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ject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Building Services Project Manager/ 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 
 Diploma or above. Major in ME/ EE/ BS preferred.  

 Minimum 15 - 20 years of relevant Building Services experience in Consultant/ Main Contractor/ 

Large Contraction firm, including 7 - 10 years in a responsible position on large scale commercial 

or institutional projects.  

 Macau casino/ hotel project experience preferred. 

 Supervising Design Consultant’s design deliverable and progress for Building Service System. 

Building Services Senior Engineer/ Engineer/ Assistant Engineer 
 Diploma or above. Major in ME/ EE/ BS preferred. 

 Minimum 2 to 10 years of Building Services experience (Senior Engineer or Engineer requires 2 – 

5 years in a responsible position) on large scale commercial or institutional projects. Macau 

casino/ hotel project experience preferred.  

 Reviewing and commenting on consultants’ deliverables and contractors’ submissions. 

 Assistant Engineer assists in monitoring contractor's submissions and site works progress. 

 

Fitting Out Assistant Project Manager/ Senior Project Coordinator/ 
Project Coordinator 
 Diploma or above. Major in Building Studies/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rchitectural/ Interior 

Design or related disciplines or equivalent preferred. 

 Minimum 4 to 10 years solid experience in the fit out of retails F&B, residential, offices & hotels, 

etc.  

 Experience in handling Macau casino/ hotel projects are highly preferred.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ssigned projects, including progress, 

quality, cost and client relation.  

 Ensure all construction activities comply with contractual requirements. 
 

Fitting Out Senior Foreman 
 Diploma or above. Major in Building Construction or related disciplines preferred. 

 Minimum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Fitting Out, Building Construction. 

 Experiences in site management and Macau project preferred.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spoken English and Chinese.  

 Assist project team in all aspect of project follow up such as material planning. 

 Liaise and coordinate with sub-contractors and ensure the work progress meets schedule. 

 

 

 

 

 

 

 

 

 

 

 

 

 

 

 

 

 

 

 

 

 

 

 

 

 

 

 

 

 

 

 

 

 

 

 

 



Senior Quantity Surveyor 
 Diploma or above. Major in Quantity Surveying/Building related disciplines. 

  Member of RICS/ HKIS/ RPS or equivalent qualification.  

 Minimum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Quantity Surveyor services with leading Developer/ 

Consultant/ Main Contractor in Hong Kong or Macau on large scale commercial mix projects.  

 Macau casino/ hotel project experience preferred. Coordinate and monitor consultants, 

contractors and specialist suppliers. 

  Preparation of cost estimates, Procurement and tendering. Closely monitor and report the 

project costs.  

 Preparation of interim and final payment certificates, settlement of final accounts and other 

contractual claims. 

 
項目建設管理部 
安全督導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5年或以工作經驗，當中具 2年或以上需在建築工地工作。 

 持有勞工事務局「安全督導員」證書或香港認可機構的「安全督導員」證書。 

 持有香港認可機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文憑證書者優先。 

 具本澳娛樂場及酒店建築工地工作經驗優先。 

 協助安全經理在工地推行安全管理制度。 

 向安全主任報告工地的安全執行狀況。 
 

助理安全督導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2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持有勞工事務局「助理安全督導員」證書或香港認可機構的「安全督導員」證書。 

 具建築工地工作經驗優先。 

 協助安全經理在工地推行安全管理制度。 

 向安全主任報告工地的安全執行狀況。 

 

高級地盤管工 (建造施工管理)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持有相關土木工程或建築證書。 

 具 10年或以上建築/ 裝修工作經驗。 

 熟悉建築設計及室內裝修工程施工流程。 

 負責地盤施工及安全監管。 

 需領導及管理地盤管工隊，工人及承建商。 

 

 

 



高級土木工程師/ 土木工程師 (建造施工管理) 
 具 6-10年或以上擔任土木工程師之經驗。 

 需持有土木工程學士學位以上和澳門注冊工程師。 

 從事澳門大型賭場酒店經驗優先。 

 具備結構設計及現場施工管理知識。 

 工地驗收及施工質量控制。  

 

土木工程高級管工/ 管工(建造施工管理) 
 高中畢業或工專學校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有土木/建築相關證書優先。 

  具 3-10年或以上地盤管理經驗，從事澳門大型賭場酒店經驗者優先。 

  具備現場施工管理知識。 

 負責地盤施工管理及安全監管， 

 
 

機電工程部 
Facilities Manager/ Assistant Facilities Manager 
 University graduated or above. Major in Electrical/ Mechanical/ Building Services/ Marin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or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preferred. 

 Minimum of 20 to 25 years of experiences in electrical or mechanical or building services or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including project or operation or maintenance works.  

 Minimum of 5 to 10 years in charge of th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epartment and leading 

more than 100 to 150 staff and 5 star hotel experiences is preferred. 

 Supervise M&E department to comply with organization vision and mission. 

 

高級工程師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持有認可機電工程學士學位或專業認可資格及相關訓練證書。 

 具 20年或以上機電工作經驗，當中具 10年或以上領導超過 40名以上技術員從事酒店娛

樂場或商業樓宇或項目工程及具 5年或以上是輪值主管經驗。 

 具機電運作原理/ 流程/ 操作程序的常識。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制定所管轄設備的營運與維護的工作。  

 

 
 
 
 
 
 



一級/ 二級工程師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持有機電工程學位或專業認可資格相關證書。 

 具 10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當中 8年或以上領導超過 30名以上技術員從事酒店娛樂場

或商業樓宇或項目工程及具 5年或以上從事輪值主管等工作經驗。 

 具機電運作原理/ 流程/ 操作程序的常識。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監察、管理機電設備運行，維修及保養達至出廠要求；制定所管轄設備的營運維護工作。 

 撰寫各類機電設備操作規程及事件/ 故障分析/ 能源量值趨勢等報告。 

 

高級當值工程師/ 當值工程師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持有一項專業認可資格及相關工藝訓練證書，如電工中級牌。 

 具 10-15年或以上機電工作經驗，曾從事機械/ 給排水/ 空調制冷/ 電力裝置/ 相關機電裝置

等安裝，維修及加改工作。當中具 5- 8年或以上領導超過 10-20名以上技術人員從事酒店

娛樂場或商業樓宇或項目工程及具 3-5年或以上從事輪值主管等工作經驗。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撰寫各類機電設備操作規程及事件/ 故障分析/ 能源量值趨勢等報告。 

 監督機電設備運行，維修及保養達至出廠要求。 

 
高級督導主任 / 督導主任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10-15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熟悉機械/ 給排水/ 空調制冷/ 電力裝置/ 相關機電裝置等

結構，性能及運作程序，當中具 5-10年領導超過 15名以上技術人員從事酒店娛樂場或商

業樓宇或項目工程。 

 具中文書寫及閱讀圖則能力，具英文書寫能力優先。 

 監察、管理、支援和參與下屬執行機電裝置(不論專長或非專長)的工作。 

 
高級技術員 / 一級技術員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5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包括：機械/ 給排水/ 空調制冷/ 電力裝置安裝經驗，維修及

加改工作。 

 高級技術員要求具最少 3年領導超過 3名以上技術人員從事酒店娛樂場或商業樓宇或項目

工程。 

 執行機電裝置的維護、定期巡查、測檢、更換及加改工作，並填寫報表。執行當值及非當

值時間內的緊急，突發或特別安排的工作，包括非專長之工種。 

 

 

 

對上述職位有興趣者請瀏覽 www.sjmjob.com或將個人履歷以下列方式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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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ing Department  
Direct Marketing Senior Executive 
 University graduated or above. Major in Marketing, Statistics, Gaming or other analytical 

fields preferred. 

 Minimum 2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or Database Analysis preferred. 

 Prior experience in working with SAS or other statistical software preferred.  

 Proficiency in MS Excel is crucial. 

 Provide database segmentation, event profitability and in-depth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sino databases. 

 
Guest Services Officer 
 High school graduated or abo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skills. 

 Flexibility to work on rotated shifts. 

 Provide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to all guests.  

 Assist guest on redemptions and upsell ongoing promotions. 

 
Guest Services Officer (Part time) 
 High school graduated or abo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skills.  

 Flexibility to work on rotated shifts (night shift is not required). 

 Provide excellent customer service to all guests.  

 Sign up potential guests to the Real Rewards Club on floor. 

 
Marketing Ambassador 
 High school graduated or abo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skills.  

 Willing to work on indoor/outdoor environments.  

 Flexibility to work on rotated shifts (night shift is not required).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Shuttle Busses is smooth. 

 
Marketing Ambassador (Part time) 
 High school graduated or above.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both written and spoken Chines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and basic knowledge of English skills.  

 Willing to work on indoor/outdoor environments.  

 Flexibility to work on rotated shifts (night shift is not required). 

 To ensure the operation of Shuttle Busses is smooth. 

 
 



市場發展部 
市場推廣活動主任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主修工商管理、市場學，統計學或相關科目。 

 具 1年或以上市場推廣活動範疇工作經驗。 

 具良好的中、英文及普通話溝通技巧。 

 協助籌劃及推行所有新葡京娛樂場之推廣活動。 

 
電子博彩運作部  
角子機當值主任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2年或以上角子機工作經驗優先。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審核及授權角子機交易，包括派彩及加彩。 

 協助角子機搬機和博監局開機前的檢查及測試。 

 
角子機服務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曾讀 CCC有關培訓課程優先。 

 具良好的普通話及基本英文溝通技巧和電腦基本知識。 

 介紹新遊戲或遊戲規則予客人。 

 確保所有角子機運作正常。 

 
角子機系統技術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2年或以上角子機工作經驗和有相關角子機系統工作經驗，懂 Bally系統優先。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更新軟硬件令角子機符合博彩監察局標準。 

 確保場面角子機數據完整性及協助技術部處理日常問題。 

 
賭檯運作部 (新葡貴賓服務) 
新葡貴賓服務大使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客戶服務工作經驗優先。 

 具良好的中、英文及普通話溝通技巧。 

 能獨立工作及具電腦基本知識。 

 提高娛樂場客戶服務發展，有效地與客人維持良好關係。 

 
 



視聽部 
視聽部技術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電視拍攝或現場節目製作經驗。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監察及裝設視聽設備。影音攝錄及後期製作。 

 
保安部 
保安員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保安及客戶服務經驗優先考慮。 

 
制服部 
制服部服務員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需輪班工作。 

 點算存貨及與洗衣場交收事宜。 

 檢查已清潔之制服及配套上架。 

 迅速地處理員工有關制服之要求。 

 
餐飲部 
餐飲部經理 
 大學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10年或以上相關餐飲營運工作經驗，其中 3年需擔任經理級的職位。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技巧。 

 負責餐飲部銷售收益和資產控制及年度預算計劃。 

 監管日常運作，包括餐飲部所有場所。 

 
樓面部長 
 初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1年或以上相關餐飲營運及管理工作經驗。 

 持有餐飲業務或職業技術證書優先。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與客人及員工有良好溝通及匯報，協助跟進員工日常工作表現。 

 留意樓層的衛生標準，監督工作環境衛生。 

 
 
 



餐飲部樓面主任 II / 餐飲部樓面主任 
 初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2-5年或以上樓面主任的營運及管理工作經驗。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持有餐飲業務/ 職業技術證書者優先考慮。 

 需輪班工作。 

 監督及指導員工日常運作，推動促銷產品，協調運作情況。 

 
員工餐廳主任 
 初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需輪班工作。 

 調較飲品如果汁、使用各類設備如:咖啡機操作等。 

 負責領貨、補貨、貨物整理工作，熟悉正常拍卡領餐程序。 

 
主廚 
 具 15年或以上相關餐飲營運和 2年或以上管理工作經驗。 

 需輪班工作。 

 具良好人際關係及溝通技巧。 

 檢討各項的出品和流程等。 

 控制食品的質量，按照食物安全標準烹調及存放食物。 

 
廚師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 8年或以上相關餐飲營運和 2年或以上管理工作經驗。 

 持有餐飲業務或職業技術證書優先。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負責食品的儲存及制作之程序，控制食品的質量、監管出場食物的運作。 

 
初級廚師 
 小學畢業或以上。需輪班工作。 

 具 3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具備中菜/ 西菜之食品烹調技巧。 

 食材的前期補充及儲存跟進。 

 清理、清洗及存放瓦鍋瓷具、煮食鍋及玻璃器皿。 

 
 
 
 
 
 
 



酒吧員 

 初中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基本產品及酒水知識。 

 持有餐飲業務或職業技術證書優先。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產品銷售及客戶服務流程。 

 
收銀員 
 初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能操普通話和英文優先。 

 具相關餐飲收銀工作經驗。能獨立處理一般收銀工作、熟悉信用卡機操作程序。 

 需輪班工作。 

 點算並記錄現金營業額及結算單據之交收。 

 

樓面服務員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具基本餐飲服務及產品標準認知及設備操作技能。 

 懂普通話及英文優先。 

 向投注客人提供餐飲服務。 

 協助補充日常貨品及搬運。 

 
樓什 
 小學畢業或以上程度。需輪班工作。 

 對產品及環境有基本衛生認知。 

 負責餐飲部傳遞食物、清潔、洗碗等工作。 

 
回力時尚坊 
客戶服務專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1年或以上客戶服務經驗。 

 具良好的中、英文溝通及書寫技巧。 

 接待客人申請會員卡，推廣銷售活動以及提供查詢服務。 

 聆聽及處理客人投訴。 

 
美容顧問 (兼職亦可)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美容顧問及相關工作經驗優先。 

 負責專櫃日常銷售及顧客服務等工作，並協助達成業績。 

 參與品牌及供應商培訓和學習產品知識。 

 
 



出納員 
 初中或以上程度。 

 具相關出納工作經驗。懂普通話優先。 

 收取及點算每天營業產生的現金, 信用卡和現金券。 

 填寫營業收入紀錄以及與財務部交收。 

 
倉務及支援專員 
 高中畢業或以上程度。 

 具 1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熟悉文書處理。 

 點算及紀錄收貨和出貨，輸入貨品資料。 

 定時監察和盤點營運物資，向上級提交訂單。 

 

市場推廣員 
 良好溝通技巧。 

 流利廣東話。 

 提供本公司之活動訊息，派發傳單宣傳推廣活動。 

 

Human Resources Department 
Scheduler 
 High school graduated or above. 

 With basic computer knowledge.  

 Good in spoken Mandarin and English is an advantage.  

 Process all schedule work for scheduling team. 
 

新合和 
廚師 
 小學程度。 

 具相關經驗優先。 

 懂炒粵菜，水苔，打荷，最好能做燒臘。 

 

幫廚 
 小學程度。 

 具相關經驗優先。 

 廚房枮板、腌製、炒鑊及廚房一切雜務等。 

 
廚雜 
 小學程度。 

 具相關經驗優先。 

 廚房內清潔及一切雜務等。 

 



堂工 
 小學程度。 

 具相關經驗優先。 

 員工飯堂派餐、清潔、洗碗及員工飯堂一切雜務等。 

 
兼職司機 
 具 3年或以上駕駛 3噸凍櫃車經驗。 

 運送食品到各場館員工飯堂、車務搬運及清洗公司車輛。 

 
倉務助理 
 小學程度。 

 做事有耐性，誠實，隨和，具合作精神。 

 除要在澳門各場館工作外，需經常往返拱北關口為公司提前各類輕便物品文件零配

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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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d Development & Marketing Department 
Graphic Designer 
 Degree/Diploma or above. Degree in graphic design or related disciplines preferred.  

 Minimum 2 years of work experience in graphic design field, advertising firms and/or large 
corporations. 

 Experience in 2D, brand identity, packaging, illustration, print and editorial design, web design and 
multimedia preferred. 

 Proficient in all Adobe applications including Illustrator, InDesign, Photoshop. 

 Assist management in delivering all graphic design jobs supporting brand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initiatives of Grand Lisboa Palace project including owned, leased and partnering sub-
brands. 

 
Public Relations Department 
Manager – Public Relations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Major in Communications or Journalism preferred. 

 Minimum 4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ublic relations, journalism or marketing, with exposure to hospitality, 
gaming, or investor relations. 

 Experiences in hospitality industry or Gaming industry or Asia Pacific cultural and business trends. 

 Experiences in Media practice and landscape in Macau and Hong Kong. 

 Fully assist the Senior Manager in the preparation of PR initiatives, plans, targets and budgets according to 
the Company’s Public Relations strategy for Grand Lisboa Pa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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