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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單位 職位 
崗
位
數 

薪金 
(MOP) 

工作時間 職位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DFS 環球

免稅店 

Management 

Trainee 

(管理實習生) 

4 
$23,000-

26,000 

09:00-24:00 

（需輪更工作) 

•University Degree 

in any discipline. 

(GPA 3.0 or above)  

•Fresh graduates 

and recent 

graduates with 

max. 3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are welcomed 

•Excellent 

Proficiency in 

Microsoft Excel, 

Word and 

PowerPoint 

•The 12-month Graduate 

Development Program 

provides an unparalleled 

opportunity for young 

talents to grow and 

develop their leadership 

skills through 

personalized, 

experiential training 

under the expert 

guidance of function 

managers, coaches & 

mentors throughout DFS. 

•Management Trainees 

are groomed to assume 

leadership role with 

global placement 

opportunities. 

•Once you complete the 

Program, you will embark 

on your career at DFS. 

澳門／氹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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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單位 職位 
崗
位
數 

薪金 
(MOP) 

工作時間 職位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DFS 環球

免稅店 

Sales 

Associate 

(售貨員) 

70 
$12,000-

13,000 

09:00-24:00 

（需輪更工作) 

 

•不論學歷。 

•1 年相關工作經

驗。 

•銷售及推廣美容/時裝/名

貴腕錶等國際商品。 

•提供專業品牌產品知識及

意見。 

•負責商品陳列、貨品存管

及收銀等工作。 

澳門／氹

仔 

Product 

Support 

Assistant 

(貨品支援助

理) 

17 
$12,500-

13,500 

09:00-23:00 

（需輪更工作) 

•不論學歷。 

•1 年相關工作經

驗。 

•需處理店舖日常收貨及補

貨工作，包括協助來貨點

算、拆箱、貨品分類及上

架等。 

•負責倉務工作，收取、檢

查及包裝貨品。 

•負責跟進存貨記錄及價格/

編碼等工作及負責核對文

件及跟進貨物進出口。 

澳門／氹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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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單位 職位 
崗
位
數 

薪金 
(MOP) 

工作時間 職位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DFS 環球

免稅店 

Concierge 

(客戶服務員) 
2 

$10,000-

15,000 

09:00-24:00 

（需輪更工作) 

•High school 

diploma. 

•3 years relevant 

work experience. 

•The Concierge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general assistance 

related to enquiries, 

recommendations, 

handling requests and 

resolving customer 

problems.  

•The Concierge regularly 

liaises with the Marketing 

Team to prepare and 

manage tour groups, 

coordinate with tour 

conductors, travel 

agents, tour guides and 

drivers to ensure the 

smooth flow of 

customers into the store 

and servicing of 

customer needs. 

澳門／氹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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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單位 職位 
崗
位
數 

薪金 
(MOP) 

工作時間 職位要求 職務內容 工作地點 

Dior 銷售員 5 $13,000 
09:00-24:00 

（需輪更工作) 

•不論學歷。 

•1~2 年相關工作經

驗。 

•懂廣東話,普通話及

英語。 

•依據品牌價值，吸引顧客

作銷售。 

•因應顧客需求提供產品諮

詢和為顧客做整體的造型

搭配建議。 

•遵照公司優質服務標準，

為顧客提供難忘的購物體

驗，並建立及維護持久的

關係。 

•處理店舖日常工作，如︰

貨品陳列，上架等。 

澳門／氹

仔／路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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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簡介 

DFS 環球免稅店 《DFS 環球免稅店》經營奢侈品免稅店。 

Dior 
《Dior》精品店位於最負盛名的零售場所，提供當季最流行的優質服裝、皮具、鞋履、手錶

和高級珠寶。 

*上述資料由僱主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