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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BIA創新育成聯盟產學合作專案「人才培育新加坡實習計畫」 
 

壹、 指導單位：TBIA創新育成聯盟 

貳、 執行單位 :世新集團/台灣認證交流協會/僑鉅國際人力開發有限公司 

 

參、 目的： 

   為鼓勵台灣院校專業科系實質透過國際就業的經驗累積及執行經歷，深入了

解國際該產業專業機構運作方式及專業領域國際發展趨勢，奠定國家未來專業人

才基礎，提升青年及國家競爭力，特訂定本計畫。 

肆、 出發時間：2013年 7~8月份。 

伍、 申請期限：2013年 6月 14日截止。 

陸、 參加資格：幼保系、觀光系、餐飲系、休閒系、行銷系、英文系、銷售或任

何有興趣之在校生或畢業生 

柒、 計畫效益： 

一、 配合教育部國際化人才培育、鼓勵海外研修及海外職場實習計劃政策，有助

於各校系所國際化推展，成為系所發展特色及招生利器。 

二、 藉由赴新加坡職場經驗成為跨國性人才，拓展國際視野與格局，除提升英語

口語溝通能力外，並累積個人就業競爭優勢。 

三、 新加坡是全球最具國際化的國家之一，通行四種語言；對於英文能力較弱者

是全球最適合練習外語能力的實習環境，可在過程中自然培養使用英文的能

力。 

四、 累積國際資歷，提升國際觀、對未來具有發展性及前瞻性。 

五、 新加坡已是全球經濟排名第二的國家，前往新加坡快速提升自我價值、替未

來加分、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國際就業能力。且新加坡為國際評鑑海外工作首

選，福利完整健全、治安佳、政治穩定、經濟蓬勃發展機會多，且擁有類似

的文化。 

六、 新加坡職場工作實習結束後可取得新加坡工作實習資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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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實習申請項目： 

 

實習單位 開放實習職缺職缺 

五星國際性飯店業 

七個月期、一年期 
前台接待、餐飲服務人員、房務人員 

運動休閒業 

七個月期、一年期 
New Balance、Nike、Adidas、VGO…等各品牌客服 

國際精品集團 

七個月期、一年期 

Chanel、Coach 、Benjamin、Veeko、機場免稅店、

CK、Bally…等精品客服人員 

幼兒教育業 

一年期 
幼稚園老師、助理教師（須幼保幼教相關科系） 

大型餐飲業 

七個月期、一年期 
廚房助手、吧台調酒師、外場助理 

 

玖、 申請實習總費用：新台幣 9,900元整（費用包含如下） 

1. 台北-新加坡來回機票。 

2. 簽證申請費。 

3. 新加坡實習期間醫療相關保險。 

4. 於新加坡期間專人陪同購買新加坡電話卡，匯兌及開戶等服務 

5. 陪同到新加坡政府指定診所進行體檢及負擔當地體檢費。 

6. 免費提供住宿，免房租免水電費。（4人一房） 

7. 協助處理：人員工作中的問題或者與雇主的糾紛。 

8. 新加坡簽證或法令的疑問解答及協助處理。 

9. 於新加坡提供各項諮詢，醫療諮詢，生活扶助，熟悉當地生活服務。 

10. 免費提供工作餐（餐飲業、飯店業）。 

11. 提供實習就業資歷。 

12. 台灣機場人員送機並於新加坡機場安排專人專車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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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實習計畫內容： 

 

薪資福利 

 每月基本薪 新幣$ 500 （約台幣 12000） 

 加班費另計 (1.5倍) 

 每週可排休假 1-2天 (依企業規定)  

 工作時間特殊將視情況另補貼車資。『例輪大夜班』 

 提供工作傷害保險、醫療住院保險最高新幣$ 15,000、醫療補助  

實習時間 □7個月   □1年期   

申請費用 申請費 台幣$ 9,900元。 無其他任何費用 

流程 

 繳交申請文件 『申請表、履歷表』 

 第一次面試：新加坡人力資源機構進行 (Skype視訊進行) 

 第二次面試：新加坡雇主進行 (Skype視訊進行)  

 通知錄用&繳交申請費 9,900元。 

 工作簽證辦理 

 住宿安排、航班訂位&購買機票 

 行前說明會 

 出發 

 抵達後接機、職前說明會、簽工作合約、體檢、領取工作證、生活輔

導服務等 

中途離職 

● 實習未滿 183天需繳新加坡政府 15%所得稅，超過則免。 

● 不提供回程機票、無實習評鑑。 

● 詳情依造企業僱主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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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說明 

 依英語能力決定工作地點，出發前即可取得外國人工作核准文件，直

接進入職場工作實習。 

 安排口語面試，履歷轉送至新加坡用人單位，用人單位透過 skype進

行確認面試，確定錄取者向新加坡政府申請外國人工作核准證。 

 約 1週申請時間，新加坡政府核准後發出外國人工作核准文件。 

 收到外國人工作核准文件，即可出發至新加坡，入境後換發正式工作

准證。 

 抵達新加坡將提供職前訓練，銜接實習工作。 

注意事項 

1. 同學遞交申請文件時，請提供最佳相片，以利面試，面試時請裝扮得

宜 (需適度化妝、著正式服裝)，甄選時請注意形象。 

2. 英文程度較低，可選擇安排英語要求較低工作。 

3. 建議同學可在台先做基本健檢，含愛滋、B 型肝炎、肺結核、梅毒項目，

以免抵達新加坡健檢若未過(以上項目)，將無法工作，需立即回國。 

4. 在實習期間需認真學習，有任何問題請先諮詢新加坡 AHR 聯盟公司，

會盡力協助解決問題。 

 

壹拾壹、 申請流程： 

一、 申請者須填寫申請表格及備妥相關文件如下： 

(一) 繳交履歷表。 

下載網址 http://www.cs.keepceo.com/AHR-resume.doc 

(二) 並於受理期限內將文件 E-MAIL至 shixin88888@gmail.com。 

二、 履歷繳交後煩請電話確認 04-2463-3311 Elynec黃秘書。 

 

 

 

 

 

http://www.cs.keepceo.com/AHR-resume.doc
mailto:shixin88888@gmail.com


2013 新加坡職場工作實習計畫                                 

 5/6 

壹拾貳、 執行單位提供的服務： 

 

期間 服務 敘述 

抵達之前 

 面試安排 

 工作准證文件準備和申請 

 住宿安排 

 行前說明會 

為所有赴新加坡人員提供協助和確保工作准證

申請過程順利。但請注意工作准證的申請是取

決於新加坡人力部的批准。 

抵達時候 

 機場接機服務 

 錢幣兌換 

 體檢服務 

 銀行開戶服務 

 培訓和認識新加坡 

 為抵達新加坡的人員提供一連串的輔導好

讓他們能盡快熟悉新的環境和在工作前做

好充足的準備。 

在新加坡 

期間 

 一致的照顧和支持輔導 

 監督及輔導  

 監護職責  

 反饋  

 

 為了幫助赴新加坡人員能夠盡快的適應新

工作和環境，世新-聯盟機構會定時約見人

員，一起解決或探討問題。 

 我們會定期從雇主處瞭解員工的工作表

現，如員工有遇到任何困難，我們會進行

心理輔導，如有需要的話也會提供英語補

習。  

 我們會對員工盡到監護人的職責。  

 爲了提高我們的服務水平，我們也會從員

工處瞭解我們的不足之處。  

離境之前 
 准證取消服務 

 預定班機服務 

 新加坡機構將會全力協助人員離境手續。 

 當外國員工在新加坡遇到任何困難時，機

構都會以盡全力地幫助員工解決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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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參、 未盡事宜，本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本計

若對本計畫有任何問題可透過以下聯絡方式與執行單位聯繫。 

計劃主持人：周海澄 Martin 副秘書長  0913-918-998 

承辦專員：蔡艷蓁 Yoyo專員   0933-443-449 

承辦專員：黃琳淳 Elyne秘書   0980-222-722 

收件信箱: shixintw@gmail.com 

聯絡電話：04-2463-3311 

傳真電話：04-2256-9970 

聯絡地址：臺中市西屯區科園路 21號（朝陽科技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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