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預告

p22

參展升學及院校機構

本地升學

(參展機構眾多，未能盡錄)

教育機構

教育機構簡介

EF Englishtown

Englishtown 乃全球卓著英語教育權威，亦是全球最大的網上英語學校，致力於開展英語培訓課
程。母公司 ─ 英孚教育機構 (EF Education First) 更是全球最大的私人英文語言教育機構，超過 • Englishtown提供英文水平測試或免費試堂於場內人仕報名。即場
50年環球教學經驗，機構旗下於世界54個國家設有超過500多間學校及辦事處，並聘用專業外籍老
報讀指定課程更可獲贈iPad或Samsung Galaxy Tab A乙部以及
IELTS應試課程!
師及員工逾46,500名，為全球1,500家國際知名企業提供英語培訓，至今成功培育多達逾千萬名學
員，成績卓著，有目共睹。

楷博高等教育

楷博高等教育1991年在港成立，致力為不同人士提供優質教育機會，並與六所來自美國、英
國、澳洲、愛爾蘭的世界級著名學府合辦學士以至博士學位課程。楷博高等教育是國際教育機構
Kaplan Inc.的旗下教育機構，擁有近80年的教育辦學經驗，是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國際教育機構
之一，每年為全球逾30個國家培訓逾100萬名學員。

• 即場報名可享現金回贈、優先處理報名手續等優惠；更設有入學
評估，歡迎有興趣人士向我們查詢。

Wall Street English

40年的Wall Street Institute英語學院，憑著其獨有的多元化教學法，成功幫助全球超過2,000,000
名學員全面提升英語能力。課程內容生活化，提升學員英語聽、講、讀、寫能力，加強詞彙訓
練，改善日常英語溝通技巧。所有課程均獲政府認可，合資格學員可申請
「持續進修基金」
高達
80%或上限HK$10,000學費資助 。另設IELTS精讀備試課程，可自由選擇聽講讀寫各技巧重點訓
練。特備模擬考試及老師個別會話及寫作指導，練習機會充足。

報讀指定課程，可獲:
• 即場報讀學費減免優惠
• 高達6個月英語課程
• 10% IELTS備試課程學費減免

天行凝方創意技能培訓

天行凝方創意技能培訓 提供 Microsoft, Autodesk, Adobe 等相關創意技能培訓及認證課程服務。
課程諮詢
即場報考 Microsoft Office Specialist,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 及 Autodesk Certified User 可享 •
• 即場報名
半價優惠。合資格的香港居民報讀CEF認可課程可獲8成學費資助。

宏恩基督教學院

宏恩基督教學院
（Gratia Christian College）
成立於2015年，一如本地認可專上院校，經香港學術
及職業資歷評審局(HKCAAVQ)專業評審，並根據
《專上學院條例》
（第320章）
註冊為認可的私立
非牟利專上學院。宏恩開辦全日制榮譽學士學位課程，包括社會工作、工商管理
（服務營銷及管
理）
以及心理學課程等等，結合專業知識及基督信仰，透過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博雅教育，致力栽培
文憑試或副學位畢業生具備CHRIST的核心價值
（承擔、謙卑、堅毅、誠信、服侍、團隊合作）
，
成為香港需要的有品德、有學問的僕人領袖。

• 課程分一及兩年全日制，以配合行業需要的技術訓練為主，亦包
括一系列全面的通識項目,大部分課程同步修讀職專／技工證書、
基礎文憑或高級文憑,為學員入行及升學提供足夠條件。課程免學
費、有津貼,並會為畢業學員提供完善就業輔導。

建造業議會

建造業議會主要的職能是就長遠的策略性事宜與業界達成共識、向政府反映建造業的需要及期
許，並為政府提供溝通渠道，取得與建造業所有相關事項的意見。議會又透過策劃、推廣、監
管、提供或統籌訓練課程或計劃，增進建造業從業員的技術。

• 課程諮詢
• 即場報名

恒生管理學院

恒生管理學院
（恒管，前身為恒生商學書院）
於2010年改組成立，乃一所非牟利自資具大學水平的
高等學府，現設五個學院，包括商學院、傳播學院、決策科學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和翻譯
學院，提供十六個榮譽學士學位課程予學生入讀。

• 升學諮詢
• 學士學位課程簡介

美國上愛荷華大學 - 香港分校

-畢業生可升讀本地大學碩士學位課程。 -課程內容均由美國評審，確保質素與美國大學本部一致。
-一年特設 6 個學期, 同學可以最快20個月完成整個學位 -學生可參加美國/馬來西亞交流生計劃 -最 • 課程查詢
高可豁免七成科目, 最快可直接升讀 YEAR 3 課程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香港大學附屬學院(HKU SPACE Community College)於2000年成立，為本港第一間社區學院，
提供約30項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課程涵蓋範疇包括文學及人文、經濟及商學、工程及科技、
數學及科學、社會科學等，助同學銜接本地或海外學士學位課程。成功修畢學院任何一項副學位
課程的學生，均按香港大學體制，經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頒授副學位。

• 課程諮詢
• 即場遞交申請表將豁免報名費

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涵蓋多元化課程：高級文憑課程 -旅遊及航空業、流行音樂及音樂製作、日本研究、犯罪學及紀律
部隊、工商管理、工程學、心理學、醫療護理、營養學、測量學、幼兒教育等。另有開辦文憑、
毅進文憑、海外學士學位等課程。

• OUHK LiPACE全日制課程諮詢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即場活動 / 優惠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已與海外大學合作，開辦在本港修讀之學士
課程諮詢
學位銜接課程，迄今已培育逾二萬六千多名畢業生。憑藉豐富的辦學經驗，學院續開辦
「英國大學 •
• 即場報名優惠
榮譽學士學位」
及
「高等文憑」
課程，為香港中學文憑畢業生提供升學途徑選擇。

香港酒店旅遊學會

酒店管理及旅遊學高級文憑及學位課程，最快3年完成學士學位(在港修讀)，或直接銜接澳洲海外
大學。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及香港知專設計學院(HKDI)

VTC院校成員IVE及HKDI為中六畢業生提供多元升學選擇。高級文憑著重實務培訓，設行業實習 • IVE及HKDI於會場內設課程資訊攤位，提供高級文憑及基礎課程
文憑課程資訊。並於20日
（星期六）
1時05分主講
「VTC職業專才教
及職場體驗，提升畢業生就業競爭﹔畢業生更可透過不同途徑銜接學士學位。基礎課程文憑學歷
育–文憑至學位多元升學出路」
講座，介紹VTC學士學位、高級
於公務員招聘時，獲認可等同於文憑試考取5科第二級成績(包括中、英文)
文憑等課程。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提供教資會資助的教育學士課程和其他與教育相關的學士以及研究
生課程，為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優質科學教育及教師教育，以及進行以促進環境可持續發展為導
向的科學研究。

• 在20日下午4:55-5:15的講座時段，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曾耀輝博士將會介紹"香港教育大學-科學教育及環境專業升學選
擇"。

珠海學院

本學院冀望學生不但在其職場上出人頭地，同時亦能擁有良好品德，擴展廣闊的知識基礎，自信
而不疑，在充滿挑戰的社會上立足。新校舍位於環境清幽，風景優美的屯門青山灣畔，各教職員
及學生都得以享有更理想的校園生活。

• 課程諮詢
• 即場報名

循道衛理楊震社會服務處

「職業及興趣探索活動」
，協助青年人了解個人專長及未來職
於2015年獲社會福利署資助推行為期四年之
《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旨在推動青年加入安老及 • 設有
復康護理行業。
《青年護理服務啟航計劃》
為有志在護理業發展的青年提供職位聘用及在職培訓， • 志發展。
駐場社工講解計劃及課程內容、升學途徑、護理行業職業發展階
為學員在就業及學術方面提供發展平台，同時為安老及復康護理行業培訓新力軍！
級等，並即場免費接受報名。

聖雅各福群會 - 就業及培訓服務

• 即場面試，優先取錄。免費酒店參觀餐桌及社交禮儀工作坊及免
費IETLS模擬試，即場報名。

聖雅各福群會於 2008 年起已獲委任為僱員再培訓局(ERB)之培訓中心，開辦具事業前景的課程，
以配合不同對象及市場需求。除必備職業技能培訓外，所有就業掛鈎課程同時引入
「職業語文」
、 • 課程諮詢
「個人素養」
及
「求職技巧」
等實用內容，著重溝通技巧、情緒管理、時間管理、創新思維及應變技 • 即場報名
巧等通才訓練，全面提升求職者的競爭力。

瑪利亞書院

擁有四十年歷史的私立中學瑪利亞書院，成立於1976年，一直秉持
「人人能學、因材施教」
的辦學
宗旨。

• 即場報讀，可回贈$500商户現金券，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 凡出示讚好「瑪利亞書院 Maria College」
臉書，即場可獲贈
MacDonald $10 現金券乙張，每人只限換取一次。

耀中社區書院

擁有80年教育經驗的耀中教育機構於2008年成立耀中社區書院，並於2014年開辦幼兒教育高級文
憑課程，提供100%全英語教學，安排學生到國際及本地幼稚園進行八星期實習，畢業生更可獲得
四項幼教專業資格。

• 即場報名將豁免$300報名費並可獲精美禮品乙份。5月20日下午
4:15 ，YCCC講師丁銹楓小姐將介紹課程內容及幼教行業前景。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

協助學生辦理不同國家的升學手續，包括英國、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荷蘭、愛爾蘭等
等。 服務範圍涵蓋中小學、預科、各大學預備課程、銜接課程、文憑課程、大學學位課程至碩士
課程。英國文化協會，IELTS考試的合作伙伴，代報IELTS考試，為海外升學作好準備。

海外升學
• 即場報名可額免本中心申請費
• 提供免費海外升學諮詢服務
• 代辦海外院校申請
• 現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管理學部門講師兼牛津大學經濟學導師
Mr. Revi Panidha 於5月20日，下午2時15分在會場出席主題講
座，講解法律及經濟學暑期課程對大學申請的優勢，並為有興趣
参加的學生進行即場面試。

IHP英國教育諮詢中心

「以學生為本」
的一站式專業英國升學服務，提供英港兩地顧問跟進服務。於1998年成立，總公司
設於倫敦，累積十九年豐富辦理英國留學之經驗，擁有龐大的英國名校網絡，信譽超卓，致力提
供全面、可靠及貼心的專業英國升學服務。

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

大地海外升學服務中心匯集了眾多先進國家中的優質校網，憑藉27年的經驗累績，已被海外院校
諭為香港海外升學顧問中的龍頭，不論在歷史、規模、系统、學校網絡和誠信都是行業中的佼佼
者。本中心的宗旨是透過我們專業升學顧問團隊、為委托我們的每一位學生和家長找到適合孩子
學習的院校,令每一位的學生得以發揮所長,在學習上事半功倍。

•
•
•
•

星港教育/雅思留學諮詢中心

星港教育集團(香港)有限公司一直致力於教育及培訓工作，為學生提供一個海外教育銜接的平
台，培育國際性的人才，學習國際最先進知識，鼓勵勤工儉學。本中心最著名的是為本港及國內
學生引進了新加坡及瑞士的帶薪實習酒店管理課程及環球商業管理，讓學生可以在本港先行修讀
海外課程的部份學分，節省住宿費用，然後再到海外修讀餘下課程，帶薪實習。使學生取得大專
或學士學位之餘，亦能取得工作經驗、減輕經濟負擔。新城電台也曾訪問就讀該項目的星港學生。

• 課程諮詢
• 即場報名

香港法國教育服務中心

香港法國教育服務中心
（Campus France Hong Kong）
是法國官方留學推廣機構，旨在推廣法國高等
教育，提供外國學生赴法國留學所需之實用資訊以及相關協助。本中心主要工作包括每年舉辦和參
與教育展覽參加各大專院校舉辦之留學推廣活動、舉行留法說明會、促成港法雙方建教合作等。

• 為有興趣赴法求學學生提供法國留學資訊及免費諮詢服務，協助
學生準備赴法相關事宜。

麥理博教育

麥理博最初成立於2004 年，創辦團隊成員包括大學教授及牛津大學尖子，專注於為學生帶來優質
的教育及海外升學服務，並以培育學生進入世界頂尖大學為目標。期後麥理博於2009 年成立遊學
部門，為中港兩地家長及教育機構，策劃包括留學、英語學習、文化、歷史、地理、體藝、環境
保育及社會服務等不同主題的遊學活動。所有行程均由資深教育顧問制定，確保學生可以在安全
舒適的環境下，體會遊學的學趣、取得學習成果，並留下難忘的回憶。

• 課程諮詢
• 即場報名

雅博教育集團

雅博教育集團為學生提供一站式海外升學服務。協助學生尋找合適學程，包括海外寄宿學校以及
名種大學銜接學程。

• 即場免費咨詢，專人講解海外升學及生涯規劃。一年預科課程及
大學預備課程查詢。

GES 環城海外升學中心

GES是遵理集團旗下的海外升學中心，致力為同學和家長提供一站式的海外升學服務。由選擇院
校、入學申請、辦理簽證到出發前準備和後續支援，GES將提供優質及專業的服務，為同學化繁
為簡，助同學實現大學夢!

• GES將會為各位同學和家長提供即場海外升學諮詢服務，亦會在
展覽上向大家介紹海外院校課程和GES一系列的海外升學講座及
活動，以及向同學推介2017年度海外暑期課程。即場登記升學諮
詢服務更會獲贈遵理IELTS課程$100現金券！

英、美、澳、紐、加升學咨詢
即場課程申請
DSE成績分析及院校配對
職業出路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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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招聘機構
招聘機構

(參展機構眾多，未能盡錄)

招聘職位

招聘人數 薪酬指數

即場活動 / 職位要求

中國人壽
中銀人壽透過不同銷售渠道，以優質的保險產品和服務滿足客戶需
要。當中，中銀人壽財富管理團隊是香港少有銀行背景的服務團隊，
除人壽保險及財務策劃服務外，同時提供一站式銀行服務轉介，包
括私人銀行、強積金、樓宇按揭等服務，讓客戶掌握全面的理財優
勢和便利。
Colourmix Cosmetics Company Limited
威高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一九九九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主板上市。
集團旗下Colourmix 卡萊美化妝品專門店現設有逾九十間分店，銷售
逾百種國際美容品牌，產品種類包括護膚品、香水、彩妝、個人護
理及潮流產品等。

分部經理, 財富管理經理

多名

面議

• 中學畢業及兩年以上銷售相關經驗
• 有志建立個人事業，透過理財策劃成為領袖專才

見習美容顧問
見習香水顧問
收銀員
雜務員
店務助理
保安員
兼職服務大使

30人
5人
10人
10人
5人
5人
30人

約 $10,000-12,000 或以上
約 $10,000-12,000 或以上
約 $10,000 或以上
約 $9,200 或以上
約 $10,000 或以上
約 $12,000
時薪 $40 - $50 /小時 (另加$800獎金)

• 推廣美容產品，提供優質顧客服務，協助店舖運作
• 負責店鋪日常貨物處理工作，包括收貨、點貨、拆貨及包
裝貨品等
• 清潔店舖及架位

宴會統籌、司儀、大妗

20人以上

每工作$2,000以上

• 有興趣加入行

香港司儀演藝協會有限公司
1999年我們團隊成立,每位成員都擁有十多年的婚禮及宴會經驗，期
待用我們的專業，為大家策劃出一個完美婚禮及宴會。2010年7月，
我們通過ISO 9001:2008 國際質量管理體系及培訓認證，成為業界
首間獲頒發國際級專業水平認可證書協會。

客戶主任 (客戶服務熱線) ,客戶主
任 (電郵 / 在線對話),客戶主任 (禮
賓服務)

多名

面議

• 透過電話或電郵解答客戶一般查詢及推廣電訊產品/服務並
提供客戶服務及有關銷售跟進事宜
• 中五 / 中學文憑或以上程度，熟悉電腦操作
• 主動，熱誠，具良好溝通技巧及服務態度
• 應徵者需於面試時提供學歷及工作證明文件

NEODERM 醫學美容集團有限公司堅持用
「心」
真誠待客,追求更優質
的產品和服務。自1997年創立至今, NEODERM 迅速發展成有逾千
名員工的業界領袖。時至今日,NEODERM 致力為醫學機構提供先進醫
學美容設備,代理多個國際著名醫學美容產品, 開設超過28間醫學美容旗
艦、中心及概念店。

治療師,美容產品顧問,客戶關係助
理/主任,茶水清潔員,登記/註冊 護
士,營養師

20人以上

面議

• 有相關工作經驗

SmarTone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門市營業主任
門市銷售助理
店舖文員
門市銷售見習生 (6個月)

多名

面議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即場面試

財務策劃顧問
營業管理主任

10-20人

營業津貼：6-22K (+ 優厚佣金及花紅)

• 中五畢業或持同等學歷及擁有兩年工作經驗；或大專或以
上程度
• 積極進取及具創業精神
• 擁有優質服務態度及良好溝通技巧

中科健康國際

會計行政文員,客戶服務主任,銷售
文員,接待文員,市場及策劃助理

20人

面議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即場面試

和民(中國) 有限公司

和民、饗和民
全職侍應
全職廚房學徒
早更樓面/廚房
夜更樓面/廚房
暑期工
GOCHISO
Server/junior Chef
Part time server/chef

多名

地產代理精英,地產代理見習員,助
理租務主任,副項目主任,法律助理,
助理繪圖及設計員,會所咖啡服務
員,市務助理/文員,分行行政助理
/ 文員,臨時文員(暑期工),兼職助理
影片編輯,兼職文員(大量)

多名

面議

• 現場提供諮詢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即場面試

渡輪水手
本地船長練習生
稽查員
顧客服務員
船長
副船長
大偈
顧客服務大使

4人
2人
2人
1人
2人
2人
2人
1人

$11,700-$13,500
$11,700-$13,500
$12,000-$13,500
$12,200-$13,800
面議
面議
面議
面議

• 需懂游泳及設即場面試
• 持60噸船長牌或本地船長一級證明書而沒有載客船經驗可
申請副船長一職
• 解答乘客/旅客查詢及不時更新官方社交站內容、需要在中
環碼頭之顧客服務櫃台當值

全職店務員
兼職店務員

20人
20人

$12,000-$15,000 底薪+佣金
時薪 $40-$45

• 中三學歷程度或以上
• 具零售經驗者優先考慮
• 主動、健談、態度親切及誠懇有禮

見習理財經理
理財顧問

20人以上

面議

• 高級文憑畢業(或以上)及不多於三年全職工作經驗
• 中五畢業(或以上)
• 積極主動、開朗、敢於接受挑戰、有責任感、具團隊合作
精神

見習營業員
持牌營業員
分行文員
兼職支援助理

50人

面議

• 提供即場面試

Control Clerk
＆Store Clerk

2-5人

$9,000-$12,000

• 具工作經驗優先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有專人講解工作詳情

理財顧問

多名

面議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即場面試

高級 / 物業顧問、客戶經理 (一 /
二手代理),見習營業員,分行行政文
員,會計文員,營業及市場推廣助理,
兼職業務推廣助理,暑期文員

多名

面議

• 中五程度或以上, 即場面試

香港電訊
香港電訊是香港首屈一指的電訊服務供應商，提供廣泛的服務以滿
足全港市民、本地及國際商界的需要，包括本地電話、本地數據及
寬頻、國際電訊、流動通訊，以及客戶器材銷售、外判服務、顧問
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等其他電訊服務。

Neo Derm

數碼通電訊有限公司是首屈一指的通訊服務供應商，於香港及澳門
均有業務。公司透過覆蓋全港的4G及3GHSPA+網絡，提供話音、
多媒體及流動寬頻服務，並同時為家居及商務市場提供固網光纖寬
頻服務。

永明金融
永明金融是主要的國際金融服務機構，為個人及企業顧客提供各類
保障、財富及資產管理方案。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為中原集團成員。於1978年創立，中原地產
穩健發展，至今已是本港具規模的地產代理商。中原分行遍佈港九
新界，員工數目不斷增加，務求以宏博的網絡及強大的銷售隊伍，
為客戶提供細緻貼身的物業代理服務。

天星小輪有限公司
穿梭於維多利亞港的天星小輪不單是香港與九龍之間的渡海交通運
輸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訪港旅客必會體驗的行程，
《國家地理
旅遊雜誌》
曾把乘搭天星小輪遊覽維港兩岸譽為
「人生五十個必到景
點」
之一。

太古資源有限公司
太古資源自1990 年成立以來，一直緊貼市場發展，積極求進，以迎
合時刻在變的消費者喜好及市場潮流。我們的產品包括休閒鞋履、
戶外及潮流時尚產品，於區內代理及經營一系列國際知名品牌。

AXA China Region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利嘉閣地產成立於1981年，一直本著
「以客為尊、待客以誠」
精神，
以及
「專業服務 與時並進」
的宗旨，即使客人對地產代理服務的要求
日趨提升，利嘉閣亦將緊貼時代脈搏，貫徹為客人提供最優質、最
專業的地產代理服務，幫客人尋找心中的
「理想之家」
。

昇譽科技有限公司
昇譽科技有限公司於2003年創辦,為一家電訊工程公司,主要從事家居
固網及光纖綫路佈設。

$12000+
$12000+
時薪$38-$55
時薪$43-$60
時薪$41+

和民、饗和民 :
• 中三程度，懂中英讀寫
GOCHISO :
• F.5 or above

$13000+
$45-$50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現時英國保誠保險全資擁有兩家本地註冊成立的公司：保誠保險有
限公司 (保誠保險)及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保誠財險)。保誠保險提供多
元化的理財保障、醫療保障及退休策劃服務；而保誠財險則為客戶
提供全面的一般保險及僱員福利服務。

美聯集團
美聯集團秉持
「以人為本、育人為才」
人事管理方針，致力為各階層
員工提供專業及多元化培訓課程助其提升實力應對工作挑戰。同
時，推出
「美勵行動」
及
「資深好友會」
從多角度激勵、勉勵及獎勵員
工，加強員工歸屬感。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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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招聘機構
招聘機構
香港中島水產有限公司
我司為日本最大的水產類產品的零售公司，於日本的百貨及超市擁有超
過60間分店。2003年於香港成立分部，至今擁有超過29間分店。主要
製作刺身、壽司及其他的水產品；近年積極發展新式的日式飲食店。

Pizza Hut Hong Kong Management Limited
必勝客現有111 間分店，員工人數更超過5,000 人。我們致力成為港
澳休閒連鎖式餐廳的領袖，讓顧客在舒適的環境下，與親朋好友以
合理價錢一同分享歐陸風味的優質美食，體驗一段段的美好時光及
“Pizza and More”的理念。同時，我們致力保持薄餅外送速遞市場
的領尊地位，保證為顧客送上火熱的優質歐陸風味美食。為了支持
必勝客的遠景和業務擴張，我們誠邀高素質、精益求精及充滿熱誠
的您們加入我們的團隊。

香港郵輪事務有限公司
Hong Kong Cruise Services Limited is help recruiting employees
for cruise lines. We are the intermediaries to help applicants apply
training courses (STCW) and arrangements for working visa, Medical
examination, apply criminal record, helps collecting needs document
referrals to cruise lines or at sea jobs.

香港置業
香港置業秉持
「以人為本、育人為才」
人事管理方針，致力為各階層
員工提供專業及多元化培訓課程助其提升實力應對工作挑戰。

HKTVmall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上市編號：1137)於1992年創辦，成功開放
電訊市場、應用並普及先進技術。憑藉強大節目內容儲備及廣為人
知的品牌，集團現正發展24小時網上購物商場，為香港人提供一站
式的服務，包括娛樂、網上購物、物流送遞及客戶服務等。

SATS HK Limited
新翔(香港)有限公司乃新翔集團旗下附屬公司。新翔企業總部位於新
加坡，在航空界及相關行業是最大及知名的服務供應商。為招募更
多人才配合業務發展，現誠邀有興趣投身航空業及有熱誠的您們加
入SATS HK團隊。

(參展機構眾多，未能盡錄)

招聘職位
日式餐飲店務員
店務員(兼職)
刺身學徒
工場助理

招聘人數 薪酬指數
面議

• 即場填資料面試

見習經理
營運實習生計劃
暑期工
侍應生
店務員
顧客服務員
廚房員工
電單車速遞員

10人
15人
100人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50人

面議

• 無需工作經驗
• 提供完善培訓
• 提供免費膳食、有薪膳食時間及員工購物優惠

Customs & Immigration
Purser,Guest Services
Operator,Cook,Waiter,Buffet
Supervisor,Duty Free Shop
Seller,Bartender,Bar Waiter

10人

$10,000-$20,000

• 現場提供職位申請表
• 即場面試

高級 / 物業顧問、客戶經理 (一 /
二手代理),見習營業員,分行行政文
員,銷售行政助理,主任(業務拓展),
兼職業務推廣助理,暑期文員

多名

面議

• 中五程度或以上, 即場面試

派貨員
倉務員
倉務文員
兼職倉務員(長期/暑期)

30人
30人
2人
50人

可高達 $18,000
可高達 $15,000
$13,000
時薪 $45-$55

• 請攜近照及學歷或相關工作證明等即場面試

客戶服務員,航務操作員,見習停機
坪服務主管,行李貨運裝卸員,機場
工具駕駛司機

50人以上

$13,000-$20,000

• 無需預約,提供即場面試

專業慈善籌募大使
專業慈善籌募隊長

30人

$13,000-$18,000

• 即場面試,講解工作
• 職位要求:有使命感, 熱愛團隊工作、積極主動

毅寶顧問有限公司
毅寶顧問有限公司是一間專業籌款顧問公司，協助不同性質的慈善
機構策劃及推行籌款工作, 包括支持醫療緊急救援工作/助養小朋友/
幫助獨居長者/支援白內障手術。

MOISELLE GROUP
MOISELLE Group is a leading high-end fashion retailer and a listed
company on the HK Stock Exchange. Currently we have over 140
retail shops in Hong Kong, Macau, PRC, Taiwan and Singapore.

即場活動 / 職位要求

10-20人
10人
10人
5人

高級/銷售顧問 (全職/兼職)
店舖主管

10人

面議

•
•
•
•

對零售有濃厚興趣
中六或以上程度
良好粵語，一般英語及普通話，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協助銷售 (高級女裝/手袋) 及店舖日常營運，提供優質客
戶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