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 

公司名稱 煙波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 統一編號 12914162 

公司地址 新竹市民生路 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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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宇翔 

電話：03-6116333 

信箱：mpwr@lakeshore.com.tw 

傳真機號碼：03-6121237 

職缺職稱 服務員/組長/領班 職缺部門(單位):西餐廳(經典牛排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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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 應徵期限： 111年 12月 31 日 

需才人數 5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排班制 

工作內容 

 1.熟悉餐飲服務技能 2.執行員工教育訓練 3.確保菜色品質穩

定 4.制定餐廳服務方式與工作流程 .5 維持飯店專業形象提升

企業關係 6.熟悉飯店政策及程序並完成上級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300__）同公司地址 

新竹市民生路 177號 (煙波飯店都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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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32,000 

□ 其他___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法定項目、優於法定項目：產假 60日、家庭照顧假 30日 優惠：

集團關係飯店住宿、餐飲優惠 活動：尾牙或春酒、職工活動 其

它：免費膳食或伙食津貼 、任職滿週年贈住宿券、生日禮券、

員工制服、購屋優待 

備註 
1. 具餐廳相關經驗尤佳 

2. 無經驗可，具備完整教育訓練 

刊登日期 111年 3月 10日～111年 5月 30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1年 3月 8日 

公司名稱 煙波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 統一編號 12914162 

公司地址 新竹市民生路 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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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凱倫 

電話：0979-085234 

信箱：karen_chang@lakeshore.com.tw 

傳真機號碼：03-6121237 

職缺職稱 櫃台專員 職缺部門(單位):客務部(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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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 應徵期限： 111年 12月 31 日 

需才人數 5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排班制 

工作內容 

1.飯店櫃檯接待.出納.諮詢 

2.維持飯店專業形象提升企業關係  

3.熟悉飯店政策及程序並完成上級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300__）同公司地址 

新竹市民生路 177號 (煙波飯店都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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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00-32,000 

□ 其他___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法定項目、優於法定項目：產假 60日、家庭照顧假 30日 優惠：

集團關係飯店住宿、餐飲優惠 活動：尾牙或春酒、職工活動 其

它：免費膳食或伙食津貼 、任職滿週年贈住宿券、生日禮券、

員工制服、購屋優待 

備註 需具備英文或日文簡單溝通能力 

刊登日期 111年 3月 10日～111年 5月 30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 15日 

 



                                                                      

中華大學 

企業徵才資料表 
填表日期 民國  111 年  3 月 8 日 

公司名稱 煙波大飯店股份有限公司民生分公司 統一編號 12914162 

公司地址 新竹市東區民生路 17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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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經理 

電話：03-6120000#5050 

信箱：collin@lakeshore.come.tw 

傳真機號碼：03-6121237 

職缺職稱 房務員/房務辦事員 職缺部門(單位):房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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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日起 應徵期限： 2022年 12月 31日 

需才人數 5人 

需才學歷 ■大學 □碩士 □其他__________ 

工作時間 09:00~17:30 

工作內容 

【房務員】 

1.客房清潔保養； 

2.樓層公區清潔保養； 

3.備品室清潔維護。 

【房務辦事員】 

1.負責部門行政文書作業，需具備電腦操作能力。  

2.辦公室電話接聽、訊息傳達及紀錄。  

3.機動性支援客房清理。  

4.其它主管交辦事項。 

工作地點 
（郵遞區號__300__）同公司地址 

新竹市民生路 177號 (煙波飯店都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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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8,000-32,000 

□ 其他__________ □時薪：__________(工讀) 

員工福利 

法定項目、優於法定項目：產假 60日、家庭照顧假 30日 優惠：

集團關係飯店住宿、餐飲優惠 活動：尾牙或春酒、職工活動 其

它：免費膳食或伙食津貼 、任職滿週年贈住宿券、生日禮券、



                                                                      

員工制服、購屋優待 

備註  

刊登日期 111年 3月 10日～111年 5月 30日 
未填寫起訖日期者

一律刊登 15日 

 

本表填妥後轉成 pdf檔案請 mail至 chu_career@g.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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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18-6150謝小姐 6151 林小姐 

mailto:chu_career@g.ch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