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09  年 3  月 25  日 

公司名稱 
台灣三井不動產飯店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0882751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26F 

公司產業別 旅館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王偲宇 

電話：02-2361-5631 

      分機328 

信箱：sy-wang@tw-mf.com 

傳真機號碼：02-2361-5632 

職缺職稱 櫃台接待人員 職缺部門(單位):客務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年   月   日 應徵期限： 2020 年  7 月 31  日 

需才人數 不限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專科以上______ 

工作時間 日班/晚班/大夜班/假日班，需輪班 

工作內容 
1. 住房、退房手續辦理。2. 預約訂房、客房安排相關作業。
3. 電話接應、迎賓接待等各類引導。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號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3,000 

□ 其他___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1.年終獎金  2.三節禮金   3.勞、健保   4.團體保險    

5.海外旅平險  6.員工旅遊   7.社內活動   8.慶生會       

9.伙食費  10.順暢的升遷管道  11.創社紀念日  

12.優於勞基法的特休 

備註 

語文條件-須具備日文或英文溝通能力。 

日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刊登日期 2020年3月26日～2020年7月31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15日 

公司名稱 
台灣三井不動產飯店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0882751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26F 

公司產業別 旅館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王偲宇 

電話：02-2361-5631 

      分機328 

信箱：sy-wang@tw-mf.com 

傳真機號碼：02-2361-5632 

職缺職稱 訂房專員 職缺部門(單位):營銷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年   月   日 應徵期限： 2020 年  7 月 31  日 

需才人數 不限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專科以上______ 

工作時間 日班/晚班/假日班，需輪班 

工作內容 

1. 處理電話、e-mail等預約訂房之業務。 2. 客戶資料管理

及諮詢接洽(如訂房之詢問、客訴與要求對應等)。 3. 客房安

排及協調相關事宜。 4. 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號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3,000 

□ 其他___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1.年終獎金  2.三節禮金   3.勞、健保   4.團體保險    

5.海外旅平險  6.員工旅遊   7.社內活動   8.慶生會       

9.伙食費  10.順暢的升遷管道  11.創社紀念日  

12.優於勞基法的特休 

備註 

語文條件-須具備日文或英文溝通能力。 

日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英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刊登日期 2020年3月26日～2020年7月31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15日 

 

 

公司名稱 
台灣三井不動產飯店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 50882751 

公司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66號26F 

公司產業別 旅館業 

公司現有員工數 □1-10人 □11-30人□31-50人□51-100人□100人以上 

聯絡人資料 

姓名：王偲宇 

電話：02-2361-5631 

      分機328 

信箱：sy-wang@tw-mf.com 

傳真機號碼：02-2361-5632 

職缺職稱 行政人員 職缺部門(單位):行政服務 

需才系別 
□工學院□建築學院□資訊學院□人文學院□觀光學院□管理

學院□ 不限□指定科系__________ 

需才日期    年   月   日 應徵期限： 2020 年  7 月 31  日 

需才人數 1~2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專科以上______ 

工作時間 日班/假日班，需排班 

工作內容 

1.一般財會帳務處理、前端應收應付作業、現金及其他收款確

認。 2.發票、單據審核、帳務紀錄及每月例行報表製作。 

3.出勤確認、總務庶務工作及活動支援。4.飯店及辦公室備品

管理、採購與驗收。5.其他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__）□同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三段30號  

工作性質 □1.兼職(長/短期) □2.全職 □3.其他：____________ 

薪資待遇 
□ 22,000-25,000  □ 25,000-28,000  □ 28,000-33,000 

□ 其他__28,000元以上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1.年終獎金  2.三節禮金   3.勞、健保   4.團體保險    

5.海外旅平險  6.員工旅遊   7.社內活動   8.慶生會       

9.伙食費  10.順暢的升遷管道  11.創社紀念日  

12.優於勞基法的特休 

備註 
語文條件-須具備日文溝通能力。 

日文 -- 聽 /中等、說 /中等、讀 /中等、寫 /中等 



                                                                      

刊登日期 2020年3月26日～2020年7月31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15日 

 

 

本表填妥後請 mail至 emma@chu.edu.tw 或傳真至03-5372586 

其他相關事宜請洽 學務處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組  聯絡電話：03-5186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