公司 派遞員/資深派遞員 銅鑼灣 , 荔枝角 

  中型貨車跟車 貨櫃碼頭 

  空運倉務員 貨櫃碼頭 

  倉務員(物流倉) 貨櫃碼頭 

  倉務文員 九龍灣 

  倉務助理(日/夜間) 九龍灣 

  船務文員 新蒲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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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宏宗建築有限公司 文件送遞員(兼職) 紅磡 , 荔枝角 

  電氣佈線工學徒 葵青區 , 深水埗 , 荃灣 

  文員(全職/兼職) 荔枝角 

 水喉工(大工) 深水埗 

  油漆工(大工) 深水埗 

  泥水工(大工) 深水埗 

太興飲食集團有限公司 水吧廚師(前線) 港九新界 

  清潔員(早/夜更)(前線) 港九新界 

  廚師(中廚部) 港九新界 

  燒味廚師(燒味部) 港九新界 

  倉務員(物流部) 火炭 

  產制助理(包裝員)(中央產制部) 火炭 

(茶木) 水吧高級服務員/水吧服務員 港九新界 

  高級侍應/侍應 港九新界 

  高級廚師/廚師 港九新界 

  廚務主任 港九新界 

  潔淨員 港九新界 

永安百貨有限公司 司機 九龍灣 

  倉務文員 九龍灣 

  送貨員 九龍灣 

  送貨部文員 九龍灣 

 合約文員  

 採購助理  

  
維修員/高級維修員 

九龍灣 , 上環 , 尖沙咀 , 

油麻地 

  收銀員 上環 

  會計文員 上環 

  潔淨員 上環 

 店鋪文員  

 顧客服務員  

  分店理貨員 上環 , 尖沙咀 

  店務助理(全職/兼職/合約) 上環 , 尖沙咀 , 油麻地 

  營業部理貨員 上環 , 尖沙咀 , 油麻地 

  保安員 上環 , 油麻地 

  銷售主管 尖沙咀 , 油麻地 

救世軍循環再用計劃 高級售貨員 港九新界 

  售貨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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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救世軍循環再用計劃 物流助理 葵涌 

  倉務員 葵涌 

  跟車員 葵涌 

 技工 油麻地 

  管理員(中更) 油麻地 

牛奶有限公司 見習經理(輪班) 港九新界 

(七．十一) 店務助理(輪班/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經理/店務副經理 港九新界 

  店務組長(輪班) 港九新界 

  熱賣點服務員(兼職) 港九新界 

  倉務員(半日)(兼職) 貨櫃碼頭 

  倉務文員 貨櫃碼頭 

  倉務員/飲品部倉務員/凍倉倉務員 貨櫃碼頭 

  貨車司機 貨櫃碼頭 

  跟車 貨櫃碼頭 

  輕型貨車司機 貨櫃碼頭 

  店場整理員 紅磡 , 佐敦 , 尖沙咀 

(惠康) 見習店舖經理 港九新界 

  店務助理(收銀部/新鮮食品部/乾貨部) 

(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助理(壽司部)(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便衣保安員 港九新界 

  盤點員 港九新界 

  標籤員(兼職) 貨櫃碼頭貨櫃碼頭 

  
網上業務操作員 

何文田 , 北角 , 西環 ,  

大角咀 , 土瓜灣 , 屯門 

  生產助理(凍倉) 將軍澳 

  收貨員(凍倉) 將軍澳 

 跟車員(凍倉/乾貨) 將軍澳 , 貨櫃碼頭 

 倉務員(凍倉/乾貨)  

 貨車司機(凍倉/乾貨)  

 鏟車司機(凍倉/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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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萬寧) 店務主任 港九新界 

  店務助理 港九新界 

  店舖理貨員 港九新界 

  健康大使 港九新界 

  產品顧問 港九新界 

  司機 貨櫃碼頭 

  執貨員 貨櫃碼頭 

  跟車 貨櫃碼頭 

  鏟車司機 貨櫃碼頭 

  醫學美容顧問 鰂魚涌 , 油尖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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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8 月 16 日(星期五)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寶馬汽車(香港)有限公司 汽車維修顧問 柴灣 

  汽車機械維修技工(商用車) 沙田 

  維修顧問/見習維修顧問 沙田 

  車場司機(商用車組) 沙田 , 元朗 

  接待員/客戶服務助理 土瓜灣 

  司機 土瓜灣 , 荃灣 

  客戶服務助理(汽車陳列室) 土瓜灣 , 荃灣 , 灣仔 

  產品菁英 土瓜灣 , 荃灣 , 灣仔 

  工具倉管員(汽車維修中心) 元朗 

  汽車車身維修技工 元朗 

聯視工程有限公司 工地/現場服務工程師 觀塘 

  項目/高級項目工程師 觀塘 

  工地科文 觀塘 

 技術員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客戶服務助理 港九新界 

  動物拯救熱線員(夜更) 何文田 

  
動物領養助理 

何文田 , 旺角 , 西貢 ,  

灣仔 

  動物接收部助理 灣仔 

  熱線服務員 灣仔 

  籌募大使(慈善義賣)(全職/兼職) 灣仔 

  獸醫助護(動物福利項目) 灣仔 , 元朗 

安達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理財規劃師 銅鑼灣 

輝固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司機 屯門 

  技術員 屯門 

  保安員 屯門 

  辦公室清潔員 屯門 

  雜工(兼職) 屯門 

寶豐環保服務有限公司 清潔工(早更/通宵更) 沙田 , 馬鞍山 

  駐廁工 將軍澳 

Pure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健身/拳擊教練 

金鐘 , 銅鑼灣 , 中環 ,  

旺角 , 鰂魚涌 , 淺水灣 

  餐廳清潔員 金鐘 , 灣仔 

  健身中心文員 中環 , 鰂魚涌 , 淺水灣 

  接待員(健身中心/瑜珈中心)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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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Pure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 

清潔員(健身中心/瑜珈中心)(全職/兼職)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飲品調製員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零售助理(健身中心/瑜珈中心)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維修技術員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銷售顧問 香港島 , 九龍半島 

  食物工場幫工 小西灣 

  食品工場助理(熱盤) 小西灣 

正誠保安服務有限公司/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住宅保安員 

佐敦 , 中半山 , 天水圍 , 

屯門 

  住宅巡邏保安員/住宅座頭保安員 藍田 

  工廈保安員 梨木樹 

  住宅物業保安員 半山 

  商廈保安員 新蒲崗 

  住宅保安副主管 大埔 

  住宅保安員(夜更) 大埔 

  座頭/巡邏保安員 東涌 

(正誠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工廈保安員 柴灣 

  特別行動保安員 香港島 

  住宅巡邏保安員(日/夜更) 觀塘 

  住宅保安員 山頂 , 天水圍 , 屯門 

  巡邏住宅保安員 西灣河 

  商廈保安員 新蒲崗 

  住宅保安員(夜更) 大埔 

  住宅巡邏保安員(夜更) 太和 

  住宅座頭保安員(日/夜更) 荃灣 

  巡邏保安員 東涌 

The Wellbeing Group (HK) 

Company Limited 

西餐廚師 中環 

初級侍應 中環 , 九龍塘 

  初級店務員 中環 , 九龍塘 

  初級廚師 中環 , 九龍塘 

  店務員(兼職) 中環 , 九龍塘 

  高級侍應 中環 , 九龍塘 

  高級店務員 中環 , 九龍塘 

  清潔員(全職/兼職) 中環 , 九龍塘 , 沙田 

  初級餅師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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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嘉怡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助理管業主任 葵涌 , 深水埗 

  技術員 葵涌 , 深水埗 

  保安員 葵涌 , 深水埗 

  客戶服務助理 葵涌 , 深水埗 

  清潔工人 葵涌 , 深水埗 

  管業主任 葵涌 , 深水埗 

THE SHILLA duty free 收銀員 赤鱲角 

店舖主管 赤鱲角 

  客戶服務主管 赤鱲角 

  美容顧問(護膚/化妝/香水品牌) 赤鱲角 

  銷售顧問(腕錶/時裝皮具) 赤鱲角 

大班麵包西餅有限公司 門市麵包技師(見習/經驗)  港九新界 

  臨時店務助理 港九新界 

  臨時生產及包裝員 新蒲崗 

  臨時送貨員 新蒲崗 

  臨時會計文員 新蒲崗 

吉野家快餐(香港) 

有限公司/ 

超群麵包西餅有限公司/ 

食品概念(香港)有限公司 

 

店務員 港九新界 

生產技工(兼職) 元朗 

(HUNG'S TALENT 

SERVICES LIMITED) 
店務主任/助理店務主任 港九新界 

  店務經理/助理店務經理 港九新界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PEARL COOPER 

LIMITED) 
店務主任 油麻地 

  店務員(廚房/樓面)(全職/兼職) 油麻地 

  店務經理 油麻地 

(吉野家快餐(香港) 

有限公司)  

店務主任/助理店務主任 港九新界九新界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經理/助理店務經理 港九新界 

  生產員(全職/兼職) 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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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超羣麵包西餅有限公司) 助理店務經理 港九新界 

  店務主任 港九新界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烘焙師(麵包) 港九新界 

  高級烘焙師(麵包) 港九新界 

  學徒(麵包) 中環 , 東涌 

廖創興物業管理及代理 

有限公司 
助理保安及賓客服務主任(夜班) 中環 

  助理客戶服務主任 中環 

  固定班保安員(替假)(日/夜班) 中環 , 旺角 , 淺水灣 

  技工 中區 , 西區 

  助理大廈主任(日班) 旺角 

  組長(夜班) 西環 

  保安員(日班/夜班) 荃灣 , 西環 

Mr Simms HK Limited 市場推廣主任 中環 

  店務員 中環 , 赤鱲角 , 旺角 ,  

山頂 , 灣仔   店鋪經理/副店鋪經理 

夏利文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維修員 

中環 , 牛頭角 , 上環 ,  

將軍澳 , 荃灣 

  客戶服務助理 何文田 , 啟德 

  管理員(日班/夜班) 港九新界 

  會所助理(兼職) 何文田 , 深井 , 將軍澳 

  高級會所主任/助理會所主任 何文田 , 將軍澳 , 深井 

  高級會所助理 何文田 , 將軍澳 

  大廈主管(日班/夜班) 香港島 ,九龍半島 

帝京酒店 餐廳服務員 旺角 

保安員 

救生員 

行李員 

 司機 

 房務員 

 技工(影音/冷氣/水/電) 

 制服及布草房服務員 

 公衆地方清潔員 

 碗碟清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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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聖德肋撒醫院 化驗室助理 九龍城 

  文員 九龍城 

  技術員(冷氣/電器) 九龍城 

  病房服務員(輪班/夜班) 九龍城 

  庶務部職工(固定夜班) 九龍城 

  職工(全職/兼職) 九龍城 

  醫院運作助理(物業管理) 九龍城 

  職工(洗衣房) 葵涌 

和民(中國)有限公司 侍應(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高級侍應生 港九新界 

  清潔洗碗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初級廚師 銅鑼灣 , 紅磡 , 九龍灣 , 

葵芳 , 旺角 , 太古   高級廚師 

  廚房學徒(兼職) 

  廚師(兼職) 

  倉務員(兼職) 牛頭角 

香港航空地面服務 

有限公司 
顧客服務主任 

赤鱲角 

順豐速運(香港)有限公司 司機收派員 港九新界 

  收派件員 港九新界 

  店務助理 港九新界 

  門市倉務員 港九新界 

  司機(18 牌) 青衣 

  司機(5.5 噸) 青衣 

  英文客服助理 青衣 

  倉務文員 青衣 

  倉務員(日/夜更) 青衣 

 

 

截至八月中的參與機構及職位空缺情況，一切以活動當日為準。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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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