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餐飲系提供廠商求職資訊 

 

公司名稱 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自 2022 年 04 月 14 日 起 至 2022 年 06 月 30 日 止 

公司網址 104 人力銀行 https://reurl.cc/RjK51D 

職缺說明 外場餐飲服務員 
內場備菜/傳菜品檢員 求才人數 20 

公司聯繫窗口 林岱君 連絡電話 02-2720-1835#13 

工作地點 左營區－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6 樓 (高雄巨蛋) 
苓雅區－高雄市苓雅區三多四路 21 號 8 樓 (高雄大遠百) 

工作內容 

 外場服務員：接待及引導、餐點介紹、協助顧客點

餐、桌邊服務及維護環境等。 
 內場備菜員：擺盤傳菜、食材準備、食材調理、廚房

清理及維護環境等。 
 傳菜品檢員：配鍋、傳送湯鍋、回收餐具、送菜盤、

整理餐桌與環境等。 

工作時間 

 月休 8~10 天 
 正常班－07:00~翌日 02:00，需配合週期性輪班（早/晚/

小夜/兩頭班）。 
 大夜班－19:00~翌日 05:00，無需輪白班。 

工作待遇 

✔✔給班排班比照一般正職人員✔✔ 
 實習期間－外場時薪 180 元；內場時薪 175 元， 
 00:00 後另有夜班津貼，經考核合格後轉為正式正職。 
 ━━━━━━━━━━━━━━━━━━━━━━━ 
 正式正職－內外場保底 33,000 元起！ 
 【大夜班則另有夜班津貼 2,500-4,000 元】 
 ☀正式夥伴平均薪資：36,000~55,000 元☀ 

備註  

說明： 

1. 本次職缺對象為進修部學生，建議工作地點為高雄地區。 

2. 惠請 111 年 04 月 20 日前回覆正修餐管系 fbm@gcloud.csu.edu.tw 

1110401 

https://reurl.cc/RjK51D
mailto:modern@gcloud.csu.edu.tw


 

公司名稱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不限 

公司網址           top003306@toponepot.com   

職缺說明 正職/PT(工讀計時) 
內外場職缺 求才人數 不拘 

公司聯繫窗口 人資 鄭小姐 連絡電話 04-22513376#220 

工作地點 
這一鍋高雄夢時代殿-高雄市前鎮區中華五路 789號 7樓 

燒肉同話高雄義享店-高雄市鼓山區大順一路 115號 A館 6樓 

這一小鍋高雄新光左營-高雄市左營區高鐵路 123號 B1 

工作內容 

營運(外場):餐廳顧客桌邊服務、菜單介紹及顧客問題回應 

、顧客滿意度維繫、營運現場管理作業協助 

廚務(內場):餐點調理製作、食品衛生安全標準作業、物料

庫存管理協助、廚務管理作業協助 

工作時間 
正職 :月休 8 天，依各門店營業時間需求安排，每日正常工

時 8小時(不含 1~3小時休息時間) 

PT:彈性排班 

工作待遇 
正職 :月薪 30,500元以上(包含全勤獎金 1500元) 

PT:當月排班低於 80小時時薪 175 元、當月排班高於 80

小時 183元 

備註  

說明： 

1. 本次職缺對象為進修部學生，建議工作地點為高雄地區。 

2. 惠請 111 年 04 月 20 日前回覆正修餐管系 fbm@gcloud.csu.edu.tw 

1110401 

mailto:modern@gcloud.csu.edu.tw


 

公司名稱 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自 111 年 04 月 01 日 起 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 止 

公司網址 https://www.crun.com.tw/enter.php 

職缺說明 
1.正職內場廚房/吧檯/冷檯專員 
2.正職外場服務人員 
3.兼職外場服務人員 

求才人數 
1.內場正職:15 位 
2.外場正職:15 位 
3.外場兼職:10 位 

公司聯繫窗口 齊芳筠/人資 
黃慕貞/人資副理 連絡電話 07-5867355 

工作地點 碳佐麻里高美店:高雄市鼓山區美術東四路 562 號 
碳佐麻里時代店:高雄市前鎮區時代南一路 85 號 

工作內容 

內場廚房/吧檯/冷檯專員: 食材完整處理與切修備製、口味調配、原物料備製、出餐

及擺盤、環境清潔及維護. 
外場服務人員: 具親和力，配合公司調度人員支援或輪調，服務點餐、送餐、收桌

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接待引導顧客、產品解說及服務顧客需求等工作，維持顧客

桌面整潔與維持工作環境整潔，為顧客結帳、負責收銀工作。 

工作時間 
廚藝正職：11:30-23:30 
外場正職：12:00-00:00 
外場兼職：09:00-17:30 or 09:30-17:30 

工作待遇 
廚藝正職：$26000~$32000 
外場正職：$28000~$34000 
外場兼職：$175/hr 

備註 正職月休 9天,兼職周休二日,每月職工福利卷$400,同仁內用

/外帶餐點折扣. 

說明： 

1. 本次職缺對象為進修部學生，建議工作地點為高雄地區。 

2. 惠請 111 年 04 月 20 日前回覆正修餐管系 fbm@gcloud.csu.edu.tw 

1110401 

mailto:modern@gcloud.csu.edu.tw


 

公司名稱 樂多多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自 111 年 04 月 18 日 起 至 112 年 04 月 18 日 止 

公司網址 https://www.twrododo.com/ 
職缺說明 儲備幹部 求才人數 10-20 

公司聯繫窗口 蔡小姐/店主管 連絡電話 

02-2696-3133 分機:225 (總部) 
07-556-8600 (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07-331-7020 (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07-777-6318 (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07-656-9899 (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07-372-6559 (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07-360-2886 (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工作地點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16號二樓(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 12樓(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 537號(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5樓(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 37-6號(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836號 1樓(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工作內容 

【外場】 

1.協助主管推展餐廳業務。 

2.負責意外事件及顧客抱怨的處理，並向主管報告。 

3.營業前巡視餐廳清潔、擺設、備品、用具和設施是否完善。 

4.督導人員的服裝儀容、服務態度，禮貌及衛生安全等觀念。 

5.負責服務員的工作分配，稽核出勤狀況及編排工作班表。 

6.佈置及清理餐桌。 

7.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 

8.將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餐飲問題，必要時提供建議。 

9.記錄顧客所點菜餚，並通知廚房或內場做餐送餐。 

10.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的服務。 

11.遞送帳單，請顧客付款或簽字。 

12.送單點單收銀。 

 

【內場】 

1.在主管人員指導之下，依據既定政策，從事各項業務之設計，規章之草擬

（如：物料管理、成本控制、人員調動）。 

2.協助高階主管規劃生產、行銷計畫制度和中長期策略規畫及年度營運方針落

實，以提昇經營績效。 

3.協助公司之組織規劃、制度流程設計，以及經營分析之企劃。 

4.推展公司業務。 

5.分析運務狀況，定期製作運務報告。 

6..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理工作。 

7.維護、更新、管理各類文件檔案和資料庫系統。 

8.完成工作時程表，管理行事曆，並負責會議協調與安排。 

9.準備會議議程，參與會議並撰寫會議記錄。 

10.負責費用預估、控管及報表製作。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工作時間 
日班 10:30-20:30 

大夜班/打烊班 17:00&18:00-04:00 

工作待遇 月薪 35,000-42,000 元 

備註  

 
 
 
 
 
 
 

 
公司名稱 樂多多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自 111 年 04 月 18 日 起 至 112 年 04 月 18 日 止 
公司網址 https://www.twrododo.com/ 
職缺說明 日/夜班內外場正職人員 求才人數 20-30 

公司聯繫窗口 蔡小姐/店主管 連絡電話 

02-2696-3133 分機:225 (總部) 
07-556-8600 (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07-331-7020 (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07-777-6318 (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07-656-9899 (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07-372-6559 (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07-360-2886 (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工作地點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16號二樓(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 12樓(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 537號(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5樓(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 37-6號(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836號 1樓(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工作內容 

【外場】 
1. 負責客人帶位、介紹餐點、點餐、桌邊服務、跑單、送餐及聯繫內外場之工作。 

2. 績效目標達成，超越顧客滿意度。 

3. 接受公司教育訓練與交辦任務。 

4. 維持高營運標準，與員工維持正面的關係。 

5. 維護財務、設備及生財器具資源管理，執掌餐廳物料盤點、訂貨之良好控管。 

6. 有效值班與餐廳清潔維護管理。 

7. 具協助主管相關教育訓練能力。 

8. 願與所屬團隊共享工作成就，面對缺失勇於承擔不規避，並與團隊虛心改善檢
討。 

9. 熟悉餐廳整體運作及成本控制，喜歡與人及新事物接觸者。 

10.具備電腦能力。(本公司各項營運管理機制皆使用網路 POS系統，現場報表及相
關文書皆使用電腦及文書處理系統。 

 

【內場】 
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 

2.協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重量。 

3.依照客人的點單，準備不同菜色所需要的食材。 

4.於出菜時負責菜餚擺盤或調整份量之工作。 

5.協助打包外帶的食物，必要時進行外送的服務。 

6.認真負責 

7.遵守公司規章，配合輪調 

8.注重團隊精神 

工作時間 
日班 10:30-20:30 

大夜班/打烊班 17:00&18:00-04:00 

工作待遇 月薪 30,000-37,000 元 

備註  

 
 
 
 
 
 
 
 
 



 
公司名稱 樂多多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職缺有效日期 自 111 年 04 月 18 日 起 至 112 年 04 月 18 日 止 
公司網址 https://www.twrododo.com/ 
職缺說明 日/夜班內外場計時人員 求才人數 20-30 

公司聯繫窗口 蔡小姐/店主管 連絡電話 

02-2696-3133 分機:225 (總部) 
07-556-8600 (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07-331-7020 (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07-777-6318 (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07-656-9899 (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07-372-6559 (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07-360-2886 (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工作地點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 316號二樓(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 

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 213號 12樓(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 

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 537號(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 

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2號 5樓(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 

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 37-6號(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 

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 836號 1樓(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工作內容 

【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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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場】 

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 

2.協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重量。 

3.依照客人的點單，準備不同菜色所需要的食材。 

4.於出菜時負責菜餚擺盤或調整份量之工作。 

工作時間 
日班 10:30-20:30 

大夜班/打烊班 17:00&18:00-04:00 

工作待遇 

時薪 175-190元 
※假日(週六、日)時薪 175~190元； 

※另假日津貼每小時+10元 

※夜間津貼(24-04)：每小時+20元 

※月工時 100小時以上每小時+10元 

備註  
 

 

說明： 

1. 本次職缺對象為進修部學生，建議工作地點為高雄地區。 

2. 惠請 111 年 04 月 20 日前回覆正修餐管系 fbm@gcloud.csu.edu.tw 

111040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CHBF_zh-TWTW978TW978&tbs=lf:1,lf_ui:4&tbm=lcl&sxsrf=APq-WBuETGlyGJe0wLocdpYtwJ9pBb0v_w:1650274128685&q=%E9%AB%98%E9%9B%84%E8%82%89%E5%A4%9A%E5%A4%9A&rflfq=1&num=10&sa=X&ved=2ahUKEwj_oOOZpp33AhVBy4sBHTKWBFkQjGp6BAgGEAE&biw=1633&bih=757&dpr=1
mailto:modern@gcloud.csu.edu.tw

	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
	這一鍋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碳佐麻里企業有限公司
	樂多多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16號二樓(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12樓(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537號(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5樓(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6號(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36號1樓(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外場】1.協助主管推展餐廳業務。2.負責意外事件及顧客抱怨的處理，並向主管報告。3.營業前巡視餐廳清潔、擺設、備品、用具和設施是否完善。4.督導人員的服裝儀容、服務態度，禮貌及衛生安全等觀念。5.負責服務員的工作分配，稽核出勤狀況及編排工作班表。6.佈置及清理餐桌。7.為顧客帶位或安排座位。8.將菜單遞交顧客，答覆有關餐飲問題，必要時提供建議。9.記錄顧客所點菜餚，並通知廚房或內場做餐送餐。10.上菜並提供有關用餐的服務。11.遞送帳單，請顧客付款或簽字。12.送單點單收銀。【內場】1.在主管人員指導之下，依據既定政策，從事各項業務之設計，規章之草擬（如：物料管理、成本控制、人員調動）。2.協助高階主管規劃生產、行銷計畫制度和中長期策略規畫及年度營運方針落實，以提昇經營績效。3.協助公司之組織規劃、制度流程設計，以及經營分析之企劃。4.推展公司業務。5.分析運務狀況，定期製作運務報告。6..負責一般文書資料處理工作。7.維護、更新、管理各類文件檔案和資料庫系統。8.完成工作時程表，管理行事曆，並負責會議協調與安排。9.準備會議議程，參與會議並撰寫會議記錄。10.負責費用預估、控管及報表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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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左營區明誠二路316號二樓(肉多多火鍋-左營明誠店)高雄市前鎮區三多三路213號12樓(肉多多火鍋-高雄三多店)高雄市三民區青年路二段537號(肉多多火鍋-鳳山青年店)高雄市大樹區學城路一段12號5樓(肉多多火鍋-高雄義大店)高雄市仁武區仁雄路37-6號(肉多多火鍋-仁武仁雄店)高雄市楠梓區德民路836號1樓(肉多多火鍋-楠梓德民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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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維持高營運標準，與員工維持正面的關係。
	5. 維護財務、設備及生財器具資源管理，執掌餐廳物料盤點、訂貨之良好控管。
	6. 有效值班與餐廳清潔維護管理。
	7. 具協助主管相關教育訓練能力。
	8. 願與所屬團隊共享工作成就，面對缺失勇於承擔不規避，並與團隊虛心改善檢討。
	9. 熟悉餐廳整體運作及成本控制，喜歡與人及新事物接觸者。
	10.具備電腦能力。(本公司各項營運管理機制皆使用網路POS系統，現場報表及相關文書皆使用電腦及文書處理系統。
	【內場】1.負責洗、剝、削、切各種食材，以完成烹飪的前置工作。
	2.協助廚師測量食材的容量與重量。
	3.依照客人的點單，準備不同菜色所需要的食材。
	4.於出菜時負責菜餚擺盤或調整份量之工作。
	5.協助打包外帶的食物，必要時進行外送的服務。
	6.認真負責
	7.遵守公司規章，配合輪調
	8.注重團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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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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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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