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海外實習 問題 Q&A
壹、申請階段相關問題
一、我要如何提出申請？
在校學生可向學校主辦老師索取制式申請履歷表，填妥後以電子檔寄回即完成申請。
二、需要準備哪些申請文件？
1. 向校方索取實習計畫書
2. 填寫實習申請表、家長同意書
3. 繳交履歷表（履歷表下載網址http://www.cc.keepceo.com/E-Resume.doc）
4. 因應環保減碳！專用履歷請以電子檔投遞shixinyoyo@gmail.com謝謝!
三、申請資格為何？需要具備的英文程度或基本條件為何？
在學生需由學校推薦，英文聽說能力越好，選擇工作的空間就越大。
英文能力欠佳的同學，在選擇方面的空間較小，如能展現積極配合的態度，就能順利的安
排工作廠商。
四、可以選擇甚麼樣的雇主和工作機會呢？
Hotels飯店( 4 stars and above )
1. Front Desk
2. Reception/ Concierge
3. F & B
4. Room Service/ House Keeping
5. Bell Man
Restaurants連鎖餐廳( Japanese/ Chinese/ Western )
1. Waiter/ Waitresses
2. Kitchen Assistant
Retail Sales(包括各類精品、書店、美容顧問、行政專員)
1. Sales Assistant
其他行業(資訊IT、機械、美容美髮、幼教助理…等)
五、面試安排的程序為何？
繳交申請履歷→英文模擬面試→雇主面試(面試採SKYPE視訊) →新加坡海外實習
六、有提供宿舍嗎？需要租房子的話如何安排？
1. 在新加坡國土面積有限的狀況下機屋沒有雇主可提供員工宿舍，都是委由當地的房屋
仲介機構服務租屋，月租大約都在新幣300上下，給房屋仲介的安排費為半個月的房
租，需由承租人自行負擔。
2. 也可請校方協助申請包含住宿方案配套。
貳、工作階段相關問題
一、雇主會和員工簽約嗎？
依據規定雇主必需和聘僱員工簽屬LOA，以明訂薪資、休假、加班費、獎金、獎懲、程序
等規範。
二、基本工時為何？加班會有加班費嗎？
工時計算以周為單位，會依雇主營業性質而有所不同，一週從44~54hr都有，雇主會依照
工時長短訂定薪資的差異，超過一週約定工時的上限，雇主通常會提撥加班費或折算休假
方式來給員工，不會有責任制的怪象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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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休假規定和天數為何?
固定是周休1-2天，國定假日和年假加起來約有15-20天，一般是以排休方式和公司提出。
四、有供餐嗎？新加坡吃飯會很貴嗎？
一般餐飲和旅館行業會供餐，新加坡的雜菜飯(自助餐)大約新幣S$3~4元一餐，和台灣差
不多，觀光區和高級餐館的消費就比較高了。
五、上班的交通方式呢？費用大約多少？
MRT和Bass大眾運輸是新加坡的主要交通工具。一段票大約新幣1元。
六、新加坡房子的租金大約多少？有哪些基本設備呢？
基本上都是2~4人房，屋主會住在家裡，有冷氣的房間包水電大約都在新幣350以上，沒冷
氣的房間包水電大約都在新幣300上下。

七、新加坡電話和上網如何辦理？台灣的手機可以用嗎？
到新加坡可持護照到7-11申辦電話卡，可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電話費率來辦理(長期使用可
申辦S$50的卡較划算)，除亞太手機外其他手機均可在新加坡使用。
八、看病怎麼辦？新加坡有勞健保嗎？
在新加坡都已有勞工保險，一般生病看診均可持單據和雇主請領補助。台灣的健保還是要
繼續加保，健保在國人海外醫療部分最高可補助70%，所以可以最經濟方式維持加保。
九、銀行開戶需要甚麼文件？要帶印章嗎？
勞動部領取工作證後才可去銀行開薪資轉帳帳戶，開戶時持護照和工作證及基本開戶存款
費用，在銀行事先預約的時間赴銀行開戶，開戶只需簽字，是否使用印章由開戶人自行決
定。
十、新加坡的收入需要繳稅嗎？
新加坡持SP、EP簽證才需要繳稅，月收入在S$2400以下免稅。
十一、 會很晚下班嗎？如果沒MRT或公車都停駛了才下班怎麼辦？
新加坡勞動部規定，如員工工作上下班時間超過大眾運輸營運時間，雇主需負擔員工搭乘
計程車的車資，所以不用擔心。
十二、 工作期間可以休假回台灣再回來工作嗎？
可以調配休假時間回台灣，但必需依照公司規定並取得主管同意即可。
十三、 如果不適應可以換工作單位或雇主嗎？
准證是由單一雇主發放，在准證有效工作期內是不得更換雇主的，依法需辦理離職並離境，
才能重新申請新雇主的簽證。如是同一機構之內部單位調動，需由現場主管同意才能調動，
員工必需依照公司規定去和主管提出申請，是無法要求一定能調動的。
十四、 如果不適應能放棄工作回台灣嗎？
工作期限未到期離職，需向公司正式申辦離職手續，即可離境回台。
依據新加坡勞動部規定，工作未滿184天離職者，政府需課徵6個月底薪總額15%的稅款，
若未繳交將不得再入境新加坡，且雇主也會被追加罰鍰。滿184天離職者無罰稅金的問題。
參、簽證申請相關問題
一、簽證申請需要那些證件？多久時間？
1. Passport scanned copy in PDF format (護照PDF檔)
2. Original High School Certificate ( English Version高中英文版畢業證書)
當雇主正式提出申請時，3-5天內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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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果簽證已經批准了，我還要注意什麼？
簽證IPA列印下來，並注意Security bond是否核發下來，並注意於報到時間內準時報到。
三、簽證費和政府規費還要再繳交嗎？
繳交的申請費台幣9900元，已包括申請簽證的相關政府規費、接機費、體檢費、在新加坡
期間的維護行政費。
四、體檢的標準為何？需要在台灣先體檢嗎？
體檢標準和體檢報告需以新加坡在地指定醫院才算有效。
如附表(體檢表)，申請人對於體檢表上規定的項目如有疑慮，請自行先 行至醫院檢查，
若因新加坡體檢未通過，申請人須依規定離境回台，相關簽證申請費用和房租等費用均不
予退還。

五、男生兵役問題如何處理？
由校方學務處統一行文學生戶籍所在地兵役科告知實習事實，學生得持護照至縣市所在地
兵役科加蓋役男出國戳記，明定出國和回國日期期限。
六、萬一面談沒錄取會退費嗎？
申請人在積極配合面試，並經過五次面試以上均未通過的情形下，將退還申請費的全額。
如經面試安排且錄取通過，但反悔違約無法報到者，申請費不退。
肆、報到的相關問題
一、會有行前說明會嗎？
會配合學校辦理行前說明會。
二、機票是自費還是雇主會提供？
申請費用台幣9900元已包含機票。
三、第一個月報到時，大概要準備多少費用才足夠？
大約新幣2000元(只會多不會少)
房租(租金一個月+押金一個月+半個月房仲費)約新幣1000
生活費+雜支約新幣700~1000
四、會有人接機嗎？需要自費嗎？
有專人專車接機，不需再繳交費用。
六、機場出境需要注意些甚麼事情？
檢查證件
1. 護照+機票
2. IPA + Security bond打印出來
3. 行李不得超重(超重加罰很貴)
4. 新幣兌換完成
5. 手機國際漫遊上網功能解除
6. 隨身行李不得有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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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工作者完整的醫療報告
在本表格所有項目都必須由一個新加坡註冊醫生完成。外國工人的旅行證件必須出示給醫生檢查鑑定。
Part I

外國工作者的個人資料

姓名:

護照 No.

性別: *男 / 女

身高:

cm

職業:

出生日月年:

國籍:

體重:

kg

Part II

疾 病史（宣告及由外國工人簽字）
Yes

No

如果是，請簡要說明

Yes

精神疾病
癲癇
慢性哮喘
糖尿病
高血壓

1
2
3
4
5

No

如果是，請簡要說明

結核病
心臟疾病
瘧疾
開刀

6
7
8
9

本人謹此聲明，上述資料是真實和正確的。本人茲同意該醫療報告的副本，由檢查的醫生被釋放到人力部，我的雇
主，同時也在我的工作許可證申請協助就業代理完成。
外國工作者簽名

日期

Part III 請勾選如有檢驗/測試的異常，並分別給予簡要細節
臨床檢驗

異常

1 心血管系統
A 血壓
收縮壓：
舒張壓：
B 心臟疾病
C 心電圖（必須男性工人及其他50歲以上，而在年輕的申
請人表示，如人與cardic雜音或症狀提示心肌缺血）嚴重
D 的靜脈曲張

其它檢驗
1 胸部X線 - 應採取在新加坡
2
a
b
c

尿
白蛋白
糖
懷孕

3 VDRL快速血漿反應素試驗/性病研究室試驗
4 聽力無法聽到度（2m）普通的談話

貧血(如果臨床貧血, do HB:
呼吸系統

2
3
4
a
b
c
d

腹部
疝氣
肝臟腫大
脾臟腫大
生殖泌尿系統

5

皮膚慢性疾病（如麻風病，廣泛濕疹，牛皮癬等）

6
a
b
c
d

自發/神經
顯著截肢或畸形
肢體運動和協調
顯著脊柱畸形
其他顯著異常（影響
所須進行的工作）
內分泌紊亂，例如甲狀腺毒症
精神狀態

7
8

g%)
5 視力（應該是雙眼帶或不帶眼鏡至少6/12）。
一個視力
ⅲ）右眼
ⅳ）左眼
b色盲
c之外的所有器質性眼病，例如沙眼
6 瘧疾血片
7 愛滋病（AIDS）的
注：HIV（艾滋病）檢測和血片用於瘧疾必須經衛生
部實驗室來完成。

Part IV 請在提供的框中打勾
臨床檢驗/測試（*包括/不包括心電圖）項要求是正常的，除了那些測試結果在第三部分表示“異常”（如果有的話）。

Part V

從醫生認證（任何修改必須由誰完成這個報告醫生通過）

我證明我已審核上述命名的外國工人，發現此人是*適合/不適宜受僱擔任上述的職業.
Name of Doctor:
(請以正楷填寫)

Signature of Doctor:

Clinic Address:

Date:
Telephone Number:

*請刪去不適用者

醫生注意事項：
請給雇主/僱傭代理給完成了體檢表的副本，如果他/她需要它。
The information is updated on 1 Mar 2010

WPCM 015

異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