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職位名稱 
程式設計員 

Programmer 
空缺編號 VAC0114254 

公司名稱 
柏妃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Pop Free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 

職    責 根據業務需求，完成模組開發和設計介面；書寫系統技術文檔、用戶指南 

語文要求 良好廣東話、一般普通話及英語；懂閱讀及書寫中文；懂閱讀英文 

技能要求 良好的溝通技巧；懂 PHP、Javascript、CSS 

其他要求 /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 4.5 天；星期一至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每天工作 9 小時；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每天

工作 4 小時 

工作地區 觀塘 

薪  酬 $12,000 



 

 
  

 

職位名稱 Field Service Enigneer 空缺編號 VAC0114030 

公司名稱 
同信創興有限公司 

RIPEN Limited 

職    責 
系統技術支援、安裝及實施項目 

System technical support; Project implementation and installation 

語文要求 良好廣東話、英語及普通話；懂閱讀及書寫中文及英文 

技能要求 / 

其他要求 /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 4.5 天；星期一至四：上午 9 時至下午 6 時，

每天工作 9 小時；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每天

工作 4 小時 

工作地區 觀塘 

薪  酬 $12,000 



 

 
 

職位名稱 
程式員  

Web Programmer 
空缺編號 VAC0112618 

公司名稱 
玄點有限公司  

Double Black Company Limited 

職    責 

Manage all the programming issues for Websites and related applications; Responsible for troubleshooting, 
testing, modifying and operation of the Websites and additional Web Applications; Analyzing user requirements, 
coding software systems, and maintains applications and databases for the company; Perform other duties 
assigned by the supervisor related to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Prepare documents for designing, coding, testing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Work independently and within a team in developing web site; To provide web site 
maintenance with back up schedule; Optimize site performance and usability 

語文要求 良好廣東話及英語；一般普通話；懂閱讀及書寫中文及英文 

技能要求 

Experie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commerce and Eshop; Advanced skills in HTML, PHP, MySQL, Javascript / 
jQuery, CSS, Knowledge in Photoshop and AI is an advantage; Good analytical and troubleshooting skills, 
self-motivated and able to work independently and with good organizing skills; Good command of both spoken 
and written Chinese and English; Hard working, well organized and can work with minimum supervision; Fresh 
graduates are welcomed to apply; Immediate availability is highly preferred 

其他要求 /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 4.5 天；星期一至四：上午 10 時至下午 6 時，每天

工作 7 小時；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每天工作 4 小時 
工作地區 香港仔 

薪  酬 $11,000 



 

 
 

 

 

職位名稱 Software Developer 空缺編號 VAC0112437 

公司名稱 EONIQ (HK) Limited 

職    責 Websit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語文要求 良好廣東話及英語；懂閱讀及書寫中文及英文 

技能要求 Obsessed in hack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Studied Computer Science or other relevant field of study 

其他要求 / 

工作時間 

每星期工作 4.5 天；星期一至四：上午 11 時至下午 7 時，

每天工作 7 小時；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每天

工作 4 小時 

工作地區 觀塘 

薪  酬 $11,000 



 

 
 

職位名稱 
網頁開發員 

Web Developer 
空缺編號 VAC0109643 

公司名稱 
五里數位廣告實驗室有限公司 

5 Miles Lab Company Limited 

職    責 
開發及設計網站或程式; 於網站或程式進行測試及除錯維護 

Design and Develop Web application; Perform Testing and debug on web applications 

語文要求 良好廣東話及英語, 一般普通話；懂閱讀及書寫中文及英文 

技能要求 
有 PHP, MySQL, JavaScript, CSS 等相關經驗優先 

Experienced in PHP, MySQL, JavaScript; Preference with web development experience 

其他要求 
懂 MS Office, 包括 Excel, Word 及 PowerPoint 

Skills with MS Office, including Excel, Word and PowerPoint 

工作時間 

每星期 4.5 天，星期一至四：上午 10 時 30 分至下午 7 時

30 分，每天工作 9 小時，星期五：上午 10 時至下午 2 時，

每天工作 4 小時 

工作地區 觀塘 

薪  酬 $1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