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 行業及職位資料 
 
Ø 香港/澳門調查包括 13 个行業 

ü 金融及銀行 

ü 建築 

ü 教育 

ü 工程 

ü 款待及餐飲 

ü 多媒體及通訊科技 

ü 物流及運輸 

ü 製造 

ü NGO及社會企業 

ü 專業服務 

ü 房地產及物業管理 

ü 零售 

ü 貿易 

Ø 廣東省城市調查包括 11 个行業  

ü 房地產 

ü 軟高科 

ü 硬高科 

ü 金融 

ü 貿易及零售 

ü 製造 

ü 能源/化工/環保 

ü 物流 

ü 文化傳媒及教育 

ü 醫療/醫藥/健康 

ü 酒店及餐飲 

 

 

Ø 191 個不同職能的調查职位 

（香港/澳門調查） 

ü 行政 / 總務 / 法律 

ü 企業傳訊 / 公關 

ü 企業社會責任 

ü 客戶服務 

ü 設計 

ü 財務 / 會計 

ü 人力資源/ 培訓 

ü 資訊科技 

ü 營運 / 生產 

ü 品質控制 

ü 營業 / 市務 

ü 建築 / 工程 

ü 酒店 / 餐飲業 

ü 物流 / 倉庫 

ü 物業管理 

ü 社會服務 

Ø 226 個不同職能的調查职位 

（廣東省城市調查） 

ü 行政/ 總務/ 法務 

ü 公關 

ü 客戶服務 

ü 財務/會計/審計 

ü 人力資源/ 培訓 

ü 信息科技 IT 

ü 计算机硬件/软件 

ü 營運及生產 

ü 品質保證/控制 

ü 市場/銷售 

ü 設計/廣告/宣傳 

ü 採購/物流/倉庫 

ü 互聯網/遊戲/電商 

ü 電子/通訊 

ü 機械設備 

ü 生物/製藥/醫療機械 

ü 金融/證券/期貨/投資/銀行/保險 

ü 建築 

ü 酒店/餐飲 

ü 物業及設施管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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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特區薪酬及福利調查-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行政 / 總務 AGL1.1 行政/總務經理 AGL2.1 行政/總務主任 AGL3.1 文員/行政助理 AGL4.1 清潔工 

 / 法律 AGL1.2 規章監管經理 AGL2.2 規章監管主任 AGL3.2 法律助理 AGL4.2 客車司機 
  AGL1.3 法律顧問 AGL2.3 行政秘書 AGL3.3 秘書 AGL4.3 辦公室助理/外勤 

              AGL4.4 接待員  

                  

企業傳訊 / 公關 CAC1.1 企業傳訊/公關經理 CAC2.1 企業傳訊/公關主任 CAC3.1 企業傳訊/公關助理     

                  
企業社會責任/ CSR1.1 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 CSR2.1 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 CSR3.1 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   經理   主任   助理    

                  
客戶服務 CS1.1 客戶服務中心經理 CS2.1 客戶服務中心主任 CS3.1 客戶服務中心代表     

  CS1.2 客戶服務經理 CS2.2 客戶服務主任 CS3.2 客戶服務代表     

  CS1.3 分店經理 CS2.3 分店主任 CS3.3 店鋪助理    
                  

設計 DES1.1 平面設計經理 DES2.1 高級平面設計師 DES3.1 平面設計師     

  DES1.2 產品設計經理 DES2.2 高級產品設計師 DES3.2 產品設計師    

                  

財務 / 會計 FA1.1 審計經理 FA2.1 審計主任 FA3.1 會計文員     

  FA1.2 財務/會計經理 FA2.2 信貸管理主任 FA3.2 出納員     

  FA1.3 司庫 FA2.3 財務/會計主任         

      FA2.4 財務分析主任         

                  

人力資源 / 培训 HR1.1 人力資源經理 HR2.1 人力資源主任 HR3.1 人力資源助理     

  HR1.2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經理 HR2.2 人力資源資訊系統主任 HR3.2 培訓及發展助理     

  HR1.3 組織發展經理 HR2.3 組織發展主任         

  HR1.4 培訓及發展經理 HR2.4 培訓及發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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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特區薪酬及福利調查-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資訊科技 IT1.1 資訊科技經理 IT2.1 應用工程師 IT3.1 程式分析員     

  IT1.2 資訊科技安全經理 IT2.2 資訊科技安全主任/專員 IT3.2 資訊科技支援員    

  IT1.3 資訊安全運作中心領導 IT2.3 資訊安全運作中心主任 IT3.3 電腦程式員     

      IT2.4 軟件工程師 IT3.4 系統管理員     

      IT2.5 系統分析員 IT3.5 網頁管理員    

      IT2.6 系統設計師 IT3.6 網頁開發員    
                 

營運 / 生產 OP1.1 職安健經理 OP2.1 職安健主任 OP3.1 職安健助理 OP4.1 非熟練生產工/  

  OP1.2 廠⻑ OP2.2 營運主任 OP3.2 生產助理  操作工 

  OP1.3 營運經理 OP2.3 生產主任 OP3.3 產品研發助理 OP4.2 熟練生產工/  

  OP1.4 生產及物料控制經理 OP2.4 產品研發主任      操作工 

  OP1.5 生產經理            

  OP1.6 產品開發經理            
                  

品質控制 QC1.1 品質控制經理 QC2.1 品質控制工程師 QC3.1 品質控制技術員    

      QC2.2 品質控制主任        
                  

營業 / 市務 SM1.1 數碼營銷經理 SM2.1 數碼營銷主任 SM3.1 市場調查員 SM4.1 銷售助理 

  SM1.2 市場傳訊經理 SM2.2 市場傳訊主任 SM3.2 市場推廣員    

  SM1.3 市務經理 SM2.3 業務主任 SM3.3 業務聯絡員/行政員    

  SM1.4 業務經理 SM2.4 業務工程師 SM3.4 業務代表    

         SM3.5 影片剪輯員    
                  

建築 / 工程 CE1.1 屋宇裝備經理 CE2.1 屋宇裝備工程師 CE3.1 工程助理 CE4.1 電氣技工 

  CE1.2 工程經理 CE2.2 工程師 CE3.2 安全助理 CE4.2 雜工 

  CE1.3 工業工程經理 CE2.3 項目主任 CE3.3 高級技工 CE4.3 技工 

  CE1.4 項目經理 CE2.4 工料計量師 CE3.4 地盤管工     

  CE1.5 安全經理 CE2.5 安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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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澳門特區薪酬及福利調查 -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酒店 / 餐飲業 HC1.1 宴會營運經理 HC2.1 前台主管 HC3.1 廚師 HC4.1 行李員 

  HC1.2 主廚 HC2.2 管家部主任 HC3.2 前台助理 HC4.2 收銀員 

  HC1.3 行政管家 HC2.3 餐廳主任 HC3.3 管家部助理 HC4.3 廚師助手 

  HC1.4 餐飲部經理 HC2.4 高級廚師    HC4.4 前台服務員 

  HC1.5 前台經理         HC4.5 餐廳服務員 

  HC1.6 房務經理         HC4.6 房務員 

  HC1.7 餐廳經理            

物流 / 倉庫 LT1.1 分發經理 LT2.1 出入口主管 LT3.1 採購員 LT4.1 巴士司機 

  LT1.2 出入口經理 LT2.2 物流主任 LT3.2 報關員 LT4.2 乘務員 

  LT1.3 物流經理 LT2.3 採購主任 LT3.3 物流助理 LT4.3 貨車司機 

  LT1.4 物料經理 LT2.4 船務主任 LT3.4 船務文員     

  LT1.5 採購經理 LT2.5 倉務主任 LT3.5 倉管員    

  LT1.6 倉務經理            
                  

物業管理 PM1.1 會所經理 PM2.1 大廈主管 PM3.1 大廈/保安主任 PM4.1 保安員 
  PM1.2 租務經理 PM2.2 會所主任 PM3.2 會所助理 PM4.2 維修及保養員 /  

  PM1.3 物業 / 屋苑經理 PM2.3 租務主任 PM3.3 租務助理  工人 

  PM1.4 維修及保養經理 PM2.4 物業/屋苑主任 PM3.4 物業/屋苑助理    

     PM2.5 維修及保養工程師 PM3.5 維修及保養技工    
                  

社會服務 SS1.1 籌募經理 SS2.1 臨床心裡學/教育心理學家 SS3.1 籌募助理 SS4.1 照顧員 

  SS1.2 項目經理 SS2.2 籌募主任 SS3.2 護士助理    

  SS1.3 社工經理 SS2.3 職業治療師 SS3.3 項目助理     

      SS2.4 物理治療師 SS3.4 復康助理    

      SS2.5 項目主任 SS3.5 福利工作員    

     SS2.6 註冊護士        

      SS2.7 註冊社工        

      SS2.8 社工主任         

      SS2.9 語言治療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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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城市薪酬及福利調查 - 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級或以上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行政/ 總務/  AGL1.1 行政/總務總監 AGL2.1 行政/總務主任 AGL3.1 文員 AGL4.1 清潔工 
總經辦/ 法務 AGL1.2 行政/總務經理 AGL2.2 行政秘書/總裁助理/ AGL3.2 法務助理 AGL4.2 司機（客車司機） 
 AGL1.3 規章監管經理  總經理助理 AGL3.3 秘書 AGL4.3 前台/接待員 

  AGL1.4 法務經理 AGL2.3 法務主任      
公關  PR1.1 公關總監 PR2.1 公關主任 PR3.1 公關專員/助理    

  PR1.2 公關經理          
 客戶服務 CS1.1 客戶服務經理 CS2.1 客戶服務主任     CS4.1 網店服務員 

  CS1.2 門店經理 CS2.2 門店主管     CS4.2 店員/促銷員 
財務/ 會計/  FA1.1 審計經理/主管 FA2.1 審計主任 FA3.1 審計助理   
審計 FA1.2 財務總監 FA2.2 財務/會計主任 FA3.1 財務文員/助理/會計/出納   

 FA1.3 財務/會計經理 FA2.3 財務分析主任     
人力資源/  HR1.1 人力資源總監 HR2.1 人力資源主任 HR3.1 人力資源助理   
培訓 HR1.2 人力資源經理 HR2.2 培訓主任 HR3.2 培訓助理   

 HR1.3 培訓經理 / 講師       
信息科技/ IT1.1 信息技術總監 IT2.1 數據庫工程師 IT3.1 數據庫管理員 IT1.1 信息技術總監 

計算機硬件/ IT1.2 信息技術經理 IT2.2 硬件工程師 IT3.2 硬件技術員 IT1.2 信息技術經理 

軟件 IT1.3 信息安全經理 IT2.3 信息安全工程師 IT3.3 信息技術員 IT1.3 信息安全經理 

   IT2.4 信息安全主任 IT3.4 程序員   

   IT2.5 軟件工程師 IT3.5 軟件技術員   

   IT2.6 系統分析師/系統分析員 IT3.6 網絡管理員   

   IT2.7 系統架構設計師     

   IT2.8 系統工程師     
   IT2.9 系統集成工程師     

營運/生産 OP1.1 廠⻑/工廠總經理 OP2.1 營運主任 OP3.1 生産計劃員 OP4.1 熟悉生産工/操作工 
 OP1.2 生産物料管理經理 OP2.2 生産主任 OP3.2 生産技術員 OP4.2 非熟練生産工/ 
 OP1.3 營運經理 OP2.3 産品研發主任    操作工 
 OP1.4 生産經理       
 OP1.5 生産計劃經理       
 OP1.6 産品開發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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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城市薪酬及福利調查 - 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級或以上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質量保證/控制 QC1.1 質量保證經理 QC2.1 質量保證工程師 QC3.1 質量保證員   
 QC1.2 質量控制經理 QC2.2 質量控制工程師 QC3.2 質量控制員   
   QC2.3 質量保證主任     
   QC2.4 質量控制主任     

市場/銷售 SM1.1 品牌總監 SM2.1 銷售/市場主任 SM3.1 市場推廣員/助理 SM4.1 銷售代表/ 銷售員 
 SM1.2 品牌經理 SM2.2 高級業務跟單 SM3.2 業務跟單   
 SM1.3 銷售/市場總監       
 SM1.4 銷售/市場經理       

 SM1.5 貿易經理/外貿經理        
設計/廣告/ DES1.1 文案/策劃總監 DES2.1 文案/策劃主任 DES3.1 文案/策劃專員    
宣傳 DES1.2 文案/策劃經理 DES2.2 創意/設計主任 DES3.2 創意/設計專員   

 DES1.3 創意/設計總監 DES2.3 平面設計師     
 DES1.4 創意/設計經理 DES2.4 産品設計師     
         

采購/物流/ LT1.1 物流/供應鏈總監 LT2.1 物流主任 LT3.1 采購員 LT4.1 貨車司機 
倉庫 LT1.2 物流/供應鏈經理 LT2.2 采購主任 LT3.2 報關員   

 LT1.3 采購經理/出入口經理 LT2.3 船務主任 LT3.3 物流助理   
 LT1.4 倉儲經理 LT2.4 倉儲主任 LT3.4 船務文員   
     LT3.5 倉管員   

互聯網/游戲/ IGE1.1 電商營運總監 IGE2.1 電商營運主管 IGE3.1 電商營運專員   
電商 IGE1.2 電商營運經理 IGE2.2 互聯網軟件開發工程師 IGE3.2 互聯網軟件開發技術員   

 IGE1.3 網絡産品推廣總監 IGE2.3 網絡産品推廣主管 IGE3.3 網絡産品推廣專員   
 IGE1.4 網絡産品推廣經理 IGE2.4 游戲/網站/網店策劃主管 IGE3.4 游戲/網站/網店美工   

電子/通訊 ELT1.1 電子工程經理 ELT2.1 電子工程師 ELT3.1 電子技術員   

 ELT1.2 工藝/制程經理 ELT2.2 工藝/制程工程師 ELT3.2 工藝/制程技術員   

 ELT1.3 通信技術經理 ELT2.3 通信技術工程師 ELT3.3 通信技術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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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城市薪酬及福利調查 - 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級或以上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機械設備 MAE1.1 設備經理 MAE2.1 機電工程師 MAE3.1 機電技術員   
 MAE1.2 機械研發經理 MAE2.2 設備工程師 MAE3.2 設備技術員   
   MAE2.3 工業工程師 MAE3.3 工業技術員   
   MAE2.4 機械研發工程師 MAE3.4 機械研發技術員   
   MAE2.5 機械/模具工程師 MAE3.5 機械/模具技術員   

生物/製藥/ PHM1.1 醫療器械研發總監 PHM2.1 醫療器械研發工程師 PHM3.1 醫療器械研發技術員   
醫療器械 PHM1.2 醫療器械研發經理 PHM2.2 醫藥學術推廣主任 PHM3.2 醫藥學術推廣助理   

 PHM1.3 醫藥學術推廣經理 PHM2.3 生物工程/生物製藥研發 PHM3.3 生物工程/生物製藥研發   
 PHM1.4 生物工程/生物製藥研發  工程師  技術員   
  總監       
 PHM1.5 生物工程/生物製藥       
  研發經理        

金融/證券/ BIN1.1 金融經理 BIN2.1 保險精算師 BIN3.1 保險精算員    
期貨/投資/ BIN1.2 融資經理/融資主管 BIN2.2 經紀人/客戶經理 BIN3.2 客戶主任   
銀行/保險 BIN1.3 期貨經理 BIN2.3 投資/基金項目主任 BIN3.3 金融/經濟研究員   

 BIN1.4 投資/基金項目經理 BIN2.4 保險核保/理賠主任 BIN3.4 融資專員   
 BIN1.5 重要客戶經理 BIN2.5 保險産品開發/策劃主任 BIN3.5 保險核保/理賠員   
 BIN1.6 風險管理/控制經理 BIN2.6 資産評估/分析師 BIN3.6 保險産品開發/策劃員   
 BIN1.7 證券經理 BIN2.7 風險管理/控制主任 BIN3.7 投資/理財顧問   
   BIN2.8 證券分析師 BIN3.8 資産評估/分析員   
     BIN3.9 風險管理/控制員   

建築 CE1.1 工程經理 CE2.1 建築設計師 CE3.1 工程助理(機電/測試/電子/ CE4.1 電氣技工 
 CE1.2 項目經理 CE2.2 工程師(機電/測試/電子/  工業工程) CE4.2 技術員 
    工業工程) CE3.2 工程助理(結構/土木/土建/   
   CE2.3 工程師(結構/土木/土建/  給排水/暖通)   
    給排水/暖通) CE3.3 項目統籌員   
   CE2.4 項目管理主任 CE3.4 工程監理/質量監督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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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省城市薪酬及福利調查 - 調查職位 

普通 / 特定 
職能 

職位 
1. 經理級或以上 2.主任/專業人員 3. 職員員工 4. 基層員工 

建築 

 

  CE2.5 工程監理/質量監督工程師 CE3.5 安全助理   
  CE2.6 工程造價師 CE3.6 施工現場主管   
  CE2.7 安全主任     

酒店 / 餐飲 HC1.1 宴會營運經理 HC2.1 前台主管 HC3.1 厨師 HC4.1 行李員 
 HC1.2 主厨 HC2.2 管家部主任 HC3.2 前台助理 HC4.2 收銀員 
 HC1.3 行政管家 HC2.3 餐廳主任 HC3.3 管家部助理 HC4.3 厨師助手 
 HC1.4 餐飲部經理 HC2.4 高級厨師   HC4.4 前台服務員 
 HC1.5 前台經理     HC4.5 餐廳服務員 
 HC1.6 房務經理     HC4.6 房務員 
 HC1.7 餐廳經理       

物業及設施 PM1.1 物業設施管理經理 PM2.1 物業設施管理主任 PM3.1 物業設施管理員 PM4.1 物業維修員 
管理 PM1.2 物業工程經理 PM2.2 物業工程師 PM3.2 保安隊⻑ PM4.2 保安員 

 PM1.3 保安經理 PM2.3 保安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