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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攤位分佈圖  

Recruitment Booth: Floor Plan 

地點：澳科大 R 座 R109 室綜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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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攤位企業列表 

Recruitment Booth: List of Participants 

 

攤位

編號
企業名稱

攤位

編號
企業名稱

A1 澳門四季酒店 D7 勞工事務局

A2 澳門皇冠假日酒店 D8 廣州市南沙區青年聯合會

A3
澳門雅辰酒店

鷺環海天度假酒店
D9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A4 英皇娛樂酒店 D10 新濠江報業集團

A5 澳門凱旋門 D11 澳亞衛視有限公司

A6 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D12 天網資訊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A7
澳門JW萬豪酒店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D13 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A8 美高梅 D14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A9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E1 牛奶有限公司 - 澳門分公司

B1 社會保障基金 E2 來來集團有限公司

B2 曜澳集團 E3 大西洋銀行

B3 美聯物業(澳門)代理有限公司 E4 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4 利嘉閣(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E5 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5 JC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E6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B6 博苗有限公司 E7 季節

B7 金峰南岸物業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E8 中原澳門企業有限公司

B8 澳門大灣區人力資源協會 E9 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B9 珠海市鹿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E10 聯安集團有限公司

B10 MTel電信有限公司 E11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B11 用友軟件（澳門）有限公司 E12 拓普基因科技（廣州）有限責任公司

B12 樂透(澳門)有限公司 E13 廣東珠江教育醫療集團

B13 博賢集團有限公司 E14 珠海市嶺南大數據研究院

B14 遊澳集團 F1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C1 澳門科技大學 F2 口岸21投資有限公司

C2 科大醫院 F3 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C3 新八佰伴 F4 廣東微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C4 歷峯集團 F5 廣東珠海公共創業孵化（實訓）基地

C5 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 F6 珠海勵新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

C6 Bloom of Youth Co., Limited F7 好來屋網絡地產有限公司

C7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F8
MSS全策顧問

哈囉好工網

C8 策安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F9 第一太平戴維斯(澳門)有限公司

C9 澳門發展銀行 G1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C10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G2 銀河娛樂集團

C11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G3 德晉集團

C12 滙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G4 澳門葡京人

C13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G5 葡京酒店

C14
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G6 太陽城集團有限公司

D1 澳門麥當勞 G7 新濠博亞娛樂

D2 美心星巴克咖啡餐飲(澳門)有限公司 G8 澳門君悅酒店

D3 天翱投資有限公司 G9 皇都酒店

D4 微辣文化有限公司 G10 麗景灣藝術酒店

D5 中國澳門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G11 澳門羅斯福酒店

D6 澳門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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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時間表 

Career Talks Schedule 

 

時間 

Time 

主題 

Topic 

演講單位 

Speaker 

場地 

Venue 

語言 

Language 

2021/3/9 

12:00-12:45 

南沙服務港澳青年實習就業創業推介會 廣州市南沙青年聯合會 R327 普通話 

2021/3/9 

15:00-16:00 

推動科創發展 支持青年創新 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DSEDT 

R327 廣東話 

待定 就業講座：職涯規劃、撰寫履歷注意事項、面

試前準備、面試技巧、職業素養 

勞工事務局 

DSAL 

待定 廣東話 

2021/3/17 

16:00-17:00 

澳門投資環境及創業須知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 

IPIM 

N321 廣東話 

2021/3/26 

17:00-17:45 

英孚教育-教育，讓世界無界 

 

英孚教育 

EF Education First 

線上 普通話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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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四季酒店 

Four Seasons Hotel Macao, Cotai Strip 

 
https://www.fourseasons.com/macau/ 

 

The Four Seasons Hotel Macau offers our guests their own private Macau in the heart of 

the premier Cotai Strip that links Taipa and Coloane. It offers an elegant refined world of 

privileged access, of energy and excitement in an intimate atmosphere of elite 

entertainment, high-end shopping, world-class dining and the Four Seasons style of 

indulgent pampering. The hotel is in the most favorable site, connected to shopping 

arcades, the convention halls and outdoor facilities. Four Seasons proves to be an oasis 

away from the overwhelming glitz of the large casinos.   The hotel offers beautifully-

appointed guestrooms and suites that reflect a neo-classical elegance incorporating 

Oriental accents. From Cantonese cuisine to international buffet, these F & B outlets 

provide its guest a wide variety of dining options.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1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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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皇冠假日酒店 

Crowne Plaza Macau 

 
 

澳門皇冠假日酒店於 2015 年 12 月 31 日開業，擁有 208 間客房，坐落於澳門東方

明珠君悅灣第七座，靠近關閘，毗鄰港珠澳大橋。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2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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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雅辰酒店 

Artyzen Grand Lapa Macau 

 
https://artyzen.grandlapa.com/ 

 

Ideally located near the Macau-Hong Kong Ferry Terminal and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Artyzen Grand Lapa Macau is the only resort hotel set in the city centre that offers 

superior facilities for both business and leisure travelers. Spread across 15,000 square 

metres, the 426-room hotel boasts three restaurants and a bar presenting international 

cuisine as well as Asian delights, world-class spa, fitness facilities and a supervised 

children's centre.  

澳門雅辰酒店佔盡地理優勢，身處於商業、購物及娛樂中心，步行至港澳碼頭只需

數分鐘，與連接中國的澳門關閘及澳門國際機場亦只需十分鐘車程。酒店薈萃東方

及歐陸風情格調，包括 426 間豪華客房及套房、三間提供亞洲美味佳餚的餐廳及酒

廊、佔地一萬五千平方米的度假村，當中設有香薰療理中心、健身中心和兒童中

心。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3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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鷺環海天度假酒店 

Grand Coloane Resort 

 
https://www.grandcoloane.com/ 

 

The Grand Coloane Resort is situated on the southern tip of Coloane Island overlooking 

the spectacular Hac Sa Beach. The eight-storey grand complex, which is terraced into a 

lush mountainside, features Macau Golf & Country Club’s 18-hole tournament-style golf 

course on its rooftop and commands stunning view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Grand 

Coloane Resort offers 208 suites and rooms, each opening out to a private terrace 

overlooking the South China Sea, Hac Sa Beach or the Coloane National Park. With just a 

20 minute drive from the Macau Ferry Terminal, 10 minute drive from Macau 

International Airport, downtown shopping and entertainment centre, and only 5 minutes 

away from the newly developed Cotai Strip. Grand Coloane Resort is an ultimate retreat 

that suits everyone from couples and families to corporate groups.   

鷺環海天度假酒店坐落於路環島東南端，鳥瞰壯觀的黑沙海灘。酒店樓高八層，沿

翠綠山坡興建，九樓澳門高爾夫球鄉村俱樂部建有一個十八洞錦標賽高爾夫球場， 

能夠俯瞰黑沙灣及南中國海的迷人景色。鷺環海天度假酒店提供 208 間客房及套

房，每間客房都設有一個面向南中國海、黑沙海灘路或路環國家公園的私人露臺。 

由港澳客運碼頭到酒店車程僅需 20 分鐘，由澳門國際機場及市區購物娛樂中心到

酒店車程亦只需 10 分鐘，由路氹金光大道到酒店只需 5 分鐘。鷺環海天度假酒店

是適合情侶、家庭樂與企業團體入住的絕佳度假酒店。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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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皇娛樂酒店 

Grand Emperor Hotel 

 
www. grandemperor.com 

 

Grand Emperor Hotel is the flagship business of Emperor Entertainment Hotel Limited 

(HK Stock Code: 296), one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owned by Emperor Group. Led by 

Chairman Dr. Albert Yeung Sau Shing, Emperor Group was founded in 1942. The Group 

began as a shop for jewellery and watches. By now, it has developed into a group of listed 

companies, comprising businesses ranging from property, hotel, financial service, media, 

printing, publishing, entertainment, catering, to retailing.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4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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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凱旋門 

L'Arc Macau 

 
www.larcmacau.com 

 

L’Arc Macau, officially opened on 21 September 2009, has a majestic external design and 

magnificent interior decoration, featuring serviced apartments, international five-star hotel, 

entertainment and dining facilities in a single complex. High quality service apartments 

provide comfortable and elegant clubhouse facilities; Casino provide fantastic 

entertainment to guests; L’Arc Hotel Macau has 283 hotel rooms all decorated in 

European-style; L’Arc F&B outlets are unique and provide a variety of cuisine. L’Arc 

Macau provide a high 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hotel services, luxury and comfortable stay 

experience to fulfill guest superior enjoyment.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5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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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利渡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Wynn Resorts (Macau) Limited 

 
www.wynnmacau.com 

 

永利澳門位於澳門半島市區中心，由永利澳門有限公司擁有及經營，於 2006 年 9

月 6 日正式開業。於 2010 年 4 月，永利澳門的萬利大樓開幕。於 2016 年 8 月 22

日，永利皇宮隆重開幕，是永利渡假村旗下第二所在澳門的豪華綜合度假村。在

2019 年，永利澳門連續三年成為全球唯一榮獲八項《福布斯旅遊指南》五星大獎的

度假酒店。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6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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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JW萬豪酒店， 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 

JW Marriott Hotel Macau & The Ritz-Carlton, Macau 

 
https://careers.marriott.com/ 

 

Luxury knows no bounds at JW Marriott Hotel Macau. We feature tastefully decorated, 

spacious accommodation, a wealth of 5-star amenities and unbeatable placement within 

Galaxy Macau™, home to world-class shopping, dining and entertainment. It's all waiting 

for you at JW Marriott Hotel Macau. The experience at The Ritz-Carlton, Macau goes 

beyond its offerings as a hotel to encompass the elements needed for a true luxury retreat. 

Set within the Galaxy Macau™ complex, the hotel features all suite accommodations with 

city views and elegant décor, four dining venues including the Michelinstarred Lai Heen 

and access to luxury shopping, a 10 screen theater and a family-friendly waterpark.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7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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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梅 

MGM 

 
https://www.mgm.mo 

 

MGM MACAU - The ultimate style statement. A shimmering, three-tiered gold exterior 

reflects the hu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swell of the ocean surf. Inside, every 

detail of the Forbes Five-Star luxury integrated resort tells a story of passion and artistry, 

unified to create a truly inspiring experience. MGM Cotai - With its glittering jewel-like 

façade towering over the Cotai Strip, MGM COTAI is Macau’s icon of innovation. Step 

inside a cutting-edge, multi-sensory realm where you can discover Asia’s first truly 

adaptive and dynamic Theater, or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mesmerizing Spectacle, an 

atrium as large as a football pitch where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collections of sensory 

digital art is on display. Experience nine unique restaurants and bars, sophisticated retail, 

and engaging family-friendly offerings.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8 

http://www.must.edu.mo/ce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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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Sands China Ltd. 

 
https://www.sandschina.com/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1928）是澳門最大規模的綜合度假村及娛樂場發

展商、業權持有人及營運商。按娛樂場博彩收益計算，澳門是全球最大的博彩市

場；同時也是中國唯一提供合法娛樂場博彩的地區。本公司的附屬公司威尼斯人澳

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澳門政府發出的六個特許博彩經營權或轉批經營權之一，可

以在澳門營運娛樂場或博彩區。本公司擁有澳門威尼斯人®、澳門金沙®、澳門巴

黎人、澳門百利宮™及澳門倫敦人。本公司亦擁有亞洲其中一個最大型的會展中心

金光會展、澳門最大的文娛場所金光綜藝館、設有 1,800 個座位的豪華威尼斯人劇

場，以及往來港澳的兩家主要飛翔船公司之一金光飛航。本公司的豪華及中檔零售

購物中心名店林立，共有超過 820 家知名品牌的零售商鋪。本公司的所有度假村物

業共提供超過 12,300 間酒店客房以及逾 150 家各式餐廳食肆。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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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保障基金 

Social Security Fund 

 
www.fss.gov.mo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保障基金屬行政、財政和財產自治的公務法人，隸屬社會

文化司，負責執行社會保障範疇的各項政策措施及管理有關資源。第 4/2010 號法律

《社會保障制度》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生效，第 7/2017 號法律《非強制中央

公積金制度》則於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至此，本澳雙層式社會保障制度踏入

了嶄新的里程碑。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B1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16 

 

 

 

 

 

 

曜澳集團 

MCORE GROUP LIMITED 

 
 

曜澳集團創立於 2014 年，為一家本地澳門公司，提供房地產和項目規劃相關服

務。我們團隊擁有最高質量的專業團隊，為客戶提供最高質量的服務。我們主營各

類項目服務，包括高尚住宅區項目、商業鋪位、車位、寫字樓等等，提供專門中介

服務，包括提供最新資訊，充分掌握與了解有關樓盤的狀況、解決房地產法律條

文、稅務、租賃買賣合同等問題，妥善處理交易過程，提供便捷的一條龍服務，為

客戶理清困惑。現時曜澳置業（澳門）總部位於新口岸誠豐商業中心 9 樓 AB，在

澳門、氹仔區均設有分行站點，業務覆蓋全澳門。除此之外，我們集團在香港，珠

海和墨爾本均擁有區域辦事處。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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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物業(澳門)代理有限公司 

Midland Realty (Macau) Agency Limited 

 
http://www.midland.com.mo/chi/ 

 

美聯澳門於 2004 年 6 月 28 日成立，目前美聯物業於澳門分行網絡遍佈澳門及氹仔

主要地區，服務主要為商鋪及住宅買賣，未來還會陸續有更多部門投入運作，希望

全面化、専業化地產服務。不論買樓、租樓、估價、專業報告，銀行按揭、租務管

理，物業管理等，都能提供全面服務，為客人帶來更方便穩當服務。本公司提供豐

厚薪佣、專業在職培訓及良好晉升機會，助你踏上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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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嘉閣(澳門)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RICACORP (MACAU) PROPERTY AGENCY LIMITED 

 
www.ricacorp.com.mo 

 

香港利嘉閣地產成立於 1981 年，近年為配合發展迅速的樓市市場，以及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機遇，於 2005 年和 2017 年分別成立「利嘉閣（澳門）地產有限公司」和

「珠海利家閣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以三地平台互聯互通, 共同拓展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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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C 人力資源顧問有限公司 

JC Human Resources Consulting 

 
http://jchr.com.mo/ 

 

JCHR is Macau’s go-to human resources consultancy for small- to mega-sized companies. 

Founded and owned by Jacinta Ho, a local human resources professional with more than 

15 years of experience, JCHR matches talented jobseekers with Macau’s best jobs. We 

assist our clients to integrate effective HR processes, programs, and practices into their 

daily operations. Our HR professionals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on the client-side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our clients’ needs and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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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苗有限公司 

CE Limited 

 
http://www.cyberedu.com.mo/ 

 

博苗有限公司(CE) 起源於 1999 年，始創於一隊專業的顧問導師、人力資源管理及

資訊科技人才，是一間為客戶構提供各種策略性的人力資源解決方案、人才發展、

外判、顧問及管理服務的機構；我們堅持以誠信及專業服務為客戶帶來卓越成就。

亦是面向求職者，提供工作安排、職涯規劃、個人發展的綜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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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峰南岸物業管理一人有限公司 

ONE OASIS GESTAO DE PROPRIEDADE SOCIEDADE 

UNIPESSOAL LIMITADA 

 
 

One Oasis is a residential complex development at Cotai South of Macau with proximity 

to the Cotai Strip and Hengqin Island of Zhuhai. The community facil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encompass a clubhouse, a retail centre, cultural and entertainment 

conventions. One Oasis is the first and only Macau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to win the 

most coveted and prestigious UK-based International Property Awards of 2014-2015.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entral clubhouse, Club Oasis, is also given the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 by the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the preeminent 

program for design, construction, maintenance and operations of high-performance green 

buildings.  One Oasis Building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operates a professional 

team which thoughtfully creates all head-to-toe services that mix and match into every 

detail of your daily life. We bring in a new direction in property management, pioneering 

in our own ‘Premium Service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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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灣區人力資源協會 

Macau Greater Bay Area Human Resources Association 
 

澳門大灣區人力資源協會（Macau GBAHR）是一個非牟利機構，成立的宗旨包括:

配合政府、學術界及企業界有關人才在大灣區互認、互補，互相交流並達至可持續

發展的方向；搭建平台助力澳門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充分融入大灣區的人資發展平台

中；積極推動澳門及大灣區人力資源素質發展，從而提升灣區內人力資源管理專業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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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鹿鳴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鹿鳴智慧致力於搭建高校和科研院所同企業的技術橋梁。通過自主研發、合作開

發、新技術轉化和轉讓的模式，掌握行業領先的科技成果，並將其應用於企業産品

開發；整合産品設計和測試的共性，形成産品智能化研發和測試軟件，讓企業提高

研發效率、降低研發成本；整合行業富有經驗的技術工程師，助力大學畢業生在步

入社會前，學習更多技術經驗，使大學生與企業無縫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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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el 電信有限公司 

MTel Telecommunication Company Limited 

 
www.mtel.mo 

 

2011 年創建，MTel 根在澳門。2013 年 6 月 3 日澳門特區政府公佈，把新固定公共

電信網絡牌照發給 MTel 電信，澳門固網電信市場正式開放。MTel 電信之核心團隊

服務澳門電信業數十年，相信「澳門人能做好澳門事」，為接受這份挑戰作了長時

間的準備，更得到中興、長飛等國際知名企業的全力支持，提供先進技術手段，公

司有決心有能力為澳門特區設置和經營一個骨幹扁平化、網絡寬頻化、業務多元

化、運營精巧化、安全可靠、綠色節能及以全光纖、全 IP 傳輸的新一代固定公共電

信網絡。「更好、更快、更安全」是 MTel 的建網目標。按照計劃，MTel 已於 2014

年年底提供本地及國際租賃線路、數據專線、數據中心、互連互接、國際關口局等

多項服務。在固網服務基礎上，MTel 積極引進、推廣、部署三網融合、智能家居、

智能城市、雲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新應用、新型增值服務，提升市民、遊客、

工商界的信息和通信應用水平，配合澳門打造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作為公司發展策

略的重要組成部份，MTel 已撥出足夠資源，成立社會關注委員會，履行公司的社會

責任，同時成立教育基金，分批為本地培訓電信業各類專業人才。公司深信，透過

公平競爭，服務選擇更多，質量價格更優，最終達至用戶、政府、業界互利共贏，

社會和諧發展的長遠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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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軟件（澳門）有限公司 

Yonyou Software (Macau) Co.,LTD. 

 
www.yonyou.com.mo 

 

用友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誕生於 1988 年，領航企業服務 31 年，是全球領先的企

業雲服務平臺，致力於服務中國及全球企業與公共組織的數位化、智慧化發展。 

用友澳門分公司成立於 2010 年 3 月 5 日，負責用友在澳門區域的銷售服務、諮詢

實施、技術支援、客戶化開發、合作夥伴管理等全面業務。用友是目前澳門地區規

模最大的 ERP 及企業管理軟體應用與服務中心提供商，爲客戶提供全面的當地語系

化、國際化軟體綜合解決方案。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B11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26 

 

 

 

 

 

 

樂透(澳門)有限公司 

LT (Macau) Limited 

 
http://www.ltgame.com/ 

 

樂透(澳門)有限公司主要經營業務為軟件開發、電腦遊戲軟件銷售(零售)及售後服

務、遊戲坊、商業顧問、秘書及管理服務等。而其下公司樂透遊戲有限公司是澳門

以及全球主要的遊戲和賭場供應商之一。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遊戲產品包括直播混合

遊戲和匯彩大獎系统，這兩款產品均已在澳門、美國和 PCT 國家獲得專利，旨在成

為全球遊戲業的市場領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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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賢集團有限公司 

CTI Group Limited 

 
www.ctigroup.hk 

 

博賢集團有限公司 www.ctigroup.hk（CTI Group），本集團紮根澳門廿載，專注為本

澳銀行業、博彩業、政府及公共機構提供多元化的資訊科技解決方案，聯合業界領

先的設備及技術供應商建立策略性合作夥伴，引進環球人工智慧及自動化技術，培

育本地的 IT 技術人才，為本澳企業提供各方共贏、專業及有效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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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澳集團 

UO Group 

 
http://www.uogroup.com/#firstPage 

 

遊澳集團是一家綜合性企業集團，業務以電子商務、媒體出版、旅遊及資訊科技四

大板塊為核心。發展高端商務旅遊、電子商務會員系統、法律咨詢、媒體發佈、品

牌整合管理策劃等多個領域，每領域均有其子公司營運及發展該業務。集團負責各

子公司的行政人事財務管理。以現代化的內務 ERP 管理系統，節省成本；提升效

率，為一以現代管理理念的綜合企業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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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ttps://www.must.edu.mo/ 

 

澳門科技大學建校於 2000 年，發展迅速，已成為澳門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也

是海峽兩岸暨港澳二十強大學。大學致力為社會培養各類高質素人才，推行教研並

重政策，注重辦學特色，追求卓越，使學術發展不斷踏上新臺階。大學已連續九年

位列上海軟科發佈的“中國兩岸四地大學排名”的百強大學，2019 年位列第 20。

大學更連續兩年位列《泰晤士高等教育》2020 年 2 及 2021 年 3 世界大學排名三百

強。2020 年，大學首次參與《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位列亞洲大學第

32 位。大學坐落澳門氹仔島，校園佔地面積約二十一萬平方米，環境優美，交通便

利，是學子求學及從事研究的理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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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醫院 

University Hospital 

 
https://www.uh.org.mo/ 

 

科大醫院座落於澳門路氹中心地帶上的澳門科技大學校園內。醫院宗旨是希望能在

舒適和愉快的環境下，以先進的醫療設備，為患者提供優質的中、西醫醫療服務。

醫院為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中醫藥學院及藥學院的臨床帶教基地，也是全澳唯一 

一所具備大學支持的醫院。本院住院部設有雙人病房、私家病房及豪華病房，適合

不同病患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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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八佰伴 

NEW YAOHAN 

 
www.newyaohan.com 

 

新八佰伴成立於一九九七年，前身為日本八佰伴集團所擁有之八佰伴日式百貨公

司，其後由澳門旅遊娛樂有限公司之 Panda Sociedade de Gestao de Investimentos 

Limitada 所收購並於一九九七年底將其重新命名為新八佰伴。自此本公司之貨品種

類擴展至世界各地之高級產品。新八佰伴大樓位於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90

號，於 2008 年 8 月 8 日正式啟用，只需步行幾分鐘即可到達商業區的中心地帶。

新八佰伴共分十層，並附設一個 220 個車位的地庫停車場，擁有員工約一千人。各

層主題鮮明，包括化妝品、男女時裝、皮鞋、手袋、童裝、家庭用品、電器、美食

廣場及超級市場等等，種類包羅萬有。除此之外，新八佰伴不單在百貨公司內經

營，還在金沙城商場、濠尚、巴黎人及美獅美高梅等經營不同品牌的零售店，包括

Fleuri、Diesel 及 Kid’s Cavern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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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峯集團 

Richemont Asia Pacific (RLG Macau Limited) 

 
www.richemont.com 

 

Richemont, an international luxury retail group, with a unique structure under the umbrella 

of Compagnie Financière Richemont, made of prestige luxury brands which are our 

Maisons & Businesses, including A. Lange & Sohne, Buccellati, Cartier, Chloe, Dunhill, 

IWC, Jager-LeCoultre, Montblanc, Panerai, Piaget, Roger Dubuis, Vacheron Constantin, 

Van Cleef & Arpels, Yoox Net-A-Porter Group and many more. We are an impressive host 

of expert Group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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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化粧品有限公司 

Sa Sa Cosmetic Company Limited 

 
www.sasa.com 

 

莎莎於 1978 年成立，從最初面積僅 40 平方呎的零售櫃位，發展成為亞洲區居領導

地位的化粧品零售集團，現於亞洲設有逾 260 間零售店及專櫃，銷售逾 700 個品牌

產品，合共超過 17,000 種護膚品、香水、化粧品、護髮及身體護理產品、美容營養

食品、以及專有品牌及獨家代理的名牌產品。在亞洲區內主要市場包括香港及澳

門、中國大陸、新加坡及馬來西亞，合共僱用接近 4,800 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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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om of Youth Co., Limited 

 
http://www.thebloomofyouth.com/ 

 

你想提升競爭力嗎？你想到外國升學嗎？參加 Bloom of Youth 環球實習計劃，與過

百位來自香港，內地和澳門的同學一起把握充實自己的時間，在歐洲或澳紐的公司

實習四至六個星期，你可以選擇虛擬或實地實習。虛擬實習可以配合上課時間，既

彈性又安全，放眼世界，提升競爭力及外語能力！你有百分百的自由去選擇實習的

國家和行業，由申請到工作配對都由 Bloom of Youth 安排。活動日期：全年開放。 

實習國家：英國、澳洲、愛爾蘭、新西蘭、西班牙。實習行業：會計、金融經濟、

國際商貿、公共關係及市場推廣、地產、法律、藝術與設計、傳播媒體、時裝、資

訊科技、旅遊管理與活動策劃、人力資源、教育、非牟利組織、建築、工程、環

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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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光（集團）有限公司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http://www.namkwong.com.mo/ 

 

南光（集團）有限公司是唯一一家總部設在澳門的國務院國資委直屬中央企業，集

團前身南光貿易公司成立于 1949 年 8 月，是澳門最早的中資機構。 在國家的重視

和支持下，一代又一代南光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堅持“用最好的回報社會”宗

旨，履行歷史賦予的光榮職責，完成了不同時期的歷史使命，爲澳門回歸祖國懷

抱、發展內地與澳門經貿關係、推動國家對外經貿事業、凝聚廣大愛國愛澳力量、

促進澳門社會繁榮穩定和落實“一國兩制”在澳門的偉大實踐做出了貢獻。澳門特

別行政區政府 2015 年授予南光集團工商功績勛章，2019 年授予南光集團銀蓮花勛

章，表彰南光集團在澳門社會民生方面做出的卓越貢獻。 南光集團依托得天獨厚

的區位優勢，搶抓市場機遇，推進改革重組，産業鏈不斷延伸，主營業務日益聚

焦，形成了原油及成品油、日用消費品貿易，酒店旅游，地産經營開發和綜合物流

服務四大類核心業務，主要經營業務分布在澳門、香港、珠三角、長三角和京津冀

等地區及葡語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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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安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Certis Technology (Macau) Ltd 

 
https://www.certisgroup.com/hk/About-Us/Company-Introduction 

 

Certis Macau was founded in 2007 to provide advanced security technology solutions and 

consulting services for the specific security needs of customers in Macau. A member of the 

Certis Group, Certis Macau is built on a solid foundation of tested and proven experience 

in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range of security solutions. Tapping on the Certis 

Group's network, Certis Macau has developed a strong local customer base, comprising 

commercial and government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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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發展銀行 

MACAO DEVELOPMENT BANK 
 

澳門發展銀行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獲澳門特區政府批准成立，並於 2019 年 1 月 21

日完成商業登記註冊；7 月 25 日開業，是一家擁有全牌照數字化經營特色的全澳資

商業銀行。 

本行經營宗旨為：立誠致遠。秉持“誠信為本、專業創新、行穩致遠”的發展理

念 ，將商業目標與社會責任相結合，以風控合規為先導、誠信、穩健經營為宗

旨、服務客戶為中心。 

本行充分運用現代金融科技，創新研發數字金融服務方案，將銀行產品嵌入數字經

濟場景，打造“隨時、隨地、隨心”的服務體驗來實現銀行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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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Macau) Limited 

 
www.icbc.com.mo 

 

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簡稱“工銀澳門”) 一向重視人力資源發展

及人才培訓，致力提高員工的專業知識及服務質素，透過迎新培訓計劃，入職員工

可以更深了解各部門的業務性質及運作，讓新員工盡快投入工作，為客戶提供專業

及高質素服務。為配合多元化的業務發展，員工需接受不同種類的內部培訓課程，

以考取專業資格；本行同時提供「員工教育資助計劃」，以鼓勵員工不斷自我增值

及增加知識。中國工商銀行(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作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集團成員，為配合業務發展需要，本行需招聘人材加入，歡迎有志於銀行業發展的

英材應徵本行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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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Macau Branch 

 
mo.ccb.com 

 

Being the second largest commercial bank in China by total assets at the end of 2020, our 

parent company,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rporation [“CCB”], continues to be in the 

leading position among other banks in terms of overall profitability and asset quality. At 

the first half of 2020, CCB spans a network of 14,846 domestic branch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has a total of approximately 342,785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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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Delta Asia S.A. 

 
www.delta-asia.com 

 

滙業銀行秉承「以人為本」的經營理念，迄今已有 85 年歷史，視每位員工為重要

資產，竭力推廣關愛員工文化，我們為員工提供具活力的工作環境，良好的職途發

展機會，全面性的專業訓練，以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及福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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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Luso International Banking Ltd 

 
https://www.lusobank.com.mo/ 

 

澳門國際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 1974 年在澳門注册成立，1975 年泛印投資（香港）

有限公司收購本行，1985 年澳門國際銀行作為外方資産注入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

行——厦門國際銀行。2015 年，本行順利實現增資擴股工作，資本實力翻番，資本

充足率大幅提升，風險抵禦能力大大增强；以澳門資本為主體的港澳企業和工商人

士持股比例達 51%，進一步實現“紮根本土”，本行成為以澳門資本為主的本土銀

行。澳門國際銀行成立以來，始終秉持“扎根澳門、服務澳門、支持澳門經濟發

展”的理念，致力於金融産品創新與整合服務，緊貼市場最新發展，不斷開拓創

新，全面契合客戶的不同需求。作為澳門的本地法人銀行，本行堅持以科技和服務

締造品牌，全力打造成為澳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優質金融服務企業，並力爭做澳門

市民的專屬銀行、中小企業的首選銀行。澳門國際銀行緊抓歷史發展機遇，積極響

應特區政策導向，努力踐行特色金融發展，持續深化經營管理改革轉型，近年來業

務規模穩步增長；深耕澳門本地市場，服務本澳企業，在持續推進澳門特色金融和

經濟適度多元化戰略建設的同時，主動融入國家“一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戰略發展，不斷豐富大灣區內網點布局；堅持配合澳門特區政府將澳門金融業打

造成澳門支柱産業及城市新名片，通過參與境內信用評級獲得“AAA”級評級，持

續提升澳門金融業品牌形象；通過與澳門同業建立攜手共贏的合作模式，為促進澳

門“一中心一平台”定位的實現和金融市場國際化作出貢獻。今天，澳門國際銀行

作為澳門銀行業的中堅力量，正與各行各業一起，為共同建設和諧澳門而努力。未

來，澳門國際銀行將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積極響應國家戰略規劃部署，融入大灣

區建設和“一帶一路”發展，認真貫徹落實特區政府“特色金融”發展規劃，信守

金管局“審慎經營”指導意見，持續深化改革創新動力，力爭做有溫度銀行的價值

使命，不斷為客戶提供更加專業優質、智能安全的金融服務，努力為澳門國際銀行

股東、客戶、員工、社會創造更大的價值，以更加堅定的信心，朝著“高質量可持

續發展”的戰略目標穩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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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Banco Comercial de Macau, S.A. & Macau Insurance Company Ltd. 

 
www.bcm.com.mo 

 

BCM Bank is one of the princip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stablished in Macau in 1974.  

We provide a wide variety of high quality banking and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to 

our valued customers. In December 2005, the Bank has become a member of the Dah Sing 

Financial Group, a leading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in Hong Kong, active in the banking 

and insurance business. We focus on being a trustworthy, progressive and socially 

concerned institution, as well as on developing a modern infrastructure towards improved 

competence and high customer satisfaction. Macau Insurance Company Limited and 

Macau Pension Fund Management Company Limited, subsidiaries of Dah Sing Financial 

Group, were established in Macau in 1984 and 2017 respectively. We are one of the largest 

insurance companies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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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麥當勞 

McDonald's Macau 

 
 

澳門麥當勞不斷在壯大，從 1987 年在水坑尾開設第一間分店，到現在擁有 38 家餐

廳，員工超過 1,500 名。麥當勞不僅僅是一家餐廳，更是一家"以人為本"的公司。

我們重視每一位員工，關注他們的成長並重視每個人的貢獻，麥當勞致力打造一支

充滿關愛的團隊，自豪地為顧客服務。 我們的人員願景是成為僱員最喜愛的工作

場所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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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心星巴克咖啡餐飲有限公司 

COFFEE CONCEPTES (MACAU) LIMITED 

 
 

星巴克於 1971 年在美國西雅圖成立。Starbucks Coffee International 自成立以來致力

開拓海外業務，現時已在多個國家及地區開設分店。 

在 2000 年，香港星巴克咖啡於中環交易廣場開設首間咖啡店。 我們視員工為「夥

伴」，並一同努力讓星巴克持續成長和取得卓越的成就。 

 

我們每天都抱著兩個期望上班：與朋友分享美味的咖啡，並且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1971 年第一間星巴克開幕時，我們就抱著這個期望，時至今日我們亦貫徹始終如

一。 

打從一開始，星巴克就決定要走出自己的路。我們不但宣揚咖啡本身其深厚傳統，

更培養出您我之間緊密相連的感覺。 

 

我們的使命是啟發並孕育人文精神 - 每人、每杯、每個社區皆能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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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翱投資有限公司 

TIO INVESTMENT LTD. 

 
 

天翱投資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集雜誌、新媒體及公關活動公司併行的傳媒

企業。公司旗下的中文免費生活時尚雜誌——《梳打 SD magazine》出版至今已經

出版了一百三十二期。我司發展至今日成為澳門前沿的青年人生活媒體，培養了一

大批出色的創作人，記者、攝影師、模特兒、新媒體從業者，一直為澳門的文創可

持續發展而努力，為本地文創企業樹立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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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辣文化有限公司 

MANNER CULTURE LTD 

 
https://weilamanner.com/ 

 

「微辣文化」成立於 2013 年，透過多元化的影音作品，通過各大網絡平臺， 以搞

笑共鳴的風格，致力為觀眾創造最有趣的娛樂體驗。「微辣 Manner」在各大社交平

臺擁有龐大的流量，包括：Facebook、Instagram、美拍、秒拍、微博、QQ 空間、

微信公眾號等，總粉絲數超過 6,000,000，視頻總瀏覽量已超 30 億。粉絲來來自香

港、澳門、中國內地、台灣、東南亞等地區，成為澳門本土 受眾最廣、藝最火的

創意綜合娛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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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澳門廣告展覽有限公司 

China-Macao Resources Advertising & Exhibition Co., Ltd. 

 
www.cmrae.com 

 

中國澳門廣告展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9 年，集廣告設計製作及會展咨詢策劃為一

體的綜合性專業機構。公司主要業務為：會展項目策劃及統籌、展位設計及製作、

公關服務、本地及海外媒體代理、廣告設計製作、印刷及攝影等服務。         

本公司管理層累積了十年以上的廣告、會展經驗，擁有專業的廣告設計會展策劃團

體。本司本著"誠心誠意，求新求變"的服務宗旨，以"聚點成圈"積累經驗，並以成

為澳門本土知名廣告、展覽公司為我們的追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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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航空 

Air Macau 

 
https://www.airmacau.com.mo/#/ 

 

澳門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澳門航空”）是以澳門為基地的地區性國際航

空公司，於 1994 年 9 月 13 日正式成立，1995 年 11 月 9 日投入商業飛行，澳門航

空始終秉持著“厚載文化、用心飛翔”的精神，致力成為更具活力、服務水準更高

的航空公司，為旅客提供優質運輸服務。澳門航空是澳門本地的交通運輸名片。自

成立至今，澳門航空已連續安全運營 25 年，擁有 21 架全空客客機的年輕機隊，並

將繼續引進新型 A320NEO 及 A321NEO 客機，進一步擴大澳航機隊規模，提升競

爭優勢。截至 2019 年 11 月，澳門航空共運營國內外航線 30 條，航線覆蓋中國大

陸、中國臺灣，東南亞和東北亞。為滿足廣大乘客的要求，澳門航空相繼實現了米

其林星級機上餐食、機上免稅品網上購物、機上 WiFi、網上值機、機場自助值機

等，為乘客提供更加便利的優質服務。澳門航空常旅客計畫“鳳凰知音”也為公司

常旅客提供多項會員服務和優惠。澳門航空致力於協助澳門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

中心，在提供更優質運輸服務的同時，以澳門(中國的南大門)為中心，利用澳航的

航線網路將把中國與世界各大城市經澳門連接起來，推動澳門發展為商業旅遊中

心，努力使澳門航空發展成為亞洲最受歡迎的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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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事務局 

Labour Affairs Bureau 

 
www.dsal.gov.mo 

 

勞工事務局是負責協助制定及執行勞動、就業、職業安全健康及職業培訓政策的澳

門特別行政區公共部門。使命是營造和諧的勞資關係；提升人力資源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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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南沙區青年聯合會 

 

以共青團爲核心力量的南沙各青年團體的聯合組織，是南沙區各族各界青年廣泛的

愛國統一戰綫組織，是團結和凝聚各行各業杰出青年人才的青年組織，是代表南沙

青年對外交往的主要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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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 

China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cau) Co. Ltd. 

 
http://www.ccem.com.mo/ 

 

中國建築工程（澳門）有限公司於 1981 年在澳門註冊成立，母公司中國建築集團

有限公司為全球最大的投資建設集團，於 2012 年成功跨入《財富》“世界 500

強”前百強，2020 年榮登“世界 500 強”第 18 位，並蟬聯全球建築地產綜合企業

第一名。公司於 2001 年 5 月劃歸中國海外集團有限公司管理，現為中國建築國際

集團有限公司（股份代號：3311.HK）的全資子公司。三十八年來，公司憑藉銳意

進取的精神和科學嚴謹的管理，致力於以建築承包業務為主，多項投資業務為輔的

多元化發展，累計共承接各類工程 200 余項，工程合約額超 700 億港元，累積了豐

富的管理經驗，鑄就了卓越的專業能力和競爭優勢。在建工程包括離島醫療綜合體

主體建造工程、氹仔新濠影匯二期項目、輕軌媽閣站主體建造工程、氹仔澳門大學

附屬應用學校擴建工程、望廈社屋-第二期暨望廈體育館重建工程等。在已完成的工

程中，也不乏眾多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工程，如：澳門旅遊塔、美高梅路氹酒店發展

項目、濠景五期商業與住宅發展項目、輕軌車廠上蓋建造工程、永利（澳門）度假

村酒店、新濠天地、青洲坊公共房屋第 1、2 地段工程、石排灣 CN5a公共房屋、青

洲社會房屋 B及 C 大樓、澳門中聯辦新辦公大樓及諸多惠及民生的大型私人住宅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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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江報業集團 

 
http://www.houkongdaily.com/ 

 

《濠江日報》於 2008 年 3 月 28 日正式成立。《濠江日報》為一份立根澳門、面向

澳門、以澳門為本的報章，內容著重關心澳門基層市民的衣、食、住、行等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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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亞衛視有限公司 

MAS TV COMPANY LIMITED 

 
www.imastv.com 

 

一個進入中國內地走向世界的電視媒體，於 2004 年 3 月經澳門特區政府行政長官

批給持有 6 個衛星電視頻道準照，並於同年在澳門正式向全世界廣播。澳亞信號覆

蓋兩岸四地和東南亞等世界 70 餘個國家和地區，總部在澳門，北京、香港、台

北、東南亞均設有記者站，是澳門特別行政區主流電視媒體。節目定位——新聞、

生活、競賽；頻道特性——思想高標、文化高格、觀眾高端；受眾定位——全球中

高端華人群體；辦台宗旨——好運世界，這裡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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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網資訊科技(澳門)有限公司 

NetCraf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cau) Co., Ltd. 

 
http://www.netcraft.com.mo/ 

 

天網資訊科技（澳門）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6 年，是麥克國際集團的成員。作為澳

門方案供應商的業內領導，天網專門提供有關網絡基礎建設及資訊保安的企業科技

方案，並且引入先進的技術及研發。天網的優質服務及專業團隊贏得來自公共和商

界長期客戶的信任與支持，包括各政府部門、教育機構、酒店博彩業和銀行及金融

集團，令天網多年來能夠持續發展，業務遍及內地。天網將以渾身是勁，創新求變

的積極態度，繼續在瞬息萬變的科技世界，向各個領域的客戶提供與時並進的科技

方案，並肩負促進業界及澳門發展的決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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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電訊有限公司 

CTM 

 
www.ctm.net 

 

澳門電訊一直與澳門並肩前行，積極履行投資承諾，引領本地電訊業發展，以「數

碼澳門」作發展宏願，不斷引入及研發嶄新資訊科技應用，銳意打造澳門成為區

內、以至全球領先的智慧城市，致力提升澳門社區科技內涵及多元化競爭能力。  

繼實現全城光纖全覆蓋後，澳門電訊將發展目光聚焦在物聯網建造及部署 5G 發

展，並已實現了 5G 戶外全覆蓋。未來，澳門電訊將繼續憑著穩固的網絡基建，持

續投入資源研發更多生活化的智能應用，加快實現人與物、物與物互聯的智能生活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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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s://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於 2010 年 9 月成立。成立的目的是為了提升學生

整體競爭力，協助學生找出個人優點與專長，挖掘自身濳能，樹立健康、良好的就

業意識，建立對生涯發展的核心價值，做好進入人力市場的準備。 

中心品牌活動包括校園招聘會、校園創業課程、創業計劃書比賽、創業攤位比賽、

生涯講座、企業拜訪、就業探路、就業工作坊等。此外，中心亦會主動地跟香港、

澳門、廣東多家大企業接觸，讓學生有更多實習和就業機會，從而體現「學以致

用，人盡其才」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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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有限公司 - 澳門分公司 

The Dairy Farm Company,Limited - Macau Brach 
 

 

牛奶有限公司-澳門分公司隸屬於牛奶國際控股有限公司。集團致力為亞洲消費者提

供優質及超值的產品，透過強大的店舖網絡，輔以高效率的供應鏈，為消費者提供

多個著名品牌、卓越的購物體驗與服務。集團經營多個著名品牌，包括食品及日用

品零售、便利店、美健產品零售店、家居用品店和其他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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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來集團有限公司 

LOI LOI GROUP COMPANY LIMITED 

 
www.royalsupermarket.com.mo 

 

來來集團成立於 1997 年，集團旗下設立 4 大業務單元，包括超級市場、大型電器

廣場、藥房、及傢俬燈飾廣場，在職員工超過 2000 人。通過實業化投資，與時並

進的作風，在日新月異的經濟發展中亦能脫穎而出，奠定行業的領先地位。首家來

來超市於 1997 年正式營業，是當時貨品最齊全，經營模式最新穎的超級市場，引

領澳門告別舊時代地攤式經營模式，發展至今擁有 35 間分店。本集團從 2006 年起

大規模擴展購物廣場業務，包括家私燈飾廣場及電器廣場；由 1969 年成立的首家

藥房至今已經發展到 68 間，是本澳目前擁有最多分店的連鎖藥房。本集團積極為

顧客提供多元化商品及專業化服务，帶動市民購物的新潮流，務求締造親切購物新

感受。來來集團具有良好的發展平台和晉升機制，有競爭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誠

邀大家加入來來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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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銀行 

BANCO NACIONAL ULTRAMARINO, S.A. 

 
https://www.bnu.com.mo/ 

 

As the first bank in Macau, BNU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Macau, and at the same time, 

being a member of the CGD group, the vast network spans all over 4 continents including, 

Asia, Europe, America and Africa. BNU, always be an important partner for corporate and 

individual customers with the focus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tepping 

into 21st centuries, BNU is committed to develop local e-banking services. Various 

implementations of e-services marked BNU’s digital era, providing more convenient and 

diversified e-banking services for corporate and individual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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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TAI FUNG BANK LIMITED 

 
www.taifungbank.com 

 

大豐銀行前身為大豐銀號，於 1942 年由何賢先生等人創立，並於 1972 年正式成為

澳門第一間當地註冊銀行。大豐銀行歷史悠久，除提供傳統業務如各項存款、放

款、押匯以外，近年並積極發展新業務品種，致力發展網絡金融。時至今日，大豐

銀行在本澳設有 26 間分行，更進駐上海設立分行，為客戶提供更廣更闊及更優質

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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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華人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www.mcb.com.mo 

 

澳門華人銀行成立于 1995 年，是一家經澳門金融管理局批准依法成立的本土銀行

機構。多年來，我行始終堅持“以人為本”，致力於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為有理

想，有激情的優秀金融人士提供良好的職業發展平臺。今借著國家粵港澳大灣區的

宏偉規劃之良機，及我行發展計劃，現誠邀社會優秀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與我們

一起成長，共創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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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銀行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Macau Branch 

 
www.hkbea.com.no 

 

The Bank of East Asia, Limited is largest independent local bank in Hong Kong and now 

operates a global network of over 200 outlets. To cope with the business operation in 

Mac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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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節 

The Seasons 

 
http://www.mustseasons.com/tc/ 

 

季節餐廳旨在為客人提供休閒典雅的用餐體驗，我們的廚師團隊致力於運用季節性

的食材來創造新穎的菜式。秉承「從農場到餐桌」的概念，「季節」一直堅持使用

新鮮有機的食材。除此之外，我們也以身作則多運用本地食材來推動低碳生活的發

展。整個餐廳的裝潢簡約大氣，現代感十足，它抓住了整個概念的精髓，無論材質

還是顔色的靈感都來自於中國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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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澳門企業有限公司 

CENTALINE MACAU ENTERPRISE LIMITED 

 
http://mo.centanet.com/ 

 

隨著澳門經濟日益蓬勃，地產市道更是一片暢旺。中原很早便洞悉到澳門的商機必

定無限，故已於 03 年作出全面部署，並於 04 年 10 月正式成立中原(澳門)地產代理

有限公司。澳門中原地產成立後，一直推動澳門房地產市場發展，秉承“不炒賣，

不吃價”的集團傳統，全心全意為客戶提供最全面貼心的服務，同時透過不同的渠

道和途徑發佈最新的市場信息，提高市場的透明度，優化行業運作，在澳門樹立起

優良的品牌。澳門中原地產洞悉橫琴新區的發展前景，2015 年率先成立中原橫琴分

支部門，透過集團的強大網路，發揮中港澳聯動優勢，力爭為各客戶開拓更多投資

商機。中原澳門及橫琴無論在專案策劃、統籌、市場推廣、一手及二手買賣等方面

都有豐富的經驗，憑著領先的市場觸覺及專業獨到的市場策略，不但得到各大發展

商的大力支持，而且更獲得業主及客戶的一致信任，穩占市場龍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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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通流動通訊(澳門)股份有限公司 

SmarTone Mobile Communications (Macau) Limited 

 
www.smartone.com 

 

SmarTone is constantly breaking new ground in the converging world of communications 

and media. As a market leader, we are committed to delivering unbeatable customer 

experiences that truly enrich lives. To do this, we need passionate, energetic and pro-active 

people like you. If you share our way of thinking, we would like to hear from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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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安集團有限公司 

The Nuance Group (Macau) Limited 
 

The Nuance Group (Macau) Ltd. (聯安集團(澳門)有限公司)是 Dufry旗下的子公司。

Dufry乃是世界級旅遊零售商，業務遍佈 64 個國家。Dufry在各機場、遊輪、港口

及旅遊景點經營超過二千二百間店舖。公司總部位於瑞士巴塞爾，而其歷史源於一

八六五年開始創辦。The Nuance Group (聯安集團) 現在澳門經營三間店舖，包括位

於威尼斯人購物中心內的 The Atrium (雅麗)；及位於巴黎人購物商場的 Temptation 

(雅婷)。店舖佔地超過 6,000 平方米，售賣香水化妝品、手表及太陽眼鏡、電子產

品、時裝服飾及行李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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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 

Bank of China Limited Macau Branch 

 
https://www.bankofchina.com/mo/ 

 

中國銀行澳門分行擁有全功能銀行牌照，主要從事公司金融、個人金融和金融市場

業務等商業銀行服務。近年來不但積極拓展綜合性跨境金融服務等國際化專業服

務，同時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推動特色金融發展和智慧城市建設。目前，分行

轄下有 37 家支行，存款、放款、利潤等主要業務在本地市場份額約佔四成。有

1800 多名員工，約佔澳門銀行從業員的四分之一，在服務澳門經濟建設的同時，亦

為本地人才提供就業崗位及向上流動的機會。澳門分行將繼續秉承“根植澳門•服

務澳門”的經營宗旨，圍繞總行“建設新時代全球一流銀行”的戰略目標，把握國

家“一帶一路”倡議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機遇，在支持澳門經濟發展和維護地區

金融穩定方面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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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普基因科技（廣州）有限責任公司 Topgene 

http://www.topgene.cn/ 

 

拓普基因于 2014 年成立于廣州，專業從事基於新一代高通量測序（NGS）的精准

醫療臨床應用、相關設備、試劑研發、生産與銷售的高科技企業，公司致力於打造

腫瘤領域的精准全程管理。公司以 “基因+轉診”整體化服務、“科研+臨床”應用相結

合、以及“基因+細胞” 雙引擎驅動模式，推動精准醫療技術的臨床應用布局未來拓

普基因市場化。公司擁有三個參股或獨資的醫學實驗室，共占地面積約 4000 平方

米；實驗室擁有 illumina 和 BGISEQ 高通量測序平臺、數字 PCR 平臺、NanoString

數字基因定量系統等；自主研發和搭建基於游離 DNA（cfDNA）目標捕獲技術（液

態活檢）、多重擴增技術、單分子標簽降噪技術（UMI）、腫瘤 Panel 自主設計等技

術與平臺；系統和完善的技術平臺能够順利開展全基因組測序、全外顯子組測序、

轉錄組測序、表觀基因組測序、宏基因組和病原微生物測序等。同時，擁有高性能

計算（HPC）系統內存達到 1.5T，計算核心 250 個，存儲空間達 1.5PB，充分保證

海量組學數據的分析與運算。通過人工智能（AI）技術，搭建的 AI+Bioinformatics 

System（AiBS）能够處理 WGS、WES、RNA-Seq、WGBS 等標準分析與個性化分

析，充分對大數據進行挖掘。公司截止 2017 年已取得 15 項軟件著作權、8 項實用

新型專利證書、14 項商標注册證書、2017 年申報 2 項科技發明專利、2018 年申報

16 項軟件著作權連續兩年參與撰寫醫療器械藍皮書。2017-2018 年實驗室累計通過

NCCL室間質評 20 餘次，EMQN 認證 2 次，2017 年完成 ISO9001 質量體系認證，

新技術研發並完成孵化達 10 餘項，獲得五項廣東省高新技術産品，一項廣東省名

牌産品證書。拓普醫療集團已在中國建立第一家精准醫療中心（成都），並在香

港、英國設立全資子公司，在深圳設立拓普仁愛精准醫療研究院非盈利性研究機

構，同時與暨南大學創辦了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專注於基因大數據與

與人工智能相結合的研發與運用，共同助推精准醫療的發展。秉承改善人類健康爲

己任的信念，拓普基因一直在公益的道路上前行，在建立中國人群精准醫療大數據

及疾病的診治、預防方面積極努力，與中國醫學科院腫瘤醫院共同牽頭開展的多中

心臨床研究家族性乳腺癌遺傳易感性研究（BRCAS-China）爲建立中國人群家族性

乳腺癌診治標準奠定基礎；與鎂信健康共同推出醫療分期付款項目，幫助患者解决

短期內因病致貧的壓力，延長、改善患者的生命質量等等。拓普基因爲腫瘤患者提

供全球領先的基因檢測服務及最新解决方案，現已逐漸成爲中國女性腫瘤精准診療

的第一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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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珠江教育醫療集團 

 

 

珠江教育醫療集團於 2019 年 3 月正式成立，其全身爲珠江投資集團旗下的教育醫

療板塊。珠江投資集團成立於 1993 年，是一家集住宅，商業，教育，醫養，城市

更新，能源與基礎設施，産業，金融，文化，科技十大業務爲一體的大型多元化企

業集團。自創立以來珠江投資集團便重點布局教育和醫療産業，經多年發展，教育

及醫療産業已成爲其生態系統的重要發展方向。作爲中國民辦教育，醫療康養産業

的領跑者，珠江教育醫療集團秉承珠江投資集團“惠仁達己，守正出奇”的企業文

化，以洞見社會需求，解决社會問題爲使命，致力於打造一流的國際化民辦教育體

系，世界頂尖醫養體系以及産學研科技創新體系，業務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

醫療，養老健康，産學研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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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嶺南大數據研究院 

Zhuhai BigData Research Institute 

 
www.chiefdata.net 

 

珠海市嶺南大數據研究院是一家由珠海高新區管委會發起設立的非盈利新型科研機

構，成立于 2018 年 4 月。研究院與國內外知名高校合作，通過引進大數據和人工

智能領域頂尖人才，致力于開展政府各部門數據、運營商數據及園區企業數據的融

合研究、數據安全研究，打造城市級大數據體驗場景。在政府管理、社會治理、企

業創新等應用領域，通過大數據技術爲組織賦能，推動組織運作的變革和創新。  

研究院以“面向産業關鍵技術的前沿研究”爲宗旨，設立“智能駕駛”、“大數

據”、“人工智能”、“智能感知”四大研究中心，下設“智能駕駛與大數據”、

“數字孿生”、“區塊鏈與大數據”、“時空大數據與人工智能”、“醫療大數據

與人工智能”、“物聯網與大數據”、“交通大數據分析及應用”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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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Manu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www.manulife.com.hk 

 

宏利人壽保險(國際)有限公司成為全球最專業的金融服務機構，致力為客戶的重大

理財決策，提供穩健可靠、深受信賴而且達遠前瞻的理財方案。宏利自 1897 年起

於香港經營業務，1996 年成立澳門分行。至今已發展成為區內具領導地位的金融服

務機構，並於 2007 至 2016 連續 10 年，於香港財務策劃師學會/南華早報財務策劃

師大獎中成功奪得「卓越財務策劃公司」大獎(保險界別)!透過宏利人壽保險（國

際）有限公司、宏利資產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及宏利公積金信託有限公司共三家

全資附屬公司，為香港及澳門約 200 萬位客戶，提供多元化的理財策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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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岸 21 投資有限公司 

PORT 21 INVESTMENT LIMITED 
 

口岸 21 投資有限公司是一家新型投資行業的管理機構，在客戶資源，財務資金等

方面資源共享，達到共贏，使彼此利潤最大化。公司的業務定位是從事房地產投資

業務，並通過獨資、合資或合作方式投資港、澳和國內的股權項目，配合股東機構

延伸開展戰略投資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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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邦保險（國際）有限公司 

AIA International Limited 

 
https://www.aia.com.hk/zh-hk/index.html 

 

我們的業務規模領先亞太地區，為您締造事業發展的黃金機會。加入友邦後，您將

會在一個充滿活力衝勁的環境中打拼，不斷挑戰自我。透過為客戶及其摯愛提供合

適的理財方案，並鼓勵他們以至整個社會實踐健康人生，這份工作將會為廣大市民

帶來正面改變。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F3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74 

 

 

 

 

 

 

廣東微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WEGO community 
 

微谷衆創社區，首批國家級衆創空間。目前，由方圓地産集團控股公司廣州方圓現

代生活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與深圳市微谷創業服務有限公司發起成立。微谷衆創社區

在廣州、深圳兩地一共有 8 個基地，空間面積逾 5 萬平米，入駐入孵企業和團隊超

600 家，服務創客逾 7000 名，致力于成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創業的標杆平臺。 爲

了能切實推動大企業帶動小企業，促進企業間的聯動發展，微谷衆創社區以“理想

永不獨行”爲理念，爲青年創新創業提供靈活多樣的辦公空間、一站式的創業資源

服務以及充滿活力的創新社交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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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珠海公共創業孵化（實訓）基地 

 

廣東珠海公共創業孵化（實訓）基地由廣東省人社廳、珠海市政府共同建設，珠海

市人社局作爲主管單位，在珠海市人才資源與就業服務中心指導下，由珠海市珠光

人力資源運營有限公司運營管理。下設科技創新加速器、大學生創客空間和創業示

範工場 3 個專業園區，總建築面積約 12 萬平方尺，系珠海市規模最大的政府公益

性創業孵化與實訓服務平臺。目前基地已累計孵化創業項目超過 236 個，現有在孵

企業（項目）52 家。基地通過政策、服務、場地、配套完善支撑，致力于提升入孵

企業創新力，拓展更大就業空間，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全方位打造灣區“雙創”沃

土，爲珠海經濟特區“二次創業”提供人才支撑，實現産業和人才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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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勵新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 

 

珠海勵新集成電路科技有限公司主要從事針對工業和裝備製造等應用的高端模數混

合和模擬集成電路芯片的設計開發，銷售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芯片産品。公司爲珠

海市引進的高層次人才創業項目，位于梅華東路廣東珠海公共創業孵化基地。創業

團隊在美國矽谷的 Intel、National Semiconductor、Cadence 等公司工作多年，擁有

70 多項美國發明專利，30 多項中國發明專利，集成電路版圖權和軟件著作權，成

功開發過 100 多項各類模擬和模數混合集成電路芯片産品。目前，公司已開發成

功多款高性能微控制器芯片和模擬集成電路芯片産品，在工業和商業設備、家用電

器、智能家居等領域獲得了大批量應用，這些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國産芯片爲客戶

帶來了最優化和超高性價比的解决方案。公司宗旨是堅持自主創新，開發中國創造

的，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和工業品質規格的集成電路芯片産品，加速我國製造業的升

級和發展。公司集研發、銷售、完整解决方案及技術服務爲一體，爲客戶提供最先

進、最優質的産品和服務。目標在 3 年內成爲一家上市公司。 我們真誠邀請有抱

負有激情的專業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大家一起携手拼搏，抓住機遇，共創美好人

生！ 我們堅持以人爲本，福利優厚，公司除了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和獎金等福

利，還提供員工持股和廣闊的個人發展空間，分享企業的成功。 歡迎加入我們，

給自己一個實現夢想的機會，一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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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來屋網絡地產有限公司 

HAOLIWOO REAL ESTATE OF NETWORK,LTD 
 

www.haoliwoo.com 

 

澳門好來屋網路地產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5 年 8 月，在黑沙環、筷子基、氹仔都設

有門店。隨著業務的擴展，以及順應大灣區的趨勢，公司服務區域已不單單局限於

澳門本土，更涉及珠海與香港。因此公司於 2019 年 4 月成立橫琴辦事處，並於 6

月在香港註冊好來屋分公司，現共有 5 個辦事處。經過近 4 年的發展，公司已經為

澳門 1200 多個家庭提供優質的房地產仲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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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S全策顧問， 哈囉好工網 

 

https://www.mss-recruitment.com/ 

http://www.hello-jobs.com/ 

 

MSS Recruitment 為澳門最領先的人力資源顧問公司，通過專業團隊為企業提供全

面人力資源解決方案，包括獵頭服務、臨時及兼職人才招聘、工作簽證服務、薪酬

計算服務、人力資源諮詢及培訓、行業及薪酬調查報告等；MSS Recruitment 為

MSS 集圑的子公司，集團還包括 hello-jobs.com 哈囉好工網-澳門 No.1 求職招聘網

站；hello-learning 哈囉進修網-澳門唯一教育培訓資訊平台；hello jobs weekly 哈囉

好工週刊-澳門唯一求職進修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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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太平戴維斯(澳門)有限公司 

Savills (Macau) Limited 
 

https://www.savills.com.mo/ 

 

第一太平戴維斯是全球地產諮詢服務機構，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我們在全球擁

有超過 600 個辦事處遍佈美洲、英國、歐洲大陸、亞太區、非洲和中東地區，爲全

球客戶提供專業的諮詢、管理和交易服務。 

Savills plc is a global real estate services provider listed on the London Stock Exchange. 

We have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more than 600 offices and associates throughout the 

Americas, the UK, continental Europe, Asia Pacific,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offering a 

broad range of specialist advisory, management and transactional services to clients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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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S.A.("SJM") 

 
https://www.sjmjob.com/ 

 

Sociedade de Jogos de Macau S.A. ("SJM"), one of the six companies authorised to 

operate casino games of fortune and other games of chance in casinos, under the terms of a 

concession gra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the Macau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in 

March 2002. SJM is the only casino gaming concessionaire with its roots in Macau.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G1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81 

 

 

 

 

 

 

銀河娛樂集團 

Galaxy Entertainment Group 

 
www.galaxyentertainment.com 

 

銀河娛樂集團（「銀娛」或「集團」）是全球首屈一指的渡假城、酒店及博彩企業，

主要在澳門發展及經營一系列綜合渡假城、零售、餐飲、酒店及博彩項目。集團於

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並為恒生指數成份股。作為澳門三家獲得博彩批給合同的營

運商之一，銀娛一直以成功打造嶄新、觸目及屢獲殊榮的項目、產品及服務見稱，

加上「傲視世界情繫亞洲」的服務理念，令集團表現持續傲視澳門市場。銀娛於澳

門經營三個旗艦項目：包括位於路氹、全球其中一個規模最大的綜合渡假城「澳門

銀河™」；毗鄰「澳門銀河」獨一無二的娛樂及美食街新地標「澳門百老匯™」；以

及位於澳門半島、屢獲殊榮的尊尚項目澳門星際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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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晉集團 

Tak Chun Group 

 
www.takchungroup.com.mo 

 

德晉集團成立於 2007 年，集團以澳門為根基，願景旨在成為優秀的綜合娛樂企

業，為客戶在澳門提供一站式的娛樂體驗；其它業務範疇包括房地產、鐘錶、金融

服務等。集團於 2012 年創辦德晉慈善會，持續增值並不忘回饋社會。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G3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83 

 

 

 

 

 

 

澳門葡京人 

Lisboeta Macau 
 

 

Lisboeta Macau is located at Cotai, Macau. Its overall design concept pays homage to 

Macau’s place-based culture and old Macau’s landscapes, incorporating details inspired by 

the iconic buildings etched into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Macau locals, such as Hotel 

Estoril, the floating casino “Macau Palace” and the New Central Hotel. Lisboeta Hotel 

offers 820 guestrooms with three unique themes - Lisboeta, LINE FRIENDS presents 

CASA DE AMIGO and Maison L'Occitane, paired with thrilling attractions zipline, indoor 

skydiving, IMAX and MX4D cinemas, shopping mall and dining facilities. Lisboeta 

Macau aims to deliver an all-encompassing experience sure to entice guests of all ages, 

especially families and a younger demographic.  

位於澳門路氹城區之澳門葡京人以澳門本土文化為主題，整體設計參考並重塑了澳

門人集體回憶的經典地標，如愛都酒店、澳門皇宮娛樂場、新中央酒店等，葡京人

酒店提供 3 大主題合共 820 間客房，包括葡京人主題、LINE FRIENDS presents 

CASA DE AMIGO 及 Maison L'Occitane，同時設有高空滑索、室內跳傘、IMAX 

影院、MX4D 全感觀影院、商場及餐飲等設施，打造澳門經典回憶的同時，更以包

羅萬有的嶄新體驗吸引本澳市民和訪客，並為澳門的長遠發展注入強大的旅遊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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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京酒店 

Hotel Lisboa 

 
www.hotelisboa.com 

 

葡京酒店建於 1970 年，在澳門旅遊業擁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其亮麗獨特的酒店外

觀更成為澳門市中心主要的地標之一。踏進酒店，別具一格的中葡建築風格配以耀

眼的水晶吊燈以及金碧輝煌的馬賽克裝飾，讓您置身於一座藝術與住宿結合的五星

級酒店。整座酒店每個角落均擺設著何鴻燊博士的私人珍藏及藝術品，琳琅滿目、

不容錯過。葡京酒店除了提供最頂級奢華的住宿享受，同時亦致力為顧客帶來最優

質的美食體驗，旗下的酒窖更珍藏超過 16,800 多款來自世界各地的名酒佳釀並與綜

合城旗下 13 間餐廳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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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城集團有限公司 

Suncity Group Ltd. 

 
www.suncitygroup.com.mo 

 

「全球招聘‧開拓視野‧由此開始」是太陽城集團的人才招聘方針。我們為各職級

的員工安排必備的課程，幫助員工提升競爭力，為他們職業生涯作規劃、完善自

我。誠邀您們加入太陽城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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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博亞娛樂 

Melco Resorts & Entertainment 

 
www.melco-resorts.com 

 

Melco Resorts & Entertainment (NASDAQ: MLCO), a leading developer, owner and 

operator of casino gaming and entertainment resort facilities in Asia. The Company 

currently owns and operates City of Dreams, its flagship integrated resort and home to the 

world’s largest water extravaganza - The House of Dancing Water; Studio City, a 

cinematically-themed integrated resort; Altira Macau, a Forbes 5-star luxury hotel; and the 

Mocha Clubs, a series of lifestyle and entertainment clubs in Macau. In the Philippines, a 

subsidiary of the Company operates and manages City of Dreams Manila, an integrated 

resort in the Entertainment City complex in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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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君悅酒店 

Grand Hyatt Macau 

 
macau.grand.hyatt.com 

 

澳門君悅酒店為澳門其中一間頂級的五星級豪華酒店，座落于路氹地區的新濠天地

內，緊鄰全球最壯觀的水上匯演「水舞間」，彙聚環球美食、華麗購物大道及獨家

娛樂設施，絕對是商務客人或休閒旅客的首選。  

Grand Hyatt Macau, one of the best Macau hotels located within City of Dreams in the 

Cotai area, is the ultimate choice for both leisure and business travelers with best luxury 

accommodation, fabulous dining, shopping, gaming, nightlife and the breathtaking The 

House of Dancing Water Show. 

 

 招聘攤位 Career Booth: G8 

http://www.must.edu.mo/cecp


 

澳門科技大學創業就業發展中心 MUST Centre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areer Planning 

   http://www.must.edu.mo/cecp      must.cecp@must.edu.mo     +853 8897 2881 88 

 

 

 

 

 

 

皇都酒店 

Hotel Royal Macau 

 
http://www.hotelroyal.com.mo 

 

皇都酒店是澳門最早的五星級酒店之一，坐落於澳門核心地段，位居半山。僅 5 分

鐘車程即可置身於各大購物娛樂熱點。東望洋燈塔、大三巴牌坊等人文景點，全都

毗鄰咫尺。在澳門外港碼頭乘坐免費穿梭巴士 5 分鐘可直達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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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景灣藝術酒店 

Regency Art Hotel 

 
www.regencyarthotel.com.mo 

 

澳門麗景灣藝術酒店是澳門別具特色的度假酒店，臨海景色無與倫比，讓您把生活

的壓力拋諸腦後，放鬆身心。這裡佔盡地理優勢，距離澳門市中心只需 10 分鐘車

程，可讓您感受到方便之餘也同時享受到悠閒的度假生活。麗景灣藝術酒店備有共

三百二十六間的客房及套房，設計與擺設結合摩登前衛與沉穩古典，讓優悠的氣氛

彌漫至每一角落。位於酒店大堂旁，有蒐集了各地特色麵食及地方小吃於一身的

「麗景灣拉麵小廚」，及全日提供輕便美食的「玲瓏閣」餐廳，讓您可以品嚐各式

美食。另外，酒店內設有四個戶外網球場、游泳池、健身中心及健康俱樂部等各式

優閒設施，讓愛好運動的住客，可以在酒店內鍛錬身心及享受運動之樂。歡迎有興

趣的人才加入我們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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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羅斯福酒店 

The Macau Roosevelt Hotel 
 

Inspired by the seductive power of Old Hollywood, the new 12-story Macau Roosevelt 

Hotel features 368 photogenic guestrooms including the Marilyn Penthouse, billed as “the 

sexiest stays in Asia’s favorite playground”. Complementing the Macau Roosevelt offer is 

a new urban getaway retreat concept and all-day playground. Facilities include in-and-

outdoor socialising spaces, state of the art Fitness Centre, and an open air swimming pool 

overlooking at the overlooking at Macau’s Jokey Club. The Macau Roosevelt is finally 

bringing the never-ending party to Asia’s elite, becoming the insider’s address for music 

scene makers, lavish fashion icons and adventurous socialites a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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