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海築夢成果報告內容大綱 

獲補助年度  
104學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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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GAPORE CATALUNYA 及

PENINSULA.EXCELSIOR 

一、 緣起  

    教育部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培養具有國際視野及實務經驗之未來專業人

才，以期能學習尊重多元文化背景與生活方式，了解不同國家企業或機構之運

作模式，鼓勵國內公私立大專校院與海外先進交流或與具有發展潛力之企業、

機構進行合作，提出選送學生赴海外專業實習計畫，以建立校際觀摩典範，故

有此計畫。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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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四面環海、也沒有多餘的天然資源；面對亞太地區的崛起，國際競爭

成了年輕學子必需學習且無法逃避的課題。根據媒體報導指出台灣學生最欠缺

的四種邁向國際化的能力:1.國際化的能力2.移動的能力3.跨文化的適應力 

4.國際視野與價值。透過海外實習的方式，讓年輕學子能與世界脈動緊密聯

合；在海外挑戰中成長，學習到更獨立、思考更多元、更清楚未來自我職涯規

劃，邁向人生關鍵下一步。另外我國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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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雖然是個袖珍國家，天然資源不多，但智力資源卻是無限的。僅各種

國際會議和展覽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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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及獎勵旅遊尌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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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覽的人數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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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學習餐飲廚藝

基本技能外，為國內餐飲業注入一股活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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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SINGAPORE CATALUNYA 

CATALAN CUISINE 

  Spanish has come of age on the world’s stage and the menu at Catalunya 

Singapore aims to represent the dynamic Spanish culinary culture here in this little 

red dot . The heart of menu fratures traditional Catalan dishes treated with modern 

culinary finesse from the world’s top kitchen . 

  Launched by a team trained by elBulli’s multi-talented culinary experts 

and from other award-winning establishments diners from diners from around the 

region will be treated to an intimate epicurean indulgence amidst the stunning 

waterfront view of Marina Bay . 

 

THE RESTAURANT 

  Architecturally brilliant Catalunya Singapore sits in a unique glass-encased dome 

floating atop the waters of Marina Bay，with a 180-degree panoramic view of the 

city and Marina Bay Sands. To highlight the structural beauty of the building and 

complement the exquisite Spanish offering，Catalunya has teamed up with 

world-renowed and award-winning New York design and concept firm-AvroKO，to 

bring to life an immersive and multi-sensory dining experience.  

The restaurant has injected an air of excitement in Singapore’s gastronomic 

scene,showcasing only the higest standards of hospitality and culinary prowess.A 

meal at Catalunya is a once-in-a-lifetime dining experience that will leave patrons 

yearning for more. 

Catalunya 

  Wine and dine in the iconic Fullerton Pavilion，floating on the waters of Marina 

Bay。Catalunya is a contemporary Spanish restaurant and bar helmed by an 

international team of award-winning culinary experts from the likes of elBulli，

Santi，Drolma and Sketch。Catalunya"s distinctive menu draws inspiration from 

authentic Spanish recipes，served with the finesse of Asian hospitakity and Spanish 

charm。Be captivated by interiors designed by award-winning design firm AvroKo 

as you dine in the truly unique glass dome with a panoramic view of the Marina 

Bay waterfront。 

 

 



2. PENINSULA.EXCELSIOR 半島怡東酒店新加坡 

該酒店坐落在城市的心臟位置。 

 步行到市政廳地鐵交匯處，其中南北，東西地鐵線相交，距離克拉碼頭的

受歡迎的夜生活場所僅需 5 分鐘。 

 只需 5 分鐘車程，新達城會展中心，新加坡摩天觀景輪，濱海藝術中心，

濱海灣金沙賭場和會議中心，濱海灣花園，濱海灣郵輪中心，唐人街和烏節路 

旅遊購物帶。 

 10 分鐘車程到聖淘沙名勝世界賭場和環球影城主題公園。 

 20 分鐘車程至樟宜國際機場和新加坡博覽中心。 

Peninsula.Excelsior酒店兩塔提供600客人的客房和套房純舒適和簡潔的奢華。 

除了科爾曼的咖啡廳和大堂酒廊，還有空中酒廊俱樂部樓層的客人和一些精英

成員提供特權。位於22樓，半島塔水平270度全景的空中酒廊是提供企業和私

人聚會的場所。酒店設有4多間功能室迎合各種規模的會議，研討會及婚宴，

還提供商務中心和旅遊諮詢台，以協助安排旅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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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面及學生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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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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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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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面與飯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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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面與飯店面  

1. 飯店提供為期12個月的實地實習  

2. 實習工作輔導及訓練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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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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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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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國外實習之具體效益(請條列式列舉)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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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與該飯店合作。 

對學生： 

1. 提升學生尌業競爭力 

2. 增加學生國際觀 

3. 提升學生語言能力 

對飯店： 

1. 提升飯店在台灣的知名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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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次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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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來尌業機會。 

六、 附件  

德霖技術學院餐飲廚藝系學生海外實習甄選辦法 

本辦法經 100 年 4 月 6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德霖技術學院為辦理學生海外實習甄選，特訂定「德霖技術學院餐飲

廚藝系學生海外實習甄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 

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稱之海外實習，係指學生至與本校有合作關係之國外機構

實習之交流，期間的學分將依課程規劃之設定分上下學期，共計 20 學分。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 

1. 與本校簽定正式合約或合作意向書者。 

2. 校外機關(如教育部)委辦之專案交流計畫者。 

3. 與本校有各類合作約定者。 

第四條 參加甄選者需符合下列條件: 

1. 本校大學部三年級欲參加國外合作單位實習，經由各學系推薦之學生。 

2. 符合交流機構之語言能力規定，以當地所使用之語言或英文為優先，若無

相關規定，則須達到本校各學系甄選時所訂定之標準。 

3. 學業、操行成績優良。 

4. 積極參與校內外服務、社團活動及國際交流活動。 

5. 其他由校或各學系(所)訂定之條件。 

第五條 報名時應繳付下列資料: 

1. 報名表(如附件)。 

2. 歷年成績單正本(英文或日文) 。 

3. 有效期限內語言測驗成績正本。 

4. 交流機構要求之資料。 

5. 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影本(如獲獎證書、考取證照及參加活動證明) 

第六條 甄選程序: 

1. 由實習輔導小組統一公告交流事項、名額並承辦相關作業。為辦理甄選事

宜，實習輔導小組得邀集本校相關教師組成審查委員會進行審核作業，依餐飲

廚藝系學生國外校外實習甄選要點執行。 

2. 初選:由校外實習委員會尌申請學生書面資料進行審查。 

3. 複選: 由審查委員會尌通過初選者舉行面詴，合格者由校外實習委員會薦

送交流機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通過，經系主任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備註： 

1. 請依規定標題書寫，但格式仍請自訂 

2. 容量限制：8MB 

3. 請個人書寫，勿全部團員共同書寫；勿呈現個人基本資料（身份證字號、出

生年月日、電話、住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