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工處飲食業招聘中心招聘日
Recruitment Day at the Recruitment Centre for the Catering Industry

招聘機構/ Employer : Italian Tomato
日期 Date: 19/2/2014 (星期三, Wednesday)
時間 Time: 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2:00 pm to 5:00pm)
地點 Venue: 灣仔告士打道 5 號稅務大樓地下 (港鐵灣仔站 A5 出口)
G/F, 5 Gloucester Road, Revenue Tower, Wanchai
(Exit A5, MTR Wanchai Station)

職位
Positions

餐廳經理
Café Manager /
Manageress







餐廳副經理
Café Assistant
Manager /
Manageress







餐廳主任
Café Supervisor







經驗西餐廚師
Experienced Cook







空缺詳情
Job Order Details
負責管理店舖工作, 員工編更, 訓練員工有良好的顧客服務態度, 提升店舖利潤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5 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並須具有店舖管理經驗, 誠懇有禮, 待人熱誠, 善於與人溝通, 敢
於接受挑戰, 良好團體合作精神,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14,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負責協助店舖經理管理店舖工作, 員工編更, 訓練員工有良好的顧客服務態度, 提升店舖利潤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5 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並須具有店舖管理經驗, 誠懇有禮, 待人熱誠, 善於與人溝通, 敢
於接受挑戰, 良好團體合作精神,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13,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負責協助店舖經理及店舖日常運作, 訓練員工有良好的顧客服務態度, 提升店舖利潤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2 年或以上工作經驗, 誠懇有禮, 待人熱誠, 善於與人溝通, 敢於接受挑戰,良好團體合作
精神,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10,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負責餐廳之廚房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具西式烹飪相關經驗, 態度及工作認真, 有上進心,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
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9,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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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飲食業招聘中心招聘日
Recruitment Day at the Recruitment Centre for the Catering Industry

招聘機構/ Employer : Italian Tomato
職位
Positions

見習西餐廚師
Cook Trainee







侍應
Waiter/ Waitress

時薪侍應
Hourly-paid
Waiter/ Waitress

清潔洗碗員
Dish Washer






















時薪
清潔洗碗員
Hourly-paid
Dish Washer

勞工處
Labour Department
www.jobs.gov.hk












空缺詳情
Job Order Details
負責餐廳之廚房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態度及工作認真, 有上進心,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
及英文
每月$7,8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負責餐廳之樓面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誠懇有禮, 工作認真,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8,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負責餐廳之樓面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時間任擇)，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5-9 小時,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誠懇有禮, 工作認真,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小時$30 起
負責廚房內之清潔食具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不需落場), 輪班, 輪休
小六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工作態度認真, 一般粵語
每月$8,0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培訓及良好晉升機會, 達
標獎金及免費膳食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the kitchenware
Working location: Hong Kong / Kowloon / New Territories
Working hours: 8am - 11pm, 6 working days per week, 9 working hours per day, on shift, shift holiday
Primary six education, working experience not required, diligent work attitude, flair spoken Cantonese
HK$8,000 or above, with year-end bonus, medical insurance, wedding leave, staff purchase discount, on-the-job
training and promising promotional opportunity
負責廚房內之清潔食具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8 時至晚上 11 時(時間任擇), 每週工作 3 - 6 天, 每天工作 3 - 6 小時, 輪班, 輪休
小六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工作態度認真, 一般粵語
每小時$30 起
Responsible for cleaning the kitchenware
Working location: Hong Kong / Kowloon / New Territories
Working hours: 8am - 11pm, 3-6 working days per week, 3-6 working hours per day, on shift, shift holiday
Primary six education, working experience not required, diligent work attitude, fair spoken Cantonese
Hourly rate: HK$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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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處飲食業招聘中心招聘日
Recruitment Day at the Recruitment Centre for the Catering Industry

招聘機構/ Employer : Italian Tomato
職位
Positions

餅店主任
Shop Supervisor







高級售餅員
Senior Cake Sales







售餅員
Cake Sales







空缺詳情
Job Order Details
負責協助餅店經理, 負責店舖日常運作, 訓練員工有良好的顧客服務態度, 提升店舖利潤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或以上, 2-3 年工作經驗, 誠懇有禮, 待人熱誠, 善於與人溝通, 敢於接受挑戰, 良好團體合
作精神,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9,6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
負責協助店舖經理及餅店內之一般日常營運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2-3 年工作經驗, 誠懇有禮, 有責任心, 待人熱誠, 善於與人溝通, 敢於接受挑戰, 良好粵
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中文及英文
每月$8,2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
負責餅店內之工作
工作地點: 港九新界各分店
上午 10 時至晚上 11 時, 每週工作 6 天, 每天工作 9 小時, 輪班, 輪休
中五程度, 工作經驗不拘, 誠懇有禮, 有責任心, 待人熱誠, 良好粵語,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懂讀寫
中文及英文
每月$7,800 起, 另有年終花紅, 醫療保險, 結婚假期, 員工折扣優惠, 在職/海外培訓及良好晉升機
會, 達標獎金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聘用條件及薪金須與僱主面議作實
 單張內容可能會有更改，內容依活動當日最新公佈為准
 求職者請帶備有效香港身份證 (如非香港永久居民，須帶備有效簽證身份書或護照)
 另請帶備履歷表、照片、學歷及工作證明，以便即場辦理求職申請
 The information above is for reference only.

The remuneration and terms of employment are subject to agreement between the employer

and the candidate.
 The contents of the poster may be revised from time to time.

The version announced on the event day shall prevail.

 Please bring along valid Hong Kong Identity Card. For non-permanent residents of Hong Kong, please bring valid Certificate of
Identity/passport.
 Please also bring resume, photos, proof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for arrangement of job application.

面試名額有限
Limited interview time slots available.
Note: The above vacancies require ability to read/write Chinese.

請即致電 2594 7800 預約
Please call 2594 7800 for appointment reservation

Job seekers are welcomed to contact our enquiry hotline at 2594 7800 if there is any query on the

vacancies or details of this poster.

如 8 號或以上颱風訊號/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於招聘日當天上午 11 時懸掛/仍然生效，當日的招聘活動將告取消。
If Typhoon No.8 or above Signal/Black Rainstorm Signal is hoisted/is still in force at 11:00 am on the recruitment day, the recruitment activities will be cance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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