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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韓國濟州．君悅酒店 正職菁英 招募專案 

(Grand Hyatt Jeju．Dream Tower)  

 
                                                                                                                               2023/2/15 
 

招聘機構： 

Grand Hyatt Jeju．Dream Tower (濟州 君悅酒店) 

濟州 君悅酒店 位於 濟州島市中心 的天城渡假區內 (Dream Tower)，是亞太區君悅集團中最

大的酒店，擁有 1,600間客房、14 間餐廳和酒吧、2 間水療中心、8 間宴會及會議廳，以及

全濟州最大的戶外露台 與 無邊際泳池。 

酒店屬於濟州天城，其所在的雙子星大樓是濟州島最高建築，濟州新地標，由韓國樂天集團

投資，地上共 38 層，集 Grand Hyatt 酒店、Han Collection 購物街、美食餐廳、水療中心於

一身，底層是最新開幕大型博弈場。 

 
 

主辦人力資源公司 :  

New Life Consultancy Pte Ltd. (新生顧問有限公司, 執照 21C0662)  

New Life 受 Grand Hyatt Jeju 委任招募國際菁英，是位於新加坡的專業人力資源、及商業資

訊 國際型服務公司，業務涵蓋新加坡、韓國、中國、及東南亞各國的跨國招聘、人事外包、

人力資源管理。顧問團隊來自全球，擁有資深的人事管理及跨國招聘經驗，致力為企業提供 

定制化的高級人才搜索和商業資訊服務。 

 
 

台灣聯繫單位： 

知識遊學顧問有限公司 Knowledge Consulting, Inc.(統一編號: 28827050) 

2007 年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導成立，主推產學合作並在 2008 年獲得

「傑出創新企業獎」。本公司為教育部審約通過之留學業者，經勞動部核准從事海外就業服

務(私業許字第 2764 號)，並獲勞動部評鑑最高等級 A 級。我們的業務包括: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寒暑期海外研習、台灣 10 餘所大專院校 海外實習(新加坡、日本、韓國)、海外遊留學代辦。 

 
 

專案特色： 

1. 年薪 韓元$ 3 千萬 (月薪 約台幣$ 67,000, 匯率: 0.027) 

2. 由 Hyatt 辦理 南韓工作簽證 並負擔 簽證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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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yatt 提供 台灣~濟州單程機票 (赴韓履新) 

4. 無需仲介費 

 

專案規劃： 

招聘職缺 1. Front Office  大廳前台人員 

2. F&B Servant  餐飲服務人員 

3. Housekeeping  房務人員 

4. Recreation  休閒設施服務人員 (健身房, 游泳池等) 

申請條件 1. 年齡 :   21~40 歲 

2. 性別 :   不限 

3. 學歷&經歷:    

- 限 飯店、餐飲、觀光、休閒相關科系 

- 大學畢業 +  1 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依所申請職缺)  

- 若無大學畢業，則需 5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 若無相關經驗，則需 上述系所碩士文憑  

4. 語言 :   中文、基本英文溝通 (可不需韓語) 

5. 其他科系、或 無上述條件者 : 

- 只可申請 F&B 餐飲服務人員 

- 需 TOPIK Level 2 證書 (2 年內所考，仍在效期內之證書) 

※  以上依 南韓工作簽證 及 雇主最新規定為準 

工作期限 1. 工作合約一年 (可視簽證效期延長) 

2. 到職日期 :  預計 2023.6 月，視簽證辦理進度 

工作職務 1. 依所申請職缺 

2. F&B 餐飲服務員 :   

由 Hyatt 指派/輪調餐廳，包括飯店內餐廳、Dream Tower 內餐廳、賭場餐廳 

3. 輪班、輪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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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福利 1. 提供 台灣 ~ 濟州單程機票 (赴韓履新) 

2. 年薪 韓元$ 3000 萬 (月薪 約台幣$ 67,000, 匯率 0.027) 

- 其他科系、或 無上述學經歷者 :   年薪 韓元 $2500 萬 (月薪 約台幣$ 56,000) 

3. 每周工時 40，加班另計 

4. 周休 1~2 日，年假視服務月數(滿一個月一天) ，全年 15 天國定假日 

5. 供工作餐，政府法定保險(含醫療) 

6. 供宿舍 (2 人房) 

7. 員工折扣 (餐廳 20% off、HAN 購物街 10% off) 

8. 交通補助 

9. 全球 Hyatt  12 晚免費住房及折扣 

10. 全球 Hyatt  親友住房折扣 

11. 可轉調 全球 Hyatt  (年資 2 年) 

12. 教育訓練 (新人入職、部門培訓、調酒/咖啡培訓、韓語培訓、公司文化) 

13. 員工餐聚、團建、生日會、下午茶 

14. 年終獎金及績效獎金 (視公司獲利)  

※ 以上依雇主、南韓勞動法令最新公布為準 

住宿安排 1. 免費員工宿舍 (2 人房) 

2. 員工需負擔 :  水電網瓦斯費、宿舍維護費 (每月約台幣$2,000) 

※ 以上依雇主最新公布為準 

申請費用  1. 簽約金：台幣$ 3,000 (含就業登記、諮詢)   –報名時繳交 

2. 無需仲介費 

其他開銷 1. 雇主為員工投保醫療保險，雇主及員工各有負擔金額，員工並需繳所得稅、

國民年金、產災保險等，實際金額依當月收入比例計算，並由雇主自薪資扣

繳，每月預估 共約月薪 10% 

2. 回程機票自理 

3. 個人生活開銷 

※ 以上規定均以雇主、南韓勞動法令最新公布為準 

簽證辦理 1. 由 Hyatt 辦理 南韓工作簽證 (E-7-1 或 E-7-2)，並負擔簽證及文件費用 (在韓) 

2. 錄取後，Hyatt 將通知人員準備 辦簽所需文件(工作經驗證明、學歷證書等)及

後續程序 

3. 人員需自行準備文件，按時寄交韓國，並自理 文件公證費及相關費用 (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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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 報名：  2023. 3/15 前 

➢ 面試 :   由 Hyatt 以英語進行，預計 2023. 3 月下旬  

➢ 工作簽證申請： Hyatt另行通知 人員應備文件 

➢ 人員在台備妥簽證文件，依規定寄交韓國 

➢ 工作簽證核準後，人員在台領取簽證 (憑簽證核准號) 

➢ 航班訂位、機票購買 

➢ 行前說明 

➢ 出發 :  預計 2023.6 月  

➢ 宿舍報到、體檢、銀行開戶、辦理外國人登錄證等 

※ 面試日期、地點將另行通知 

協助項目 New Life Consultancy Pte Ltd : 

面試安排、抵達後協助 (在韓體檢、銀行開戶、辦理外國人登錄證等說明)、後續

輔導諮詢  

知識遊學顧問公司： 

詳實說明專案內容及規定、代辦申請/諮詢/文件潤修、協助與主辦單位溝通連繫 

退費規定 1. 簽約金： 

面試未通過可退，其他情形不退費，例如取消申請、簽證未過、提前回台等 

2. 簽證文件相關費用 (在台) : 

人員需自理簽證文件，包括工作經驗證明、學歷證明、護照等 (依 Hyatt 規

定)，並自理文件公證等相關衍生費用，退費依各機構規定辦理 

提前離職 工作合約效期一年 (可視簽證效期延長) 

若到職 90 天內離職，需付 違約金 韓元$300萬  

(需於離韓前繳清至主辦單位 New Life Consultancy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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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韓國文化極重儀容，人員遞交申請文件時請提供最佳相片 (務必帶笑容、化

妝)，以利被選上面試。面試時必需化妝、著正裝或白襯衫(褲裝裙裝均可)。 

2. 入境後，前往宿舍報到、體檢、銀行開戶、辦理外國人登陸等相關事項，需等

出發前 由雇主公告細節。 

3. 開工日期預計 2023.6月，亦可能略提早或延後，將視簽證辦理進度調整。 

4. 同單位內工作由主管指派、輪派，一切依雇主工作合約為準。 

5. 在韓國工作請遵守雇主及南韓政府法規，若有疑問，可詢問雇主人事部門 或

諮詢 New Life Consultancy Pte Ltd。 

6. 本專案若有無法預知及掌控因素，主辦單位將視情況保有調整權力。 

 

Covid-19疫情注意事項 (包括其他不可抗力、未能預知情況) : 

 

1. 韓國自 2022.10/1 起，取消台灣旅客入境 24小時內實施 PCR 措施。 

2. 入境後確診為陽性者，仍須接受為期 7 日隔離措施，費用自理。 

3. 韓國政府和台灣政府防疫規定不同，請務必遵守雇主及韓國政府最新規定。 

4. 若有未能預期及不可抗力情事，在合理、合法情形下，雇主可能降薪、放無薪假、或裁員，

一切依雇主工作合約及南韓政府法規為準。 

5. 任何情況下 (包括疫情)，提前離職及退費規定均同本專案規定。 

6. 任何情況離職，都需依雇主離職規定辦理，請務必注意離職通知期 (未滿通知期，雇主將

扣離職通知期薪資)。 

7. 一切依雇主及南韓政府最新規定為準。 

 
 

聲明： 

我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以上韓國正職菁英招募專案內容；我同意參加此專案，接受並遵守以上

規定、主辦單位及雇主規範、及南韓政府法規。 

 

姓名(正楷)：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