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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Adidas 運動品牌銷售人員 

無法英文面試者，請勿應徵。~月薪 5 萬以上~  

 
 招聘單位：新加坡 Adidas Singapore Ltd Pte  網址：http://www.adidas.com.sg/ 

 薪資待遇：（匯率 1：24）（每月平均月薪為台幣 5 萬） 

1. 基本底薪新幣 S$1,600 元/月『台幣 38400 元』（雇主以英語能力及經驗而定） 

2. 租屋津貼 新幣 S$200 元/月『台幣 4800 元』 

3. 每月銷售獎金大約新幣 S$300 元-S$500 元（根據個人銷售量而定） 

4. 每月平均薪資合計約新幣 2,100 元-2,300 元『台幣 50,400 元-55,000 元』 

5. 額外季獎金提成：大約新幣 S$200 元 

6. 年度福利津貼： 

A. 每年終能額外得到一整年提成的百分之十。 

B. 工作滿 12 個月另提撥新幣 500 元福利津貼。 

C. 每年另外報銷新幣 S$500 元牙醫津貼。 

 福利待遇： 

1. 每週工作 5 天，每週工作 44 小時。加班費 1.5 倍。 

http://www.adidas.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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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供年假 14 天，每天額外公共假期 11 天，病假 14 天/年，住院病假 60 天/年。醫療險/

工傷保險…提供教育培訓...等。 

3. 錄取後領取 2 年正式工作簽證，期滿享有免費回程機票。 

4. 錄取後為正式員工，表現良好競升為主管幹部。 

5. 免費提供制服。 

 應徵條件： 

1. 專科以上。（無經驗可） 

2. 具備英文溝通能力。 

3. 具備服務熱忱及耐心。 

4. 活撥、健談喜愛銷售工作。 

 工作時間： 

1. 需要排班及輪班。 

2. 時段為：（10am-7pm）、（11am-8pm）、（1pm-10pm） 

 

 工作內容： 

1. 介紹及銷售門市商品。  

2. 提供顧客專業接待與整體造型建議。  

3. 負責商品包裝、陳列及促銷品換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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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負責店務 : 報表、行政庶務、收銀工作。  

5. 培訓為儲備店長。 

 

 

 

 
 

 
 

 

一〃作業費用：（匯率 1：24） 

本職缺需支付外國工作者進入新加坡工作之代辦費用總計為 新幣 S$ 1500元。 
（作業費用包含、去程機票、簽證申請、就業擔保金保險、新加坡體檢、銀行開戶、新加

坡職前說明…等相關服務） 

*****（付款及流程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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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面試流程： 
1. 繳交 專用履歷表 排定初試。參加SKYPE線上視訊初試。進行初試。 

2. 通過初試後，約定複試時間利用SKYPE複試。 

3. 錄取後準備辦理出境相關資料。 

 

（二）收費方式如下： 

一〃複試通過後於在台灣收取 1500 元新幣。 

詳情如下： 

1. 申請新加坡就業簽證（不須再支付簽證費） 

2. 申請外國人就業擔保金保險單服務。（人員不須另負擔新加坡就業保險費） 

3. 新加坡就業相關文件申請手續。 

4. 工作滿2年，另提供回程機票。 

5. 購買錄取人員機票（不須負擔機票費） 

新加坡服務項目如下： 

1.於新加坡機場安排專人專車接機。 

2.帶領辦理手機門號、開戶、辦理地鐵卡。 

3.帶領體檢、到新加坡人力部報到。 

4.帶領前往雇主報到、簽訂工作合約、熟悉當地環境、教導生活服務。 

（三）備註： 

一、本公司所收取之上列費用為一次性的費用。不再任意加收其他費用！ 

二、應徵人員在新加坡工作期間之所有收入；皆歸人員所有、由雇主直接匯入人員賬戶！

本公司絕不收取回扣。 

三、如果人員面試未錄取或錄取後簽證未批准；將退還應徵人員所繳的全部費用。 

 

（四）以上費用包括以下服務內容： 

1.推薦人員、安排雇主直接面試。 

2.申請兩年正式工作簽證服務。 

3.購買來新新加坡人員擔保金保險。 

4.於新加坡當地安排專人專車接機服務。 

5.於新加坡當地安排專人陪同購買新加坡電話卡，匯兌及開戶等服務。 

6.協助來新加坡人員宿舍。 

7.新加坡抵達說明會（新加坡法律及生活介紹）。 

8.專人陪同到政府指定診所進行體檢（免負擔體檢費） 

9.專人陪同到新加坡人力部辦理後續手續及領取正式工作簽證。 

10.專人陪同試穿制服，簽訂正式工作合約（專人講解合約）。 

11.協助處理人員工作中的問題或者與雇主的糾紛。 

12.新加坡簽證或法令的疑問解答及協助處理。 

http://www.cc.keepceo.com/Resum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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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於新加坡提供就業諮詢，醫療諮詢，生活扶助，熟悉當地生活服務。 

 

（五）本公司提供五大保證： 

1. 保證新資無回扣。雇主直接匯入員工戶頭。 

2. 保證享有該企業所有福利。  

3. 非約聘、不需繳交保證金。（享有所有員工福利-年終-紅利-加薪等條件），保障就業。

未來升遷及加薪迅速。工作期間，放假可直接回台灣。（需告知僱主）  

4. 錄取員工在新加坡人力部（MOM）的稅金由雇主承擔。讓員工享有更完善工作保障。

無後顧之憂。  

5. 錄取員工直接與雇主直接簽訂定正式合約。享有所有福利保障。未來想持續待在新加

坡就業，可免費續簽。 

五〃發展遠景： 
新加坡治安佳、政治穩定、經濟蓬勃發展機會多，擁有類似的文化、語言環境，適應容易，

可在工作中增添自我的英語對話能力，未來不論續留新加坡上班或是回台發展均有優勢。 

新加坡被世界評比為全球全球人才大展身手之地；新加坡的商業環境以強勁的貿易和投資著

稱，為專業人才和投資者提供了一個強大的工作和經商平台。 

世界一流的繁華都市新加坡位於亞洲的中心地帶，這個城市之國憑藉其卓越的商業成就、優

越的地理位置和非凡的創新能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同時，高品質的生活方式、穩定的政治

秩序和國際化大都市的多元化風貌也使得新加坡成為最適合工作、生活和娛樂的地方。 

新加坡是世界級的國際性大都市，它擁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去新加坡最主要的目的是培

養自己的世界觀、國際觀、及做事態度，並且有很多經驗是台灣學不到的。回台灣後，出國工作

的經驗相信能為你未來職場更加分喔!! 

 

六〃 自付費用： 
1. 住宿費自付，無其他費用，新加坡住宿環境因地小人多，因此住宿空間不如台灣先天限制。 

2. 前三個月可由本公司委託房仲協助代找，之後可自行決定住宿地點亦可自行尋找租屋地點。 

3. 因爲我們並不是房屋仲介，在新加坡我們是不能爲任何人做住屋安排的。（依據新加坡的法令）

所以我們會委託房屋仲介幫申請者尋找和安排合適的住屋問題 

4. 到達新加坡租屋合約簽訂時需支付第一個月房租 + 第一個月房租押金 + 0.5個月房屋仲介費

給予當地租屋公司。 

5. 二人房約S$450-500元。三人房約S$350-400元。四人房約S$350-300元。 

 

→按此下載專用履歷表← 
 

 

 

http://www.cc.keepceo.com/Resume.doc
http://www.cc.keepceo.com/Resum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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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專員: ENYA  

聯繫電話:0989850619  

LINE:yanglingchu1434  

SKYPE:SHIXIN-ENYA  

MAIL:SINGAPOREHR.ENYA@GMAIL.COM  

FB: 新加坡海外就業服務

https://www.facebook.com/enyajo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