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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緣起  

1.實習計畫目的、預期效益 

長期以來，學生校外實習單位多侷限於國內各休閒相關事業體，對其拓

展國際視野及建立國際觀的培育，成效有限，因此，本計畫之目的是藉由國

外不同情境的見習與觀摩及實習，可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培育國際觀思維，

認識外國產業職場的發展與趨勢，進而增進學生專業領域的實務歷練，提昇

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相關工作能力。 

在交通部觀光局所訂定之 2009-2012「觀光拔尖領方案」中指出休閒觀

光產業是內需型的外貌產業，為 21 世紀台灣經濟發展的領航性服務產業，

隨著國內政經情勢及兩岸關係之轉變，以及國人對休閒生活的重視與觀光品

質需求的提升，近年來政府高度重視觀光產業對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總

統更在「當前總體經情勢及因應對策會議」中將觀光旅遊列為政府重點推動

之 6 大新興產業。 

台灣因為地形關係而擁有特殊景觀和地貌，但因為腹地小，吸引外國觀

光客的潛力一直無法有效發揮。要讓台灣觀光業成功轉型，除加強基礎建

設，強化教育外，更應吸收他國之成功經驗，加以發揚光大。台灣位於歐亞

大陸東南，受海洋氣候影響，溫暖潮濕，有「福爾摩沙」美譽。因歐亞大陸

與菲律賓海洋板塊擠壓碰撞，形成高山島嶼，3000 公尺以上高山有 264 座，

其中玉山海拔高 3952 公尺為東亞最高峰。全島地形具備豐富多樣性，有高

山、丘陵、台地、縱谷、沿岸及沙岸，還有火山地形及溫泉資源，為地質學

的寶庫。台灣自然、人文資源多樣而豐富，社會經濟發展引領華人社會，豐

富的資源為發展觀光之優勢。 

反觀新加坡，大多數條件比不上台灣，但會展相關產業卻能能達到亞洲

第一之規模。新加波自 2010 年 1 月、4 月兩家投資超過 1200 億、1800 億的

大型綜合娛樂城開幕以來，於 2010 年的上半年創造了超過新台幣 100 億的

驚人收入。2010 年下半年開始人力素質及需提升與人力出現大量缺口。綜

觀上述論點，台灣有極佳之觀光優勢，為將台灣休閒觀光產業發展的更加順

遂，應積極培訓優秀休閒觀光事業之人才。在「觀光拔尖領航計畫」中亦推

出「觀光從業菁英養成計畫」，薦送優秀觀光從業人員及國內大專校院觀光

相關科系現任專任教師赴國外受訓，增進國際觀光人才專業素質與國際視

野。 

新加坡是個袖珍國家，資源不多，但智力資源卻是無限的。僅各種國際

會議和展覽就對新加坡的經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新加坡的國際會展規



模次數居於亞洲第一位，在全世界居第五至第六位。僅 2000年在新加坡舉

行的各種會議、展覽及獎勵旅遊就達 5000次，前來參加這些會議展覽的人

數多達 40萬人次，旅遊、會展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案例，可以做為我們觀光發展之借鏡。本計畫目的即

甄選本系優秀學生赴新加坡進行 7個月的實地實習，除學習休閒零售業銷售

與服務技巧，在大型遊樂影城或購物中心所接觸的人事物及國際型大環境的

休閒觀光特色之體驗感染下，也能為國內相關大型休閒度假樂園與影城等相

關事業體注入新活力及新服務概念，也符合觀光局推動之『觀光拔尖領航計

畫』中，對內，增進臺灣區域經濟與觀光的均衡發展，優化國民生活與旅遊

品質；對外，強化臺灣觀光品牌國際意象，深化國際旅客感動體驗之施政目

標。 

2.預期效益 

以新加坡為實習目的地，是因在休閒觀光產業的發展上，發現同屬於以

華人社會為主的新加坡，在文化背景等方面與我國有極相似之處，具參考和

學習的價值。新加坡的休閒事業、觀光飯店、餐飲服務及會展產業之發展，

學生能在新加坡如此國際化的國家進行長達七個月的實習，不但可接觸來自

世界各國的觀光客或商務人士，提升自身國際視野，也學習國際化休閒產業

服務的內涵，進而提升相關產業之管理人才素質及開創就業的機會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fcuk）是英國服裝公司French 

Connection所擁有的服飾品牌。成立於1972年，初期只以「French Connection」

作為品牌名的該公司，自1997年時開始大規模地推廣其新的品牌名稱縮寫

「fcuk」（通常採全小寫方式標示），由於名稱縮寫十分接近英文髒話「fuck」

而容易被混淆，反而幫助了知名度的提高。主要銷售地區為歐洲、北美、亞

洲與澳大利亞的French Connection，總部設於倫敦。 

1969年講起。當時，一名英國年青人Stephen Marks對時裝有一份不可

言喻的熱忱，而且看準當時英國缺乏風格簡約、氣息青春的都市便服(urban 

fashion)，當時只有價格高昂而且風格成熟的BURBERRY。所以Stephen決心

成立French connection，為一眾愛美的英國年青人，主要是由18歲至35歲的

那一群提供一個適當的選擇。就這樣，一個英國的時裝王國正式誕生。French 

Connection的風格時尚簡潔，喜用黑色、棕色、白色等素色，少花巧，多生

產經典的衣物如西裝上衣、連身裙等等，由此盡顯大都市瀟洒簡約的氣質。  

英國的年青顧客們對French connection這種高級街頭服裝風格、合理的定價

都十分受落。再者，French Connection注重宣傳，歷年來推出許多出色而風

格前衛的廣告，令一眾年青人對之另眼相看。 

圖一、新加坡fcuk的店面場景 

fcuk是英國時裝品牌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的簡稱，由最初

一所芝士布棉衣公司，慢慢演變成店鋪網路橫跨25個國家共超過1500分銷點

的時裝品牌，產品種類由男女裝衣飾,鞋履,眼鏡,內衣褲，香氛及身體護理產

品，化妝品、面部護理產品、甚至fcuk果汁酒精飲料均一應俱全，體現French 

Connection不只是一個時裝品牌，更是一種生活哲學和態度。 

French Connection第一所倫敦總店成立以來,一直廣受顧客歡迎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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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產品質素是信心保證外，French Connection亦擅於利用廣告及口號為品

牌營造新鮮感及話題，如1997年春季French Connection便首次於英國倫敦

Regent's Street的櫥窗展示其全新標語fcuk宣傳當時的倫敦時裝周，其後更有

一連串的平面廣告和T-shirt圖案為此推廣首尾呼應，大大提高了消費者對品

牌的認識外，亦同時令大眾對French Connection與fcuk兩個名字的互通性加

深。自fcuk此簡稱面世後,其敢作敢為，不與俗同流的設計風格成為歐洲極

受歡迎的連鎖時裝品牌，完善的售後服務顧客的支持是產品品質的信心保

證。 



三、 計畫招生說明會與學生甄選 

在選送生遴選基準及作業上，我們依據「德霖技術學院休閒事業管理系海外

實習徵選辦法」及「海外實習徵選要點」辦理。相關規定分述如下： 

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欲參與海外實習之學生需繳交申請表及相關文件。此

一階段工作主要係根據同學所提繳之資料進行書面審查，甄選委員透過五項指標

進行第一階段審查。 

1. 昔日學校表現：藉由學生長久以來在學校的研究表現、學習狀況、實驗

精神與上進程度做一個綜合性的評估。 

2. 外語能力筆試測驗：藉由聽力測驗、閱讀測驗等筆試題目，評定其英語

能力。 

3. 專業知識測驗與評定：藉由學生過去幾年修課成績情形，瞭解其對專業

知識的深度，並評定成績。 

4. 校內實習成績評定：藉由學生在校外實習前學年中，校內實習之表現，

瞭解學生的實務能力，做為評定的依據之一。 

5. 家長支持度與學生的生涯規劃：透過親師座談邀請家長到校會談，瞭解

家長對於海外專業實習的支持度，同時瞭解學生的學習規劃情形。 

 

圖二、透過校內實習口試學生的專業知識與學習態度 

 

圖三、本系教師對學生外語能力的筆試測驗。 



依據上述辦法及要點，本系海外實習生遴選工作分為兩階段： 

    第二階段為口試：唯有通過第一階段書面審查同學才可參加。此階段分

為初試及最終口試。初試由系內教師組成評選委員，針對通過書面審查之同

學進行口試，其中分為兩大部分 

1. 挫折容忍力評定：依據長時間對學生的觀察以及導師對該生之了解情

形，評定學生的挫折容忍力，並且透過面談，分析實際參加實習所會面

臨的困難，進而瞭解學生面對困難的處理能力。 

2. 外文口語溝通能力之評定：此一部分主要是針對學生語言能力、應對方

式及人格特性進行了解。 

3. 廠商面試：最終口試將會邀請新加坡廠商代表利用網路視訊方式進行直

接面試並決定最後通過知名單共3位。 

 

圖四、學生對甄選委員報告赴海外實習之學習規劃。 

 

 

圖五、系上甄選委員對學生進行外語口試。 



 

圖六、系上甄選委員對學生進行外語口試。 

 

 

圖七、學生與新加坡實習廠商透過skype進行視訊面試。 



四、 國外實習機構聯繫與生活安排 

國外實習機構是透過新加坡的合作單位TCC與fcuk ，實習期間計畫主持

人或導師安排時間赴新加坡進行訪視，訪視合作實習單位主管及訪視學生工

作單位環境，探視學生居住環境等，以確保學生在外實習之工作及生活之完

善，合作實習單位所提供之協助及輔導工作如下所標示： 

 

圖八、計畫主持人與學生赴實習合作單位訪視。 

1. 實習學生最終的面試。 

2. 助學生取得簽證相關等文件。 

3. 機場與實習單位間的接機服務：與抵達新加坡時，提供機場至學生

住宿地點之接機服務。 

4. 實習工作輔導：學生實習期間為7個月，實習排班將依循實習單位的

正式職員之排班及休假方式處理。為使學生能完全融入工作，實習

期間第一個月將會有一個主管引領同學孰悉工作內容，第二個月開

始學生將獨立作業。 

5. 實習生活輔導：實習單位指派專人協助學生日常生活，並降低語言

差異所帶來的困擾，及幫助學生了解工作內容及生活規範，並協助

學生解決生活相關問題；另外，為使學生能體驗多元之新加坡文化，

皆會舉辦休閒活動，使學生得以在實習期間，調劑身心。 

6. 成績考核：實習單位將依據學生在實習單位的表現與工作績效，協

助考核學生的實習成績，並將評量完後的實習成績，繼回本系，以

利最終實習成績之評定。 

7. 與學校保持良好聯繫：實習單位與學校負責教師隨時保持聯繫，以



了解學生在海外實習期間的真實狀況及事務上之協調，建立實習單

位與本校本系零時差交流模式。 

 

圖九、計畫主持人與學生與單位主管面談，了解學生實習狀況。 

 

 

圖十、老師訪視學生郭茜榕同學並合影 



 

圖十一、老師訪視學生張皓宇同學並合影 

 

 

圖十二、老師訪視學生張芷寧同學並合影 

 

實習單位將會提供下列實習協助與相關輔導： 

1. 協助學生安排住宿，解決住宿的問題。 



2. 協助學生提供相關的實習空間，提供辦公桌、電腦與網路設備，讓

學生有良好的實習環境。 

3. 提供安全、健康與醫療的諮詢。 

 

圖十三、學生在新加坡的住宿安排在純住宅社區，原則上是四人一間，具有

完整乾淨的衛浴及廚房設備供學生親自下廚。 



五、 行前說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本系每學期均有學生赴海外實習，因此每學期均會對學生舉辦海外實習

的說明會與經驗分享座談會。也會邀請家長與會共同瞭解學生赴海外實習的

各項細節，與行前準備事項。 

 
圖十四、系上為學生舉辦行前說明會 

 

此外，系上也邀請回國的學長姊為學弟妹舉辦海外實習分享會，以親身經歷

為即將啟程的學弟妹現身說法，分享數個月海外實習的點點滴滴，讓學生們

對即將到來的海外行程充滿期待，也達到傳承的意義。 

 

圖十五、自海外實習完成回國之學長姐為學弟妹舉辦分享會。 

 

系上在學生出發當天，導師、計畫主持人皆會到機場與家長一起為實習同學

送機，學生到了新加坡之後，實習單位會派人赴機場接待，並帶領著學生到

實習單位辦理報到、填寫相關文件、介紹環境、安頓好住宿等程序。此外，

也會引領學生將生活必需用品準備齊全，以及通訊用聯繫方式(當地電話

卡、網路)，以方便學生隨時可以與家長及老師聯繫。 



 
圖十六、學生到實習單位辦理報到。 

 

 

圖十七、學生赴當地銀行開立戶頭。 

 

六、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 

1. 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建立國際觀。 

2. 了解國外相關產業職場的發展與趨勢。 

3. 增進學生專業領域的實務歷練。 

4. 培養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相關工作能力。 

5. 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的處事態度與精神。 

6. 體驗新加坡當地生活及文化，加強英文能力。 

7. 無縫接軌，畢業即赴海外就業。 



 

七、 執行本計畫之感想與建議 

近幾年來，有鑑於國際觀光市場的蓬勃發展，觀光休閒產業對具有國際

視野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德霖技術學院休閒系致力於培養學生國際視野的

提升，除了邀請國內外知名教授到我們學校舉辦大師開講講座之外，感受到

學生參與國際事務以及國際化的重要性，因此，本系的實習委員會希望除了

多年來的國內校外實習之外，希望能順應政府對觀光休閒產業人才培育之發

展方向，提供海外實習機會和強化外語的環境，讓同學提早思考未來生涯發

展的方向。此次是本系首次申請及執行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德霖技術學

院海外專業休閒實習計畫-新加坡專案」，主要受到新加坡TCC group 和

French Connection United Kingdom（fcuk）的協助。前後共有三位學生到新

加坡這個亞洲會展觀光及商業極為發達的國家進行海外實習，感覺到收穫十

分豐富。 

在海外實習期間，讓學生對於海外生活的感受有與當初行前產生極大不

同的見解與看法，同時也開啟學生更多新穎的國際視野，同時，對於學生在

最後學期對將來發展的方向與目標大的幫助。實習結束之後，三位學生將實

習過程之中的點滴在成果發表上獲得學弟妹極大的回響。現在每一梯次的海

外實習都有超過10位同學嘗試想向外發展。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次的海外實

習對學生而言，確實收穫很大。在新加坡實習的七個月之中，讓學生學習到

許多東西，最重要的是語言能力的提昇，本校屬於技職體系，大部分學生在

求學過程中對自身外語能力普遍均沒自信，因此在過去推行學生海外實習時

極為困難，學生均望之卻步，本此有學海築夢的規劃之下，學生外語不但進

步，甚至獨立思考的能力也大幅提升，學生在實習單位的訓練與引導下，很

快即能獨立對客戶以全外語詳細解說產品內容，當天透過skype從學生臉上

與言談之間所感受到的成就感與自信，身為老師也深覺感動，相信對學生未

來的一生都是受

用無窮的。此外，

三位學生會學校

之後均表示畢業

後要在回新加坡

工作，可見其經過

海外實習的洗禮

後所得之成長。 

 

 

                 圖十八、老師及計畫主持人赴機場送學生出國 



另外，也感受到新加坡的雖然面積小，但並不單單只是依靠著少數菁英

分子才有今天在世界重要的地位，新加坡向來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之一，不光

是教育體系相當完善，其位於世界重要的商業與航運轉運中心，廣納吸收世

界各地的經濟文化特色，甚至在觀光的發展上，每隔幾年總能營造讓人耳目

一新的特色，例如金沙酒店，引進F1賽事，填海造陸建構濱海公園等，新

加坡政府常規劃長遠的國家經濟與觀光發展，的確令人佩服。為了讓之後的

學生能有海外實習的機會，系上也持續拓增日本、馬來西亞、香港等還海外

實習合作單位，希望能給更多學生開始編織自己未來人生的世界地圖，最

後，相當感謝教育部通過此實習計畫讓學生有這樣的機會前往新加坡體驗不

同於台灣之文化、拓展人生視野。 

 

 

圖十九、新加坡濱海花園超級樹(supertre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