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軍社會服務部誠聘以下合約職位：
1.

護士 (健康及護理服務)
職位編號：SSD 399
持香港註冊護士証書，並持有效執業証書，具最少 5 年相關護理工作經驗，支援中央及服務單位的護理工作
﹝包括長者、復康、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提升臨床護理實務及質素監控，協助制定及推展感染控制指
引及措施，策劃及提供護理培訓工作等。懂基本電腦知識，有上述相關服務經驗者優先，薪金$31,750 起。
(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長者服務

2.

服務隊助理 (油尖)
職位編號：SC/YTISSC 400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 2 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協助管理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隊之日常運作，須輪值，薪金$18,795 起。

3.

社會工作員 (香港仔)
職位編號：SC/YTISSC 401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文憑或以上，負責推展護老者服務、個案管理工作、長者健康及家居護理評估，及籌
辦各項發展性活動，具相關經驗優先考慮，須輪值，薪金$22,725 起。

4.

程序工作員 (香港仔)
職位編號：SC/YTISSC 402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 2 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負責策劃、統籌及推行單位各類活動，協助個案管理工作， 須輪值，薪金$15,560 起。

5.

隊長 (大埔)
職位編號：SC/TPISSC 403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文憑或以上並具 5 年相關工作經驗，負責策劃及推動社區關係及網絡發展服務，須督
導及管理小隊人事及行政工作，須輪值，薪金$38,595 起。

6.

兼職資深護師 (APN) (大埔)
職位編號：SC/TPISSC 404
持香港註冊護士証書及持學位或以上，並持有效執業証書，具至少 5 年相關工作經驗。主要職責協助策劃認
知障礙症社區支援計劃及個案管理，薪金$25,548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7.

廚師 (大埔)**
職位編號：SC/TPISSC 405
初中程度，具食堂煮食經驗優先，須輪值，薪金$17,675 起。(另加 HK$500 津貼)

8.

隊長 (RN) (石硤尾)
職位編號：SC/THTISSC 406
持香港註冊護士証書；並持有效執業証書，需協助管理護理服務的日
常運作，負責提供督導予護理服務，主要為日間工作，薪金$31,750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9.

保健員 (石硤尾)
職位編號：SC/THTISSC 407
持有效香港保健員証書及牌照和有效急救証書，具相關經驗優先考慮，須輪值，包括當值通宵更，
薪金$17,675 起。(另加 HK$1,200 津貼)

10.

職業治療師 (錦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08
持認可職業治療學位，並持有效執業証書，薪金$30,235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11.
12.
13.

院舍護理員 (錦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09
院舍護理員 (大圍)**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0
院舍護理員 (沙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1
完成小六課程，持起居照顧員証書，如持有效急救証書優先，於長者院舍工作，提供起居生活照顧及護理服
務予長者，須輪值，包括當值通宵更，薪金$16,565起。(另加HK$1,200津貼)

14.
15.

護理助理 (院舍服務) (沙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2
護理助理 (院舍服務) (大圍)**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3
完成小六課程，協助提供起居照顧及護理服務予長者，持起居照顧員証書或急救証書優先，須輪值，
薪金$13,950 起。(另加 HK$500 津貼)

16.

言語治療師 (大圍)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4
持認可言語治療學位或以上程度，為院舍服務使用者提供言語治療評估及專業支援，並為員工和照顧者提供
訓練，薪金$33,350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17.
18.

職工 I (大圍)**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5
職工 I (沙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6
完成小六課程，負責單位內外有關地方及設施之清潔工作，並需協助單位日常運作之行政事務如外勤等工作，
須輪值，薪金$13,730 起。(另加 HK$500 津貼)

19.
20.
21.

護士 (EN) (沙田)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7
護士 (EN) (藍田)
職位編號：SC/KEISSC 418
護士 (EN) (大圍)
職位編號：SC/NTIRSSC 419
持香港登記護士証書，並持有效執業証書，須輪值，無須值夜，薪金$22,725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22.

護理助理 (院舍服務) (將軍澳)**
職位編號：SC/KEISSC 431
完成小六課程，協助提供起居照顧及護理服務予長者，持起居照顧員証書或急救証書優先，須輪值，
薪金$13,950 起。(另加 HK$500 津貼)
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關顧計劃

23.

社會工作員
職位編號：SC/PCR 420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文憑或以上，負責推動院舍參與紓緩及臨終照顧服務，為院友及其家人提供心理及社
交支援，協助於社區策劃及推行生死教育工作，具服務長者或末期病人之經驗者優先考慮，薪金$22,725 起。
復康服務

24.

物理治療師 (荔景、青衣)
職位編號：RSE/LKCH 421
持認可物理治療學位，並持有效執業証書，負責為服務提供制定、組織及推行物理治療康復計劃，主要服務
對象為智障及肢體傷殘人士，薪金$30,235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25.

護理助理 (院舍服務) (荔景)**
職位編號：RSE/LKCH 422
完成小六課程，協助提供個人照顧及護理照顧服務予智障人士，協助推行訓練及活動，持急救証書優先，
須輪值，薪金$13,950 起。(另加 HK$500 津貼)

26.

隊長 (RN) (青衣)
職位編號：RSE/LKCH 423
持香港註冊護士証書；並持有效執業証書，負責為智障人士提供護理照顧服務，毋須值夜，
薪金$31,750 起。(薪金按服務年資計算)

27.

訓練員 (青衣)
職位編號：RSE/LKCH 424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2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
負責指導智障人士的起居生活健康及訓練工作，策劃及推行活動，須輪值及當值留宿候命更，
薪金$18,795起。

28.
29.

社會工作員 (青衣)
職位編號：RSE/LKCH 425
社會工作員 (筲箕灣)
職位編號：RSE/SKWTT 426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文憑或以上，負責推行智障人士社區支援服務、個案管理工作；
籌辦智障人士發展性活動 ；曾服務智障人士經驗者優先考慮，須輪值，薪金$22,725 起。
家長 / 親屬資源中心

30.

訓練員
職位編號：RSE 427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2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負責策
劃及提供訓練，小組及活動予服務使用者及其家屬，須輪值，薪金$18,795起。
青年、家庭及社區服務

31.

計劃隊長 (油麻地)
職位編號：YFC/YTMIS 428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學位並具 3 年工作經驗 (具 2 年項目管理經驗優先)，負責策劃、統籌、管理、推行社
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及建立跨界別夥伴合作網絡，須輪值，薪金$31,750 起。

32.

社會工作員 (油麻地)
職位編號：YFC/YTMIS 429
註冊社工，持社會工作文憑並具 1 年相關工作經驗，負責推行社區投資共享基金計劃、建立跨界別夥伴合作
網絡，協助行政工作，須輪值，薪金$24,070 起。

33.

助理幹事 (油麻地)
職位編號：YFC/YTMIS 430
中學會考五科合格，包括中、英文 (課程乙)或任何五個中學文憑科目達第2級或以上(包括中、英文)，具會計
知識及熟習電腦操作，負責單位的文書、行政事務及財務管理和紀錄等，薪金$15,560起。
[全職員工享有年假、大假、公眾假期、額外每年 3 天有薪關顧假及 6 天無工作日(只適用**職位)等；
福利方面包括門診醫療、住院保險、額外僱主強積金供款及進修資助等。]

有意者請繕履歷寄
職位
1, 2

:

九龍油麻地永星里 11 號 3 樓，救世軍油尖長者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3, 4

:

香港仔華富邨華建樓地下 301-310 室，救世軍華富長者中心主任收。

5, 6, 7

:

新界大埔鄉事會街大埔社區中心 3 樓，救世軍大埔長者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8, 9
10, 11

:
:

九龍南山邨南明樓 2 及 3 樓，救世軍大坑東長者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新界元朗錦田公路 103 號，救世軍新界長者院舍綜合服務助理高級主任收。

12, 15, 16, 17, 21 :

新界沙田大圍銅鑼灣山道 16 號，救世軍新界長者院舍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13, 14, 18, 19

:

新界沙田隆亨邨榮心樓 3 至 4 樓，救世軍隆亨長者之家院長收。

20

:

九龍藍田德田邨德敬樓 2 樓，救世軍九龍東長者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22

:

新界將軍澳寶林邨寶勤樓 4 樓，救世軍九龍東長者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23

:

香港灣仔救世軍街 6 號教育及發展中心 105 室，救世軍香港安老院舍完善人生
關顧策劃主任收。

24, 25

:

新界葵涌荔景山路 200 號，救世軍荔景/長康綜合復康服務高級主任收。

26, 27, 28
29

:
:

新界青衣長康邨康祥樓 2-3 樓，救世軍長康社區展能暨宿舍服務主任收。
香港筲箕灣道 456 號，救世軍筲箕灣/德田綜合復康服務高級主任收。

30

:

香港灣仔救世軍街 6 號，救世軍筲箕灣/德田綜合復康服務高級主任收。

31, 32, 33

:

九龍油麻地眾坊街 3 號駿發花園 4 座 1 樓，救世軍油尖旺綜合服務高級主任收。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職位編號及地區 (申請人如於一個月內未獲約見者，作落選論)
因應「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經已實施，本軍將按需要要求準僱員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供作招聘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