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韓國實習課程 (7 個月或 9 個月)
藍鼎 - 濟州島神話世界渡假村
主辦單位：
Landing Resorts Jeju Shinhwa World (藍鼎-濟洲神話世界度假村)
藍鼎-濟洲神話世界度假村是以濟州島神話世界的開發商“藍鼎國際”之名命名的五星酒店，
位於神話世界度假區內，於 2017 年開幕，酒店以陳列韓國藝術精品傳遞濟州島的風情為其特
色，共有 615 間客房。
濟州神話世界 JEJU SHINHWA WORLD：
「濟州神話世界」於 2017 年開幕，由藍鼎國際集團在南韓濟州島投資，與 YG
Entertainment、TUBAn 動漫合作規劃，園區內有五家五星酒店、七大主題樂園、水上樂園、
電影園區、賭場、高爾夫球場等，是集娛樂場/餐飲/會議中心/休閒於一體的世界級綜合休閒
娛樂度假區，各項設施已陸續開業，預計將於 2020 年全部落成。

協辦單位：
TCCK Global Academy(TCCK 全球教育學院)
TCCK 隸屬 TCC Group 集團，以培訓專業人才為主 (註冊號碼 819-39-00495)，包括語言、面
試、專業工作培訓，協助韓國各產業之國際員工培訓。TCC Group 集團為香港公開上市公司
(SingAsia Holding)，旗下產業涵蓋人力資源、教育、餐飲業。
TCC Global Recruitment
為韓國專業人力資源公司 (執照號碼: 471-81-01156)，隸屬 TCC Group 集團，負責招募全球
專業人才。

台灣聯繫單位：
知識遊學顧問有限公司 (Knowledge Consulting, Inc.)
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輔導，於 2007 年成立，主推產學合作，榮獲「2008 年傑
出創新企業獎」，協助各校申請海外實習課程，並每年協助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規劃寒暑期海
外姊妹校研習。協助學校包括：淡江大學、明新科技大學、弘光科技大學、萬能科技大學、
義守大學、長榮大學、龍華科技大學、環球科技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宏國德霖科技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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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為教育部審約通過之留學業者，並獲勞動部許可從事海外就業服務，包括海外就
業、實習、打工遊學之安排(執照: 私業許字第 2764 號)，可合法進行以上業務。

實習專案特色：


於韓國藍鼎-濟洲神話世界度假村實習，實習職缺：大廳前台、餐飲服務、門童迎賓、廚
房助理、VIP 管家



從申請到實習期間全程協助，包括面試、韓語培訓、住宿安排、機票購買、接機、職前
說明會、銀行開戶、在韓體檢、生活輔導與協助



月薪韓幣$ 1,750,000 (約台幣$ 52,500)、飯店供食宿、每週工時 40、加班另計

實習課程內容：
招募對象

18~30 歲青年 (在校生、已畢業均可)

實習地點

Landing Resorts Jeju Shinhwa World (藍鼎-濟洲神話世界度假村)

實習職務



大廳前台、餐飲服務、門童迎賓、廚房助理、VIP 管家



職務不可自選，由藍鼎分發(依語言能力、打工經驗)，唯可指定申請廚助
(需有內場經驗)

薪資福利



依藍鼎規定，實習前需一個月韓語培訓 (不論是否會韓語均需參加培訓)



有可能安排賭場內餐廳實習 (非賭場工作)



無房務職缺，若有需要再作安排



每週基本工時 40 小時，每月基本薪：
韓幣$ 1,750,000 (約台幣$ 52,500)、加班費另計 (1.5 倍薪資)



每週休假 2 天、年假 6-8 天(視實習月數)、一年 15 天國定假日、需輪班



酒店提供工作餐(每月 40 餐)、宿舍



酒店提供員工醫療保險

語言要求

基礎英語、基礎韓語、中文 / 依語言能力分發職務

實習時程

方案選擇 :
7 個月(4 周韓語培訓 + 6 個月實習) 或
9 個月(4 周韓語培訓 + 8 個月實習)
出發梯次 :
2月 或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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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安排

韓語培訓期間：
TCCK Global Academy 安排學校宿舍或私人公寓 (4 人房/不含餐/不含水電網)
到校交通時間約車程 15-25 分鐘
實習期間：
免費酒店宿舍 (兩人房)，但員工需自付宿舍管理費 每月約韓幣$ 100,000
(約台幣$3,000)，含水電網，可搭員工巴士到酒店(約 5~10 分鐘)

課程費用

報名費：台幣$ 1,000
實習課程費：共韓幣$ 3,840,000 (約台幣$115,200/匯率 1:0.03)
包含 : 4 周韓語培訓課(每周 20 小時)、培訓期住宿、教材、接機、在韓體
檢、實習安排&輔導
可分期付款，兩方案擇一：
領薪前繳清方案
錄取後
(第一期款)
拿到簽證
(第二期款)
抵韓後
(尾款)
總計

收入估算

領薪後繳清方案

韓幣$ 500,000
(台幣$15,000)
韓幣$ 1,340,000
(台幣$40,200)
一次繳清:
分 3 個月繳款:
韓幣$ 2,000,000
每月韓幣$ 800,000
韓幣$ 3,840,000
韓幣$ 4,240,000

7 個月方案 :
6 個月實習總薪 韓幣$ 10,500,000 – 實習課程費 韓幣$3,840,000 =
淨收 韓幣$ 6,660,000 (約台幣$ 199,800)
9 個月方案 :
8 個月實習總薪 韓幣$ 14,000,000 – 實習課程費 韓幣$3,840,000 =
淨收 韓幣$ 10,160,000 (約台幣$ 304,800)

其他開銷



酒店為員工投保醫療保險，雇主及員工各有負擔金額 ，依薪資收入計
算。員工並需繳所得稅，依 2019 月薪估算，醫療保險+所得稅 每月共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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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幣$ 150,000 (約台幣$ 4,500)，實際金額視收入由酒店自薪資扣繳。


餐費：培訓期自理、工作餐超過 40 餐自理、外食簡餐約 韓幣$ 2,500 ~
8,000/餐 (約台幣$ 75~240)



交通費：可買交通卡(單程約韓幣$1,200/約台幣$36)



水電、網路費：自理(培訓期分攤、實習期含在宿舍管理費)



醫療：除酒店幫員工投保，同學另需在台購買至少一年期海外保險(簽證
辦理規定)

簽證辦理



來回機票自理 / 單程機票約台幣$4,000 起(廉價航空)



個人生活開銷

赴韓國實習需辦理打工度假簽證 (Working Holiday program visa)


簽證名額有限，每年 12 月初公布隔年簽證名額，隔年 1 月初受理申請，
約 10 個工作天通知結果 (參考: 2018 年全台灣區 800 名額)



所有申請人均需親自前往駐台北韓國代表處排隊申請 (不接受他人代
辦)，額滿則停止受理。由於每年申請者多，需提早到達排隊。



無簽證費 (依駐台北韓國代表處最新公布為準)



辦簽證需繳體檢證明(指定醫院)，費用約台幣$1,500~2,000(視醫院)



申請程序為：領取號碼牌 (需親自) → 於指定日繳交文件 (需親自) →
領取護照 (本公司可協助代領)。同學需至少前往台北兩次。

申請流程



每人只可申請一次，簽證效期一年，全期工時不超過 1300 小時。



詳細規定依駐台北韓國代表處最新公布為準，本公司將另通知同學。



報名： 10~11 月 (2 月/7 月梯次同時報名)



飯店面試： 預計 11 月 (由藍鼎指定人員來台面試)
※ 未通過者，全額退還報名費，錄取者繳交實習課程第一期款



打工度假簽證辦理： 1 月初
※ 未通過者，全額退還所繳費用，簽證通過者繳交實習課程第二期款



住宿安排、航班訂位、購買機票



行前說明會 (行前資料發放)



出發



抵達後接機、職前說明會、辦理外國人登錄證、體檢、銀行開戶說明、酒
店報到(簽立工作合約)、生活輔導協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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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協助

TCCK Global Academy/TCC Global Recruitment:
韓語培訓、培訓期住宿安排、實習安排、濟州島接機、抵達後職前說明會、銀
行開戶說明、辦理外國人登錄證、體檢、酒店報到、生活輔導諮詢

退費規定



報名費：
面試、簽證未通過可全額退費，其他情形不退費 (例如自行取消)

中途離職

注意事項



同學未依約定時間前往辦理簽證：所繳費用不退費



出發前取消申請：所繳費用不退費



實習課程費：除簽證未通過，其他情形不退費



到達韓國後取消：需繳清實習課程費尾款 (依所選方案金額繳費)



酒店不提供實習評鑑(無成績單、時數證明、證書)

1. 同學遞交報名文件時請提供最佳相片(務必帶笑容、適度化妝)，以利被選
上面試，面試時請裝扮得宜 (需化妝、著正式服裝)，酒店在意形象態度。
2. 除廚助，其他職務不可選擇，由酒店依語言能力、打工經驗分發或輪調。
3. 依酒店規定，不論是否學過韓語，所有實習生均需完成一個月韓語培訓
(每周 20 小時)，酒店會依學生學習情形調整職務。
4. 辦理打工度假簽需繳在台體檢證明(指定醫院)，到達韓國後另需體檢，若
體檢未通過，需立即回國。
5. 同學在台所購海外保險，請向投保機構確認回國請領費用所需文件及程序
6. 若為大四實習，不一定能回國參加畢業典禮(需依酒店請假規定)，仍需完
成原定實習時程，否則將依中途離職規定辦理。
7. 在韓國實習期間需認真學習，聽從酒店安排，有任何問題，培訓期可諮詢
TCCK Global Academy，實習期可諮詢人資公司 TCC Global Recruitment
或酒店，所有人員均會盡力協助同學。

聲明：
我已詳細閱讀並了解以上韓國實習課程內容；我同意參加韓國實習，接受並遵
守以上規定、實習雇主規範、及韓國政府法規。
學生簽名：_____________

日期：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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