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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安老及醫療服務為香港的主要服務性行業之一

 醫療及社會福利界別僱用大量的醫療護理專業人員及
前線護理員，數目超過十萬人

 現時不同的機構都面對員工流失及人手不足的情況



安老服務單位類別

類別 數目

長者地區中心 41

長者鄰舍中心 119

長者活動中心 51

長者日間護理中心 68

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 24

綜合家居照顧服務 60

護理安老院 (政府資助) 153

護理安老院 (合約) 33

護理安老院 (自負盈虧) 36

私營院舍(已包括買位院舍) 553

護養院 (自負盈虧) 4

護養院 11



安老服務人手預算(所有類別)

職位 預算人手

註冊護士 1,047

登記護士 2,938

註冊社工 3,687

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 870

護理員 20,115

保健員 6,975

文職 1,948

程序幹事/活動工作員/活動助理 3,967

復康助理 3,160

職工 6,880

廚師 3,048

司機 1,049

合共 55,684



醫院現時人力資源情況 (至30/9/2014)

職系 現時人手

醫療職系 5,943

護理職系 23,352

健康支援人員職系 13,435

物理治療師 849

職業治療師 665

其他 17,373

合共 61,617

醫院 數目

7個聯網 共42間醫院



「安老及醫療服務求職網 WWW.ECJOBS.HK」

 改善本港在安老及醫療職位的聘用機制，推動社會大
眾投身安老醫療服務界別

 本會推出一個專為安老服務、復康及醫療服務業界而
設立的全新求職網站

 旨在為安老及醫療服務業界提供一個公開及免費的就
業資訊平台

 讓有志投身業界的人士取得更全面的職位空缺資訊

 讓僱主更快捷地發放空缺消息，更有效率地聘用人手

 亦與不同專業組織及培訓機構合作，鼓勵他們的學員
於網站登記成為會員，定期接收職位空缺及業界相關
資訊，尋找合適的工作，為業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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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1) 為僱主及求職者提供一個免費、方便和有效的就業資訊
平台：

 僱主可自行於網站刊登職位空缺，擴闊聘請業界人才的途
徑；求職者亦可於網站即時查詢最新職位空缺，更可登記
成為網上會員，定期接收有興趣之職位空缺及業界最新資
訊；

(2) 為業界提供一個資訊發放的平台：

 安老及醫療服務機構可於此網站刊登行內最新發展、相關
服務、培訓課程等資



對象：

 各安老服務機構 (包括政府資助、私營機構)

 各醫療服務機構 (包括醫院、診所)

 從事安老醫療服務的專業、前線及支援職系同工

 現正就讀安老醫療專業職系認可課程人士

 有興趣投身安老醫療服務的社會人士



僱主的裨益：
 為僱主提供一個免費及公開的招聘平台，每則招聘廣告會

在此網站內刊登最多4星期；

 本網站提供僱主網上招聘登記，只需登記成為網站機構僱
主會員，便可隨時隨地登入此網站輸入職位空缺的資料，
網站管理人員將於3個工作天內處理，一經審批後，有關
資料會於網上刊登；

 本網站亦設有求職者會員登記，定期更新空缺及發放相關
資訊予求職者，有助僱主更快捷、更有效地物色合適及有
興趣投身安老醫療服務的員工。



求職者的裨益：

 此網站提供不同安老醫療服務業界的職位空缺，讓市場上
有興趣從事此行業的人士接收相關資訊；

 求職者可登記成為網站會員，選取有興趣接收之資訊，如：
職位空缺種類、服務類別、課程培訓資料、行內發展最新
資料等；

 網站設有「好工速遞」功能，求職者可按個人喜好及需要
而進行設定，系統會定時向求職者發放最新空缺資訊，減
省求職者搜尋心水職位的時間；

 網站亦設有不同項目搜尋器，如：選擇工種類別、地區、
薪金等範疇，供求職者更有效及快捷尋找自己合適的職位；



網站內容及功能

(1) 服務類別及職位分類

 以安老及醫療的「服務類別」及「職位類別」分類
進行空缺搜尋，令求職者更方便及快捷地找到合適的
工作。

(2) 優化職位空缺搜尋功能

 求職者可針對個別的喜好及要求而進階搜尋職位空
缺， 如：工作地區、機構名稱、薪金等。



網站內容及功能

(3) 網上填寫職位空缺

 僱主只需登記成為網站「僱主會員」，便可隨時隨
地登入此網站輸入相關職位空缺的資料，網站管理人
員將於3個工作天內處理，一經審批後，有關空缺會
於網上刊登。

(4) 職位簡介

 網站會定時更新安老及醫療服務業界不同職位的工
作範疇簡介、晉升階梯、入職要求、相關認可資格等，
讓有興趣投身此界別人士取得更全面的求職資訊。



網站內容及功能

(5)  求職者會員登記

 求職者可登記成為網站會員，選取有興趣接收之資訊，如：
職位空缺種類、服務類別、課程培訓資料、行內發展最新
資料等；並設有「好工速遞」功能，讓求職者可接收相關
職位空缺的最新資訊，減省求職者搜尋心水職位的時間。

(6)  最新消息及廣告宣傳

 網站歡迎不同安老及醫療服務機構團體刊登廣告，以提供
本港及海外地區的安老及醫療服務業界的最新資訊及發展，
同時增加不同機構宣傳活動及推廣服務的機會。



網站內容及功能

(7) 培訓課程

 網站提供最新培訓課程資訊，讓同工及有興趣人士
查詢及報讀，提升工作技能。

(8)  求職錦囊

 向求職者介紹一般面試技巧、撰寫求職信注意事項
及相關僱傭條例。



登記成為「僱主會員」
步驟(一) 選取「僱主招聘」



步驟(二) CLICK「新登記僱主」



步驟(三) 填寫以下項目內容



步驟(四)上載機構證明文件(PDF/JPG FILE)

出現以下LINK即表示文件已上載



步驟(五)當完成以上步驟後，會出現此版面告知
已成功登記，並會於3個工作天內ACTIVATE



填寫職位空缺
步驟(一) 於主頁選取僱主登入



步驟(二)填寫以下項目內容



步驟(三)填寫以下項目內容



步驟(四)若機構有一些職位會經常聘請，如護理員、保健員等；可建議將該職位招
聘之資料儲存設置SAMPLE，日後便可在範本上更改該職位之內容。

輸入該工種類
別作範本名稱，
例：
SW_RCHE



職位空缺範本
日後可於登入後，選擇「職位空缺範本」，進行修改
便可。



填寫所有項目並確認後，會出現此版面表示已登記成功，有關職
位空缺會於3個工作天內審批及刊登於此網頁內



網站會員登記



步驟(一)CLICK入會員登記，填寫相關資料
並可選取欲接收之訊息



會員可使用「好工速遞」功能



「好工速遞」功能
會員可設定欲接受之「服務類別」或「職位類別」以及接受頻次







WWW.ECJOBS.HK顧問委員會成員

姓名 職銜 機構

陳章明教授 總監 嶺南大學亞太老年學研究中心

李國麟博士, JP 主席 香港護士協會

鄭清發先生 會長 香港職工會聯盟(社區及院舍照
顧員總工會)

張國柱先生 會長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郁德芬博士 會長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陳志育先生 主席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鄺衛平博士 副主席 全港私營安老院同業會

潘綺紅女士 主席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陳恩賜先生 主席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姚子樑先生 社會服務總主任 東華三院

李正儀博士 總幹事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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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CJOBS.HK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香港物理治療學會

香港職業治療學會

社會工作人員協會

香港護士協會

香港職工會聯盟(社區及院舍照
顧員總工會)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

全港私營安老院同業會

東華三院

支持機構

香港明愛社會工作服務部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有限公司

救世軍

香港耆康老人福利會

聖雅各福群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基督教靈實協會

博愛醫院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

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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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ECJOBS.HK支持機構
支持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

伸手助人協會

香港復康會

嗇色園

長者安居協會

香港家庭福利會

善寧會

香港耀能協會

曉光集團

松齡護老院集團

頤和園護老集團

基德（泰衡）護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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