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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型公众招聘日”将举行
活动持续3天，提供逾3000个职位，需网上预约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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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澳门劳工局消息，澳门劳工局
一直关注澳门居民就业情况，为顺
应近期就业环境的变化，协助求职居
民尽快就业，澳门劳工局与工联总会
（以下简称“合办方”）联合举办“大型
公众招聘日”，活动定于4月22日至
24日举行，为方便居民参与，此次活
动分别在澳门关闸广场工人体育馆A
馆及澳门威尼斯人金光会展设有场
馆，有意求职的澳门居民均可到场参
与招聘活动。

3天展期两个展区
提供超过3000个职位空缺

首日招聘活动将在澳门威尼斯人
金光会展举行，随后两天会增加澳门
关闸工人体育馆A馆展区，即23日和
24日两个展区将同时开放，方便有需
要的澳门居民前往不同展区参加招聘
活动。此次参与招聘的企业及机构超
过80家，涵盖零售、酒店、餐饮、银行、
保安清洁、社会服务等多个行业，提供
超过3000个职位空缺。

场内设多个展示区
提供各种就业信息和服务

据介绍，澳门金光会展场馆内将
设“就业支持服务区”“招聘空缺展示
区”“面试等候区”及“企业面试区”。
在“就业支持服务区”内，会展人员将
按时段讲解行业概况及相应职业素养
要求，并提供就业辅导及情绪纾解服
务，协助居民了解就业市场新形势和
做好面试准备。在“招聘空缺展示区”
内，会展人员将按行业展示当日招聘
企业的相关空缺资讯，让求职者在接
待柜台登记心仪应聘岗位，成功登记
后收到附有面试号的短信，即可到“面
试等候区”等候，待叫号依序在“企业
面试区”参加面试。

需网上预约凭短信签到入场
两个展场间有接驳交通安排

为配合防疫工作，活动将采取预
约方式安排参加者入场，有意求职的
澳门居民，预约时间从4月21日至24
日下午4时止，凭“一户通”个人账号，

登入此项活动专页进行网上预约入场
时间。成功预约人士可获发出入场短
信，凭短信签到入场，面试需携带澳门
居民身份证及个人履历等文件，为保
证活动流程顺畅进行，请参加者按预
约时间入场。

据了解，现场只备少量名额，可提
供当场登记人士入场，但繁忙时段登

记人士需轮流等候进场，建议提前进
行网上预约。澳门劳工局表示，活动
期间，两个展区间将安排免费点对点
接驳巴士，若自行驾车到金光会展
场，可免费停泊于澳门威尼斯人会展
D区。

澳门劳工局提醒，参加人员必须
严格遵守卫生局的各项防疫措施，包

括进场前监测体温、出示健康码及扫
描场所码、全程佩戴口罩以及与其他
参加者保持距离。

澳门劳工局表示，他们将会持续
关注澳门就业市场的发展，并根据实
际情况，为有求职需要的居民提供就
业支持并举办配对会，积极协助澳门
居民就业。

据澳门教青局消息，为鼓励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协助推动家长教育工
作，以及推动企业参与非高等教育职
业技术教育发展，澳门教育及青年发
展局鼓励学校与企业加强有关合作。

在社会文化司司长欧阳瑜、中央
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
公室副主任严植婵、美高梅金殿超濠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高梅”）
总裁、首席战略及财务官冯小峰的见
证下，澳门教青局局长龚志明和美高
梅人力资源执行副总裁余婉莹于19
日签订了家长教育合作意向书。此
后，教青局将与美高梅共同制订家长

教育员工培训计划，积极推动家长
教育工作，协助开展各类家长教育
及亲子教育活动，从员工培训层面
强化家庭教育功能，协助员工构建
幸福家庭。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职业技术
教育课程的校企合作，当日美高梅
与澳门工会联合总会签订校企合作
意向书，为澳门工联职业技术中学
拓展新的教育合作。今后，美高梅
将为澳门工联职业技术中学的资讯
科技、特色金融等课程学生，提供实
习和就业机会等，共同培育澳门职
业技术人才。

澳门教青局、工联总会分别与企业签订合作意向书

推动家长教育工作及职业技术教育发展

据澳门大学消息，澳门大学中华
医药研究院副院长李铭源撰写的一篇
《全球卫生系统与中国合作的重要：粤
港澳大湾区作为与中国在国际卫生事
务上合作的新枢纽》学术论文，获国际
期刊《东游·中葡国别研究》刊登。

李铭源在研究中指出，中医药产
业对大湾区的经济发展以及澳门的
经济适度多元化均起着重要的作
用。今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在药
监局、卫生局设立了中医服务发展
厅，这为澳门中医药产品的发展扩展
到 大 湾 区 以 及 海 外 市 场 提 供 机
遇。近年来，澳门在中医药研究领域
的发展以及其作为中葡合作的枢纽，
更展示了中医药在全球发展和普及
的潜力。

澳大中华医药研究院院长兼中药

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代主任陈新
表示，澳大中华医药研究院在澳门成
立20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医药
国际化尤其是中葡的科研合作与交
流。在2021年联同中国中医科学院、
巴西圣保罗大学等多国专家在澳门注
册成立“一带一路”及葡语系国家天然
药物创新联盟。未来，澳大中华医药
研究院将继续致力于中葡在医药、生
物科技等领域的学术合作与交流，促
进中医药走向世界，推动中医药产业
的发展。

据介绍，获国际期刊刊登的论文
缘起于李铭源应邀参加新丝路协进会
在葡萄牙及线上举行的“健康新丝路”
会议时发表了演说，与会人员有葡萄
牙、内地和澳门的学者、医疗卫生领域
的专家等。

澳大研究获国际期刊刊登
研究指出中医药产业对大湾区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据澳门理工大学消息，为加深学
员认识粤剧艺术的发展以及与澳门
的渊源，澳门理工大学长者书院日前
组织学员到市政署画廊参观“粤韵悠
长”粤剧艺术展。长者书院旨在通过
展出的珍贵图片、模型以及多媒体互
动方式，让学员加深认识粤剧文化与
艺术。

展览上，学员除了欣赏到珍贵的
展品，包括粤剧戏服、乐器及面谱等，
还可通过导游讲解的“瑰宝探源”“梨
园澳踪”“粉墨登场”及“粤韵童音”四
个部分，从粤剧起源、演出场地变迁、
服饰造型、唱腔做手及名伶事迹等多

方面进行了解，让学员对粤剧艺术的
发展有更深入的认识。学员在现场还
通过多媒体互动装置及模型，了解到
粤剧发展与澳门的渊源。

澳门理工大学长者学员表示，在
展览上看到过去熟悉的澳门戏院及粤
剧名伶的照片，再配合导游的讲解，更
加勾起学员的回忆，并引起他们的热
烈回响与讨论。

澳门理工大学长者书院表示，他们
一直鼓励学员积极融入社会，丰富知识
和生活，通过此次艺术展，以轻松生动
的形式，让学员对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
之一的粤剧有更深入的认识。

据澳门文化局消息，为增进澳门
影视业界在影视发行及推广方面的专
业知识，澳门文化局将于4月27日下
午3时30分在澳门文创综合服务中
心举行电影网络发行讲座，邀请内地
及澳门的电影业界代表就电影网络发
行现况进行对话交流。公众可于活动
当日通过澳门文创网Facebook专页
同步观看直播。

随着澳门影视作品渐受关注，
如何推动影视产业稳步发展及为影
视作品开拓市场成为其中一个重要
议题。为此，澳门文化局举办电影
网络发行讲座，邀请深圳鲲鹏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代表熊鹏、1220
电影制作有限公司创办人钟楚乔，
以及飞梦映画有限公司导演劳嘉
濠，分享目前内地影视网络发行平
台的发展情况，以及影视作品走入

市场的途径。
据了解，讲座以普通话和粤语

形式进行，现场不设传译，有兴趣
的澳门市民可自即日起通过澳门
文化局网上活动报名系统报名，已
获录取的公众可于活动当日前往
澳门美副将大马路 48 号万基工业
大厦六楼澳门文创综合服务中心
参与现场讨论，此次活动将以线上
及线下同步的形式进行，市民也可
以登录澳门文创网 Facebook 专页
观看直播。

澳门文化局表示，为配合特区
政府防疫工作，线下及现场参与活
动的市民必须佩戴自备口罩、接受
体温探测，扫描行程记录的场所二
维码及出示健康码，保持适当社交
距离，并配合有关防疫及现场的人
流措施安排。

电影网络发行讲座4月27日举办
活动将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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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长者感受粤剧文化魅力
澳门理工大学长者书院组织参观粤剧艺术展

长者参观粤
剧艺术展。

澳门理工大
学供图

La Petite Pause皮尔特小馆在澳门
旅游局推出的论区行赏步行路线《历史足
迹·尽在城区》中的澳门福隆新街，那里手信
店、食肆林立，是旅客的必访景点之一。店
主选址于澳门福隆新街42号地下，是为了
让游人能在城市烦嚣中寻一处宁静的角落，
歇息一下。

餐厅楼高两层，以法式餐点为主，与由
老宅改装成的建筑形成微妙反差。店主夫
妻二人在巴黎居住超过20年，其间店主先
后获得5项当地政府认证的甜品领域技术
认可，包括朱古力、糖果、酥皮、面包及甜品，
并于当地开设面包店。经历了顺境与逆境，
最终这对夫妻选择返回澳们，把在法国积累
的经验，全力灌注于澳门经营的咖啡店中。

店主妻子之前在巴黎一直从事艺术创
作工作，店内无论装修、餐具、摆设也体现了
她对美学的独到想法和追求。例如，挂在厅
中的吊灯，就是她用回收物亲自DIY的，给
朴实的装饰品添上华丽，与店中的甜点彷佛
在互相呼应，平易近人却不失亮丽精致。

杂菜炖羊肉配法棍

以大量杂菜熬煮而成，萝卜与西红柿于
高汤中煮透，成为健康与自然甜味的来源。
羊肉经慢煮超过12小时，软嫩入味，令人回
味无穷。

洋葱汤汁汉堡扒多士

芝麻多士由店家自制，松软有弹韧，汉
堡扒用美国牛肉手打而成，扎实中带有细致
的口感。配合饱满丰盛的炒蛋以及洋葱汤
制作的酱汁，洋葱经焦糖化后溢出风味糖
分，增加一份缠绵的香甜感。

火腿蛋芝士法国可丽饼

店主的创意是把法国的美食可丽饼来
个大改造！这个奇妙想法颠覆了固有的美
食造型，配合着芝士及火腿，法国可丽饼卷
成一个甜甜圈形状的小窝，让水波蛋有空间
藏身。吃前搅动一下这个以65度水温孕育
而成的完美蛋，蛋汁将一触即发地回流到可
丽饼中，吸引着你的味蕾。

伯爵茶慕斯蛋糕

蛋糕选用了法国总统府也采用的伯爵
茶品牌，香甜的苹果肉中闪现出伯爵茶的
甘香回韵，让蛋糕的味道层次更丰富。

装修风格独特 菜式健康自然

在复古的咖啡馆里品味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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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Petite Pause皮尔特小馆店内装饰。

洋葱汤汁汉堡扒多士。杂菜炖羊肉配法棍。
澳门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