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聘中！

工作地點 ( 青衣 / 將軍澳 / 葵涌 / 屯門)

職責:一般倉務工作，包括印單、執貨、包裝、整理貨架、
貨物盤點及倉存記錄等
職位要求：懂讀寫中文，簡單英文      
輪班輪休制，平均每月休假6天
每天當值10小時 (工作時間:07:30-23:00內)

倉務員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可選多於一個地址）
青衣: 青衣路30號 豐樹物流中心9樓      
將軍澳: 將軍澳工業邨 駿昌街1號 將軍澳物流中心    
葵涌: 葵涌健康街18號恆亞中心13樓     
屯門: 屯門 建豐街1號 HKTV 屯門物流中心

工作地點：葵涌健康街18號恆亞中心13樓
職責：

冷凍倉(零下18度)執行倉務工作，包括執貨、整理貨
架、貨物盤點、包裝及 整理倉存記錄等
公司提供保暖裝備

職位要求：
懂使用唧車，及基本 MICROSOFT OFFICE 操作
簡單讀寫中英文      
輪班輪休制，平均每月休假6天
每天當值10小時 (工作時間:07:30-23:00內)

倉務員(冷凍倉)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工作地點：( 青衣 / 將軍澳 )    
青衣: 青衣路30號 豐樹物流中心9樓
將軍澳: 將軍澳工業邨 駿昌街1號 將軍澳物流中心

職責：     
於倉庫執行一般基本倉務及包裝工作，包括印單、包
裝、貨物盤點及 整理倉存記錄等

職位要求：     
簡單讀寫中英文
早中輪班制，平均每月休假6天

包裝員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職位空缺：
bit.ly/HKCNPrecruit_HKTVmall
申請HKTVmall職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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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中！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葵涌健康街18號恆亞中心13樓

職責: 
於冷凍倉(零下18度)執行倉務工作，包括執貨、整理貨架、貨物
盤點、包裝及 整理倉存記錄等     
公司提供保暖裝備

職位要求:     
懂使用唧車，及基本 Microsoft Office 操作  
簡單讀寫中英文
工作時間：22:00-08:00，平均每月休假6天

通宵班倉務員(冷凍倉)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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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地點 
青衣: 青衣路30號 豐樹物流中心9樓      
將軍澳: 將軍澳工業邨 駿昌街1號 將軍澳物流中心
屯門: 屯門 建豐街1號 HKTV 屯門物流中心

職責:   
負責派送網購貨品到客戶

職位要求:         
中三或以上   
能閱讀英文地址
持1、2號駕駛執照者優先考慮
輪班輪休制，平均每月休假6天
每天當值10小時(07:00-22:00內)

派貨員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招聘中！

職位空缺：

工作地點   
青衣: 青衣路30號 豐樹物流中心9樓   

將軍澳: 將軍澳工業邨 駿昌街1號 將軍澳物流中心   
屯門: 屯門 建豐街1號 HKTV 屯門物流中心
職責:         
駕駛 3.3-5.5噸 貨車收送網購貨品
職位要求:               

持有1、2號棍波牌駕駛執照
兩年良好駕駛經驗  
需搬運/協助搬運貨物  
輪班輪休制，平均每月休假6天      
每天當值10小時(08:00-22:00內)

派貨司機（棍波）
公司：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HKTVmall） 　

What will you be doing     
Manage warehouse inventory in/out record to support the daily operations
and business needs.
Analyze data to facilitate the design and enhance the operation flow      
Support on reporting, prepare and review performance and inventory reports

Who is our Right Fit
Diploma / Degree Holder, preferably major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or
Logistics     
Proficiency in MS Office -Excel (pivot table and vlookup are must, macros is
a plus)
Responsible, detail-minded and good team player
Good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Good command of written and spoken English and Cantonese
Immediate available is preferred
Working location: Tseung Kwan O

Supply Chain Assistant
公司：HKTV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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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中！

職位空缺：

What will you be doing       
Handle data entry, filing, tracking and process warehouse documents 
Maintain logistics and inventory record
Provide clerical support to the department     
Assist on ad-hoc projects as assigned

Who is our Right Fit      
Diploma holder or above
At least 1 year relevant
experience in logistics operation / warehouse / transportation   
Willing to learn and hard-working
Proficiency in MS word, Excel and Chinese word processing
Independent, well-organized, detail-minded and able to work under pressure
Preferred to have experience on handling Salesforce 
Working Location: Tseung Kwan O/Tsing Yi
Working Hours: 9AM-7PM, 6 days of holiday per month

Warehouse Administration Assistant/Officer
公司：HKTV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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