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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就業保證班 合作企劃 

一、目的 

 培育本系學生觀光、休閒領域之專業技能，成為未來觀光、休閒業界中堅幹部，並為產業界

培育人才，以期達學術與理論結合，增進產學互動與交流。

二、教育合作對象 

由本委員會或學生選定國內形象良好並具備完善經營制度之觀光與休閒相關領域企業。

三、學生及上課時間 

1.本系進修部學生。

2.進修部上課時間：星期二及星期三

三、實習課程設計 

1.課程名稱：職場體驗(ㄧ)~(二)、觀光休閒實務實習(一)~(三)、觀光休閒產業實習(一)~(三)

2.學分數：每學期三學分，共八學期，計 24 學分

3.必選修：選修

4.實習期間：大學一年級至四年級

5.實習時間：每週四天赴實習單位實習(每日以 8 小時計算)，每星期二、三返校上課

6.實習時數：每週四天*每天 8小時=每個月排班總時數至少為 128 小時；每學期實習為期 6個月

實習時數須達 768 小時(含)以上，以符合本系實習規範。 

寒暑假之排班以公司安排為主。 

7.薪資與保險：

 學生實習期間，全程之保險由廠商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投保薪資額為行政院勞動部之勞動

基準法規定最低薪資以上，其個人負擔部分由學生自行支付；可依月薪上班 16-18 天，每天 8 小

時（含以上），或依時薪 16 天*8 小時*時薪(視廠商而定)。 

四、實習課程作業規劃 

實習前工作事項 實習中輔導與訪視 每學期實習評定 

實習單位推薦、審查 

召開廠商說明會工作會

議(5/28) 

廠商說明會-實習媒合

及分發(6/20) 

與廠商簽訂校外實習合

約書 

實習單位對學生培訓及

輔導 

實習輔導老師對學生訪

視輔導 

學生撰寫實習報告 

輔導老師成績評定 

實習單位成績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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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學生履歷表

基本資料 

姓名：

性別：□男  □女 身分證號：

英文名：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高：       cm 體重：       kg 

通訊地址：

家中電話： 行動電話：

電子郵件：

目前身份： □日間就讀中 □夜間就讀中 □外籍人士 □原住民 【可複選】 

希望待遇(月薪) ： 元 □面議  □依公司規定 

希望休假制度：□不拘 □週休二日 □隔週休 □排班制 □三班制  □依公司規定

目前就業狀態：□工作中(仍在職)  □無工作(待業中) 

工作經驗累計 年

始(年.月) 至(年.月) 職務名稱 公司名稱

目  前

前一個

前二個

其他

最高學歷：□高中(職)以下 □高中(職) □專科□大學 □研究所 □博士 

學校名稱 科系名稱 起 迄

最高學歷 / /

次高學歷 / /

其它學歷 / /

專長

擅長的第二外語：

語言種類 聽 說 讀 寫

1-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2-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3-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4-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精通□中等□略懂

請描述您的方言程度：

方言種類 1 程度 方言種類 2 程度 方言種類 3 程度

已取得的認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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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 

以上電子檔案請參考系網頁：http://www.teach.ltu.edu.tw/Home/Index?gpid=7 

或是考生服務教室(HT107)下載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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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就業保證班 廠商說明會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8:30-09:00 報到 HT108

09:10-09:30 開幕式
HT108 
HT208 

HT108 主持人：林永森主任 
HT208 主持人：黃文雄老師 

09:30-12:00 廠商說明會
HT108 
HT208 

HT108 
主持人：

廠商：詳細如下頁資料。

HT208 
主持人：

廠商：詳細如下頁資料。

12:00-13:00 午餐 HT101、HT101A 

12:00-13:00 
考生服務

履歷表編輯列印
HT107

13:10-14:30 
第一場次

廠商媒合面試活動
HT105、HT106 請參考廠商職缺一覽表。

14:30-14:40 廠商會議 HT105、HT106 

14:40-14:50 公告第一場次錄取名單 觀光地圖前中庭

錄取者：請至 HT101A 及 101 教室套

量系制服，並繳交報明資料。

未錄取者：請參加第二場次廠商媒合面

試活動。

14:50-15:30 
套量紅 T 並繳費 
繳交報名資料

HT101、HT101A 

第一場次未錄取者

14:50-15:30 
第二場次

廠商媒合面試活動
HT105、HT106 請參考廠商職缺一覽表。

15:30-15:40 廠商會議 HT105、HT106 

15:40-15:50 公告第二場次錄取名單 觀光地圖前中庭

錄取者：請至 HT101A 及 101 教室套

量系制服，並繳交報明資料。

未錄取者：請參加 HT108 教室之學生

輔導會議。

15:50-16:30 
套量紅 T 並繳費 
繳交報名資料

HT101、HT101A 

15:50-16:30 學生輔導會議 HT108 
參加對象：兩場次皆未錄取者及全系老

師。

16:30-17:00 廠商說明會後討論會議 HT108 參加對象：廠商及全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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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說明會 地點時程規劃表 

HT108教室 

上午說明會教室 順序 時間 活動流程 下午面試教室 

HT108 

1 09:30-09:45 清新溫泉飯店 

HT105 

2 09:45-10:00 日月千禧酒店 

3 10:00-10:15 星享道酒店 

4 10:15-10:30 文華道會館 

5 10:30-10:45 伯達行旅 BODA 

10:50-11:00 中場休息 

6 11:00-11:15 愛麗絲國際大飯店 

7 11:15-11:30 台中金典酒店 

8 11:30-11:45 全國大飯店 

9 11:45-12:00 非常棧婚宴會館 

※說明時間為 15分鐘(含問與答 5分鐘)，說明時最後五分鐘響鈴一聲，時間到則響鈴兩聲

結束說明，請配合以利流程進行。 

HT208教室 

上午說明會教室 順序 時間 活動流程 下午面試教室 

HT208 

1 09:30-09:45 三元花園韓式餐廳 

HT106

2 09:45-10:00 京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3 10:00-10:15 礽豐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4 10:15-10:30 吉比鮮釀 

5 10:30-10:45 哈根達斯 

10:50-11:00 中場休息 

6 11:00-11:15 雙橡園開發集團 

7 11:15-11:30 神木谷假期大飯店 

8 11:30-11:45 統一谷關渡假村 

9 11:45-12:00 日月潭涵碧樓酒店 

※說明時間為 15分鐘(含問與答 5分鐘)，說明時最後五分鐘響鈴一聲，時間到則響鈴兩聲

結束說明，請配合以利流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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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部就業保證班 廠商職缺一覽表 

企業名稱 部門 工作內容 人數 薪資計算方式 相關福利制度 面試要求/面試方式 面試教室 

清新溫泉飯店 

房務組 

房務員 

1. 客房清潔整理。

2. 房送服務。

3. 備品補充及布巾更換。

4. 公共區域清潔。

3 名 時薪：145 元/時 

1.住宿：□是。  ■否。

2.膳食：

■ 正職當班供餐。(需負擔每月 950 元伙食費)

■ 工讀生當班供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正職依政府機關之休假天數排班輪休，約

8~10 天/月
面試需準備資料： 

█履歷 

█自傳 

█彩色照片 

HT105 

休閒開發組 

三溫暖區服務員 

1.俱樂部櫃檯諮詢服務、相關商品銷售。

2. 三溫暖區設備維護。

3. 備品補充。

4. 湯池及周邊環境清潔整理。

2 名 時薪：145 元/時 

正職員工享有福利如下： 

◎獎金

1.績效獎金

◎福利補助

1.婚喪補助

2.傷病慰問

3.生日禮券

4.端午及中秋節禮券
5.春節節金

◎教育訓練

1.在職訓練

2.通識課程訓練

3.員工餐廳

◎其他

1.員工住房及餐飲折扣

2.員工體檢

3.員工伙食

4.員工制服

5.員工享關係企業內有線

電視及寛頻優惠

6.特休假/婚假/產假/喪

假/公傷假/陪產假/家庭

照顧假/生理假/育嬰假

7.特約廠商消費折扣優惠

日月千禧酒店 房務部 客房清潔、整理 3 145/hrs 

1.住宿：□是。  ■否。

2.膳食：當班日提供兩餐免費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8-10 天

額外提供：勞工安全教育訓練、消防安全教育訓練、新

人訓練…等

兩吋大頭照一張 

填寫公司制式履歷表 
HT105 

星享道酒店 

餐飲部 廚房助理 3 依勞基法 1.住宿：□是。  ■否。

2.膳食：一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月休 8天

額外提供：生日書一本、三節禮品、聖誕禮物交換

HT105 
餐飲部 宴會服務員 1 同上 

餐飲部 自助餐服務員 1 同上 

安管部 安管員 2 同上 

文華道會館 餐飲部 廚房助理 1 依勞基法 

1.住宿：□是。  □否。

2.膳食：一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月休 8天

額外提供：生日書一本、三節禮品、聖誕禮物交換

H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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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部門 工作內容 人數 薪資計算方式 相關福利制度 面試要求/面試方式 面試教室 

伯達行旅 BODA 

櫃檯 

1.旅館內外環境清潔整齊維持。

2.維持旅館營運之貨物補給與搬運。

3.旅館規定基本服裝儀容。

4.旅館營運會議與內部訓練課程出席。

5.消費者要求旅館工作人員協助或搬運

等合理事項任務。

6.協助完成主管交辨事項。

7.接待國內外責賓。

8.工作期間保持微笑。

9.維護各報表。

2 145/H 1.住宿：□是。■否。

2.膳食：自理

3.勞保：■是。□否。

4.健保：■是。□否。

5.團保：■是。□否。

6.休假制度：月体 8天

額外提供：意外險。

自備履歷表、一吋大頭照、

一對一面試 
HT105 

房務 

1.客房之打掃整理

2.客房設備之維護保養

3.維係旅館資產及旅客生命之安全

4.維護環境之整潔具觀

5.旅客遺留物之保管

6. 客用備品之管理

2 145/H 

愛麗絲國際大飯店 

餐飲部餐服組 

1.具有服務熱忱及親和力

2.負責餐飲場所的內外場聯繫、點餐供

餐及桌面環境清潔

3.送客引導.協助賓客需求

4.主管交辦事項

2 NTD.22000/月 

1.住宿：□是。  ■否。

2.膳食：供一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月休 8-9 天

額外提供：制服

1. 自備履歷表。

2. 一對一面試。
HT105 

客房部房務組 

1.飯店房間打掃、清潔、維護。

2.飯店房間備品補充。

3.具有服務熱忱，主動積極者。

4.無經驗但學習態度良好者可。

2 NTD.22000/月 

台中金典酒店 

餐飲服務員 

負責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

作。帶位引導、點餐等服務。客人用餐完

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理環境。維持良

好服務品質及用餐環境。 

6 22,000/月 1.住宿：■是。  □否。

2.膳食：工作時供乙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月休 8-9 天。

額外提供：員工年度健檢、員工旅遊、教育訓練

2 吋照片乙張、一對一面試 HT105 房務員 
體健耐勞、具服務熱忱、客房清理、公共

清潔、洗衣房 
4 22,000/月 

安全員 

飯店區域巡檢。安全防護工作(如:安全管

制、人員進出管制…等)。緊急事故應變處

理、可配合輪班 

2 22,000/月 

客務部 櫃台接待、電話接聽、可配合輪班 2 22,000/月 

全國大飯店 餐飲部-宴會廳 餐服員/餐飲外場服務 5 140/hr(時薪) 

1.住宿：□是。■否。

2.膳食：當班供餐

3.勞保：■是。□否。

4.健保：■是。□否。

5.團保：□是。■否。

6.休假制度：依 case 排班

額外提供：提供員工制服(免費制服清洗)

面試要求:請自備履歷表並

附上大頭照.請穿著正式服

裝 面試方式:一對一主管

現場面試 

H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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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部門 工作內容 人數 薪資計算方式 相關福利制度 面試要求/面試方式 面試教室 

非常棧婚宴會館 外場樓面 提供上菜服務及環境清潔 3 月薪 

1.住宿：□是。  ▓否。

2.膳食：有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8天

額外提供：每月小費小菜獎金、季獎金、年終獎金、定

期員工聚餐、

每年員工旅遊

HT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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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名稱 部門 工作內容 人數 薪資計算方式 相關福利制度 面試要求/面試方式 面試教室 

三元花園韓式餐廳 外場服務員 

1.具有服務熱忱及親和力

2.負責餐飲場所的內外場聯繫、點餐供

餐及桌面環境清潔

3.送客引導.協助賓客需求

4.主管交辦事項

3 

底 薪 $25000+ 全 勤

$1000 

總計=26000 

1.住宿：□是。  ▇否。

2.膳食：供 1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月休 8天

HT106 

京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鯊魚咬土司 
儲備幹部 

兼職人員 

3-5

名
140 元/hr 1.住宿：□是。  Ｖ否。

2.膳食：依店內規定

3.勞保：Ｖ是。  □否。

4.健保：Ｖ是。  □否。

5.團保：Ｖ是。  □否。

6.休假制度： 依實習課程規定

請自備履歷表 HT106 有春茶館 
儲備幹部 

兼職人員 

3-5

名
140 元/hr 

有春冰菓室 
儲備幹部 

兼職人員 

3-5

名
140 元/hr 

礽豐國際餐飲股份有限

公司 

炎香樓 外場/廚房/港點 6 面議 1.住宿：□是。  ▇否。

2.膳食：有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8 天(依造勞基法)

額外提供：業績達成獎金

自備履歷表(需有照片)、一

對一面試 

如有作品或得獎證明可提

供參考 

HT106 

炎香閣 外場/外場/廚房 6 面議 

炎香亭 外場 3 面議 

妃黛美式海鮮 外場/外/廚房 3 面議 

茶吉堂 吧檯/外場/廚房 6 面議 

吉比鮮釀 

內場 

1. 廚藝技巧

2. 工作專業知識

3. 安全及危機處理

5 

時薪 150 元 

(含考核獎金)起 

1.住宿：□是。  ■否。

2.膳食：免費提供當班餐點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輪班排休

額外提供：三節獎金 旅遊津貼 生日禮金

GB 制式履歷表 HT106 

外場 

1. 顧客服務概念

2. 工作專業知識及技能

3. 現金管理&Pos 操作

4. 進階服務技能

5. 客訴危機處理

5 

哈根達斯 台中區各門市 外場服務員 6 
時薪制，依勞基法規

定 

1.住宿：□是。  ■否。

2.膳食：□是。  ■否。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周休二日

額外提供：免費員工制服、員購優惠、教育訓練、每年

健康體檢……等。 

提供本公司工作申請書、面

談時無特殊服裝規定，請化

淡妝勿穿著牛仔褲。 

HT106 

雙橡園開發集團 

大廳行政櫃台 禮賓接待.生活管家服務 2 以時薪計 150 元/時 

1.住宿：□是。  ■否。

2.膳食：午、晚餐員工餐優惠價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如實習生願意加保在公司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月休 8天配合學校課程

HT106 

天立方星空會館 
吧檯調製飲料輕食製作.餐廳外場服務.

宴會廳桌宴桌邊服務 
2 以時薪計 150 元/時 

第 9 頁，共 10 頁



企業名稱 部門 工作內容 人數 薪資計算方式 相關福利制度 面試要求/面試方式 面試教室 

神木谷假期大飯店 

餐廳部 外場工作人員 2 名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1.住宿：■是。  □否。

2.膳食：三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月休 8天(排休)。

HT106 

房務部 房務清潔人員 2 名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統一谷關渡假村 

房務組 
服務人員 

整理房間一切事務及主管交辨事項 

1-2

人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1.住宿：■是 /月扣$300 元。□否。

2.膳食：午、晚餐(免費提供)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 排休制(8-11 天)

額外提供：

1. 有救生員證及語言檢定(ex：英文多益(400 分以上)

或日文檢定 N2 或 N3，均有證証津貼

2. 三節禮金

3. 員工使用溫泉設施免費

撰寫公司制式履歷表 HT106 

餐務組 

服務人員 

1.負責跑單、擺盤、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

工作。

2.負責客人帶位、倒水、點餐等工作。

3.於客人用餐完畢後，負責收拾碗盤與清

理環境。

4.進行簡易餐飲之料理，如：烤土司或調

配飲料等。

5.負責結帳、收銀之工作。

1-2

人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活動組 

服務人員 

1.休閒部門責任區域管理與清潔。

2.湯屋、溫泉池的清滌、整理、打掃。

3.協助活動帶領。

4.DIY 及導覽解說。

1-2

人
依勞基法，基本薪資 

日月潭涵碧樓酒店 

餐飲部 外場人員 5 依勞基法規定 
1.住宿：■是。每月管理費 500 元，水電費另計。

2.膳食：上班時段免費供 2餐(午晚餐)

3.勞保：■是。  □否。

4.健保：■是。  □否。

5.團保：□是。  ■否。

6.休假制度：依就業保證班規定辦理

1.請自備履歷表

2.請準備一或二吋大頭照

一張

3.如有英語或日語檢定證

書或成績單，請準備正本及

影本一份

HT106 客務部 
櫃檯員 

具外語能力者佳 
3 依勞基法規定 

訂房組 
訂房員 

具外語能力者佳 
3 依勞基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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