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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躍新一頁招聘博覽 

日期: 2019年3月5及6日 (星期二及星期三) 

時間: 11:00 – 17:30 (最後入場時間 17:00) 

地點: 九龍塘達之路 78 號生產力大樓 1 樓知創空間 

參與公司進行即場招聘，提供超過 3 200 個職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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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5 日(星期二)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香港警務處 督察 港九新界 

警員 港九新界 

輔警 港九新界 

入境事務處 入境事務助理員 港九新界 

中友展覽有限公司
初級電氣技工 

赤鱲角 ,  

荃灣 , 灣仔 

展覽場地工作員(全職/兼職) 赤鱲角 , 灣仔 

倉務員(全職/兼職) 荃灣 

六福集團有限公司 文員/助理 沙田 

度量衡技術員 沙田 

會計助理 沙田 

出納員 港九新界 

服務專員 港九新界 

營業員 港九新界 

佳美航空膳食香港有限公司 包裝員(免稅品) 赤鱲角 

包裝員(食品) 赤鱲角 

包裝員(器具/日用品) 赤鱲角 

司機/車長 赤鱲角 

控制室助理主任/控制室主任 赤鱲角 

制服房助理 赤鱲角 

倉務助理 赤鱲角 

帳務文員 赤鱲角 

組長 赤鱲角 

運送員 赤鱲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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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佳美航空膳食香港有限公司 廚師 赤鱲角 

廚師(砧板/凍廚房) 赤鱲角 

廚師長 赤鱲角 

廚師(餅房) 赤鱲角 

廚務助理 赤鱲角 

器具處理員 赤鱲角 

餐務運送員 赤鱲角 

香港四季酒店 水療中心禮賓司 中環 

行李員 中環 

泳池救生員 中環 

客務關係員(前堂部) 中環 

客務關係員(訂房部) 中環 

客務關係員(通訊部) 中環 

部長 中環 

餐飲服務員 中環 

客務關係員(龍景軒) 中環 

禮賓部傳送員 中環 

恒益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級維修員 

粉嶺 ,  

中半山 ,  

北角 , 荃灣 

高級會所助理 

粉嶺 , 

馬鞍山 , 

中半山 

會所助理(臨時/兼職) 粉嶺 , 馬鞍山 , 半山 

高級工程助理 

粉嶺 , 

馬鞍山 , 

西營盤 

高級物業助理 

粉嶺 , 

跑馬地 , 

馬鞍山 , 

中半山 

物業服務員 港九新界 

高級物業服務員 港九新界 

易寶通訊服務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主任(保險業) 鰂魚涌 

商業客戶服務主任 鰂魚涌 

客戶服務主任 鰂魚涌 , 沙田 

銀行電話營銷主任 上環 

營運主任 美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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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國泰航空有限公司 空運服務主任 赤鱲角 

客戶服務主任 赤鱲角 

環球客戶營業員 赤鱲角 

殷學社慈善教育基金會有限公司 到校功輔班導師(兼職) 屯門 

九龍巴士(一九三三)有限公司

技工助理(呔工) 

九龍灣 ,  

荔枝角 ,  

沙田 , 屯門 

技工助理(汽車機械/電器) 九龍灣 , 荔枝角 , 沙田 , 屯門 

學徒(汽車機械/電器/車身修理) 九龍灣 , 荔枝角 , 沙田 , 屯門 

顧客熱線代表 沙田 

車長(全職/半職/兼職) 港九新界 

車務督察 港九新界 

站長/助理站長 港九新界 

站務管理員(合約)(兼職) 港九新界 

控制中心操作員 港九新界 

維特健靈健康產品有限公司 大廈清潔員 大埔工業邨 

包裝員 大埔工業邨 

生產助理 大埔工業邨 

跟車倉務助理 大埔工業邨 

店舖管理見習生 港九新界 

健康產品推廣員 港九新界 

註冊中醫師 港九新界 

營養顧問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大使 港九新界 

近鉄國際貨運(香港)有限公司 物流文員(日夜輪班)(空運出口部) 葵涌 

客戶服務文員(空運出口部) 葵涌 

物流文員 葵涌 , 屯門 

行政助理 葵涌 , 觀塘 

文員 觀塘 

會計文員 觀塘 

九龍倉置業有限公司 高級顧客關係大使 尖沙咀 

熱線服務專員 尖沙咀 

高級顧客服務大使/顧客服務大使 
銅鑼灣 , 

尖沙咀 

約克國際幼稚園 文員 九龍塘 

幼稚園老師 九龍塘 

會計員 九龍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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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約克國際幼稚園 
清潔員 

九龍塘 , 

西營盤 

鴻福堂集團有限公司 高級會計文員 大埔 

產品主任 大埔 

分區主任 港九新界 

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店務組長 港九新界 

店務經理 港九新界 

建造業議會

助理/助理主任(全職/兼職) 

香港仔 ,  

九龍灣 ,  

葵涌 , 南昌 , 

青衣 

富薈酒店 客房清潔督導員 炮台山 

訂房文員 炮台山 

款接督導員 
炮台山 , 

土瓜灣 

資深款接員 

炮台山 ,  

旺角 , 上環 , 

土瓜灣 

物業管理主任 
炮台山 ,  

旺角 , 土瓜灣 

款接員 炮台山 , 旺角 , 土瓜灣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 教育發展主任 東區 

客戶服務助理(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客戶服務員 港九新界 

屈臣氏大藥房/豐澤 見習經理 港九新界 

(屈臣氏大藥房) 店舖理貨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香水顧問 港九新界 

高級美容顧問/美容顧問 港九新界 

健體指導大使(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彩妝顧問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助理(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豐澤) 見習經理 港九新界 

見習顧客服務顧問 港九新界 

培訓專員 港九新界 

推廣員(兼職)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顧問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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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豐澤) 顧客服務顧問(TechLife)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顧問(見習)(電子美容產品)/音響專員 港九新界 

柯尼卡美能達商業系統(香港) 

有限公司 前台行政助理 
鰂魚涌 

 

前台接待員 鰂魚涌 

 

茶水助理 鰂魚涌 

 

貴賓室行政助理 鰂魚涌 

 

辦公室信差 中環 , 北角 

 

客戶服務助理 
炮台山 ,  

尖沙咀 

  合約文員 新蒲崗 

 行政助理 新蒲崗 

環美航務/環美加油航務(香港) 

有限公司 行李服務員 
赤鱲角 

 
行李牽引車司機 赤鱲角 

 
行李處理及系統操作員 赤鱲角 

 
行李處理員 赤鱲角 

 
室內電動車司機 赤鱲角 

 
海天客運碼頭行李牽引車司機 赤鱲角 

 
海天客運碼頭行李處理員 赤鱲角 

  輪椅服務員 赤鱲角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管理培訓生(前線) 港九新界 

  營業員 港九新界 

南洋商業銀行有限公司 文員 香港島 

 
助理個人銀行經理 港九新界 

  客戶服務主任(櫃枱服務) 港九新界 

香港迪士尼樂園 行李服務款待專員 竹篙灣 

 
技術員(船隻/火車/鐵路/車輛) 竹篙灣 

 
技術員(機械/電機/電子) 竹篙灣 

 
初級廚師/廚師 竹篙灣 

 
保安款待專員(全職/兼職) 竹篙灣 

 
酒店房務員 竹篙灣 

 
救生員(全職合約) 竹篙灣 

 
遊樂設施及賓客服務款待專員 竹篙灣 

 
廚房助理(兼職) 竹篙灣 

 
廚房管事清潔員(全職/兼職) 竹篙灣 

 
樂園/酒店餐飲侍應(全職/兼職) 竹篙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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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香港迪士尼樂園 樂園服務款待專員(清潔服務)(全職/兼職) 竹篙灣 

 
商品銷售服務款待專員 

赤鱲角 ,  

竹篙灣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 包裝機操作員 屯門 

 
生產部工序操作員 屯門 

 
生產部助理 屯門 

 
車房電工 屯門 

 
車房維修技工 屯門 

 
保安員 屯門 

 
電子技術員 屯門 

 
電器維修技術員 屯門 

 
輕型搬土機操作員 屯門 

 
機械維修技工 屯門 

  鐵器油漆工 屯門 

優力勝邦檢測服務(香港) 

有限公司 
工程師 

沙田 

 
內勤銷售代表 沙田 

 
實驗室助理 沙田 

 
實驗室技術員 沙田 

 
行政助理 葵涌 

 
客戶服務專員 葵涌 

 
測試技術員 葵涌 

 

 

參與機構 提供就業資訊 

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發展、「2019 前海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創業機遇 

滬港青年會 在上海的就業計劃「2019 敢創未來」 

 

 

截至二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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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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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6 日(星期三) 

 

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香港警務處 督察 港九新界 

 警員 港九新界 

 輔警 港九新界 

香港海關 海關關員 港九新界 

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司 顧客服務主任 赤鱲角 

香港金域假日酒店 冷氣技工 尖沙咀 

 
助理餐飲服務督導員 尖沙咀 

 
初級廚師 尖沙咀 

 
房務員(全職/兼職) 尖沙咀 

 
酒吧部長 尖沙咀 

 
資深保安員 尖沙咀 

 
電器技工 尖沙咀 

 
管事清潔員(全職/兼職) 尖沙咀 

 
調酒員(全職/兼職) 尖沙咀 

 
餐飲服務員(全職/兼職) 尖沙咀 

  餐廳部長 尖沙咀 

香港逸東酒店 初級廚師 I/II 佐敦 

 
保安員 佐敦 

 
洗碗員 佐敦 

 
訂房部文員 佐敦 

 
會計文員 佐敦 

 
會員服務大使 佐敦 

 
餐飲服務員 佐敦 

  禮賓部大使 佐敦 

其士集團 助理結構工程師 九龍灣 

 
見習工程師 九龍灣, 澳門 

 
助理工程師 港九新界 

 
助理安全主任 港九新界 

 
技術助理 港九新界 

  見習工程師 港九新界 

環球全域電訊 技術支援主任 沙田,青衣 

 助理工程師 青衣 

 助理系統工程師 青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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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怡中航空服務有限公司/  

怡中機場地勤服務有限公司 大型升降台操作員 
赤鱲角 

 
小型工具車輛司機 赤鱲角 

 
地勤服務員 赤鱲角 

 
地勤服務員(英語) 赤鱲角 

 
飛行計劃主任 赤鱲角 

 
飛機裝載監控主任 赤鱲角 

 
航班服務指揮主任 赤鱲角 

 
停機坪行李服務員 赤鱲角 

  貨運文員 赤鱲角 

英王麵包(香港)有限公司 包裝員 火炭 

 
清潔員(兼職) 火炭 

 
麵包師(早/通宵班) 火炭 , 沙田 

 
工場分貨助理(早/通宵班) 沙田 

 
工場理貨員(兼職) 沙田 

 
司機 沙田 

 
生產協助員(兼職) 沙田 

 
西餅師(早/中班) 沙田 

 
制服房助理(全職/兼職) 沙田 

 
清潔員(全職) 沙田 

 
店舖主管 港九新界 

  麵包店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集善有限公司 見習籌募主任 港九新界 

 
見習籌募組長 港九新界 

  籌募大使 港九新界 

百老滙攝影器材有限公司 收銀員 港九新界 

 
店務文員 港九新界 

 
門市營業員 港九新界 

 
美容產品營業員 港九新界 

 
營業助理 港九新界 

  電腦程式員 觀塘 

美聯集團 行政助理 旺角 

 合約文員(3 個月) 長沙灣 

 採購文員(臨時) 長沙灣 

 合約會計文員(1 年) 長沙灣 

 助理人力資源主任 荔枝角 

 助理行政主任 荔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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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美聯集團 助理培訓主任 荔枝角 

 
助理採購主任 荔枝角 

 
分行行政文員 港九新界 

 
見習營業員 港九新界 

  物業顧問/客戶經理 港九新界 

立德國際公證香港有限公司 合約文員(1 年) 九龍灣 

 
見習工程師 九龍灣 

 
見習化驗師 九龍灣 

 
時薪助理(全職/兼職) 九龍灣 

 
測試助理 九龍灣 

  客戶服務助理 九龍灣 , 葵涌 

亞洲空運中心有限公司 倉務員 赤鱲角 

 
停機坪司機 赤鱲角 

 
顧客服務助理(航空服務部) 赤鱲角 

 
顧客服務助理(停機坪服務) 赤鱲角 

  顧客服務助理(貨站服務部) 赤鱲角 

北角海逸酒店 西餐廳侍應生 鰂魚涌 

 
西餐廳接待員 鰂魚涌 

 
初級廚師 鰂魚涌 

 
電話接線生 鰂魚涌 

  賓客服務員 鰂魚涌 

迪彩(香港)科技有限公司 主題樂園攝影人員(全職/兼職) 大嶼山區 

 
資訊科技助理技術員 

大嶼山區 ,  

南區 

  銷售服務專員(全職/兼職) 尖沙咀 

佐丹奴有限公司 收銀員 港九新界 

 
店長/副店長 港九新界 

 
店務助理 港九新界 

 
倉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資深顧客服務員 港九新界 

 顧客服務員(全職/兼職) 港九新界 

創毅物業服務顧問有限公司 技工 九龍 , 新界 

 助理工程主任 香港島 

 助理物業主任 港九新界 

 保安主任 港九新界 

  客戶服務助理/文書主任 港九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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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三禾洋行國際有限公司 見習售貨員 九龍 , 新界 

 店長 九龍半島 , 新界 

 售貨員(兼職) 九龍半島 , 新界 

 經驗售貨員 九龍半島 , 新界 

  資深售貨員 九龍半島 , 新界 

博美餐飲管理集團 餐廳接待員 中環 

 
餐廳酒吧主任 中環 , 旺角 

 
餐廳主任 中環 , 灣仔 

 
餐廳部長 中環 , 灣仔 

 
餐廳經理 中環 , 灣仔 

 
餐廳侍應(全職) 

銅鑼灣 ,  

中環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分店副經理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分店經理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收銀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助理廚師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系統操作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客戶服務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酒吧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副部長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廚房主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廚師/高級廚師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餐廳潔淨員 銅鑼灣 , 旺角 , 尖沙咀 , 灣仔 

 行政助理 灣仔 

 項目統籌員(海外) 灣仔 

 辦公室助理 灣仔 

 辦公室接待員(全職/兼職) 灣仔 

  餐廳侍應(兼職) 灣仔 

晶實香港有限公司 
銷售員(全職/兼職) 

金鐘 ,  

新蒲崗 ,  

沙田 , 荃灣 ,  

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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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 中心主任 觀塘 

  幼兒工作員 觀塘 

南商組合有限公司 人事部文員 長沙灣 

  柯打部文員(早更/中更/通宵更) 長沙灣 

城巴有限公司/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乘客服務員 

赤鱲角 ,  

港珠澳大橋 , 

深圳灣, 屯門 

 見習工程師 柴灣 

 倉務助理 柴灣 

 巴士清潔檢查員 港九新界 

 巴士維修技工 港九新界 

 助理站長 港九新界 

  見習助理督察 港九新界 

香港賽馬會 園藝助理(兼職) 上水 

 
園藝組長 上水 

 
體育及康樂服務員 上水 

 
蔬果處理員(兼職) 沙田 

 
救生員(兼職) 沙田 , 上水 

 
一級維修技術員(冷電) 跑馬地 

 
一級維修技術員(油漆木工) 跑馬地 

 
一級廚師(西餐) 跑馬地 

 
布草房服務員(兼職) 跑馬地 

 
男更衣室服務員 跑馬地 

 
侍應(滿貫廳) 跑馬地 

 
侍應/高級侍應 跑馬地 

 初級廚師(西餐) 跑馬地 

 接待員(高級西餐廳) 跑馬地 

 設施服務助理(停車場)(兼職) 跑馬地 

 廚房清潔雜務員(夜間) 跑馬地 

 二級廚師(西餐) 跑馬地 

 三級廚師(西餐) 跑馬地 , 沙田 

 三級廚師(快餐) 跑馬地 , 沙田 

 收銀員(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快餐服務員(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快餐部助理 跑馬地 , 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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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機構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香港賽馬會 侍應(西餐/中式宴會)(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侍應(宴會) 跑馬地 , 沙田 

 
洗手間清潔員(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清潔雜務員(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廚房清潔雜務員(全職/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廚師(中菜)(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廚師(西餐)(凍/熱/餅)(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廚師(快餐/爐頭)(兼職) 跑馬地 , 沙田 

耀才證券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見習營業主任 港九新界 

布林克香港有限公司 客戶服務助理 紅磡 

 
助理營運主任 貨櫃碼頭 

 
押運車司機(全職/兼職) 貨櫃碼頭 

 
押運員(全職/兼職) 貨櫃碼頭 

 
保安員 貨櫃碼頭 

 
清潔員(全職/兼職) 貨櫃碼頭 

 
現金處理部文員 貨櫃碼頭 

 
櫃員機維修員 貨櫃碼頭 

 

 

參與機構 提供就業資訊 

前海國際聯絡服務有限公司 深圳前海發展、「2019 前海深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大賽」

及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創業機遇 

滬港青年會 在上海的就業計劃「2019 敢創未來」 

 

 

截至二月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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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