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注于设计和建筑行业招聘

伦敦  |  布里斯托  |  香港



建筑设计

客户

mustard 与国际大型建筑设计公司和相对小型独立设
计公司的紧密合作都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用积极性
和专业性吸引和搜寻最好的建筑设计人才 。英国总部
的顾问致力于全英国不同地区的建筑设计招聘，而亚
洲的顾问包揽了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中国澳
门，新马泰和澳洲建筑市场。按地区分工能让顾问最
大限度专注于人才和当地市场，为合作公司输送优质
人才。

常见职位 :

副总监建筑师
高级建筑师/项目建筑师
设计经理
助理建筑师
规划建筑师
景观建筑师



室内设计在全球范围内因地域差异而具有地方特色。
在mustard, 我们清楚了解这个特性，因此我们的顾问
会专注于不同地区的市场，根据市场特性为合作客户
挑选和输送更适合的人才。我们的领域包括：住宅室
内设计，酒店室内设计，办公室室内设计，零售行业
室内设计等

常见职位： 

设计总监
创意总监
设计副总监/高级室内设计师
初级室内设计师/中级室内设计师

3D设计师
空间设计师
项目管理
店面规划

客户

室内设计



不管合作客户公司正计划着下一站全球活动或者参与
展览活动，最需要的就是杰出的设计人员。如果您正
在计划壮大你的团队，或者您需要好的自由设计师来
帮您完成设计项目，我们有专门的顾问帮您搜寻这些
人才。除了设计，我们的人才库还包括商务拓展和客
户服务等专业人员

常见职位：
设计总监
创意总监
客户经理
3D 设计师

展会设计师
项目管理
CAD技术员

客户

展览&活动设计



行内领先的设计公司需要前沿的市场营销材料，零售
设计公司需要最好的平面设计师，而展会公司需要最
大的客户效应。mustard不仅清楚了解您对平面设计
师的硬性要求，并且会去看去感受您所需要的一个好
的设计师的方方面面。我们致力于长期雇佣以及自由
平面设计师岗位。 

常见职位： 

设计总监
平面设计师
客户经理/客户总监
工作室经理
广告文案

客户

平面设计



随着越来越多的电商平台的建立，数字营销是一个正
在不断壮大的市场。在mustard，我们与全球顶尖的
行销公司以及内部零售队伍建有合作。我们致力于设
计，客户服务，技术和网页建设等领域，提供长期雇
佣以及自由从业者包括SEO, PPC, UX, 社交平台, 战
略发展等专业人才

常见职位：

客户总监
客户经理/主任
项目经理
网页开发
 

应用程序开发
创意总监
数字媒体设计
数字营销战略

客户

数字营销



如何有效管理客户账户以及满足他们的需求对一家不
管规模大小的公司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致力于
寻找那些能够为公司维护现有客户关系，保证公司现
有业务的持续存在，以及维持公司在行业内的品牌形
象的专业人员。 

常见职位： 

客户服务总监
客户经理
客户总监
 

客户主任
项目管理
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

客户服务



建筑设计行业是一个全球性行业，许多全球知名建筑
设计公司在全世界不同区域都设有分部，而我们
mustard也是如此。我们于2013年在香港设立起第一
个海外分部。从香港出发，我们的业务涵盖香港，澳
门，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市场。我们善于发现那些愿意
在全球各地为了设计而转移的候选人。

常见职位：

外籍设计总监
外籍设计师
高级建筑师
驻场建筑师
项目总监

客户

国际人才



Mustard与业内知名的开发商建有合作，为他们搜索
合适的业内人才。我们的顾问深谙工程行业，与不同
职能的人员有深入沟通，确切了解客户实在的需求，
确保能及时且高效为客户输送合适人才。 

常见职位：

工程经理
施工经理
项目协调
设计协调
 

设计经理
投标经理
商务拓展
合同管理

客户

工程管理



mustard在澳洲，香港，伦敦和布里斯托都设有分
部。我们可以提供国际视频会议和必要的环球出差以
满足客户需求。对于来自世界不同地方的候选人，我
们会积极会面以达到对候选人的深入了解。 

联系我们

Hong Kong Recruitment license: 5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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