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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目的 
有感於年輕學子於就學期間須背負龐大就學貸款，甚至面臨畢業即失業的窘況，捷利國際餐
飲集團(下稱本公司)本著企業社會責任的精神，同時響應教育部鼓勵高中職畢業先就業，本
公司藉由自身經營的餐飲連鎖事業，推出-「利」挺「年輕」職場與升學-雙夢實作計劃（下稱本
計劃），其目的在於提供年輕學子，透過職場實際洗禮，確認自己的生涯規劃方向與夢想標
的，經過深思與驗證後可繼續就業或選擇升學，而非畢業即升學，不知而為；而教育單位更
可善用此平台，幫助年輕學子除去背負助學貸款壓力，能自食其力邊升學邊工作，不與職場
脫離，享有畢業即就業的保障。 
 

二、 計畫大綱 
（一）適用對象 
須符合以下三項原則： 
1.全國 105學年度各高中職應屆畢業生(不限科系)。 
2.對於服務有熱誠，對餐飲業有濃厚興趣且願意長期在餐飲業發展之畢業生。 
3.畢業生須配合在捷利集團旗下各品牌各區各分店任職、接受公司完整培訓。 
 

（二）內容說明 
預計提供未來 2年高標準待遇，再加上 4年的職場升大學實作基金，遴選全台高中職應屆畢
業生進入國際連鎖餐飲管理市場以實作完成「就業」與「升大學」的雙夢想實現計畫。 
 

「利」挺「年輕」 成就人生 
經學校推薦高中職應屆畢業生，參加本公司舉辦之甄選活動營，通過面試者依「準儲備幹部」
錄用，並且須在公司服務滿兩年，兩年後該員可享有以下兩方案之選擇： 
1. 繼續工作：接受公司儲備幹部訓練，未來經培訓與考核往管理階層發展。 
2. 大學進修：本計畫為鼓勵學生進修，在不影響就學狀況下仍能保有工作收入，故先留職

停薪轉任本公司 PA，畢業後依考核表現直接升任副店長一職。 
註: 捷利稱兼職/計時人員(Part-time)為兼職夥伴(Partner, 簡稱 PA)。 

 
簡易時程表: (依通知時間為準) 

 了解計畫: 2月起各校說明會 
 報名截止: 5/3(三)前  
 統一面試: 5/20(六)、5/21(日) 
 公布錄取: 5/26(五) 
 合約簽訂: 6/3(六) 
 入職受訓: 6/19(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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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簡介 
捷利國際餐飲集團成立於 2014 年，我們自稱為餐飲界的「新兵」，引進世界級六大品牌，至
目前為止已達成全台近 40家門市，並持續朝自創品牌及跨足海外邁進。

 
 

四、 計畫注意事項 
1. 畢業生錄取後於本公司任職期間，相關管理規定依照公司工作規則辦理；並完全配合公司
培訓計畫。 

2. 畢業生於面試期間，若出現熱誠度與面試分數相當，但其中一位為家境清寒者，則優先錄
取家境清寒學生，期望能真正幫助有心向學，但因家庭因素而無法繼續求學之學生。 

3. 高中職畢業生於捷利集團任職兩年後，須選擇就讀大學且同時於捷利集團任職 PA者，才
能享有學費補助資格。 

4. 就讀大學院校者，必需配合捷利集團，擔任 PA 工作，為讓乙方能於進修期間以進修為
主、工作為輔原則，每月最低 80小時(或一年最低 960小時)，其時數規定依該年度公司
公布為主。 

5. 大學畢業後若願意回到捷利繼續工作，則可直接升任為「副店長」級職位任職與給薪，除非
其工作期間經考核發現有特別狀況，不足以擔任管理職。 

6. 參與本計畫須與本公司簽訂「利挺年輕職場與升學-雙夢實作計劃」服務契約，保障入職夥伴
之權利。 

7. 高中職畢業生如遇兵役狀況，可辦理留職停薪至服完兵役，再回到本公司任職時，仍可延
續本計畫。 

8. 外派規定 : 錄取者須配合公司品牌發展、展店策略或營運政策，外派至全台各縣市指定門
店就職，依公司規定提供外派津貼或宿舍安排、返鄉津貼。 

9. 考核規定: 錄取者須完全配合公司訓練與考核計畫，各項訓練與考核若達兩次不合格，視
為無法勝任該職務、對工作成果與團隊貢獻明顯不足，將依公司規定進行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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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薪資與補助 
1. 兩年準儲備幹部薪資(月薪)如下：                               幣別:新台幣(NTD) 

區域 
級職 

北區 中區 南區 

2-3~2-4 33,500 32,000  30,500  

                                                                                     (表一) 
     註：薪資依據個人工作表現，依公司晉升考核制度而調整 
 
2. 因就學轉任 PA薪資(時薪)如下:                              幣別:新台幣(NTD) 

區域 
級職/班別 

北區 中區 南區 

1-2 
早班 173/時 168/時 163/時 
晚班 178/時 173/時 168/時 

                                                                                     (表二) 
     註：以上時薪高於法定基本時薪(會因法定基本時薪調整而調整) 
 
3. 大學畢業後以副店長任職薪資(月薪)如下：                    幣別:新台幣(NTD) 

區域 
級職 

北區 中區 南區 

6-1 49,500 48,000 46,500 

                                                                                     (表三) 

 
4. 升大學學費補助方式 
(1)每次補助以一學期為主，依學費繳款單為依據，由本公司代為轉帳繳款。 
(2)最高可補助四年共 8學期全額學費。 
(3)學費補助以一學期為基準，學生申請後，至少須完成該學期學業，並且在該學期期間於本
公司任職，符合前述條件者，若於學期結束後放棄就學或因故離職，本公司將不會向學生
追溯學費補助；若在該學期結束前離職，學生僅需將該學期學費補助金，依就讀時間比例
計算，得無息分 24期繳回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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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辦法 
(一) 報名資格: 

1.各高中職應屆畢業生(不限科系) 
2.對經營管理、餐飲服務有熱誠 
3.可配合在捷利集團旗下各品牌全台各區各分店任職(須外派外縣市) 

(二) 參加利挺年輕甄選講座、自我評估、取得家長同意(表 3) 

(三) 申請方式: 

校方推薦  
1. 捷利提供校方「利挺年輕推薦名單」(表 1)，由校方師長提供推薦人選。 

2. 校方在 2017/5/3(三)前提供推薦名單，來函請檢附申請學生個人資料、至少一名師
長推薦函及各項報名文件，詳如說明(四)。 

3. 校方掛號寄出： 
捷利國際餐飲集團人資部 許瑋庭小姐收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110號 16樓之 2 (備註:依郵戳寄出時間為依據) 

4. 信封標示註明：「應徵 2017利挺年輕計畫+學校名稱」。 
 

  個人申請 

1. 申請人在 2017/5/3(三)前出申請，來函請檢附申請學生個人資料、至少一名師長
推薦函及各項報名文件，詳如說明(四)。 

2. 申請人掛號寄出： 
捷利國際餐飲集團人資部 許瑋庭小姐收 
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110號 16樓之 2 (備註:依郵戳寄出時間為依據) 

3. 信封標示註明：「應徵 2017利挺年輕計畫+學校名稱+姓名」。 
 

 

(四) 報名繳交文件： 
 制式履歷表、二吋大頭照(表 2，必要) 

 家長同意書(表 3，必要)、師長推薦函(表 4，必要) 
 退伍令、免役、停役證明影本(役畢男性繳交) 
 清寒證明(如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 或 身障手冊(若有請提出) 
 自傳、就業生涯計畫、其他書面資料(非必要，加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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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甄選流程 
申請寄出後進行書面審查，書審通過後將於兩週內通知面試時間、地點與注意事項，
5/20(六)或 5/21(日)參加甄選活動營(統一面試)，並於 5/26(五)公布錄取名單。 
備註： 
 實際日期與時間依公司通知時間為準 
 請攜帶身分證、學生證正本 
 甄選方式採取一日戶外團隊活動方式進行，建議穿著戶外休閒服飾、布鞋參加 

 

(六) 合約簽訂、入職說明會 
報到時間: 6/3(六) 
邀請錄取學生及家長監護人於通知時間前往參加入職說明會，針對入職流程進行說明，進
行報到手續、合約簽訂。未役男性若接獲入伍「徵集令」，請攜帶至公司人資部確認。錄取者
請依錄取通知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手續，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由候補人
員遞補，不得有異議。 
備註： 
 實際日期與時間依公司通知時間為準 
 報到時請錄取者繳交「身分證影本、學生證影本」，進行身分確認 
 報到當日邀請家長監護人前往參加瞭解入職細節 
 請監護人、錄取者雙方攜帶個人印章，確認合約內容後，進行合約簽訂 

 

(七) 入職捷利 
入職受訓時間:6/19(一) 
繳交合作金庫存摺封面影本、畢業證書(或結業證書)影本、膳食人員體檢表正本，完成入
職手續，進行新生訓練；男生兵役結束，依約定日期至公司報到入職。相關活動日程安排
如下(實際日期依公司營運發展、研修安排而定)： 
 錄取人員須提供「合作金庫存摺封面影本」，作為公司薪轉帳戶(請自行前往開戶) 
 錄取人員須自費前往「膳食人員體檢」，並於入職當日提交體檢報告 
 捷利新鮮人文化共識營(新人訓練、現場研修):6/19-7月底 
 分發全台店鋪：8月 
 外派提供住宿津貼或安排宿舍 

 

人資部 許瑋庭 副理 
電話：07-3401900 分機7140 
手機：0903-802-208 

E-mail：tinghsu@lichenteam.com 
官網：www.lichenteam.com 

專案聯絡人 



2016 年第一屆利挺年輕推薦名單(校方專用) 

學校名稱:                                        承辦人姓名/職稱:                /                   

承辦人電話:                                      承辦人信箱:                                         

序號 姓名 班級(科系) 性別 出生年月日 電話 推薦人 

1       

2       

3       

4       

5       

6       

7       

8       

9       

10       

(若表格數不夠請自行增加)  

表 1 

Copyright © 2015 by LiChen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捷利國際版權所有 



家長同意書 

 

公司名稱：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姓名： 

本人同意          同學參加捷利國際餐飲集團「利」

挺「年輕」職場與升學-雙夢實作計劃，舉凡工作期間進行

各項工作指派、教育訓練、外派調動等活動，本人皆事先

知悉且同意子女參與。 

 

此致 

捷利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學生家長：                  

地    址：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章) 

表 2 

Copyright © 2015 by LiChen International. All rights reserved. 
捷利國際版權所有 



 
 

以下任何資訊，本公司將秉持保密誠信原則，未經員工許可，不會將資料公開給予第三方。 

應徵職務 第二屆利挺年輕計畫 填表日期 106年     月     日 

□可配合公司訓練計畫、外派外縣市、品牌輪調、早晚輪班 (同意請打勾；若無法配合者，請勿報名) 

 

以下由應徵者填寫 

姓    名 

中文： 生日 年   月   日   歲 性    別 □男 □女 

英文： 身份證字號             身高/體重     cm/    kg 

戶籍地址  住家電話  

通訊地址 □同戶籍地 行動電話  

電子信箱  

通勒工具 □機車  □汽車  □大眾運輸  □其他 

是否曾經有過重大身體疾病或動過大手術？ □否   □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求職身份 □一般   □原住民  □清寒證明    □身心障礙(類別：   等級：          ) 

兵    役 □役畢 □免役 □未役 (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 

學歷 
學校名稱 科系/班級 入校年月 離校年月 

   
 

工作/社團 

經歷 

公司/社團名稱 單位 職稱 到職年月 離職年月 

     

     

語言能力                □精通  □中等  □略懂                       □精通  □中等  □略懂 

家庭狀況 

關係 姓名 年齡 職業 聯絡電話/手機 備註 

     緊急聯絡人 

      

以下由公司填寫 

面試 

紀錄 

綜合評語： 

 

 

 

□錄取   □不錄取                   面試人員：                  

任用 

敘薪 
到職日  核定職稱  核定薪資 

當年度利挺年輕 

敘薪標準 

核決 

單位主管 人資主管 總經理 執行長 董事長 

     

 

表 3 捷 利 國 際 
人員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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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長推薦函 

推薦人姓名  連絡電話  

學校/單位  職稱  

推薦學生姓名  

學生之具體表現 

人
格
特
質(

優
缺
點)   

 

推
薦
評
價 

 

其  

他 

 

 

推薦人親簽：                連絡電話: 

填寫日期: 106 年    月    日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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