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早规划我的事业
要怎么提升自己的
受雇能力？

我赚的钱可足以
应付基本需求？

我要怎么规划
自己的事业？

让我帮您解答！

人民协会
最近更新日期：2018 年 1 月 2 日

了解惠民政策，善用各类计划，
让人生旅途更顺畅
无论您正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学成毕业想开创事业，或正准备与心爱的人结婚生
子组织家庭，或家中有年老父母要照顾，又或者，您已到了退休享福的黄金年华；
多了解并善用社会机制提供的适当支持与援助，能让您在人生每一个阶段都能
过得更好。
人民协会出版的这一系列小册子，以人生各个主要阶段为主题，简明扼要地列出了
政府针对医疗保健、住房、交通、教育等民生课题所推出的各种援助政策与计划，
让您一目了然。
这系列共有三本小册子，分别是：
照顾我的家庭
提早规划我的事业
关爱年长者
让人生旅途更顺利

今天就到邻近的民众联络所、民众俱乐部或居委会中心索取一份吧！

问问咖啡友！
您的生活中，可能会有一位热心助人、
消息灵通的好邻居。他人缘好，见识广，
时常主动与左邻右舍分享各类信息，
包括政府政策。这一系列小册子，根据
这样的一个社会典型设计了卡通人物
“咖啡友阿健”，帮您解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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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早规划我的事业

工作与生活，走出每一步
了解需求，认清选项

Pg4

• 职业辅导
• 青年人才培育计划

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Pg5

明智规划，妥善理财

目录

• 职业库
• 就业培训计划

Pg6

• 公积金各种用途
• 为特需亲人规划财务

开创事业新天地

提升技能，与时并进

Pg12

Pg11

• 应变与提升计划

• 未来技能计划
• 进修奖

扣税额与税务回扣

Pg14

• 收入扣税额
• 父母扣税额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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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踏入职场做准备
了解需求，认清选项
除了学校里提供的职业咨询与辅导，市面上
还有不少其他计划和项目，帮助像我这样的
学生多了解就业市场，做出明智选择。

技能创前程 (SkillsFuture): 强化教育与职业辅导
• 通过一套结构性综合性体系，协助学生和成人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以便就教育或
职业选项做出更明智决定

技能框架 (Skills Framework)
• 学生可善用技能框架：
1. 确定选修科系
为踏入职场作准备

2. 了解相关职业领域的需求和待遇，审慎选择职业才应征
3. 为求职申请和面试做好准备

技能创前程：强化实习计划 (SkillsFuture: Enhanced Internships)
• 与业界伙伴合作，为工艺教育学院和理工学院学生提供更具实质意义的实习机会，帮助学生为
进入职场做准备

在职培训计划 (SkillsFuture Earn & Learn Programme)
• 专为工教院或理工学院毕业生提供的在职培训与进修计划，毕业生将获得结构性系统化在职
培训与辅导，还可同时修读业界认可的课程，在职场上取得更好的起步
• 获选申请者将获得 $5000 奖励

新加坡技能创前程: 6785 5785
www.skillsfuture.sg

青年人才培育计划 (Young Talent Programme)
• 政府将资助工教院、理工学院和本地大学学生到海外实习和参与工读计划，让学生有机会吸取
海外经验，开拓国际视野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1800 437 7673
www.iesingapore.gov.sg

新加坡协助残障者自立局实习计划 (SG Enable Internship Programme)
• 为目前在高等学府如大学或理工学院就读的残障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新加坡协助残障人自立局: 1800 858 5885
http://employment.sgenabl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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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业
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

我做好准备要找工作了。
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现在有了网络平台，要找一份适合
自己的工作就容易得多了！
职业库 (Jobs Bank)

劳动力发展局: 6883 5885
www.jobsbank.gov.sg

• 一站式网络平台，协助雇主与求职者进行职业配对

职业配对服务
开始就业

无论您是急需求职，有意重返劳动队伍，考虑转行，或希望为现有职业开拓更长期宽广的事业前
景，都可到任何一家职业中心寻求职业咨询与辅导
• 劳发局职业联系站 (WSG Careers Connect) 设于巴耶利峇、淡滨尼、兀兰
• e2i 职业中心设于裕廊西和大巴窑

优化职场计划 (WorkPro)
• 鼓励离职超过三个月的本地员工如妇女或成熟员工重返职场
劳动力发展局: 6883 5885
www.adaptandgrow.sg

就业与智能培训中心: 6474 0606
www.e2i.com.sg

要了解更多有关各种专为残障者提供的支援，
可浏览：http://employment.sgenable.sg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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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未雨绸缪：健康无恙，退休无忧  

开始工作后，该怎么更好地规划财务？

我和太太善用公积金存款解决了生活上
的必要开支，也规划了退休后的财务状况。
这里告诉您一些公积金的用途。

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让公积金制度帮您储蓄
公积金是什么？
公积金是一项社会保障储蓄计划，协助新加坡劳动人口把一部分就业入息储蓄起来，以保障退休
后的经济来源，并应付个人在医疗保健、拥房买房等各方面需求

劳动人口须缴付多少公积金？
雇主和雇员都须每月缴付公积金，缴交率如下：

2016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
雇员年龄

6

雇主缴交率
雇员缴交率
雇员缴交率
（工资百分比 %） （工资百分比 %） （工资百分比 %）

55 岁或以下

17

20

37

56 岁至 60岁

13

13

26

61 岁至 65 岁

9

7.5

16.5

65 岁以上

7.5

5

12.5

提早规划我的事业

公积金存款分别存进哪几个户头？
Interest
Rates
Uses

普通户头 (OA)

特别户头 (SA)

保健储蓄户头 (MA)

可赚取高达 3.5% 年息* 可赚取高达 5% 年息*
可用来购屋、投资、
教育或受承认保险
公积金教育计划
(CPF Education
Scheme)
• 可动用普通户头不超
过 40% 存款，来支付
自己或家庭成员在受
承认教育机构上课必
须承担的受津贴学费

可赚取高达 5% 年息*

用于退休养老及退休
后所需的理财产品

用于支付医疗开支及
受承认医疗保险保费
医疗开支

公积金退休存款填
补计划
(CPF Retirement
Sum Topping Up
Scheme)

• 可用来支付住院医疗开销
和受承认的门诊治疗费用

• 用现款或公积金存
款为自己或家人填
补公积金特别户头
或退休户头

终身健保
(MediShield Life)

现款填补估帨扣税额
(Cash Top-Up Relief)

综合健保计划
(Integrated Shield Plan)

• 只须支付终身健保保费，
就可享有基本医疗保险，
终身受保
• 经济有困难的人可获得保
费津贴

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Type of
Account

• 受保范围涵盖私人住院费
（包括政府医院和私人医
院的 A 级和 B1 级病房）
• 保费同样可以由保健储蓄
存款支付，附顶限

• 主动填补自己或家人
的公积金特别户头或
退休户头，可享有
$14,000 估税扣税额

乐龄健保计划
(Eldershield)
• 一份重度残障保险计划，
投保人如不幸严重残障，
每月可领取补助金

*各公积金户头的现行利率。利率每个季度检讨调整

新加坡国内税务局: 1800 356 8300
www.iras.gov.sg

公积金局: 1800 227 1188
www.cpf.gov.sg

卫生部: 6325 9220
www.moh.gov.sg

终身健保: 1800 222 3399
www.medishieldlife.sg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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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特需亲人规划财务

只要审慎理财，我就能为
身边残障或有特殊需要的
亲人提供生活保障。

特需信托计划 (Special Needs Trust Scheme)
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 通过特需信托机构，让家长/看护者在自己离世后还能让有特殊需要的亲人的生活继续有所保障
• 信托计划让当事人通过自己的遗嘱、保险和公积金存款提名受益人，按自己的意愿让特需亲人
受惠

特需储蓄计划 (Special Needs Savings Scheme)
• 这项储蓄计划让家长预留公积金存款，为特需子女提供长期照顾
• 家长可提名特需子女为受益人，并预先安排自己的公积金存款在自己过世后按月拨出特定款项
给特需子女
特需信托机构: 6278 9598
www.snt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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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多方式，积累退休金

$

退休辅助计划 (Supplementary Retirement Scheme)
• 属自愿性质，旨在鼓励人们利用公积金制度为退休储蓄

$

$

$ $ nt
e$
R e t i r e m$
$

$

$

$

$

$

• 自愿填补退休存款，可获估税扣税优惠

公积金现金填补 (CPF Cash Top-Up)
• 用现金为自己或家人填补公积金特别户头，即可享有每年 5% 更高利率。
（还可享有现金填补估税扣税额，设顶限）
新加坡国内税务局: 1800 356 8300
www.iras.gov.sg

公积金投资计划 (CPF Investment Scheme)
• 让公积金会员善用公积金存款参与投资计划，以便积累退休存款

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公积金局: 1800 227 1188
www.cpf.gov.sg

支持年长员工与低收入员工

我虽赚得不多，但政府给
予的工资补贴和培训津贴
为我减轻了不少负担。

就业补助计划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
• 给予定期工作的成熟低薪员工*现金和公积金户头补助
• 全年补助金总额最高可达 $3600，视年龄和就业状况而定
*员工须至少 35 岁，月入不超过 $2000

就业奖励计划: 1800 222 6622
www.workfare.gov.sg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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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雇人士就业补助计划 							
(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 for Self-Employed)
• 符合条件的自雇人士也可获得就业补助，全年补助金总额最高可达 $2400。未满35岁的残障
人士，也可获得补助金，全年补助金总额最高可达 $1000

就业培训计划 (Workfare Training Support Scheme)
• 月入不超过 $2000、年龄至少 35 岁的低薪员工，报读一系列课程可享有 95% 津贴
• 持续受训积极进修的员工，可获得额外“坚持受训奖”(Training Commitment Award)，每笔
奖励金数额 $200，每年顶限 $400
2017 年 1 月 1 日起，就业培训计划扩大受惠范围，所有残障者只要年满 13 岁，就可以善用这项计划通过
培训提升技能

就业奖励计划: 1800 222 6622
www.workfare.gov.sg

就业优惠车资卡 (Workfare Transport Concession Card)
平衡收支、规划财务

• 就业补助计划的受惠者，只要未满 60 岁，即可享有成人车资额外至少 15% 折扣
• 也可购买优惠月票，每月 $120，可无限次乘搭巴士和地铁
• 另有“非繁忙时段乘车月票”(Off-Peak Pass, OPP)，可在非繁忙时段无限次乘搭基本巴士和地铁
通联公司: 1800 225 5663
www.transitlink.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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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事业新天地
应变与提升计划

“应变于提升计划”(Adapt and Grow) 帮助您适
应不断改变的工作需求，开拓事业的无限可能。
接受再培训，掌握新技能，维持自己的受雇能力，
开创事业新天地！

以 PMETs 为对象（专业人士、
经理、执行人员、技师）
职业支援计划 (Career Support Programme)
帮助被裁退或失业至少六个月的员工受聘于月薪至少 $3600 的中层工作

开创事业新天地

P-Max 入职培训计划
帮助求职员工在中小企业谋职。通过工作坊或渐进式人力资本措施中受惠

专业人士转业计划 (Professional Conversion Programme)
通过再培训，学习必要的新知识新技能，在新兴领域中担负新职务。报读课程接受培训，		
可获高达 90% 津贴
• 入职培训 (Place-and-Train)
先受雇，再为新职务接受培训
• 实习与培训计划 (Attach-and-Train)
与就业前景宽广的朝阳行业伙伴合作，让求职者在受雇前接受行业相关的培训和实习

以基层员工为对象
职场实习项目 (Work Trial)
• 雇主在雇佣之前，先让求职者进行短期工作试用期，帮助求职者累积经验信心，也有助于双方培
养互信。试工期结束后受聘并留职半年，可获奖励金
劳动力发展局: 6883 5885
www.adaptandgrow.sg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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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终身受用
提升技能，与时并进

我要怎么持续学习，提升自己的
受雇能力？

无论您处于人生哪一个阶段，是事业刚起步，
正值职业中途，或者已是银发族，您都可以找
到一系列资源，帮助您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更
精进，或学会新技能，开创另一番事业。

技能培训补助 (SkillsFuture Credit)
终身学习，终身受用

• 所有年满 25 岁或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均可获得 $500 补助
• 这笔补助金可用来进修或接受培训，可报读劳发局津贴的课程、教育部资助的高等教育学府开办
的课程，以及其他公共机构属下的课程

技能进修奖 (SkillsFuture Study Awards)
• 一笔 $5000 奖励金，帮助新加坡公民在事业起步到中途阶段在专业领域上发展并深化专业技能

技能专才计划 (SkillsFuture Fellowship Scheme)
• 获选的新加坡公民中途职业者将获颁 $10,000 奖励金，用来报读一系列教育与培训项目，		
在各自原有的领域里更上一层楼
精深技能发展局: 6785 5785
www.skillsfutur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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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技能中途职业强化津贴 (SkillsFuture Mid-Career Enhanced Subsidy)
• 40 岁或以上的新加坡公民在报读教育部资助或劳发局支持的课程时可享有高达 90% 		
的学费津贴

技能为导向的单元课程 (Skills-Based Modular Courses)
• 大学和理工学院将开办超过 300 项技能相关的单元课程，为在职成年人提供机会进一步深化
专业技能

体障者就业培训专才技能进修奖
(SkillsFuture Study Award for Disability Employment Professionals)
• 让体障者就业培训指导员也有机会进修，协助他们更好地为体障者及他们的雇主提供更高		
水平服务

技能创前程成就奖 (SkillsFuture Qualification Award)

终身学习，终身受用

• 提供 $200 至 $1000 奖金，鼓励员工考取 WSQ 证书，确保自己掌握必备的全套技能以充分		
胜任工作

技能创前程残疾人士助学金 (SkillsFuture Study Award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 提供 $5000 元奖金，让体障者有机会深化相关技能，提升胜任能力
精深技能发展局: 6785 5785
www.skillsfuture.sg

人民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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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额外支援
扣税额与税务回扣
• 父母/残障父母估税扣税额 — 与父母或祖父母（包括配偶的父母或祖父母）同住的纳税人，
可为最多两位长辈分别申报 $9000 估税扣税额，残障长辈估税扣税额则为 $14,000，同以两人
为限。夫妇可在双方协议下按比例分享父母估税扣税额
• 残障兄弟姐妹估税扣税额 — 每位同住的残障兄弟姐妹，纳税人可享有 $5500 估帨扣税额
• 国民服役人员扣税额（自身、妻子、父母）— 国民服役人员可享有 $1500 至 $5000 估税扣税额，
并为妻子和父母各申报$750估税扣税额

收入估税扣税额 (Earned Income Relief)
• 在职员工可享有 $1000 至 $8000 收入估税扣税额，视年龄而定
• 残障者可获 $4000 至 $12,000 收入估税扣税额
*可由多位纳税人共享

善用额外支援

课程费扣税额 (Course Fees Relief)
• 有助于提升技能和加强受雇能力的课程
• 申报课程费为估税扣税额，课程项目、讲座与会议场次不拘，总额以每年 $5500 为顶
国内税务局: 1800 356 8300
www.iras.gov.sg

上个估税年度获批准
的扣税额项目，下个
估税年也会自动获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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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种种扣税优惠, 我可以安心
工作, 同时确保家中老少都得到
妥善照顾。

笔记

与亲友分享，
让《问问咖啡友》手册不断循环!

常用电话号码
CPF (公积金局)

(Central Provident Fund Board)

1800 227 1188

www.cpf.gov.sg

6474 0606

www.e2i.com.sg

1800 437 7673

www.iesingapore.gov.sg

1800 356 8300

www.iras.gov.sg

(Ministry of Health)
• MediShield Life (终身健保)

6325 9220
1800 222 3399

www.moh.gov.sg
www.medishieldlife.sg

SG Enable
(新加坡协助残障人自立局)

1800 8585 885

www.sgenable.sg

6278 9598

www.sntc.org.sg

(SkillsFuture Singapore)

6785 5785

www.skillsfuture.sg

TransitLink (通联公司)

1800 225 5663

www.transitlink.com.sg

6883 5885

www.wsg.gov.sg
www.adaptandgrow.sg

1800 222 6622

www.workfare.gov.sg

e2i (就业与智能培训中心)

(Employment and Employability Institute)

IE (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IRAS (新加坡国内税务局)

(Inland Revenue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OH (卫生部)

SNTC (特需信托机构)

(Special Needs Trust Company)

SSG（精深技能发展局）

WSG (劳动力发展局)
(Workforce Singapore)

Workfare (就业奖励计划)

上述信息由人民协会人民与政府联系组整理发表。
更多详情，请联系各相关部门与单位。

提早规划我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