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社工社工社工社工  

A.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 東涌東涌東涌東涌/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Ref: TWC-SSP/TSW/ISLAND/TM/ST – SW) 職責: 負責個案工作，中心及社區活動計劃及推行。 要求: 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註冊社工，具復康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B. 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 －－－－ 香港仔香港仔香港仔香港仔 (Ref: SPWIWC – SW) 職責: 負責個案工作，工場及機構活動計劃及推行。 要求: 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註冊社工，具復康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C. 過渡期宿舍過渡期宿舍過渡期宿舍過渡期宿舍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 (Ref: JCFH/SKHH/TKH/NLBHH3/CYHH – SW) 職責: 負責個案工作，宿舍活動計劃及推行。 要求: 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註冊社工，具復康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D. 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賽馬會樂齡同行計劃 －－－－ 東東東東涌涌涌涌 (Ref: TWC-ISLAND-JoyAge – SW) 職責: 負責個案工作，中心及社區活動計劃及推行。 要求: 持認可社會工作學位，註冊社工，具復康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2) 二級職業治療師二級職業治療師二級職業治療師二級職業治療師 

A. 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朗程牽自閉症人士支援中心 －－－－ 北角北角北角北角 (Ref: iSPA – OT) 

B. 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 －－－－ 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 (Ref: CYIWC – OT) 

C. 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Ref: TWC-ST – OT) 職責: 負責評估及提供實地獨立生活訓練予服務使用者。 要求: 香港註冊職業治療師，具第一部份註冊及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3) 職業治療職業治療職業治療職業治療助理助理助理助理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Ref: TKH/ NLBHH3 – OTA) 職責: 負責協助職業治療師提供職業治療服務予宿舍的服務使用者。 要求: 持職業治療助理證書，具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4) 註冊註冊註冊註冊護士護士護士護士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 (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Ref: NLBLSCH/TMLSCH-RN) 職責: 負責統籌及提供護理及評估服務、協助單位護理方面的行政工作。 要求: 持有效護士執業証書，良好中、英文水平。 

 

5) 登記護士登記護士登記護士登記護士 (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普通科/ 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精神科)  

A. 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長期護理院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Ref: NLBLSCH-EN) 

B. 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庇護工場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 (Ref: TKW/CYIWC-EN) 職責: 負責為服務使用者提供護理服務、支援前線職員培訓及推行健康教育。 要求: 持有效護士執業証書，良好中、英文水平。 

 

6) 個案工作員個案工作員個案工作員個案工作員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葵涌葵涌葵涌葵涌/香港仔香港仔香港仔香港仔/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Ref: TKW/KSW/SPWIWC/NLBSW – CW) 職責: 負責為服務使用者提供個案跟進工作，包括評估、輔導、進行個人復元計劃、帶領小組及危機管理等工作，並須準備有關進展及跟進報告。 要求: 大專程度，具三年或以上社會服務或精神復康工作經驗。 

 

7)  活動工作員活動工作員活動工作員活動工作員－－－－ 東涌東涌東涌東涌/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Ref: TWC-ISLAND/KC – PW) 職責: 負責協助推行中心活動，提供外展家訪及支援中心日常運作，並為服務使用者提供獨立生活訓練，協助融入社區。  要求: 大專程度，懂電腦操作，能閱讀中文及操流利廣東話，熟悉社區資源運用，具有相關經驗者優先考慮。 

 

8)  精神健康教育主任精神健康教育主任精神健康教育主任精神健康教育主任 －－－－ 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 (Ref: TWC-TSW – MHEO) 職責: 負責協助統籌及執行公眾教育活動及講座以增加大眾對精神健康及社區資源的認識。 要求: 大專程度，主修心理學或有關科目，熟識中、英文電腦操作，具良好的組織、分析及溝通能力。 



 

9) 就業主任就業主任就業主任就業主任 －－－－ 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Ref: SES – PO) 職責: 負責為服務使用者拓展僱主網絡及提供就業輔導、工作選配和個案跟進等工作。  要求: 大專程度，具社會服務及就業輔導工作經驗。有良好溝通技巧，主動及能獨立處事。 

 

10)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綠在葵青綠在葵青綠在葵青綠在葵青) －－－－ 青衣青衣青衣青衣 (Ref: KTCGS – I) 職責: 指導和帶領員工/學員完成回收及倉儲工作；協助區內回收街站服務，並與地區屋苑合作，增強區內屋苑回收服務及推廣「綠在葵青」項目。 要求: 中五或以上程度，具最少 2年或以上工作經驗；需要戶外工作、有耐性及責任感，樂於與服務使用者一起工作，具回收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11)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助理助理助理助理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農務農務農務農務)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Ref: NLF – I/AI) 職責: 負責推行農務耕種及管理田務、耕作物料及設備，並提供工作訓練予服務使用者及協助推廣各項活動。 要求: 中學程度，有耐性及樂於與服務使用者一起工作，具有相關技術或職業康復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12)  助理助理助理助理導師導師導師導師 (加工加工加工加工)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Ref: TKW – AI) 職責: 擔任加工組訓練學員職務，帶領及安排服務使用者接受工作訓練及參與活動，協助他們適應工作訓練及為其提供多元化技能訓練，跟進客戶訂單及協助工場發展生產業務。 要求: 中三或以上程度，性格開朗、有良好溝通技巧、富耐性及樂於與服務使用者相處，具康復服務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13) 朋輩支援工作員朋輩支援工作員朋輩支援工作員朋輩支援工作員 (半職半職半職半職) －－－－ 葵涌葵涌葵涌葵涌/東涌東涌東涌東涌/屯門屯門屯門屯門/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天水圍 (Ref: TWC-ISLAND/TM/KSW/JCFH/TYHH – PSW) 職責：負責以個人工作支持復元人士實現復元目標，協助社工/其他專業員工策劃、評估、帶領及檢討各種復元小組和活動支持復元人士面對各種過渡期，並參與培訓及公眾教育工作，加強公眾人士及精神康復服務同工對精神健康復元的正面認識。 要求：初中或以上程度，曾修讀思健朋輩工作訓練課程或接受相關訓練者優先考慮；具良好溝通及書寫能力，認同個人精神病復元的生命經歷，並願意運用自身的經歷支援其他同路人。 

 

14) 保健員保健員保健員保健員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日更日更日更日更/夜更夜更夜更夜更) (Ref: NLBLSCH – HW)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 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日更日更日更日更) (Ref: JP/TMLSCH/ NLJH/YWH/SLHH/CYHH – HW) 職責: 負責協助護士執行護理工作，照顧服務使用者之日常起居及個人護理，以及協辦復康治療活動。夜更工作時間為 9:15p.m. – 7:15a.m. 要求: 持殘疾人士院舍保健員牌照，能獨立處理及督導服務使用者服用藥物。  月薪: $17,275 - $23,295 (按相關經驗而定) 

 

15) 舍監舍監舍監舍監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日更日更日更日更/夜更夜更夜更夜更) (Ref: NLBLSCH – W)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黃大仙/ 葵涌葵涌葵涌葵涌 (日更日更日更日更) (Ref: JP/TMLSCH/ NLJH/YWH/SLHH/CYHH – W) 職責: 負責照顧服務使用者之日常起居及個人護理，以及協辦復康治療活動。夜更工作時間為
9:15p.m. – 7:15a.m. 要求: 完成護理員訓練或持有保健員牌照者優先考慮。 月薪:  $17,275 - $23,295 (按相關經驗而定)  

 

16) 廚師廚師廚師廚師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Ref: Kitchen/TMLSCH – Cook) 職責: 負責烹調食物、訂購、備貨、廚房清潔(包括爐頭、地面牆身、運水煙罩系統及煮食器皿等)及其他日常運作。 要求: 5年相關經驗，具大型廚房中式煮食及處理糊餐、碎餐等工作經驗者優先考慮。 

 

17) 司機司機司機司機 －－－－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Ref: NLF – Driver) 職責: 負責駕駛、運輸送貨、車輛清潔維修保養，協助提供工作訓練予服務使用者及處理一般雜務。 要求: 持有效的駕駛執照 (1、2、4、5、9、10、18號牌)，有相關經驗者優先考慮。 

 

 

 

 

 

 



18) 職工職工職工職工 

A. 新生會大樓新生會大樓新生會大樓新生會大樓 －－－－ 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深水埗 (Ref: NLB – Workman) 職責: 負責執行清潔、保安、搬運、外勤及雜務工作。 要求: 持保安員證，有清潔及保安相關經驗者優先考慮。 

B. 思悅園思悅園思悅園思悅園 －－－－ 沙田沙田沙田沙田 (Ref: JP – Workman) 職責: 負責執行清潔、保安、搬運、外勤及雜務工作，需於廚師放假時協助提供膳食。 要求: 有清潔及廚房相關經驗者優先考慮。 

 

 

 

 全職員工可享有全職員工可享有全職員工可享有全職員工可享有 :  有薪年假 15 天起、公眾假期 17 天、婚假、分娩假、侍產假、恩恤假、超時工作補假、醫療保險、在職培訓及良好晉升階梯等。  

 

 應徵者請註明申請職位申請職位申請職位申請職位、、、、職職職職位位位位編編編編號號號號及要求待遇要求待遇要求待遇要求待遇，薪金按資歷及經驗而定。  以上職位為合約制及按需要輪班當值，應徵者請函詳細履歷、電話及地址寄九龍南昌街九龍南昌街九龍南昌街九龍南昌街
332 號新生號新生號新生號新生精神康復精神康復精神康復精神康復會會會會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部人力資源部收收收收或電郵到 recru it@nLp ra.org.h k 或 Whatsapp 致 9443 

1555。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本會恪守平等機會原則招聘僱員。  本會將要求準僱員入職前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