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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四大體系  實習生招募簡介 
 

打造餐飲、銷售、茶飲、咖啡、文創領域明日之星 

2022年度7月版  



單純的學習環境 
值得您信任的好公司 

 
古典玫瑰園集團  連續四年 

榮獲「天下雜誌」連鎖服務業銀賞獎品牌 



 

我們都需要浪漫  
因為那裡是最接近幸福的地方－黃騰輝  

企業故事緣起  



 

為什麼喜歡上玫瑰? 

因為愛上小王子 愛上了玫瑰    

創立了古典玫瑰園 



 

英式下午茶第一品牌     文創藝術 
  

 

古典玫瑰園創立於1990年，創辦人為著名玫瑰藝術家黃騰輝先生， 

為臺灣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及下午茶第一品牌 

 

2001年於倫敦成立分公司 

2008年於紐約皇后區，開設第一家國外旗艦店 

2010年開始進入日本，澳洲，溫哥華等地市場。 

並陸續於臺灣國家美術館及高雄打狗英國領事館設立文創概念店

及文創園區。 

 

 古典玫瑰園不但是最大的英國茶經營體系， 

也是被廣泛認同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創意品牌之一 



古典玫瑰園集團   四大體系 

古典玫瑰園英式下午茶體系 

古典玫瑰園文創園區 

 

英國茶銷售專賣店體系 

 

先喝道茶飲體系 

Rose House Café體系 



燃燒幸福色彩  

黃騰輝  
黃騰輝（Robert Huang，1959～），著名玫瑰

藝術家，企業家，東海大學畢業，(北京)清華大

學哲學碩士，美學博士候選人，古典玫瑰園創辦

人，首位華人畫作登上國際VISA卡，MASTER卡，

日本JCB信用卡的藝術家，2011年威廉王子大婚

瓷器Aynsley設計師之一，北京保利2011春拍

「小王子玫瑰園之三」以598,000人民幣高價拍

出，是從企業家走向藝術之路的傳奇性藝術家。

他的畫作色彩繽紛絢麗、熱烈奔放，充盈著生命

激情，洋溢著浪漫愛情。 

黃騰輝的藝術傳奇來自於追求浪漫與幸福，這也

是全人類的天性和永恆的嚮往。有很多人仰慕喜

愛他的作品，因為浪漫與愛並不是只有屬於黃騰

輝，不屬於詩人、藝術家，而是屬於每一個嚮往

他的人。 

 

 

創
辦
人 

創辦人黃騰輝先生簡介  



黃騰輝瓷器設計英國威廉王子大婚紀念瓷器 
可以學習到英國文化元素 



這家店可以說是  

台灣下午茶的發源地  

1990年 

台中創始店 

創辦人黃騰輝先生 

於他所開發 

台灣第一個社區總體營造的建

案 – 理想國 

 

創立了 

第一家古典玫瑰園 



英國製茶大師 

Timothy Clifton 

英國下午茶親善大使 

Anne Scagell 

古典玫瑰園特別延請世界知名英國茶權威擔任顧問 



         

「古典玫瑰園」所有的茶品都必須

經過嚴謹的SGS檢驗合格後始可上

市，且每一批次的茶葉檢驗報告都

公告於官網讓消費者可以隨時查詢。 

「古典玫瑰園」的茶葉均來自於全世界的優良茶區 

包括有台灣烏龍茶、台灣鐵觀音、台灣綠茶、印度阿薩姆茶區的紅

茶，大吉嶺高原紅茶，斯里蘭卡頂級錫蘭高地紅茶和烏巴茶區的紅

茶、加拿大魁北克的花草茶等。 



實習生薪資高於同業標準    北區 
                                                 <2022.07.01起> 

月薪制 本薪 
員工 
分紅 

全勤 
獎金 

生活 
津貼 

全薪 

大台北 
地區 

25250 1750 1000 2000 30000 

時薪制 175 元 

※員工分紅由店長視當月工作表現狀況申請核發 
 



實習生薪資高於同業標準  中南區  
                                                 <2022.07.01起> 

月薪制 本薪 員工 分紅 全勤獎金 全薪 

中南區 25250 1750 1000 28000 

時薪制 中南區 172 元 

※員工分紅由店長視當月工作表現狀況申請核發 
 



實習生工作時間及休假制度 
★月薪制，每日工時9小時(含1小時用餐休息時間)，輪班制 。 
★時薪制，每日工時4-8小時不等，彈性排班。 

★一頭班制，工作與生活平衡。 

★餐飲業首創雲端手機打卡，班表卡表即時管理。 

★集團公告、每月薪資明細、獎金於APP即時通知。 

★每周休二日 
   4周休8天(月休8~10天)+國定假日天數。該休的假一天都不少。 

★制服 
古典餐飲女性提供制服。內場提供廚師服。 
先喝道/cafe提供配件。 



實習生福利 

 
 

★勞保、健保、公司雇主責任保險。 

★古典餐飲/先喝道/Café上班享有免費員工杯一杯。 

★古典餐飲員休時間可以100元享用店內主餐一份。 

★員工優惠折扣(古典餐飲商品8折/其他體系9折) 。 

★尾牙活動。 

★各店業績達成獎金分紅、 聚餐、銷售獎金。 



實習生學制 

 
 

雙軌制 二年、四年(優先) 

學期制 
一年(優先) 

 
半年 

時數制 

1000小時、600小時等 
一年(優先) 
至少半年期 

*無提供短期寒暑期實習 



實習生名額 150名 

古典玫瑰園 
英式下午茶餐飲 

台北區 永康店 內場+外場5 

台中區 
創始店.國美館店. 

台中遠百5F 
內場+外場15 

高雄區 英國領事館 內場+外場10 

先喝道茶飲 

台北區 誠品信義店.101店.北車站前店.北車京站 35 

台中區 台中大遠百.勤美誠品店.中友店.三井店 35 

台南高雄區 南紡購物中心、高雄大遠百 20 

Rose House Café 
台中區 台中三井 5 

高雄區 高雄夢時代 5 

古典玫瑰園 
銷售專賣店 

台北區 
板橋大遠百店.京站店. 

美麗華.誠品信義.誠品松菸 
10 

台中區 勤美誠品.台中中友店.台中遠百B2 5 

台南高雄區 南紡.高雄大遠百.義大 5 



畢業生好福利~實習後晉升正職 

實習畢業 
 

免試用期直接任用 

北    區起薪35,800元 
中南區起薪33,800元 

工讀生續任 
未畢業所學不中斷 

北        區時薪175元 
中  南  區時薪172元 

★實習期滿轉正職馬上加薪 
★起薪超越同儕 
★畢業即擔任內外場主管職 

 <2022.07.01起> 



區經理 

副理 

主任 

副主任 

店長 

組訓老師 

外場專員／內場專員 

職涯發展 

薪資獎金 

管理能力 

領導能力 

專業能力 



喝最好的英國茶 

 

就在古典玫瑰園 

 

在最優雅的環境中實習 

英國茶 

Tea 



專業的培訓與國際接軌 



店務工作學習 



正統英式下午茶 

Classic English Afternoon Tea 



義式焗烤  

Gratin 



義大利麵  

Spaghetti 



輕   食  

Light Meal 



英式鬆餅點心  

Waffle & Dessert 



專業內場餐飲團隊培訓打造明日之星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     2013年 



臺灣國家美術館    2010年 





台灣最專業的英國茶體系 



古典玫瑰園為台灣最大的英式下午茶體系 





 







最高品質，國民茶飲 





 
專業熱情的年輕團隊 



   專業調茶師培訓 



一級百貨公司   
 

優質企業形象 
 

高品質茶飲店 

先喝道 
台北101店 



《先喝道台北誠品信義店》 



《先喝道台中大遠百店》 



 











專業的教育訓練 



 

優質的工作環境 





可以實習到文創商品產業的經營 



 

文創藝術融入工作 



 

熱情活力的工作體驗 



古典玫瑰園集團四大體系 

均提供專業培訓制度 

不只是餐飲 

而是成為餐飲管理專家及文化創意產

業的推動者 

 

集團成立超過30年，持續堅持與發展 

連續四年獲得天下雜誌銀賞獎 

值得同學們參與學習    贏在起跑點 

敬請把握實習機會 



 歡迎加入團隊  贏在起跑點 

總公司人事課 : 04-22586168 

rh100@rosehou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