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招聘會崗位一覽表 

企業名稱 

友恆園林綠化工程 

自然花藝有限公司 

尚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NEW YAOHAN  

牛奶有限公司 ─ 澳門分公司 (7-11) 

牛奶有限公司 ─ 澳門分公司 (新苗超級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牛奶有限公司 ─ 澳門分公司 (萬寧) 

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 

澳門羅斯福酒店有限公司 

麗景灣藝術酒店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及澳門瑞吉酒店 

葡京酒店 

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澳門公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新福利公共汽車有限公司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和記電話(澳門)有限公司 

仁孚行有限公司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新濠博亞娛樂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 

銀河娛樂集團 

美高梅 

澳門旅遊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萬國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澳門信德控股(澳門)有限公司 

JW 萬豪酒店及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友恆園林綠化工程 
綠化工程人員 

(園丁) 
$8,000   

自然花藝有限公司 花藝師 $14,000   

尚晉(國際)控股 

有限公司 

銷售員  $10,000 (另加佣金)   

藝廊經理/副經理/ 

主管/副主管  
 $15,000 (另加佣金)   

藝廊營運主任  $10,000 (另加佣金)   

藝廊銷售主任  $10,000 (另加佣金)   

藝廊導賞主任  $10,000 (另加佣金)   

藝廊倉務員  $8,000 (另加佣金)   

藝廊導賞員  $9,000 (另加佣金)   

餐廳副經理 $18,000 $25,000 

部長 $12,000 $15,000 

廚師助理 $10,000 $12,000 

餐飲服務員 $8,000 $10,000 

NEW YAOHAN 

收銀員 $9,500 $9,800 

程式編寫員 $15,000 $22,000 

網頁/用户介面設計師 $13,000 $20,000 

資訊管理系統主任 $15,000 $25,000 

銷售顧問 $8,900 $12,000 

技工 (廚房爐具) $12,000 $18,000 

資深西廚 $12,000 $18,000 

調酒師 $11,000 $17,000 

西餐廳服務員 $9,000 $13,000 

西餐廳主任 $15,000 $19,000 

咖啡吧經理 $22,000   

西餐廚師主管 $22,000   

西餐廳領位 $15,000 $19,000 

西餐廚助 $10,500 $11,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西餐廳經理 $30,000   

西餐廳副經理 $22,000   

牛奶有限公司 

澳門分公司 (7-11) 

見習經理 $12,800   

店務組長 $11,000   

全職店務員 $9,100   

食品服務專員 $9,100   

兼職店務員 $41 $56 

牛奶有限公司 

澳門分公司 (新苗超級

市場一人有限公司) 

收銀員 $9,300 / $40   

理貨員 $9,300 / $40   

牛奶有限公司 

澳門分公司 (萬寧) 

見習經理 $17,000   

店務助理 $11,800/$50   

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 

人力資源主任 $15,000 15000 

初級見習美容顧問 $7,700 12500 

主管 $14,000 14000 

澳門羅斯福酒店 

有限公司 

訂房部文員 $10,000 $12,000 

公共地方服務員 $9,000 $10,000 

房務員 $9,000 $10,000 

管家部協調員 $10,000 $12,000 

前堂服務員 $10,000 $12,000 

訂房部代理 $10,000 $12,000 

銷售部協調員 $10,000 $12,000 

資訊科技技術員/資訊科技助理 $10,000 $12,000 

網絡技術員 $10,000 $12,000 

麗景灣藝術酒店 
餐飲部侍應 $8,000 $9,000 

工程部技術員 $13,000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 

及澳門瑞吉酒店 

Guest Services Agent 

前堂接待員 
$16,000   

Butler 專職管家 $17,000   

Concierge  

禮賓服務員 
$13,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Attendant, Service 餐飲服務員 $12,000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 

及澳門瑞吉酒店 

Lead Service Attendant 

餐飲服務領班 
$15,000   

Guest Experience Agent 

西餐知客 
$13,000   

Steward 

管事員 
$11,000   

三級廚師 

(餅房) 
$13,000   

葡京酒店 
前堂接待員 $14,000   

行李生 $10,770   

葡京酒店 

接線生 $13,780   

技術員助理 $12,920   

管事員 $10,230   

前堂部主管 $21,530   

管事部領班 $12,060   

餐廳部長 $15,450   

樓層主任 $16,500   

管家部主任 $21,210   

洗衣房領班 $15,330   

捷通物流有限公司 

倉務員    $8,000 $10,000 

跟車送貨員 $8,000 $10,000 

貨車司機 $15,000 $18,000 

電器維修員 $10,000 $12,000 

澳門公共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企管專員 $12,000 $15,000 

安全專員 $10,000 $13,000 

夜更安全專員 $11,000 $14,000 

巴士車長 
$22,000 

(包含每月獎金) 
  

站長 
$10,900 

(包含每月獎金)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澳門公共汽車股份 

有限公司 

清潔工人 
$8,200 

(包含每月獎金) 
  

維修技工 
$11,000 

(包含每月獎金) 
  

水電技師 $15,000 $19,000 

車場司機 
$20,000 

(包含每月獎金) 
  

夜更廠務員 $13,000 $15,000 

兼職清潔工人 $55   

新福利公共汽車 

有限公司 

巴士車長 $20,000 $22,000 

站長 $13,000 $20,000 

站務員 $8,000 $8,000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策劃及拓展主任 $16,000 或以上   

商業方案項目經理 $16,000 或以上   

網絡運作工程師 $16,000 或以上   

光纖安裝技術員 $12,000 另有佣金   

網絡管理中心技術員 $12,000 或以上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售後及基站支援助理服務工程

師 
$12,000 或以上   

機場運作及維修助理服務工師 $15,000 或以上   

商業服務及拓展助理主任 $15,000 或以上   

和記電話(澳門) 

有限公司 

門市營業代表 $7000(另加佣金) $8000 

3Supreme Personal Executive 

(PE)  
$7,500(另加佣金)   

Account Executive (Corporate 

Sales) 
$10,000(另加佣金)   

業務推廣員 $50   

仁孚行有限公司 

助理汽車維修服務顧問 $13,000 $14,000 

汽車維修技術員 $8,000 $13,000 

接待員 $8,000 $9,000 

行政技術員 $13,000 $14,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仁孚行有限公司 辦公室助理員 $8,000 $13,000 

永利渡假村(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 

餐飲服務員 $11,600   

資深廚師 $18,000 $22,000 

學廚 $10,000 $15,000 

專業美甲顧問 $14,500   

永利渡假村(澳門) 

股份有限公司 

水療師 $13,000   

行李服務員 $10,000   

前堂服務員 $16,000   

客房服務員 $11,700   

新濠博亞娛樂 

環境服務主任 $18,000 $20,000 

環境服務部服務員 $10,000 $10,500 

前台副經理 $30,000 $33,000 

前台主任 $18,500 $20,500 

前台服務員 $14,000 $16,000 

行李部長 $19,000 $20,500 

行李生 $10,000 $11,500 

門僮 $10,000 $11,500 

水療中心主任 $16,000 $18,000 

水療中心服務員 $11,080   

洗衣房主任 $18,000 $20,000 

制服部主任 $17,000 $19,500 

乾洗員 $10,500 $11,000 

縫紉員 $10,000 $11,000 

管家部主任 $19,000 $21,000 

客房服務員 $10,000 $11,000 

顧客聯絡中心服務員 $14,500 $16,500 

餐廳高級副總廚 $33,000 $35,000 

餐廳副總廚 - 餅房 $31,000 $33,000 

餐廳副總廚 - 西餐 $31,000 $33,000 

廚師領班 $17,000 $21,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新濠博亞娛樂 

中級廚師 $13,000 $17,000 

初級廚師 $11,000 $13,000 

餐飲服務員 $10,000 $11,000 

管事員 $10,000 $10,500 

物業服務技師 $12,500 $14,500 

澳娛綜合度假股份 

有限公司 

理療師 - 水療 $12,000 $14,000 

服務員 (餐廳 / 娛樂場餐飲) $10,000 $14,000 

餐飲接待員 $12,000 $16,000 

接線員 - 房務 $9,000 $12,000 

主廚 (中餐/西餐) $18,000 $22,000 

廚師 (中餐/西餐) $12,500 $14,500 

侍酒師 $35,000 $42,000 

餐飲部長 $15,000 $20,000 

平面設計師 $14,000 $20,000 

高級平面設計師 (多媒體設計) $20,000 $28,000 

專員-資訊科技系統及基礎設施 $15,000 $22,000 

技術員 - 機電工程部 $14,000 $17,000 

金沙中國 

調酒師 $10,000 $14,400 

餐飲服務員 (餐廳 / 御匾會) $10,000 $14,400 

廚師 (中廚/西廚) $11,000 $21,600 

餐飲部長培訓生 $10,500 $12,500 

廚房清潔員 $9,000 $12,000 

餐飲副經理 $25,000 $30,000 

保安員 $11,000 $16,500 

前台部 - 賓客關係專員 $10,000 $15,500 

專職管家 $13,000 $15,600 

禮賓部 -賓客關係專員 $10,000 $15,500 

禮賓部 (行李服務)  - 賓客關

係專員 
$10,000 $15,500 

管家部公共區域 - 清潔員 $9,000 $12,000 

管家部 -服務員 $10,000 $12,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金沙中國 

管家部 -主任培訓生 $12,000 $13,000 

管家部公共區域 - 主任培訓生 $12,000 $13,000 

康體及水療部 - 賓客關係專員 $10,000 $15,500 

銀河娛樂集團 

助理餐廳經理 $23,000   

餐飲部長 $13,000   

副總廚 $25,000   

服務員 - 貴賓司膳部 $15,000   

銀河娛樂集團 

中級廚師 $14,000   

初級廚師 $11,000   

房務員 $10,000   

行李員 $10,000   

歡迎大使 $13,000   

接待員 -  前臺 $14,200   

美高梅 

管事員 $10,000 $11,000 

高級餐飲服務員 $11,000 $12,000 

客房服務員 $10,000 $11,000 

公眾區域服務員 $10,000 $11,000 

高級酒店科技專員 $20,000 $23,000 

網絡架構師 $30,000 $38,000 

澳門旅遊娛樂股份 

有限公司 

技術員(機電) $12,000 $15,000 

助理值勤工程師 $20,000 $23,000 

管業助理 $12,000 $13,000 

萬國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總裁辦助理秘書 $10,000 $14,000 

人力資源及培訓主管 $12,000 $16,000 

平面設計師 $13,000 $18,000 

文編 $12,000 $18,000 

直播基地運營專員 $10,000 $16,000 

澳門信德控股(澳門) 

有限公司 

會所經理 $32,000 $45,000 

銷售總監 $45,000 $55,000 

銷售經理 $28,000 $37,000 



返回首頁 

*資料來源：招聘實體 

企業名稱 職位名稱 
最低薪酬 

月薪 (MOP) 

最高薪酬 

月薪 (MOP) 

澳門信德控股(澳門) 

有限公司 

客戶關係助理經理 $20,000 $25,000 

客戶服務主任(半日制) $6,656   

餅房副主廚 $25,000 $35,000 

餐飲服務員 $7,400   

資訊科技技術主任 $16,000 $20,000 

物業銷售部行政助理 $14,000 $14,000 

人力資源助理 $50   

澳門信德控股(澳門) 

有限公司 

木工 $14,000 $18,000 

大廈主任 $8,000 $9,000 

清潔科文 $13,000   

清潔員 $7,500   

JW 萬豪酒店及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廚師領班 $15,000 $16,000 

工程技工 $13,000 $17,000 

餐飲服務員 $11,000 $1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