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國際銀行-職位申請表 第 1 頁共 3 頁

職 位 申 請 表

1. 應聘職位

申請職位： 要求薪金：

過往曾向本行申請職位：

可上班時間：

你是從哪一渠道得悉本行需要招聘人員？

□ 報章廣告 □ 本行網頁 □ 朋友介紹 □ 校園招聘 □ 其他(  ) 

2. 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外文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出生地： 國籍：

身份證號碼： 婚姻狀況：□ 未婚  □ 已婚  □ 分居  □ 離婚  □ 寡婦/鰥夫 

住址：

住宅電話： 電郵地址：

手提電話：

緊急事故聯絡人： 電話： 關係：

3. 家庭成員狀況 (直系親屬、同住者以及在本行任職的親屬必須填寫)

姓名 關係 年齡 職業 工作機構/就讀院校 

有否親屬在本行工作？    (有/否)   

姓名 關係

近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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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歷 (從最高學歷開始填寫) 

月 / 年 
院校 主修 學歷 

自 至 

     

     

     

     

認可專業資格： 

 

5. 個人專長及語言 

詳述個人具有之特長 (例如：電腦軟件使用) 

 

興趣： 

請指出：    優         良         常         可         劣 

語言 閱讀 會話 聽 書寫 

廣東話     

普通話     

英語     

其他語言（          ）     

 

6. 任職履歷 (按受僱用日期順序列出) 

月 / 年 
工作單位 

職位 薪金 
離職原因 

自 至 入職 離職 入職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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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諮詢人 

姓名 職業 通訊地址 聯絡電話 

    

    

    

 

8. 申報 

閣下過去是否因工作能力或行為不合僱主要求而

被解僱或勸退？ 
□ 否 □ 是，原因： 

閣下過去曾否因觸犯刑事罪行而被法院判罪？ □ 否 □ 是，原因： 

 

9. 簽署 

本人謹聲明申請表內所填報資料全屬事實，如有隱瞞或虛報，若在到職後始被查証核實，則本人甘願

接受立即解僱。 

簽名(按證件):  日期：      年    月    日 

註：請隨表提供履歷，以及身份證明文件、學歷、成績單、工作證明、專業資格證書、工作證明等副

本。寄送地址：澳門蘇亞利斯博士大馬路 47 號澳門國際銀行人力資源部收或電郵至

hrdept@lusobank.com.mo。(如經電子郵件遞交，申請人需清楚了解網絡傳遞信息存在的風險)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本行收集的應徵者資料將予保密，只用作評估應徵者是否適合擔任所申請的職位，以及在應徵者獲聘

用時，用作計算初步的薪酬及福利。應徵者如不提供申請表的資料，可能會影響申請的處理效率及結

果。如應徵者 30 日內沒有接到本行通知，則可認為本次應徵沒有成功。本行會保留暫未合適者的個

人資料一年以作日後招聘之用。應徵者可以書面方式向本行提出申請，查閱及修改應徵資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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