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海外就業計畫
壹、 主辦單位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貳、 主辦單位介紹：
一、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為『世新國際集團』旗下專以培育國際人才
為核心的管理服務機構。是一家專以新加坡就業計畫及新加坡實習＆留
學工作為核心的管理顧問公司。並為經濟部合法立案公司，並在台灣獲
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頒發之就業服務許可證書『許可證號 2404』。
二、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為『逢甲大學育成中心』培育企業。專營人
力資源管理以及海外就業、實習培訓工作。
三、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與新加坡各大產業共同合作於亞洲培訓人才，在台已
協助超過 3000 位青年人員前往新加坡實習及就業。並且在台灣、新加坡、
均有承辦公司，提供長期協助及長期服務。提供生涯規劃輔導服務，協
助有意願前往海外工作者「運用海外經驗快速提昇身價」
。
四、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有限公司致力在台灣招募有志於前往新加坡發展的人
才，為台灣就業市場開啟海外的大門，培育前往新加坡人員具備基本專
業、技能之外，藉由就業輔導與教育的相關配套措施，深植職業態度及
職場倫理的觀念，提早了解職場生態，充實就業能力，以利就業率的提
昇。讓實習生在台灣就可以找到並確認新加坡實習單位，安心的前往新
加坡實習並獲得最完善的照護。
五、 世新國際人力資源的目標在於產學合作，目前透過世新人力機構協助辦
理新加坡就業及實習計畫之學校學生包括（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亞洲
大學）
、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
、
（澎湖科技大學）
、
（育達科技大學）
、（朝
陽科技大學）
、
（弘光科技大學）
、
（中臺科技大學）
、
（中華科技大學）
、
（正
修科技大學）
、
（樹人醫護技術學院）
、
（中州科技大學）
、
（義守大學）
、
（康
寧大學）
、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
（南台科技大學）
、
（屏東科技大學）
、
（明
新科技大學）
、…等各大專院校。並配合各項推動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
教學卓越計畫、技專再造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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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的：
為鼓勵台灣院校專業科系畢業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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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新加坡實習&就業的優勢
一、 累積國際就業資歷，提升國際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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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替未來加分、提升國際競爭力及國際就業能力。
四、 國際評鑑海外工作首選，福利完整健全。
五、 新加坡治安佳、政治穩定、經濟蓬勃發展機會多，且擁有類似的文化、語言環
境，適應容易並可在工作中增添自我的英語對話能力。未來不論續留新加坡上
班或是回台發展均有優勢。
六、 錄取後為正式員工，非約聘或派遣。對未來具有發展性及前瞻性。

伍、 工作職缺及薪資待遇：（匯率 1SGD = 24 TWD.）
申請
工作崗位

1. 餐廳服務人員 S$1850~S$2400
要求：基礎英語、無經驗可

（名額 10 名）

2. 運動休閒門市銷售員
S$1900~S$2100 （名額 15 名）
要求：良好英語，半年以上零售銷售經驗（打工或實習經驗可）
3. 物流航運助理/客服 S$2000~S$2500 （名額 3 名）
要求：良好英語、無經驗可。
4. 五星酒店 房務/餐飲/櫃臺人員 S$1400~S$2000（名額 5 名）
要求：中等英語、相關經驗。
5. 機場免稅店服務人員 S$1800~S$2400（名額 10 名）
要求：良好英語、無經驗可
6. Zara 門市客服

S$1600~S$2300（名額 30 名）

要求：良好英語、無經驗可

7. Club 21 集團精品門市客服 S$1800-S$2300 元（名額 20 名）
要求：良好英語、無經驗可
8. 美髮美容師 S$1800-S$2400 元（名額 20 名）
要求：中等英語、相關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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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助理護士 S$1850-S$2300 元（名額 200 名）
要求：護理系畢業、不需英語、不需護理師證照。
10. 精品名牌銷售人員 S$1800-S$2600 元（名額 20 名）
要求：良好英語、無經驗可
11. 餐飲儲備幹部 S$2500 元 （名額 20 名）
要求：中等英語、餐飲相關工作經驗。
12. 西餐主廚 S$2000-3000 元（名額 10 名）
要求：廚師工作經驗。。
13.全球運動品牌門市代表

S$1600~S$1800（名額 10 名）

要求：中等英語、無經驗可
14.Zara 門市銷售 S$1600~S$2300（名額 60 名）
要求：流利英語、無經驗可
15.電子工程師 S$3000-S$9000『依經驗』
（名額 30 名）
要求：流利英語、專業工作經驗

福利制度



上述工作內容基本工時約為每週工作 44 小時。加班享 1.5 倍。詳細工作時
間依據新加坡僱主提供之工作訂單為主。



員工可以享有公司員工旅遊、業績獎金、加薪、升遷…等優質福利。



享有年假 7~21 天/年、公共假期 11 天/年、病假 14 天/年；住院假 60 天/
年、新加坡政府規定各項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帶薪年假、完整教育培訓等
相關福利。



崗位依造該年度實際新加坡人力部開放的的簽證名額為依據。



實際名額以當月實際簽證人數為主。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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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keepceo.com/E-Resume.doc

(二)

並於受理期限內將文件 E-MAIL 至 shixinkaiyin@gmail.com。

二、

受理申請期間：缺額滿即截止。

三、

繳交履歷並符合資格者，將參與本次就業機構於網路召開徵才面試，通過
面試者方可前往新加坡實習就業。

四、

履歷繳交後煩請電話確認 04-2322-3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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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審查作業：
一、

面試方式：由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直接進行第一次網路視訊 SKYPE 初試。

二、

通過初試在經由新加坡僱主機構直接網路視訊面試，並依照審查分數，決
定錄用與否。

三、

錄取通過之就業事項：
(一)凡通過本次面試錄取者者，須負擔前往新加坡實習機構辦理際簽證費
用及依造新加坡人力部規定支付給新加坡人資公司規定作業費用。
(二)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收取的作業費用為：新幣 1000 元-2000 元『依照
職缺不同』詳情可洽詢專員。
(三)為使通過面試錄取者能夠順利前往就業機構完成就業相關手續，新加
坡就業機構將委派新加坡人力資源公司協助辦理相關入境事宜。
(五)本次國際實習就業計劃，由新加坡就業機構及新加坡人力資源單位進
行交流及徵才，凡通過面試者，將直接由新加坡就業機構進行聘用合
約簽約及與新加坡人力資源單位簽定服務合約。

捌、 注意事項：
一、 獲錄取之學生應按申請之期程辦妥相關出國手續，並啟程出國，逾期視為
放棄，並取消其就業資格。
二、 獲錄取之學生如有必要提前終止工作，或因其他原因無法繼續工作時，應
取得相關證明，取得工作當地合法離職證明後，方得返國，且需自行負擔
相關交通差旅及行政費用。
三、 新加坡當地住宿費須自付。可委由新加坡房屋仲介協助代找，也可自行決
定住宿地點亦可自行尋找租屋地點。二人房約新幣 S$450-500 元。三人房
約新幣 S$350-450 元。四人房約新幣 S$300-350 元。
玖、

新加坡人資公司收取的作業費用所提供服務項目：

一、 協助代訂台北-新加坡機票。
二、 辦理兩年正式工作簽證服務。
（錄取者免負擔簽證費）
三、 統一辦理新加坡勞工部規定之醫療保險及工傷保險。（免負擔醫療保險）
四、 到達新加坡當地安排專人專車接機服務、並帶領前往租屋地點。
五、 於新加坡當地安排專人陪同購買新加坡電話卡，匯兌及開戶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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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協助安排錄取者前往住宿地點（亦可自行前往）。
七、 新加坡職前訓練（新加坡法律及生活介紹）
。
八、 專人陪同到政府指定診所進行體檢（免負擔體檢費）
九、 專人陪同到新加坡人力部辦理後續手續及領取正式工作簽證。
十、 與雇主簽訂正式工作合約。
十一、 協助錄取人員工作中的問題或者與雇主的糾紛。
十二、 新加坡簽證或法令的疑問解答及協助處理。
十三、 新加坡提供就業諮詢，醫療諮詢，協助熟悉當地生活服務。
壹拾、 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補充之。
-----本計畫委由世新國際集團為主辦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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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劃承辦單位：世新國際人力機構
聯繫專員：Hans 楊 招聘經理
收件信箱: shixinkaiyin@gmail.com
網址：www.shixin.com.tw
聯繫手機：0976-281-020
聯絡電話：04-2322-3388
傳真電話：04-2256-9970
聯絡地址：台中市西區忠明南路 138 號 13 樓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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