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築夢成果報告內容大綱 

獲補助年度 102年 

現任職學校、科系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中文姓名 葉承欽 

國外實習國家(含城市) 新加坡 

國外實習機構 

SELECT GROUP - PEACH GARDEN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RIVERVIEW HOTEL 

一、 緣起  

台灣擁有多變的自然景觀，地貌，並有深具特色的文化，均為吸引外國觀光

客來台旅遊之利器。惟受限於國際情勢，使得我國觀光事業一直無法伸展。

儘管如此，我國政府仍持續加強努力推動我國觀光計畫，期使能吸引大量的

外國觀光客來台觀光旅遊，藉以促進國家相關產業發展，帶動經濟。 

藉由國外不同情境的見習觀摩與實習，可擴展學生國際視野建立國際觀，認

識外國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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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養學生未來進入職場的相關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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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萬人次，而每年前往新加坡旅遊觀光及參加各種國際會議、展覽的人數

就比新加坡的總人口還多。毫無疑問，旅遊、會展對新加坡的經濟發展起到

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新加坡的成功經驗案例，可以做為我們觀光發展的借

鏡。本計畫目的即選派本系學生赴新加坡進行12個月的時地實習，除學習餐

旅服務基本技能外，為國內餐旅服務業注入一股活力，此正符合目前交通部

觀光局正推動的”觀光拔尖領航計畫”中之”品質台灣”主軸計畫之精神。 



 

二、 國外實習機構簡介  

◎ SELECT GROUP - PEACH GARDEN 

這一切都始於一個願景，創建一個烹飪避難所，傳統粵菜老饕可以慶祝精緻的餐飲和

精緻生活的聚集。這種激情拿了第一桃花源中國餐館在諾維娜花園，由餐廳退休人譚

婆婆和何文琪於2002年成立的形式。四更桃花源中國餐廳是在未來九年開業，其中包

括湯姆遜廣場，胡姬鄉村俱樂部，華僑銀行中心及美麗華酒店。至於證明了餐廳的美

食產品的質量，桃花源餐廳已經獲得了無數的榮譽和獎項由著名刊物如新加坡Tatler雜

誌最佳餐廳指南和新加坡頂級餐廳獎美酒佳餚。 

 

努力使桃苑的名氣屢獲殊榮的餐飲體驗到更多的食物愛好的客人在美好的環境下，桃

苑麵館開在新加坡樟宜機場 1號航站樓，於 2010年 10月 2日出發大廳，並隨後白沙

購物中心和濱海灣花園在 2012年，同年，桃苑中國餐飲酒樓，時尚休閒的全天餐飲餐

廳特色經典和面館的收藏夾，打開它的門在新裝修的唐城坊。桃苑也非常擅長戶外餐

飲的私人活動和婚禮，並且很榮幸能夠有政府的活動和國家宴會提供餐飲服務的特權。 

 

  

◎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交通便利，距離樟宜國際機場僅15分鐘路程，適合家庭入住的酒店豪華美居

樂斯新加坡是靠近你在這個城市國家需要一個真實的和總新加坡旅遊體驗

休閒和商務旅客的一切。與酒店，讓您享受身邊這麼多產品，酒店羅克西豪

華美爵新加坡是企，個人旅客（FIT）和那些與家人旅行的首選。  

 

真正的新加坡經驗  

酒店坐落在加東的歷史，對城市，有豐富的土生華人文化，它封裝了所有新

加坡的中國人，馬來人，印度人和歐亞文化的獨特族群的東海岸遺產區的心

臟地帶。  

 

幾步之遙，是東海岸公園，一個理想的地點為家庭郊遊。其迷人的海灘和其

他的樂趣和娛樂設施，深受成人和兒童。新加坡著名的美食中心，提供全市

最喜歡的是只是一塊石頭遙，從酒店豪華美居樂斯新加坡。酒店對面是一個

城市和別緻的百匯廣場購物中心和背後，是新開的時尚生活中心112加東購

物中心，既提供一站式購物的好去處擁有超過250專賣店，百貨公司和超市，

其中包括8屏幕的電影院在112加東。  

 

免費機場穿梭巴士服務  

酒店豪華美居樂斯新加坡還為我們的客人提供便利的免費雙程機場接送服

務。負擔得起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公交車和出租車，到新加坡的所有部分都



可以就在酒店外面。  

 

輕鬆訪問到新加坡很多地方  

除了文物古蹟和國際高爾夫球場，酒店豪華美居樂斯新加坡也可以便捷地前

往：  

在新達城，烏節路和怡豐城在港灣新加坡的購物樞紐  

新加坡摩天觀景輪  

濱海灣區域，一級方程式（F1）夜間賽事舉行  

聖淘沙島，濱海灣金沙和聖淘沙名勝世界，包括新加坡環球影城  

新加坡博覽中心，新加坡最大的展覽和會議中心  

體育中心（在建）  

濱海灣花園  

 

由雅高管理  

酒店豪華美居樂斯新加坡是由雅高，一個重要的全局組和歐洲領先的酒店管

理。它擁有576間寬敞的客房配有家庭友好的設施和設備，包括一個兒童友

好的游泳池。兒童餐可在我們的餐飲場所，其中服務於家庭，商務和休閒旅

客的本地和國際美食。 

  

自主開發的專業地產及酒店集團  

成立1967年5月樂斯太平洋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自產自銷的專業物業及酒店

集團，主要從事住宅物業（「物業發展」）及酒店豪華美居樂斯新加坡及其

他投資物業的業權，開發及銷售。樂斯太平洋控股目前正在開發新88，豚草

和韋爾特公寓。 

 

 

 

◎ Riverview Hotel 



Riverview hotel坐落於歷史悠久的新加坡河畔，是一家四星级的酒店，以其優

質的服務和合理的價格而深受商務人士和休閒度假人士喜爱。酒店中央商務

區和本地商務、會議、購物、娛樂和休閒中心，位置優越。  

酒店服务周到、設施齊全，如行政貴賓室、商務中心和游泳池，可以满足一

切商務及休閒娛樂需求。酒店共設有476間，還可以欣賞到迷人的新加坡河

全貌以及景色如畫的城市風光。 

 

餐廳提供中式、日式、西式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餚，以及新加坡本地的

特色美食。可以選擇自助餐，也可以單點餐點。可選擇在室内或露天河畔餐

廳用餐。  

另外酒店也有提供婚宴或是會議的包廂，根據人數的多寡來使用不同大小的

包廂。 

 

三、 計畫招生說明會與學生甄選  

海外實習學生遴選基準及作業方式依據學生海外實習甄選辦法(請參考

附件)。 

學生遴選的標準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書面審查－欲参與計畫之同學需繳交申請書及相關文件。此

一階段主要係根據同學所繳交之資料進行書面之審查。審查內容包括：學生

的學期成績、操行成績，及該生之班導的推薦。 

 

第二階段為口詴－通過書面審查之同學，才可參加口詴。 

此階段遴選又分為校內口詴及最終口詴。校內口詴將由本系教師組成評選委

員，針對通過書面審查之同學進行口詴。此一階段是針對學生語言能力、應

對方式及人格特性進行了解。通過之學生及進行輔導準備接受新加坡實習單

位之面詴。 

 

四、 國外實習機構聯繫與生活安排  

本計劃為學生赴新加坡實習，以新加坡觀光大飯店及高級餐廳內之工作

項目為實習重點，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將所學的運用在實際的工作職場。因

此為達本計畫之目的，必須要有縝密的規劃，必須面面俱到，故將計畫的執

行分為三個面。此三個面分別為：學校面、實習單位面及學生面。面與面相

互間的配合以達到本計畫的目的。 

 

 學校的職責在於提供學生海外實習的行政資源，協助學生取得至海外實

習的機會，制定相關辦法及要點提供標準模式給學生遵循，並開設英文相關

課程，建立輔導機制，並開設英文相關加強課程，建立輔導機制，使學生得



以在計畫期間均能取得最佳狀態，以期獲得最佳之學習成效。 

 

實習單位將規劃實習訓練課程及學習要點提供學生，使學生得以在短時

間內能獲的最高的實習效益；此外，實習單位設有專人對學生進行學習與生

活輔導。學生依據學校所訂定之輔導課程確實參與進行學習外，課暇之餘須

自己努力充實，為前往海外實習最佳之準備。 

本計畫之執行方式朝著這三個面，環環相扣緊密的互動已達成此計畫的

目的  

學校面與實習單位面 

1. 與新加坡業主共同訂定實習計畫 

2. 簽定建教合作契約 

  

學校面與學生面 

1. 訂定學生赴新加坡實習甄選辦法 

2. 甄選同學赴新加坡實習 

3. 開辦新加坡文化講座 

4. 英文加強班 

5. 辦理學生出國相關文件 

6. 護照辦理 

7. 預訂機票 

  

學生面與實習單位面 

1. 實習單位提供為期 12個月的實地實習 

2. 實習工作輔導及訓練 

 

行前說明會、實習機構報到  

 

於學生出發前，本系特別召開與學長姐交流會議。由學長姐作心得分享，

並提醒學弟妹們在當地生活的注意事項。 

  

 確定出發日後，召開行前說明會，會議中詳細告知出發日期時間，並提

醒行李準備準則，並於會議中發放行前通知書。 

 

1. 出發及抵達新加坡 

 為確保學生赴新加坡實習生活，本系由本人陪同學生一起赴日，協助學

生生活安定及儘速適應實習工作。 

 

 出發當日抵達新加坡機場後，新加坡代辦公司帶領學生辦理當地手機門

號並即派專車前往住宿地點、與房東溝通及簽約，行李安置後並進行住宿環

境之認識。 



 

2. 認識環境、體檢、辦理報到及簽約 

 隔日上午，在代辦公司及教師們帶領下學生進行身體檢查。隨後到實習

飯店進行報到、制服量身及簽訂工作合約。 

 

 隨後，再進行環境探索，由本人帶領學生認識新加坡並學習如何搭乘大

眾交通工具通勤並計算通勤時間。 

 

3. 日常聯繫及訪視 

 為確保學生往後之日常聯繫，本系建立學生聯絡清單，將學生新加坡電

話、skype帳號及臉書等連絡方式編列成冊，並讓學生清楚知道新加坡代辦聯

絡人電話，並讓學生知道本人之所有聯絡方式。 

 

 之後，定期與學生聯繫了解工作及生活狀況。期間本系共在前往新加坡

進行兩次實地訪查，了解學生實習工作及生活狀態，並進行即時輔導。 

 

五、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本校與新加坡已進行多年的合作，每年均定期選派學生赴新加坡進行實習。

藉由此交流分別對飯店、學校及學生獲得以下的效益： 

 

對學校： 

1. 提升學校招生的競爭力。 

2. 藉由與該實習單位之合作，提升學校之國際知名度。 

對學生： 

1.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2. 增加學生國際觀 

3. 提升學生語言能力 

對實習單位： 

1. 提升飯店在台灣的知名度 

2. 解決人力問題 

 

六、 執行本計畫之感想與建議  

藉由此次之海外實習，學生均覺得獲益良多，亦有極大之進步及成長。擴展

了國際觀，學會包容多元文化。提升競爭力。 

 

此次與新加坡建立實習合作關係，為第三次合作。多次與新加坡聯繫，發現

有以下困難： 



1. 新加坡實習單位無法做長期人力預估，故無法於學生前往實習前兩三個月

即決定是否錄用，故七月之實習最快也僅能於五月底確定。 

2. 另外新加坡之所有實習單位人才招募全交由代辦公司負責，統籌辦理所有

繁雜行政作業。而台灣學校連繫由台灣代辦公司負責，所有訊息須經由輾

轉傳遞，無法立即獲得一手訊息，於執行上有實質困難。 

3. 新加坡工作簽證申請流程暨入關程序，繁雜且經常改變，因為訊息傳遞問

題，無法於事前獲得最新改變情形，必須經常做立即之應變。 

4. 因新加坡實習學生多住宿於組屋（組合住宅），與房東同住。住宿的環境

及房東的情形無法事前知悉，經常於抵達後才發現無法適應。例如：距離

太遠，交通不便、房東背景複雜、房間狀態不佳。故須立即另尋房屋搬家。 

因上述困難，使得計畫執行起來，困難重重。為克服聯繫問題，與學生取得

立即連繫為最首要事項，故經常瀏覽學生臉書，並經常透過Line及Skype與學

生連絡，隨時了解狀態。並有以下之建議； 

因無法於實習前三個月知悉實習單位，故於計畫申請期限三月底，提交

五個預計實習單位有實質之困難，故建議應可放寬計畫合作單位填寫。 

 

感謝教育部提供此機會使學生得以有更多機會與世界接軌，提升競爭力

增加未來就業機會。 

七、 附件  

 

 

 



附件一 

德霖技術學院  餐飲廚藝系 
102學年度 新加坡 專業實習出發通知書 

 
出發日期：102年六月 24日 集合時間：14:05 

集合地點：桃園機場第一航站報到櫃檯 

行程資訊： CI0751 台北－新加坡   16：05 20：45 

  

帶隊教師：葉承欽（0933237864） 

 

其他注意事項： 

1. 行李準備：請注意行李打包，不可攜帶上飛機物品請放入行李箱

內。行李限重：25+3公斤。超重部分請以手提方式處理，以 7公

斤為限，或自行負擔超重費用。行李相關規定，請自行連結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abinbaggage 

2. 尖銳物品（含瑞士刀、修眉刀及指甲刀、、）及超過 100毫升的

液體（包含乳液狀的，如：護唇膏及曼秀雷敦）請ㄧ律放於托運

行李中。鋰電池、隨身電源、筆記型（平板）電腦請放於隨身行

李。 

3. 護照、IPA影本、國際學生證及相關證件（如兵役文件）務必自

行攜帶前往機場。 

4. 生活費及零用金：因學生前往新加坡實習，由自己薪資支付房租，

於每月初支付。另須支付一個月押金及半個月房屋仲介費，故請

學生出發時準備 2.5月房租（含押金及仲介費）及生活費。 

5. 請準備具有台灣特色小禮物數份，當作見面禮，屆時可送給房東、

室友及同事。 

6. 最近三個月內，證件大頭照請至少準備 8張，以備不時之需。 

7. 當日請務必準時，切勿遲到。 

8. 請於家人協調好後續之聯繫方式。 

 

行李準備建議物品： 

一、 隨身重要物品：信用卡、國際金融卡、現金、二吋半身照片 

二、 食物（此項為行李上有空間才攜帶）：保溫杯、茶葉、泡麵、沖

泡湯品及零食。 

三、  衣物：新加坡一年四季均為夏天，故僅需準備夏季衣物即可；

但許多室內均有極強冷氣，故隨身攜帶薄外套。包含：內衣褲、

休閒衣物、薄外套、上班衣物：膚色絲襪、黑色有跟包鞋、綁

髮工具 

http://www.cathaypacific.com/cpa/zh_TW/helpingyoutravel/cabinbaggage


四、  生活用品：化妝品、保養品、防曬乳、隱形眼鏡、眼鏡、隱形

眼鏡藥水、生理用品、牙膏、牙刷、毛巾、浴帽、雨傘、延長

線（注意新加坡電壓為 220；插頭為三孔）、轉換插頭、床單及

枕頭套、涼被 

五、  常備藥品：一般藥品藥膏（眼藥水、防蚊液、面速力達母、

OK繃……），個人特殊藥品（感冒、發燒、咳嗽、頭痛、胃

痛、拉肚子、外傷……）  

六、 筆記型電腦、行動電話、數位相機、各式充電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