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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一站」空缺登记表格 

 
 

 

致：   传真：   

 「乐活中心」名称  日期：   

      

*必须填写  ○单选一项  ◻可选多项  

雇主资料  
 

雇主姓名

*： 

(中文)        先生/女士  

(英文) 

Mr/Ms.  

 (请依身份证填写)  电邮*：   

联络地址

*： 

  

联络电话

*： 
(手提) 

(家居) 
(公司) 

 

联络人姓名： 先生/女士  电话号码：   

从何得悉 

「乐活一站」 
◻曾登记服务 ◻朋友介绍 ◻ ERB 网站 ◻电视 ◻电台 ◻报章 

◻宣传刊物 ◻劳工处 ◻其他：____________ 

 

   

空缺资料   
 

职位空缺* ○家务助理  ○护理员 ○保健按摩员  

○单日工作 

○ 指定日

期： 

  时间：  至   

○ 任何一天  至  时间：  至   

○多日工作 

日期 ：  至  /没有期限 每周工作 天  

逢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工作 ◻需留宿   

 时间：  至  每日工作时数 小时  

工作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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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面积（聘请家务助理必须填写） 约               呎    

宠物* ○没有 ○有，        只猫、        只小狗、        只大狗、 其他：_______________  

聘请助理人数*  薪金* ○时薪 ○日薪 ○月薪 $  

若以日薪/月薪支付薪金，每日/月总工作时数_______小时，每小时工资 $_______  

特别语言要求 ○ 必须能操以下语言 ○ 能操以下语言，可获优先考虑 ○ 没有特别要求  

 ◻普通话 ◻英语 ◻潮州话 ◻上海话 ◻客家话 ◻闽南话 ◻其他：_______________  

   

劳保资料(不适用于保健按摩服务) 
 

○已投购有效的劳保，保险公司名称：                        ，保单编号                          ，有效期至                          。                                                     

○将自行购买劳保 

○已透过「乐活一站」/ 「陪月一站」 购买两星期劳保，有效至                              。 

○透过「乐活一站」/「陪月一站」购买○ 单次劳保  ○ 两星期劳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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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助理工作要求 

○家居服务（清洁、洗熨、煮食）  ○ 外佣替假  

◻家居清洁 特别要求： ◻抹窗 ◻抹落地玻璃 ◻洗熨衣服 ◻手洗衣服 ◻手抹地板 

◻煮食备餐 ◻午餐，份量：              大人，             小孩，             餸、◻ 汤 

 ◻晚餐，份量：              大人，             小孩，             餸、◻ 汤 

 ◻买餸(买餸服务需时约 30-45分钟，其间需计算薪酬) 

 ◻预备饭餸材料 ◻煮食    食物要求：○ 不拘  ○ 素食  

◻宠物照顾 
◻喂食 ◻为宠物冲凉      ◻带宠物散步

  

◻清理笼具 ◻植物护理 

○单次清洁/大扫除/新居清洁 

清洁类别 ○单次清洁 ○大扫除 ○新居清洁 

特别要求  ◻抹窗     ◻抹落地玻璃 ◻抹天花 ◻抹吊扇 ◻抹吊灯 ◻抹水晶灯 

新居清洁 ◻装修公司已完成基本清洁 ◻有家具 ◻需要清除顽固污垢 

○预备节日食品 / 宴会 / 教授厨艺 

○预备 

节日食品 

◻新年油角 ◻煎堆    ◻萝卜糕 ◻年糕   ◻马蹄糕 ◻芋头糕 ◻马豆糕 

◻广东咸肉糭 ◻广东枧水糭      ◻ 潮州糭 ◻中秋月饼 ◻冰皮月饼  ◻需助理准备材料 

○宴会(如年夜饭、开年饭、寿宴) ◻午餐 ◻晚餐 份量：             大人，             小孩，             餸、◻汤 

 ◻需助理买餸 ◻雇主会与助理一起买餸   ◻雇主/工人会协助预备食材 

食物要求 ○素食 ○ 要煮以下贵重食材：◻海参◻鲍鱼◻花胶◻鱼翅◻其他：＿＿ 

○教授厨艺 教授对象 ◻家人◻朋友◻外佣，能操语言：◻广东话◻英语◻普通话◻雇主会在场翻译 

○教授外佣 

外佣国籍 ○ 菲律宾 ○ 印度尼西亚  ○ 泰国 ○ 孟加拉国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要求 
◻带外佣熟悉家居附近购物地点    ◻教授家居清洁技巧  ◻教授洗熨衣物技巧 

◻教授烹调中式家常小菜               ◻教授废物分类 

 

 

 

护理员（陪诊、长者照顾、病人护理）工作要求 

长者/病者性别*: ○男   ○女 年龄* :              岁 体重* :              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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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状况* ◻行动自如  ◻需要使用拐杖  ◻需要坐轮椅   ◻需要扶抱   ◻长期卧床 

病患: ◻癌症 ◻糖尿病 ◻高血压 ◻痛风症 ◻心脏病 ◻中风 ◻白内障 ◻栢金逊症  

◻老年痴呆症  ◻情绪病，请注明：                              ◻ 传染病，请注明：___________ 

家中有其他照顾者: ◻配偶  ◻儿媳  ◻亲友  ◻外佣 

○陪诊 接送地区:  医院/诊所名称:  

○长者照顾 

(适合有自理能力的长者) 

◻煮食: ◻早餐◻午餐◻晚餐，                 人份量 

◻简单家居清洁  

◻陪伴行动自如的长者外出，如覆诊或接受治疗、购物、逛公园、去银行等 

○病人护理(适合缺乏自理

能力的长者/病人) 

◻协助病者洗澡/抹身  ◻协助病者如厕  ◻换片 / 更换尿袋、便袋  

◻喂食  ◻复康运动 ◻陪伴病者外出，如覆诊或接受治疗 

 
 
 

保健按摩员工作要求 

「乐活一站」只会安排同性按摩员提供服务。如在同一单位内有不同性别的顾客，即按顾客的意愿安排合适的

按摩员。惟全身按摩必须由同性按摩员提供服务。 

 顾客性别* 按摩服务*(最少选一项) 服务节数*(每节 45 分钟，最少 2 节起) 

1.        ○男 ○女 ◻头肩颈 ◻足底 ◻全身                 节，每节服务费:                . 

2. ○男 ○女 ◻头肩颈 ◻足底 ◻全身                 节，每节服务费:                . 

3. ○男 ○女 ◻头肩颈 ◻足底 ◻全身                 节，每节服务费:                . 

4. ○男 ○女 ◻头肩颈 ◻足底 ◻全身                 节，每节服务费:                . 

要求按摩员性别： ○男  ○女  ○男女皆可 

 
 
 

备注：  

  

  

「乐活一站」及「陪月一站」服务条款 

 
 

 

（一）空缺登记条款 

1. 你须确保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真确无讹。 

2. 首次登记空缺的雇主，无论透过任何方式登记，须递交最近三个月发出的地址证明（如水／电／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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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电话账单），文件上的姓名及地址须与雇主或联络人的登记姓名及地址相同。 

3. 陪月空缺的登记有效期为九个月，其他空缺的登记有效期为三个月。每个空缺只需登记一次，在空缺

登记有效期内，你无须重复登记相同的空缺。若你的登记资料有变，或决定取消空缺，请透过「ERB

家居服务」流动应用程式更新，或联络相关的「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办理。 

4. 你在登记空缺时填写的所有资料，均不可以违反《性别歧视条例》、《残疾歧视条例》、《家庭岗位

歧视条例》及《种族歧视条例》。请切勿填写求职人士性别、年龄或种族的限制或任何歧视成份的要

求，否则该登记空缺将不被接纳。详情请浏览平等机会委员会网页 www.eoc.org.hk，或致电 2511 8211

联络该委员会。 

5. 若你需要收集求职人士的个人资料，你必须遵守《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的规定，妥善处理这些资

料。详情请浏览香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网页 www.pcpd.org.hk，或致电 2827 2827 联络该署。 

6. 根据《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除获豁免人士（包括「家务雇员」）外，你应安排年满 18 岁至 64

岁，受雇 60 日或以上的全职及兼职雇员，在受雇首 60 日内登记参加强积金计划。详情请浏览强制性公

积金计划管理局网页 www.mpfa.org.hk，或致电 2918 0102 联络该局。 

7. 若你对「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的职员或助理作出滋扰性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粗言秽语、语带威

胁、谩骂、在未经同意下发送销售资料、发送令人不安的信息或影像等，雇员再培训局（再培训

局）、「乐活中心」及「陪月一站」有权拒绝或终止向你提供服务。 

 

（二）招聘条款（适用于家务助理／护理员／陪月员／婴幼照顾员空缺） 

1. 你须确保填补空缺的人士会是你的直接雇员，并受《雇佣条例》保障。再培训局、「乐活中心」及「陪

月一站」不会介入雇主及助理的雇佣关系。故此，再培训局、「乐活中心」、「陪月一站」及其雇员不

会就你及助理双方议定的服务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及薪金，负上任何法律责任。  

2. 根据《雇员补偿条例》的规定，所有雇主必须为其雇员（包括全职及兼职雇员，例如兼职家务助理）投

购工伤补偿保险（劳保），以承担雇主在《雇员补偿条例》及普通法方面的工伤补偿责任。详情请浏览

劳工处网页 www.labour.gov.hk，或致电 2717 1771联络该处。  

3. 你须承诺会为助理购买劳保，及在其正式上工前，向「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提供劳保资料，或透

过「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购买再培训局指定保险公司所提供的单次或两星期劳保。如你未能在助

理上工前提供劳保的资料或证明予「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再培训局、「乐活中心」或「陪月一

站」有可能通知劳工处，作跟进或调查《雇员补偿条例》下的可疑违例个案。  

4. 你必须按照《最低工资条例》的规定，就任何工资期支付不少于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工资予受聘于此职

位空缺并受《最低工资条例》涵盖的人士。若你所提交职位空缺的工资水平未能符合法定最低工资的要

求，「乐活中心」及「陪月一站」将不会接纳该空缺。  

5. 请你考虑与受聘的助理签订雇佣合约，列明雇用条件，以免日后争议。雇佣合约样本可于「乐活一站」

网页 www.erb.org/smartliving/，或「陪月一站」网页 www.erb.org/smartbabycare/ 下载。  

6. 在转介助理时，你会获得助理的个人资料，分别注明（1）由助理提供的基本资料；及／或（2）由再培

训局系统自动更新的纪录。请你自行向助理查证（1）的资料。 

7. 「乐活一站」及「陪月一站」要求所有助理声明及保证向再培训局、「乐活中心」、「陪月一站」及／

或雇主所提供的一切资料均属真实及正确。助理会就其错误、遗漏或错误陈述或失实陈述（不论明示或

暗示）承担全部责任。再培训局、「乐活中心」、「陪月一站」及其职员不会因使用或不当使用或依据

有关助理所提供的资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任何损失、毁坏或损害（包括但不限于相应而生的损失、毁坏

或损害）负上任何法律责任。 

 

（三）家居客户声明（适用于保健按摩员空缺） 

http://www.eoc.org.hk/
http://www.pcpd.org.hk/
https://www.mpfa.org.hk/mpf-system/mpf-coverage%23exempt_persons
http://www.mpfa.org.hk/
http://www.labour.gov.hk/
http://www.erb.org/smartliving/
http://www.erb.org/smartbaby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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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清楚明白所有经「乐活中心」转介的按摩员均以自雇身份提供服务。再培训局及「乐活中心」不会

介入客户与按摩员双方的实际交易中。故此，再培训局、「乐活中心」及其雇员不会就你与按摩员双

方议定的服务安排，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及费用，负上任何法律责任。  

2. 作为服务地址的占用人（occupier），你和在服务地址内的其他人有责任确保按摩员在提供按摩服务时

的个人安全，包括但不限于：（1）按摩员的个人或财物安全；（2）服务地址的安全并适合进行按摩

服务，以免意外发生。  

3. 你会尊重按摩员的专业操守，不会作出不合理的要求。 

 

（四）资料用途的声明 

1. 收集及保存个人资料的目的及用途 

(i)无论透过任何方式登记空缺，你所提供的个人资料，将交由再培训局、「乐活中心」及／或「陪月一

站」作转介服务、统计、意见调查或投购短期劳保之用（如适用）。这些资料是你在自愿的情况

下提供的，如资料不足，再培训局、「乐活中心」及／或「陪月一站」可能无法为你提供转介服

务。 

(ii)为达至上述目的，你的个人资料或会转移至求职者、「乐活中心」、「陪月一站」、保险经纪公司

或保险公司（如经再培训局投购短期劳保）、及／或再培训局委托的顾问公司。此外，如你未能

在助理上工前提供劳保的资料或证明予再培训局、「乐活中心」及／或「陪月一站」，再培训

局、「乐活中心」及／或「陪月一站」有可能会将你的个人资料转交劳工处，以作跟进或调查

《雇员补偿条例》下的可疑违例个案。 

(iii)再培训局可能会使用你的个人资料（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地址、电邮地址及电话号码），以即时通

讯软件、电邮、短讯、信件及电话等方式向你提供有关推广再培训局课程、服务、活动和设施的

相关信息。再培训局可能把你的个人资料提供予「乐活中心」、「陪月一站」及／或再培训局委

托的机构作相关的用途。 

2. 你可向再培训局要求查阅及／或索取一份有关个人资料的复本。如发现资料不正确，你亦可要求更正有

关资料。再培训局可向索取个人资料复本的申请人收取费用。  

3. 如欲查阅及／或更正个人资料，索取个人资料复本，或不愿意再培训局把你的个人资料作直接推广用

途，可随时向「乐活中心」或「陪月一站」提出，或致电再培训局热线：182 182。 

 

雇主声明 :  

  

我已阅读「乐活一站」及「陪月一站」服务条款，并清楚明白及同意其内容。以上填报资料均真

确无误。  

 

 □ 我同意雇员再培训局使用我的个人资料向本人提供该局的有关信息。  

 

 

雇主签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