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招聘人數 薪金
職位要求

(工作經驗、語言能力)
學歷要求(如有) 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

保安員 2 12500

對監控系統有基本認識

懂讀寫及基本電腦操作

操流利廣東話，略懂英語及普通話為佳

中三以上學歷 澳門

房務員 3 12000 -- -- 澳門

公共區域服務員 2 10000 -- -- 澳門

前堂服務員 4 12000

至少1年的前台經驗，一般英語及普通話

口語。

外觀宜人，整潔。性格積極,與客人和同

事有良好的溝通技巧。

懂電腦，能夠在壓力下很好地工作。

輪班工作及周末和公眾假期工作。

中五或以上 澳門

禮賓員 4 12000

一般英語及普通話口語。

相關工作經驗者優先(但不是必需的)。

與不同層次的客人和同事良好的溝通能力

。

輪班工作及周末和公眾假期工作。

中三 澳門

機電維修工 1 14500
具備三星級或以上級別的酒店1年以上同

等崗位工作經驗。
氹仔

前堂接待主任 1 15000

至少有3年的前台工作經驗和1年的高級/或

主管的相關經驗

精通電腦（Excel、Word、PowerPoint）

良好的領導能力及協調能力

有處理客人要求和投訴的經驗

懂得使用Opera 或 Microwin系統優先

流利粵語及普通話，良好英語讀寫

高中或以上學歷 氹仔

司機 2 15000

持有B類及D2類的駕駛執照 

，良好駕駛記錄。

有3年或以上的駕駛大巴士經驗優先。

流利粵語及普通話，英語略懂。

氹仔

接待服務員 1 11000

流利粵語及普通話，一般英語讀寫。

精通電腦（Excel、Word）。

懂得使用PMS系統優先。

中學畢業或以上學歷 氹仔

盛世酒店

24小時輪班 

(3班制8小時工作)

英皇酒店

2月1日酒店業配對會

時間: 9:30至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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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招聘人數 薪金
職位要求

(工作經驗、語言能力)
學歷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

餐飲經理 

(中西餐)
1 25,000-30,000

8年或以上管理餐飲服務業務的經驗

流利英語, 廣東話, 普通話

(娛樂場或酒店餐廳運營更佳)

 工商管理或

餐飲領域的學士學位

1)計劃、組織、支持、控制和評估餐飲部的運作

。 

負責部門的人員管理，完成公司製定的目標。

2)監控員工績效並設法維持一支積極進取的員工

隊伍，以確保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3)協助及時有效地解決客戶投訴和員工的不滿

4)協助餐飲總監建立員工培訓和繼任計劃。

5)遵守可徵用和收取餐飲成本和用品的所有相關

政策和程序

餐飲服務員 

(中 / 西餐)
2 9,000

1年相關工作經驗

略懂英語, 廣東話, 普通話
高中畢業

1)負責餐廳內工作，包括佈置及清理餐桌、為顧

客帶位或安排座位、點餐、端送食物和飲品等

。

2)以專業及有善的服務態度回應客人的需求。

3)主動向客戶提供適當的協助及優質的服務。

廚師 (中 / 西餐) 3 11,000 - 15,000
1 - 4年相關工作經驗

略懂英語, 廣東話, 普通話
高中畢業

1)準備材料和食物製作的日常運作。

2)控制食材數量及質素以確保有效地控制食材成

本。

3)能應付多項工作、注意細節及表達。

4)維持廚房衛生和清潔達致高水平。

酒店接待員 4 11,000
1年相關工作經驗

流利英語, 廣東話 或 普通話
高中畢業

1)為客人提供前台賓客服務。

2)照顧所有入住和退房的客人。

3)確保將所有品牌標準和服務標準傳遞給客人,

以達到客人的滿意度。

4)流利廣東話、普通話及英語

5)需輪夜班工作。

工程技工

(木工)
1 15,000

2 - 3年相關工作經驗

略懂英語, 廣東話, 普通話
初中畢業

1)向值班工程師或組長匯報工作事項

2)負責公司物業範圍內一般木工、油漆、泥水、

天花、牆身地台及飾面之安裝、維修及保養工

作

3)正確並有效地執行上級所委派的工作

4)協助執行工程任務及已計劃之維修項目

5)需按照值班工程師所編排的更次依時上班

6)維持所有機房及工作室之整潔

7)善用及妥善保管工作用具及耗材

制服房服務員 1 10,000 最少2年製衣或縫紉工作經驗 初中畢業

1)向制服房主任匯報制服房的日常運作及協助處

理每天的突發事宜

2)操作AutoValet系統，為員工制服提供清潔服務

3)負責協助清潔制服承包商的日常洗衣操作程序

24小時輪班 

(3班制8小時工作)

十六浦管理有限

公司
澳門



2月1日酒店業配對會

時間: 9:30至12:30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招聘人數 薪金
職位要求

(工作經驗、語言能力)
學歷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

接待服務員 20 9,000 - 9,500
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高中教育

•為娛樂場客人提供高質素之接待、餐飲、查

詢等服務  

水吧服務員 20 9,000 - 10,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初中教育 •為娛樂場客人提供高質素之餐飲服務

轎車司機 5 14,000 -15,000
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初中教育 •負責酒店的接送服務（有粵港澳車牌優先）

保安主任 2 12,000 - 14,000
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高等教育

•負責領導及監督保安員之工作，維持保護酒

店內及後勤區之保安工作，需要英文聽說及書

寫能力優者

保安員 3 10,000 - 11,000
二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高中教育

•負責娛樂場內及後勤區之保安工作；巡視場

所內是否有可疑的人

清潔員 5 7,000 - 7,5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小學教育

•負責酒店的清潔服務（包括公共區間及廁所

的清潔）

前台服務員 3 10,000 - 11,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高中教育

•為客人提供高質素之前台接待等服務，如替

客人辦理入住，退房及結帳手續，解答客人的

咨詢

文員 2 10,000 - 12,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高等教育

•負責一般文員工作及外勤事務，包括文件送

遞、銀行入帳等工作，懂電腦文書處理，需要

英文書寫及聽說能力優者

電腦網絡工程師 1 15,000 - 30,000
三至五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本科畢業

•負責酒店網絡及系統的相關升級、設定及維

護工作

人力資源部助理 2 10,000 - 13,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高等教育

•負責人事部文書工作，處理考勤異常，協助

部門招聘工作，懂電腦文書處理，需要英文書

寫及聽說能力優者

會計部文員 3 12,000 - 14,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英文
本科畢業

•負責會計部日常應收，應付，總帳，處理單

據及部門成本，需要英文做帳賬

行李生 5 9,000 - 10,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高中教育

•主要負責接待客人及處理客人之行理運送; 

提供酒店內之餐飲設施、酒店推廣等有關資訊

予客人

需24小時輪班工作

康體服務員 5 9,000 - 10,000
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粵話/普通話
高中教育

•主要負責接待客人及確保所有客人到達健身

房和游泳池區域、酒店推廣等有關資訊予客人

需輪班工作

07:00-16:00;

13:00-22:00;

14:30-23:30

* 資料由以上企業提供

09:30-01:00;

01:13:-18:45

澳門新東方置地酒店

需24小時輪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