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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受新冠肺炎影響，各行各業正面對前所未有的經濟困難，

本港的失業率上升至6.4%，創16年新高，

而政府為新冠肺炎疫情啟動的兩期「保就業」計劃，

工資補貼亦快將結束，在經濟仍未復甦的環境下，

相信將引發新一浪的裁員潮。最近，航空業有大規模人事變動，

當中大量空中服務員被裁，突然失去工作機會，

空中服務員想落地轉行，又有哪些選擇？

由航空業轉至其他行業，又需要哪些技巧？

《轉職攻略 — 空姐空少篇》收錄各階段的求職攻略，

由轉職正面對的困惑、轉行須知、撰寫CV秘訣，

至面試技巧均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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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3大困惑階段

30歲是人生
轉捩點？

我應該選擇一份怎樣的工作？

我要轉行嗎？

我開始看不到工作前景……

不論你20歲還是40歲，

都有機會對自己的事業發展感到困惑。

由現在開始，

了解你人生3大困惑階段，

預先準備好面對不同的選擇和挑戰，

它們的出現未必是要阻礙你，

反而令你走向一條更好的事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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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的職業困惑

選
擇

尋求幫助
對自己的選擇沒有信心，最好向有一定工作經驗的人尋求幫助和指導，
尤其是從事相關的行業，讓你更加肯定要怎樣下決定。

客觀分析
針對自己的選擇，列出優點和缺點，評估一下自己是否可以接受到這份工作的缺點，
以及自己能否有勇氣面對甚至解決可能會出現的問題，
否則你最好重新考慮自己的選擇。

高瞻遠矚
20歲就是年輕，不怕錯的年紀，發展空間還有很大，應該要多嘗試，
不妨為自己的事業設定一個較高較遠的目標。

這個年紀多數是準備投身職場，最大困惑是不知道怎樣挑選第一份工作，怕入錯行日後想轉太困難，
就算有想法也會對自己下決定沒有信心，以下幾點可以幫助你。

30歲的職業困惑
你還喜歡現在的工作嗎？

了解自己對工作的期望，不要因為一時的新鮮感而倉促決定轉新工。

 你願意接受挑戰嗎？

無論您是想換工作還是開始新的創業，問清楚自己是否準備好應對未來的挑戰。

你準備好重新開始了嗎？

你要有勇氣將自己放在起點，不論是轉行還是創業都並非易事，

你要肯定自己有能力面對前方的困難。

轉
變

40歲的職業困惑
許多40多歲的人認為，如果他們要重新出發就會損失很多。
大多的人已經有家庭、金錢等負擔，在如此困身的境況下，
要轉變可謂極度艱鉅，容易教人沮喪。
因此，這個年紀最好能夠找到一份穩定而且自己滿意的工作，減少困惑。

局限



5

轉行注意事項︰

成功轉行
需要做足6點

香港一向着重發展旅遊業，繼而使酒店業、航空業、零售業等也跟着興旺起來；

然而，一場疫情令到香港這4大行業受到突如其來的重擊，

旅行社、名牌商店、酒店等經營困難，甚至被迫倒閉，

令人不禁反思，以往香港是否過分着重這幾方面的發展。

從事這4個行業的打工仔也許快將或正在面對失業，

想趁機轉行，又該從何入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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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
步
驟

助
你
成
功
轉
行

1. 評估目前工作的滿意度
記錄你對工作的日常感受，找出重複出現的地方，
例如你工作上的不滿之處，
喜愛公司哪些文化等，幫助你整理日後找工作的標準。

2. 評估個人興趣和技能
回想一下在學時有什麼興趣或技能可以運用在工作上，
當初有什麼夢想，現時與達成夢想的距離也差多少。

3. 尋找工作機會
查看工作機會不等於立即申請工作，先觀察一下市場的趨勢，
了解企業需要什麼類型的人才，細閱入職要求，
加深對不同行業和工種的認識。

4. 嘗試踏出第一步
不確定工作是否屬於自己的興趣？你可以先由義工或自由工作者入手，
例如，你考慮從事與動物有關的工作，你可以先在各機構當動物義工。

5. 增值自己
做人總不能原地踏步，想轉行又沒有相關經驗，
很難說服僱主讓你在工作期間邊做邊學，
你可以考慮參加夜校課程或網上課程，
花點時間學習新行業的知識，見工面試時也能夠「拋下書包」，
讓僱主對你增加印象分。

6. 考慮不同行業的同一職位
也許你本來具有某職位的工作經驗，例如市場營銷（Marketing）、
銷售（Sales）等，但是以往只專注在同一個行業。
這時候你未必需要轉換職位，而是考慮了解另一行業的市場行情，
再配合你已有的工作經驗，開展新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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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姐空少適合轉咩工？

人力顧問︰
幾個行業續招聘
國泰航空近期啟動重組計劃，裁減8,500名員工，當中5,300及為駐港員工，

附屬公司國泰港龍航空更要即時停運，約2,500及機組人員受到影響，

一眾「空姐空少」頓變失業人士。有輿論指，今次事件無疑推高失業率，

加上政府「保就業計劃」工資補貼只資助僱主至2020年11月的工資，

令外界關注企業裁員潮一觸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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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服務員轉職有優勢  多個行業爭相招聘
面對就業市場低迷，Master Ascent Limited創辦人及董事長（Polly）指，國泰航空
作為國際知名品牌，再加上空中服務員需定期接受培訓，其服務質素及語文能力毋庸
置疑，「相比其他行業裁員，今次國泰裁員事件受影響的空中服務員，因擁有良好根
基及掌握不同技巧，所以基本上再轉職各行各業的難度不高，當中『以客為先』的工
作態度，更可應用至客戶服務工作上。」

她進一步解釋，不同行業的服務性工種，十分願意招聘空中服務員，「不論是金融
業、餐飲業或零售業，對具服務性行業工作經驗的人士有一定需求，加上空中服務員
工作著重儀表，在應徵時有一定優勢。」

大大小小的裁員事件畢竟令打工仔感到彷徨，Polly提醒是次被裁的空中服務員︰「首
先要抱有正面態度，繼而不斷增值自己，提升在市場競爭力。在新常態下，求職者保
持好奇心及批判性思維十分重要。即使是一畢業就投身空服工作至今次被裁，轉職時
都可讓未來僱主看到你的穩定性，對工作的忠誠度。」

市場現裁員潮  企業、打工仔做好兩手準備
面對不穩定經濟環境及就業市場，Polly指外界對未來再出現裁員潮並感到不意外，但認為僱主及打工仔都要做 

好兩手準備︰「在數碼化時代結合市場衝擊，僱主尤是HR要清楚了解人類及機械的分工，並同時管理兩者，揉合出
新工作模式、內容及技術。另外，當市場變化影響到企業業務，僱主在無可避免的情況需要裁員，要做的是提早通

知僱員，讓其有足夠心理準備，減低勞資糾紛出現；打工仔如認為行業發展不佳，身處的企業有裁員風險的話， 
應盡早尋找其他發展機會，最重要是僱主僱員要保持良好溝通。」

為應對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政府過去已推出三輪防疫抗疫基金，Polly認為政府財政壓力增加，相信未來不會再推
出大規模紓困措施，轉而與不同持分者分作，通過各類組織為不同業界提供發展空間。

就僱傭雙方來看，Polly強調僱主要及早計劃人手安排及預期散工、兼職潮，亦不能再應用過往傳統的工作模式； 
僱員要提升最新工作技能，緊貼市場需要，以應對未來工作環境。

Ms. Polly Yip 
葉麗貞小姐

Master Ascent Limited. 
創辦人及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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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指出，僱主平均只花7秒閱讀一份履歷表，就能決定求職者的去留。

在短短幾秒間，他們只想知道求職者的能力，以及如何能滿足公司的要求。

所以，在履歷表的開首，求職者應該用幾句說話概括對方想要的資訊，

包括你如何滿足職位的學歷和經驗要求、你最擅長的技能，

以及能為公司帶來甚麼貢獻等。不過，許多人都忽略了這個部分，

直接列出所有工作經驗和技能，變相令對方要花時間消化內容，

忙碌下惟有把它略過。

 CV解鎖︰

撰寫CV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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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吸引HR／僱主繼續閱讀你的履歷表，求職者需要熟讀招聘廣告的內容，再按每份工作的職責和要求，
量身打造履歷表開首的段落，可以參考以下5個貼士：

1.簡明扼要
文字的長度控制在兩至三句，或者用幾個單詞形容你最擅長的技能、
工作經驗等。

2. 確保對方會看到
把段落放於履歷表的開首，你的姓名和聯繫方式之下，
確保面試官必定看到相關的內容。

3. 只寫有用的關鍵字
不需要把招聘廣告提到的學歷、經驗和技能等關鍵字眼全部寫上，
只需要說明你擅長甚麼，讓對方知道你可以勝任工作。

4. 就每份工作量身打造不同的內容
不可以把同一份履歷表寄給多間公司，而是要根據招聘廣告上提到的
職責和入職要求，再加上公司的文化等，量身打造對方最感興趣的
內容。

5. 選擇合適的設計
履歷表的設計都會影響HR的觀感，選擇一款最適合應徵行業和職位的
設計，確保不會令開首的簡介段落看起來突兀。

撰寫CV的注意事項
HR曾建議，如果求職者工作經驗少，可先放學歷 (Education)；若已有
相關的實習或兼職經驗，則先放工作經驗 (Work Experience)。如果求
職者從沒有工作經驗，又不想空白該欄，可改寫獎項、學會職位或義工
經驗，再加以陳述。另外，即使求職者過往的工作經驗與應徵的職位不
相關，也別刪走內容，盡可能找出相關的職責重點介紹，仔細描述工作
內容，例如將工作量化及說明工作上需接觸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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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職向來是不少打工仔的搶手工作，不過市場上僧多粥少，

尤其是高薪低壓力的文職筍工，競爭就更加激烈。如果想成功取得面試機會，

不妨參考以下10大文職關鍵字（Keywords），放在你的CV及求職信，

令HR／僱主眼前一亮吧！

 CV解鎖︰

必寫的CV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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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me Management
文職每日的工作量其實不少，除了管理自己
的時間，做好手頭上的文件工作，還要管理
上司／老闆的時間，替他安排會議時間、出
席活動等事宜。

2. Organizational Skills
管理時間之外，文職工作還要管理文件、辦
公用品、電子產品等，所以求職者應該要具
備強大的組織能力，把東西處理得井井有條。

3. Problem Solving
身為文職人員，老闆是想請你解決問題，不
是回答你的問題。因此，求職者應該要有能
力獨立解決問題，證明自己的價值。

4. Attention to Detail
賬單、收據、日曆、郵寄地址、電郵的詳細
信息等，通通都要仔細檢查，避免出錯，甚
至為公司帶來麻煩，所以細心的求職者必定
會加分。

5. Adaptability
公司總可能突然出現人事變動，當作風不一
的管理人員一上場，你有足夠的適應能力，
才能繼續留低。

6. Written Communication
文職固然需要做文書工作，每天都要撰寫電
郵、信件、備忘錄、報告等，所以你的文書
能力會大大影響你的工作效率。

7. Tech Skills
現時文職不再只是手寫及打字，還要使用不
同軟件工作，包括電子郵件平台（例如Gmail
和iCloud Mail）、Excel、線上日曆等，如果
你懂得使用的話，不妨列出這些應用程式。

8. Verbal Communication
以為懂得文字溯通就足夠？文職人員有時也
要幫助同事在公司內部和外部傳遞訊息，保
持業務正常運作。

9. Emotional Intelligence
既然上一項提到需要與人溝通，尤其是高級
管理人員（例如CEO），情商和人際關係技
巧就必不可少，否則難以理解不同職位同事
的需要和觀點。

10. Prioritization
當你面對一大堆工作時，按重要性將工作優
先排序很重要，亦可以讓老闆知道你是個懂
得分緩急輕重的好員工。

文職10大關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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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到是面試的大忌，但你又知不知道如果求職者太早到，

其實也會造成公司及求職者的壓力。

如果真的太早抵達公司，

建議可以先到附近的咖啡店坐坐，

等距離面試開始前十五分鐘再上樓報到，

讓自己可以先放鬆一下，

為接下來的面試補充能量。

5個要注意的
面試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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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面無表情
面試緊張乃人之常情，但忘記微笑或面無表情，面試官會
覺得你對這份工作不太感興趣，甚至認為你的態度傲慢。

2.準備不足
事先對個人履歷、公司背景、發展方向要有所了解，千萬
別讓面試官一問三不知。

3.抱怨前公司
企業都希望找到正面思考的員工，若你一直執著批評前公
司，不僅不會贏得同情或支持，也是面試最下策的做法。

4.誇大個人能力
不少求職者為得到工作機會，過份吹捧英文程度和過去表
現。謹記！誠實是面試的最低要求。

5.遲到或太早到
在約定時間10分鐘至15分鐘前到達，太早會打亂面試官的
行程，而若你在等候時候稍有鬆懈，也會被扣印象分。

5
大
面
試禁
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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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條問題
的潛在意思

在短短15分鐘的面試過程中，有時僱主或HR想嘗試了解求職者的性格，

更有可能會問以下6條問題，想面試成功，不妨預先做好準備！



16

「你的好友在這間公司工作，  
    有甚麼好處？」

• 了解求職者會交哪類型的朋友
• 分析他能否融入公司文化

「如果你是一隻動物，
    你會是甚麼？為甚麼？」

• 短時間內考驗急才、創意和想像力

「工作以外，你有甚麼興趣？」
• 求職者的興趣，可反映他的性格

「你最近學到的技能是…？」
• 了解求職者的態度
• 想知對方對新事物，有沒有好奇心
• 是否願意持續增值自己

「面對困難時，你會怎樣應對？」
• 評估求職者的自我認知
• 有否承認自己不足之處
• 會否作出改善

「分享你最有滿足感的一刻。」
• 了解求職者的推動力
• 了解甚麼事最激勵他們
• 評估對方能否適應公司文化

潛

在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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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問題變化萬千，

有時候遇到HR問及一些難易啟齒或尷尬的問題，

稍沒準備很容易就會「食螺絲」，

影響整體表現。

其中一條熱門問題就是「你最大的失敗經驗是？」

究竟如何應對才可以留下好印象呢？

見工被問「失敗經驗」  

應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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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
.A
.R
.

1. 情況及任務 (Situation / Task) 
簡單講出你的任務、情況及結果 

2. 事後檢討 (Analyze) 
分析導致失敗的原因，當時沒察覺到的事？ 

3. 事後補救 (Result) 
你做了甚麼補救，避免錯誤再次發生？

記住S.T.A.R.結構

當面試快將結束時，HR或僱主或會問「你有冇其他問題？」，
其實你有否想過這是考驗之一。

以下有3個問題方向，
可供求職者參考︰

1. 了解公司的福利、假期政策、 
醫療保健、上班時間、晉升階梯、 
薪酬調整時間表等問題， 
讓面試者感覺你對這個職位有興趣。 

2. 了解團隊的結構， 
可在上班前清楚公司的文化和工作量。 

3.  問清楚上班的時間， 
要是公司有加班的習慣，可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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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打工仔都有被HR壓價的經歷，特別是轉行時，

因為經驗不足而被降至入行的起薪點，

如求職時面對這重要難關，應該如何選擇？

企硬還是接受？

見工被HR壓價

企硬還是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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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比較市場需要 
先了解市場行情，再評估自己的工作經驗、學歷及相關的專業技能。如公司剛好需要你的技能，你就有談
加薪的籌碼。 

2. 讓對方先開價 
薪酬談判的策略，就是別先說自己的期望薪金，而是讓對方先開價。若對方開價時，比較價位是否能接
受，如低於你的底線就應該婉拒，並提出你對工作的想法，以及對公司可帶來的價值。當然，如果你急需
一份工作就另計

定期望薪金 (Expected Salary)的技巧

現時全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就業市場不樂觀，求職者在填寫Expected Salary前應考慮市價，或參考CTgoodjobs的
薪酬搜查器 (Salary Check) ，先了解每個職位的月入中位數，再調整自己的Expected Salary。做完資料搜集後，求職
者根據現時的薪酬，調整10至15%的升幅，此舉既可以增加自己收入，又不會令HR有種充大頭鬼的感覺。

要怎樣填Expected Salary才對？ 

客戶關係管理
客戶關係助理 $20,000
高級客戶關係助理 $20,500
客戶關係經理 $21,000

零售業
銷售員 $15,000
高級銷售員 $16,000
銷售主管 $20,000

保險業
客戶主任 $22,000

銀行業
營業專員 $15,000
業務關係主任 $19,500

各行業的月入中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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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空姐空少轉職有優勢

中原地產逆市招聘  

自國泰裁員事件發生至今，不少行業均向被裁的空中服務員招手，

表示有意招聘失業的「空姐空少」。作為地產界的龍頭之一，

中原地產相繼出招，在社交媒體及各區招騁廣告，

務求吸納這批航空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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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表示，在過去大半年 
疫情發生期間，公司在今年首9個月拓聘1,700人投身地產代理 

工作，當中有30至40人來自航空業。「招聘率雖高但同時有一定流 
失率，但我們看到不乏旅遊業人士加入尤是領隊，而中原未來會繼續進行
拓聘工作，為行業注入新血。」

空少轉投地產代理成Top Sales

對於國泰大裁員事件，陳永傑認為空中服務員投身地產代理工作有一定優勢：「空中服務員的語文能力強，過往工
作須兼顧不同範疇，接觸客戶層面廣，加上需輪班工作，與地產代理工作性質不謀而合，轉投地產行業客戶服務工
作潛力無限。」他又舉例指，過往曾有國泰空少轉投中原地產，並擔任全職中半山地產代理，因擁有一定文字功底
及學識水平，最後成為業績最高的頂級代理（Top Sales）。

要投身行業，擁有良好語文能力固然發展較佳，陳永傑表示從業員需要考取地產代理牌照及調整心態，「我們設有
夜校課程讓從業員進修相關知識，俗稱『考牌班』，大約3個月就可考取專業牌照，同時提供在職培訓；提供專業
服務以外，從業員需要有機會需在週末工作，更要克服挫折感，因此生理心理上要適應。」

行業發展前景佳 短期招聘500人

疫情打擊不少行業，陳永傑認為地產代理界算是比較幸運的行業。根據他的觀察，黃金及物業等商品在疫情間仍屬
交投活躍。「現時市場處於『港人港樓』的狀態，市況顯示香港人對本地樓，甚至大灣區及海外樓有一定需求。」
他又預期，一旦恢復通關，預期增加3至4成銷售額，短期可增聘400至500人。

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
兼住宅部總裁陳永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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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航空業出現大規模裁員，

各行各業均響應聘請空中服務員，

惟求職人士最擔心的，

必定是轉職所需的工作經驗。

坊間有不少專為特定行業而設的進修課程。

進修課程 

為轉行做好
準備

主辦機構︰香港職工會聯盟培訓中心

課程名稱︰地產營業員 (地產營業員資格考試) 基礎證書

內容︰     行業簡介、「營業員資格考試」內容的技術 

     訓練、投資及數據分析訓練等。

報名日期︰即日至2021年3月31日

時間表︰    2021年3月31日

價錢︰     免費

修業期︰    38.4小時

有關地產的課程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759195561/hong-kong-confederation-of-trade-unions-training-centre/地產營業員地產營業員資格考試基礎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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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預備班 (試卷一)

內容︰     介紹基本的保險產品及原理，足以應付考試。

報名日期︰即日至2020年11月25日

時間表︰    2020年11月7日至2020年11月14日

     上午10:00至下午5:00

     2020年11月29日至12月6日

     上午10:00至下午5:00

價錢︰     $1,800

修業期︰    12小時

主辦機構︰循道衞理中心

課程名稱︰物業管理禮賓服務基礎證書

內容︰     讓學員認識及運用禮賓服務知識及技巧，從而

     提升禮賓服務質素。

報名日期︰即日至2020年12月8日

時間表︰    2020年12月8日

價錢︰     $1,250

     ($0 (豁免學費) / $375 (高額資助) / 

     $1,250 (一般資助)

學習模式︰全日制

修業期︰    21小時

主辦機構︰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保險中介人資格考試預備班 (試卷二)

內容︰     介紹基本的保險產品及原理，足以應付考試。

報名日期︰即日至2020年11月21日

時間表︰    2020年11月21日

價錢︰     $1,800

修業期︰    12小時

有關保險的課程

有關物業管理的課程

更多課程推介 
即上CT Learning 

主辦機構︰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課程名稱︰物業與設施管理專業文憑

內容︰     學習運用物業管理概念和原則於不同類型

     物業，並透過專業的知識及技巧，解決各項

     物業管理問題。

報名日期︰即日至2020年12月28日

時間表︰    2021年1月4日

價錢︰     $32,000

     (可申請持續進修基金)

學習模式︰兼讀制

修業期︰    12個月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740444236/cuscs/preparatory-course-for-insurance-intermediaries-qualifying-examination-%E2%80%93-paper-1%E4%BF%9D%E9%9A%AA%E4%B8%AD%E4%BB%8B%E4%BA%BA%E8%B3%87%E6%A0%BC%E8%80%83%E8%A9%A6%E9%A0%90%E5%82%99%E7%8F%AD%E8%A9%A6%E5%8D%B7%E4%B8%80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757322588/methodist-centre/%e7%89%a9%e6%a5%ad%e7%ae%a1%e7%90%86%e7%a6%ae%e8%b3%93%e6%9c%8d%e5%8b%99%e5%9f%ba%e7%a4%8e%e8%ad%89%e6%9b%b8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757203182/cuscs/preparatory-course-for-insurance-intermediaries-qualifying-examination-%e2%80%93-paper-2%e4%bf%9d%e9%9a%aa%e4%b8%ad%e4%bb%8b%e4%ba%ba%e8%b3%87%e6%a0%bc%e8%80%83%e8%a9%a6%e9%a0%90%e5%82%99%e7%8f%ad%e8%a9%a6%e5%8d%b7%e4%ba%8c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lang=c&utm_source=20201028ebook&utm_medium=edm&utm_campaign=20201028ebook
http://
https://www2.ctgoodjobs.hk/Learning/757272620/li-ka-shing-institute-of-professional-and-continuing-education/%e7%89%a9%e6%a5%ad%e8%88%87%e8%a8%ad%e6%96%bd%e7%ae%a1%e7%90%86%e5%b0%88%e6%a5%ad%e6%96%87%e6%8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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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goodjobs為各位精心挑選了以下 Good Jobs，
快啲睇下有冇一份適合你 !!

業務拓展員

Property Agency/ 
Property Consultant/ 地產代理見習員/

` 持牌營業員/ 客戶經理

各級持牌物業代理精英 /  
見習營業員 (中半山)

Retirement Planning Consultant /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持牌營業員 / 
持牌地產代理

市場助理

Customer Services 
Assistant

Management 
Trainee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

世紀 21 奇豐物業顧問行

Midland Realty (Strategic) Limited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Centaline Property Agency Limited

世紀 21 奇豐物業顧問行

Ricacorp Properties Limited

YF Life Insurance International Limited

0 - 10 yearsEXP

N/AEXP

N/AEXP

N/AEXP N/AEXP

0 - 10 yearsEXP

0 - 1 yearEXP

1 - 2 yearsEXP

Insurance Specialist Role -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 Financial Planner 

[大學畢業生/豐富前線銷售之工作經驗的轉職人士]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 EDP, Client Relationship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N/AEXP 5 yearsEXP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1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3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5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7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2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4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6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8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09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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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策劃經理/高級退休策劃經理 
Retirement Planning Manager / Senior 

Retirement Planning Manager

Customer Services Associate 
客戶服務員(日班)

財富管理經理-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歡迎航空業人仕轉職)

Insurance Sales Specialist, 
Bancassurance

物業助理
[Ref: WG-BA]

Investment Manager/
Management Trainee

Property Officer 
(New Territories East Distrct)

財富管理經理/分部經理(4 天工作)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r /Division 

Manager (4 days work)

Management Trainee Program 
(Degree Holder in Any Disciplines)

SALES EXECUTIVE 
– SALES(2) DEPARTMENT

BOC Group Life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

LAWSGROUP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FWD Life Insurance Company (Bermuda) Limited

Whampoa Garden Management Limited

PCS Asset Management

SINO PROPERTY SERVICES

BOC Group Life Assurance Company Limited

Sun Life Hong Kong Ltd

Henderson Land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0-3 yearsEXP N/AEXP

2 - 20 yearsEXP

N/AEXP N/AEXP

1 - 6 yearsEXP

0 - 5 yearsEXP

1 - 5 yearsEXP

0 - 15 yearsEXP

1 - 6 yearsEXP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3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7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1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5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9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4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8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2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16
https://www.ctgoodjobs.hk/r/ebook-flight-attendant-oct2020-j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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