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格編號：MUR/F/003-R1 1/4 28/02/2020 

職位申請表 

第一部分：申請職位資料 

1) 職位申請編號：  

2) 申請職位名稱：  

第二部分：申請人之個人資料 

3) 稱謂：       先生      女士 

4) 中文姓名：  

5) 英文姓名：  

6) 出生日期（日/月/年）：   7) 國籍：  

8) 證件類別：  9) 證件編號：  

10) 住址：  

11) 手提號碼：（將作為職位申請聯絡用途）  

12) 電郵地址：（將作為職位申請聯絡用途）  

第三部分：能操語言 

 書寫程度 言談程度 

13) 第一語言：    

14) 第二語言：     

   

   

   

第四部分：學歷（請由最高學歷程度開始依次列出） 

15) 所得資格/文憑/學位： 16) 修讀專業： 17) 頒授年份： 18) 院校名稱及其所在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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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專業資格（請由最近的專業資格開始依次列出） 

19) 專業名銜： 20) 認可程度/ 資格： 21) 頒授年份：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 

  

 

  

  

 

  

  

 

  

  

 

  

  

 

  

第六部分：工作經驗（請由目前或最近從事的工作開始依次列出） 

23) 日期 

（月/年）：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

稱及其所在地：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 26) 每月薪

金(澳門

元) 

27) 全職 /

兼職 

由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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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 

 

 

 

 

 

 

第八部分：個人聲明 

28)  犯罪紀錄 

本人在澳門或澳門以外地區沒有任何犯罪紀錄（輕微違反紀錄除外：如超速、衝紅

燈、違泊等行為）。 

本人在澳門或澳門以外地區曾有犯罪紀錄（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9)  紀律處分 

本人在以往的工作機構沒有受過紀律處分。 

本人在以往的工作機構曾受紀律處分（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0)  本人特此聲明上述資料正確無訛。本人明白任何虛報資料將有可能導致本人被解 

僱。 本人同意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就第六部分向所述機構諮詢作為此次申請

之參考。 

第九部分：可履任日期 

31) 日期(日/月/年):  

第十部分：要求待遇 

32)  每月薪金: 澳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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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注意事項 

1. 申請者有責任填寫此申請表上所有項目。若未能提供完整資料可能會影響申請之處

理及結果。本申請表須以正楷填寫。 

2. 請附上履歷、學歷證明及近照等，電郵至 hroffice@mur.com.mo。  

3. 申請者所填報的身份證號碼將用作員工招聘時的身份鑒別用途。 

4. 遞交此申請表後，如需查閱/更改資料，可另致函予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部(請註明職位申請編號)。 

5. 如申請者不獲取錄，澳門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將保留申請者個人資料不多於三

年。其後此申請表及所附文件將從檔案中移除。 

6. 所有申請資料將絕對保密，並僅用於招聘事宜。 

 

 申請人簽署： 

 

 

 

＿＿＿＿＿＿＿＿＿＿＿ 

日期：        

 

 

 

mailto:hroffice@mur.com.mo

	1 職位申請編號: 
	10 住址: 
	14 第二語言: 
	18 院校名稱及其所在地: 
	20 認可程度 資格: 
	21 頒授年份: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 
	由: 
	至: 
	4 中文姓名: 
	5 英文姓名: 
	6 出生日期: 
	7 國籍: 
	8 證件類別: 
	9 證件編號: 
	11 手提號碼: 
	12 電郵地址: 
	13 第一語言: 
	14 第二語言1: 
	14 第二語言2: 
	14 第二語言3: 
	15 所得資格文憑學位: 
	16 修讀專業: 
	17 頒授年份: 
	17 頒授年份1: 
	17 頒授年份2: 
	17 頒授年份3: 
	18 院校名稱及其所在地1: 
	18 院校名稱及其所在地2: 
	18 院校名稱及其所在地3: 
	19 專業名銜2: 
	19 專業名銜3: 
	19 專業名銜4: 
	20 認可程度 資格1: 
	20 認可程度 資格2: 
	20 認可程度 資格3: 
	20 認可程度 資格4: 
	21 頒授年份1: 
	21 頒授年份2: 
	21 頒授年份3: 
	21 頒授年份4: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1: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2: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3: 
	22 學會專業機構名稱4: 
	由1: 
	至1: 
	由2: 
	至2: 
	由3: 
	至3: 
	由4: 
	至4: 
	由5: 
	至5: 
	由6: 
	至6: 
	由7: 
	至7: 
	由8: 
	至8: 
	由9: 
	至9: 
	由10: 
	至10: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1: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2: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3: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4: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5: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6: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7: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8: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9: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10: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1: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2: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3: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4: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5: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6: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7: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8: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9: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10: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2: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3: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4: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5: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6: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7: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8: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9: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10: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1: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2: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3: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4: 
	第七部分 有助此申請的其他資料5: 
	28 犯罪紀錄: 
	28 犯罪紀錄1: 
	29 紀律處分: 
	29 紀律處分1: 
	31 日期: 
	32 每月薪金: 
	申請人簽署: 
	日期: 
	Combo Box1: [-]
	Combo Box2: [-]
	Combo Box3: [-]
	Combo Box4: [-]
	Combo Box: [-]
	Combo Box5: [-]
	Combo Box6: [-]
	Combo Box7: [-]
	Combo Box8: [-]
	Combo Box9: [-]
	Combo Box10: [-]
	Combo Box11: [-]
	Combo Box12: [-]
	Combo Box13: [-]
	Combo Box14: [-]
	Combo Box15: [-]
	Combo Box16: [-]
	Combo Box17: [-]
	Combo Box18: [-]
	Combo Box19: [-]
	Combo Box20: [-]
	聲明: Off
	紀律: Off
	紀律1: Off
	紀錄: Off
	紀錄1: Off
	先生: Off
	女士: Off
	15 所得資格文憑學位2: 
	15 所得資格文憑學位4: 
	16 修讀專業2: 
	16 修讀專業4: 
	15 所得資格文憑學位6: 
	16 修讀專業6: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a: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b: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c: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d: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e: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f: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g: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h: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i: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j: 
	24 工作機構僱主名稱及其所在地_k: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a: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b: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c: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d: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e: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f: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g: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h: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i: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j: 
	25 職位及工作性質_k: 
	2 申請職位名稱: 
	19 專業名銜1: 
	19 專業名銜: 
	26 每月薪金澳門元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