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金國際

海外實習 Ｑ＆Ａ

申請
和學校實習老師索取家長同意書及制式履歷
需準備文件
1.英文履歷表
2.護照(需 2 年有效)
3.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如現在就讀大學就拿高中
畢業證書，五專生準備國中畢業證書)
面試:

工作確認書:
到新加坡前雇主會提供 LOA(Letter Of
Appointment)會註明工作單位、薪資、休假、加
班、工作餐等等相關工作細節。

然後錄製面試用影片(用英文自我介紹)

3. 第一個月薪水怎麼算?
A: 基本上是用底薪下去算這個月工作幾天，
按照比例計算薪資。
4. 上班有規定服裝或鞋子嗎?
A: 會在行前說明會個別通知。
5. 上班的交通方式?時間?
A: MRT 或是公車等大眾運輸
車程基本上會在 30 分鐘以內到達。

之後我們會把同學的資料提供給雇主

6. 如果沒 MRT 或公車都停駛了才下班怎麼辦?

1. 面試流程?
A: 確認要去新加坡後
同學繳交履歷表

A: 雇主會載你們回家或是公司出錢請計程車載

然後等待雇主跟我們約時間面試
(如果沒有通過面試等待下一次通知)
2. 面試需要穿著什麼服裝?

你們回家，不要忘記拿收據跟公司報帳。
7. 如果不適應可以換工作單位或雇主嗎？
A: 不行，因為簽證是由雇主申請的。

A: 正式的服裝或是系服
女生需要化妝，綁頭髮。

8. 如果不適應能放棄工作回台灣嗎？需要支付違約

3. 面試會問什麼樣的問題?

金嗎?
A: 好不容易都出國實習了,應該要好好保握機會

A: 有面試問題提供參考(另外提供)。
4. 面試可以說中文嗎?

與嘗試不同的事物,讓自己更加成長。

A: 這要看雇主要求，一般都是說英文居多。

但是,如果真的不適應要放棄，不需要支付給公司

5. 面試網路不穩定怎麼辦?
A: 電腦如果真的不行用手機嘗試後也不行
新加坡的同事會改打電話或是延期。
6. 面試次數
A: 不限定面試次數。
工作:
1. 有什麼樣的工作

或雇主任何違約金，但有可能因為未提前通知雇
主領不到當月薪資。
所支付行政服務費一律不退還，並須繳清尚未繳
清之款項(如有分期)。另須自行承擔其他衍生費用，
如個人租屋租金、押金及新加坡政府須繳交之稅
金等。
工作簽證
一般工作簽證 WORK PERMIT(不須另外繳費)、相

A: 飯店、餐飲、銷售、美容、行政內勤等。
2. 薪資:

關文件由本公司準備好。

半年期新幣 1200 起跳(不含加班費)

行前說明會

一年期新幣 1300 起跳(不含加班費)

1.

出發前會有行前說明會嗎?

二年期=全職新幣 1400 起跳(不含加班費)

A: 會有行前說明會。告訴同學們需要注意哪些事，

加班如何計算?:

和一些基本的風俗民情。

一週工作 44-54 小時不等(依雇主不同)

2.

男生兵役問題如何處理？

超過的時間以加班費或是補休為之。

A: 男同學需到系上詢問或是找教官，學校一般是

休假:月休 4 天 (依雇主不同)。

會統一處理。(前一個月辦理)如果太晚申請相關證

年假:半年期有 3 天年假

件無法申請下來，導致無法出國，同學將自行承

一年期有 7 天年假

擔全部責任及費用。

PH(公共假期)工作給加班費或是補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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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 Ｑ＆Ａ

訂機票
1.

體檢

機票甚麼時候才要訂?
A: 工作簽證下來才會通知同學買機票

2. 機票要買哪一家?怎麼買?

1. 需要事前在台灣就做體檢嗎?
A: 不需要在台灣事前做體檢，到新加坡會統一

A: 通知你買機票的時候，會告知你要買哪間航

帶同學去，如體檢後不合格而被遣送回國，同學

空公司與給你機票訂購步驟方法。

將自行承擔全部責任及費用
重點檢查項目愛滋、B 型肝炎、肺結核、梅毒、

住宿
由新加坡房仲協助住宿安排
1.

住宿甚麼時候才會開始找?

2.
3.

4.

懷孕、使用毒品及其他傳染病等。
電話卡

A: 出發前的一個月才會開始找房子,而且也要面

台灣的手機都可以用，只有亞太的手機不行

試過後才會,因為要確認通勤時間!

抵達新加坡機場會帶同學購買電話卡(購買需支

住宿的房租有包含水、電、網路和冷氣嗎?

付新幣 50)當場設定手機網路。

A: 會幫同學找有包含的房子喔!!

採買生活用品

可以煮東西嗎?

到達宿舍後請和室友商量需要購買什麼生活用品。重

A: 房間不可以煮任何東西，一般房東只會讓同

量重的(如洗衣精)或是體積大的(如衛生紙)可於宿舍

學們煮熱開水或是泡麵，但主要還是要看房東

鄰近超商購買

是幾個人一間房間?

雇主報到

A: 大多是 2 個人一間房間喔!

1. 大約幾天開始正式上班?
A:新加坡同事會與雇主安排報到時間

支出
住宿一個月租金約 400 需準備 400 押金房仲費

蓋手印及開戶

200

同事會和新加坡人力部預約蓋手印時間，會有同

交通費一天不超過 5 塊新幣(來回)

事通知你預約的日期，不可更改

餐費一餐 3 塊-10 塊都有，依自己規劃
第一個月生活費用建議 1000 新幣
1. 分期付款第一期要在甚麼時候繳交?
A: 出發前一個禮拜內繳交完畢

1. 去新加坡甚麼時候可以開戶?
A: 蓋完手印才可開戶
2. 銀行開戶需要什麼文件?印章需要嗎?
A: 開戶時持護照和工作證及基本開戶存款費用
500-1000 依銀行不同

稅金
持有工作簽證工作購物不可退稅
稅金薪資在 2400 以下不須繳稅
但新加坡政府規定如工作 60-183 天內離職須繳交
給新加坡政府總收入的 15%作為稅金
出發
1.

第 2 天早上做體檢(不須另外付費)。

機場出境需要注意些甚麼事情?
A: 護照+機票
入境文件(我們會印)
新幣兌換完成
隨身行李與托運行李的注意事項
出發前 10 天會發出發通知

接機與宿舍
有專人接機專車送至宿舍(不須另外付費)

不需要帶印章

保險
新加坡政府規定雇主必須要幫外國員工購買工
傷意外保險
但是 3 個月試用期過後才生效
必須到雇主指定醫院診所就醫出示醫生證明才
可申請補助(全額補助或是部分補助依各家公司
規定)
台灣健保建議保留，國人也可享有海外醫療補助
詳情請自行至健保局網站查詢
新加坡生活協助
請直接和通訊錄上新加坡的聯繫人接洽，也請通
知台灣的聯繫人一併協助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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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相關費用說明
A. 住---因新加坡地小人稠，部分區塊是填海而來，所以房租比台灣貴。以目前的狀況，
大多數都是以家庭式再分租出一個房間的形式。以雅房形式為居多，想要住套房，
就要付出相當程度的房租。房間從 2 人~4 人，4 人可能就會是上下鋪。
無冷氣房約新幣 300~400(視區域而有不同)/有冷氣房新幣 400 起跳(視區域而有不同)
水、電、網路視屋主提供,需準備一個月租金(租期約滿家具無損壞可退)+一個月押金
*因新加坡合作夥伴非房屋仲介，新加坡合作夥伴會尋求新加坡房屋仲介的幫助。
新加坡房屋仲介會收取半個月房租的房仲費
B.機票--直飛約 4.5 小時，附機上餐。可隨時改回程日期。於較佳時間抵達目的地。
如長榮、華航、新航-年票來回約台幣 20000
虎航、捷星、酷航-單程約台幣 6000~10000(視訂票日期不同，而有價差)
廉價航空皆不附餐點。行李、機上餐點、選位及更改日期均需加收手續費或貼補價差。
C.收費方式---可一次付清或是分期付款(半年及二年分 3 期，一年 4 期)
＊＊新幣兌換台幣參考值為 SGD1:NT23

行政費用估計

1.半年期(7 個月)

2.一年期

3.二年期全職

收費(以最低薪資)
新幣*23 估算

1.5 個月薪資
1200*1.5 台幣 41400

2 個月薪資
1300*2 台幣 59800

2 個月薪資
1400*2 台幣 64400

行政費用總計

台幣 41400

台幣 59800

台幣 64400

生活費用估計

1.半年期(6 個月)

2.一年期

3.二年期(舊生)

工作餐

餐飲類有工作餐

餐飲類有工作餐

餐飲類有工作餐

單程機票(廉航預估票價)

台幣 6000

台幣 6000

台幣 6000

住宿以新幣 400 估算
一個月押金+一個月租金
+半個月房屋仲介費用
約新幣 1000(台幣約 23000)

台幣 23000

台幣 23000

台幣 23000

第一個月生活費用
約新幣 1000
(台幣約 23000)

台幣 23000

台幣 23000

台幣 23000

生活住宿、交通費用(預估)

台幣 52000

台幣 52000

台幣 52000

*薪資依各公司提供而有不同，最低為新幣 1200 起跳，全職 1400 起跳(有經驗者可爭取更高)
其他費用:水電費、交通費、生活費(依個人需求皆有不同)
新加坡銀行開戶金額依銀行不同須新幣 5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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