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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新加坡
欢迎来到新加坡！本指南将为你提供实用信息,帮助你适应新工作和居住环境。你有必要
了解你享有的雇佣权益及应承担的责任,并遵守新加坡法律。 

如有任何就业相关问题,可立即向以下单位寻求援助：

请通过以下链接或二维码向新加坡人力部提供你的新加
坡手机号码，以便人力部在你逗留新加坡期间为你提供最
新的就业相关信息。 

提供你的手机号码：:  
www.mom.gov.sg/update_contact_details 

新加坡人力部

电话: 6438 5122

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
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

你也可以找你宿舍的FAST
团队人员寻求帮助。

外籍劳工中心(MWC)

电话: 6536 2692

579 Serangoon Road
Singapore 218193

51 Soon Lee Road
Singapore 628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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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居住
关于新加坡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信仰不同宗教和说不同语言的民族组成，了
解并尊重彼此的差异，和谐地生活与工作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的宗教信仰

新加坡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回教、兴都教 和道教。只要尊重他人的宗教
习俗，每个人都可自由进行自己的宗教礼仪。 你可以在指定的宗教场所，如寺庙、教堂和回
教堂祭祀朝拜。

以下是一些小贴士，希望对你有所指导：

个人卫生

你应保持个人卫生，以降低感染患病的风险及改善健康。  
• 勤洗澡和洗头发
• 勤刷牙
• 勤洗衣物
• 经常使用肥皂常洗手。

本地社会规范 

在新加坡生活期间，你应了解本地的社会规范。贵国能接受的做法，在新加坡未必能被人
接受。

在公共场所保持良好行为

• 请勿打架殴斗。
• 请勿在巴士站、组屋底层、公共长椅、公园或人行天桥等公共场所睡觉。
• 请勿在晚上喧哗或大声播放音乐。
• 请勿聚集在组屋底层饮酒。
• 请勿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
• 请勿在公共场所裸露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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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掌

手指背面

洗刷每一根手指和手
指间

用指甲挠掌心

搓擦手背和指间

洗手腕

搓擦拇指根部

用干净的毛巾或纸巾擦
干双手

洗手的8个步骤

2 3 4

5 6 7 8

1

监测健康状况

下载免费手机应用程序 FWMOMCare 来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这个应用程序也能让身体
不适的人通过24小时远程医疗服务得到及时就诊。

使用Safe@Home功能，在每天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扫描宿舍房间内显示的二维码，报告
自己的位置。

检查 “我的资料” My Profile，确保手机号码资料是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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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用水

请勿浪费水。

休闲中心 

新加坡共有八个休闲中心，免费提供运动设施，
包括羽毛球场/篮球场、足球场和板球场。你也
可以在中心处理汇款事宜、理发、在超市选购日
常用品或用餐。 

休息日可去哪里

你可在休息时间到休闲中心，使用中心的设施
和参加活动。

刷牙时，不要一直开着水龙头，
应用杯子盛水漱口。

洗碗或衣服时，不要一直开着水
龙头，应用容器盛水洗涤。

洗澡时，不要一直开着水龙头，尽
量把洗澡时间控制在五分钟内。

不 用 的 时 候，关 掉 水 龙
头，发现漏水时请通报。

不可破坏或改装任何供
水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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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中心详情如下：

100 Sembawang Drive, Singapore 756998
7 Kaki Bukit Avenue 3, Singapore 415814
11 Kranji Road, Singapore 737673
27 Penjuru Walk, Singapore 608538
51 Soon Lee Road, Singapore 628088
1 Jln Papan, Singapore 619392
10 Tuas South Street 13, Singapore 636937
200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7, Singapore 757177

高琳客工休闲中心
加基武吉休闲中心
克兰芝休闲中心
本茱鲁休闲中心
顺利休闲中心
德鲁山休闲中心
大士南休闲中心
兀兰休闲中心

休闲中心 地址

新加坡的酒类管制法令

I如果你饮酒，你必须了解酒类管制法令，包括可以在什么时间和地点饮酒，以及在哪里购
买酒类饮料。 

芽笼和小印度等禁酒区，实施更严格的管制措施。在这些禁酒区，你只能在有售酒执照的
地方如咖啡店内购买和饮用酒类饮料。在这些场所以外的地方饮酒，属违法行为。

若你被发现于禁酒时间在公共场所饮酒，你将受到处罚，工作准证也将被吊销。

欲知酒类管制法令的详情，请浏览www.mha.gov.sg。



6

在新加坡出行
在新加坡出行十分便利。【，】你可选择以下各种交通方式：
• 巴士
• 地铁 
• 轻轨
• 德士（出租车） 
• 私召车

易通卡

如要乘搭巴士、地铁或轻轨，你可到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购买易通卡。易通卡内含有储值
金。你可在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的自动售票机，使用你的自动银行提款卡为易通卡充值。
你也可以向地铁站和巴士转换站的服务柜台人员寻求协助。

巴士站、地铁和轻轨站都有显示巴士和地铁路线及票价详情。

公共交通的良好行为 

乘搭巴士或地铁时，请为其他乘客着想。
• 请排队等候巴士或地铁。
• 请把座位让给更需要的乘客，如年长者。
• 上车时请往车厢内移动，不要挡在车门前，以方便其他乘客上下车。
• 请让其他乘客先下车之后，自己才上车
• 把背包放下来，为其他乘客腾出更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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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安全

在公路上保持安全，是很重要的。
• 请遵守交通规则，不要乱过马路，
 一定要在交通灯处过马路。
• 请在交通灯的“绿人”亮起时过马路。
• 使用斑马线、行人天桥或地下通道，安全地过马路。 
• 驾驶车辆经过路口、交叉路或斑马线时，
 请减速，让行人先过。 

乘坐罗厘（卡车）

你的雇主可能会为你提供往返工作场所和宿舍之间的交通利便，若你觉得自己处境危险，
如坐在拥挤的车上，请告知雇主。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如你的雇主拒绝提供帮助，请拨打陆
路交通管理局热线1800-2255-582，寻求协助。

公路安全 

安全骑行 

骑脚踏车（自行车）时，请注意安全。 
• 请在脚踏车道骑行，并注意其他骑士或行人的安全。
• 注意行人的安全，并放慢速度。请提前按铃提醒行人，在共享走道骑行时，
 尤其要注意。
• 遵守交通规则，靠近路边骑行。请勿在公路中央或逆向骑行。 
• 骑行时，请将自行车停放在指定的停车处。请不要将自行车停
 放在道路或人行道中间，以免妨碍驾车者和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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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工作
要在新加坡工作，你必须持有有效的工作准证，并遵守工作准证条例。 

原则性批准信批文

在离开祖国之前，你应该收到一封由雇主或贵国劳务中介寄给你的原则性批准信。该信以
你的母语书写，一共五到六页。原则性批准信由新加坡人力部发出，含有你在新加坡工作
的相关信息。你的雇主须履行原则性批准信中所列举的条件，未经你的许可，雇主不可更
改条件。请留意原则性批准信中的以下内容：

你的姓名和工作证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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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雇主名称

3 你的职业

4 你的新加坡雇佣中介公司(EA)
以及支付给你的新加坡雇佣中
介公司的中介费

5 工作许可证上注明的有效期限

6 你的基本月薪、固定月薪、每月
固定津贴和每月扣除款项

7 住宿供应

你只能从事批文中注明的
职业。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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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你在新加坡期间必须遵守工作许可证
上注明的条件

10 休息日待遇

11 你的雇主必须在14天内完成的
步骤

你应收到原则性批准信上注明的工
资金额。如雇主在没有获得你的书面
同意的情况下减薪，你可以向新加坡
人力部寻求协助。 

在新加坡工作期间，你应保留一份原
则性批准信的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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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准证

你必须随身携带工作准证卡，尚未收到准证卡之前，请随身携带原则性批准信。 

当新加坡人力部等公共机构进行检查时，你必须出示工作准证，以供查证。

PASSPORTPA
PASSPORT

寻求协助
如雇主未经你的同意减薪，或者在你要求取回时不退还你的护照或工作准证，请立即拨打
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寻求协助。

护照

护照属于你的个人财产。雇主不可以以雇佣条件为由保管你的护照。如雇主代你保管护
照，一旦你要求取回，雇主必须马上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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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权益
在新加坡工作和居住

雇主必须为你提供主要雇佣条件(KETs)的书面说明，主要雇佣条件必须列明你同意的条
款，包括：
• 工资、发薪日期和可享有的加班费
• 工作安排，如工作时间和休息日
• 可享有带薪休假（包括年假、病假和公共假日）及医疗福利

如你对以下事项存有疑虑，请尽早通报新加坡人力部或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TADM)，劳
资政纠纷调解联盟位于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

(a) 支付工资/加班费

雇主必须每月支付工资至少一次，并在工资周期后的七天
内发放。你和雇主商定的工资周期不应超过一个月。 

如你超时工作，雇主必须每月支付加班费至少一次，并在工
资周期后的14天内发放。

你应在新加坡开设个人银行账户，并要求雇主将你的工资
存入该账户，以减少付款纠纷。如你要求，雇主必须将你的
工资直接存入你的银行账户。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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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获得你的书面同意的情况下，雇主不得调低你的基
本工资、固定津贴或调高原则性批准信上列明的固定扣除
款项。

雇主必须每月把薪水单发给你至少一次，并在发工资后的
三天内发给你。薪水单必须包括工资详情，如基本工资、津
贴、扣款、加班时数和加班费。 

你应保存详细薪水单和工作时间表。

4

6

7

5 只有经你同意及做出以下事项，雇主才可以调整你的工资：
获得你的书面同意 
通知新加坡人力部  
提供列明调整后工资的详细薪水单

不要在任何空白文件或者你不理解或不同意的文件上签
名。如雇主要求你签署任何空白文件，如付款收据或薪水单
时，请联系新加坡人力部。如不尽早寻求协助，你的索偿资
格可能会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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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扣除工资 

• 雇主不可扣除你的工资。 除非发生以下情况：

你未经雇主同意旷工 雇主支付了你要求的膳食
的费用

 交托给你的货物或钱丢失或
损坏了（仅限一次性扣除）

雇主支付了你接受的住宿、
设施和服务的费用

你以书面形式同意扣除工资
（你可在工资被扣除之前，

随时撤回同意书）

• 如须扣除工资，雇主不可在任何一个工资周期内扣除超过你总工资的一半的金额。
 这不包括以下情况：
-   你旷工
-   收回预付款、贷款或超额支付工资
-   支付你已提供书面同意的任何合作社协会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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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费的计算：

计算基本时薪：

计算加班时薪加班时薪：

步骤 
1

步骤 
2

12 x 每月基本工资
52 x 44

= 基本时薪

[基本时薪] x [1.5] = 加班时薪

计算加班费:步骤 
3

[加班时薪] x [加班时数] = 加班费

(c) 工作和加班时数

• 你合约内的工作时数一天不应超过八小时或一周不应超过44小时，轮班工作除外。工 
 作时数不包括休息、喝茶和吃饭的时间。超出合约内的工作时数都应视为超时工作。加 
 班费为每小时基本时薪的1.5倍。

• 轮班工作的商定工作时数不可在连续三周内一周超过44小时。一天的工作时数不应超  
 过12小时，而一个月的加班时数不应超过72小时。

• 雇主必须记录你超时工作的时数。你应核实记录，并确保记录正确后签名。如你不同意  
 有关记录，应拒绝签名，并尽早与雇主理清情况。

(d)   Sick Le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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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你符合以下条件，雇主必须让你在正常工作日享有带薪
 病假：
- 获得在医疗注册法令下注册的医生开具的病假单，以及
- 你的病假天数，还没有超过该年全年可享有的病假天数。

服务时期

3个月
4个月
5个月

6个月及以上

带薪门诊病假 (天）

5天
8天

11天
14天

带薪住院病假（天）

15天
30天
45天
60天

• 如你与当前雇主的雇佣关系维持至少三个月，你有权享有带 
 薪病假及住院病假。你可享有的带薪病假天数，将根据你为公 
 司服务的时期而定，详情如下：

(d) 病假 

(e) 休息日和公共假日

• 你每周可享有无薪休息一天。 

• 除非情况特殊并得到你的同意，否则雇主无权逼迫你在休息日工作。

• 如你因病无法上班，你必须在48小时内通知雇主才可享
 有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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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服务年数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6年

第7年

第8年及以上

年假天数

7天

8天

9天

10天

11天

12天

13天

14天

• 你每年可享有11天带薪公共假日。
- 即使你在公共假日没有工作，雇主也必须支付你的工资总额。
- 如你在公共假日工作，雇主必须支付多一天的基本工资，或者让你补假一天
 或数小时（只适用于工资超过2600元的非劳力员工）

若是

雇主要求你上班

自己要求上班

多达每日正常工作
时数的一半

一天工资

半天工资

超过每日正常工作
时数的一半

两天工资

一天工资

超过每日正常工作
时数

两天工资+加班费

一天工资+加班费

• 如你与当前雇主的雇佣关系维持至少3个月，你有权享有带薪年假。

• 你可享有的年假天数，将根据你为公司服务的时间年数而定，如下图所示

• 如你未连续服务满12个月，你可享有的年假天数将按照你在该年的服务月数比例 
 计算。 

(f) 年假

休息日工作的工资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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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雇主拖欠你的工资或其他应支付的款项，他无权将你强制遣送回国。 

如果你的薪金或索偿问题悬而未决，你却被送去机场，可是你没钱离境，你可向新加坡移
民柜台的机场人员寻求协助。他们将把你转介到新加坡人力部。

工资索偿和工作福利

如你有任何工资纠纷，和/或雇佣纠纷，应尽早联系新加坡人力部或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
越早寻求协助，你索回全额工资的机会就越高，还有时间寻找新的雇主。如有需要，你也将
获得膳食和住宿方面的援助。

你的新加坡雇佣代理

重要提示

中介费上限 

你支付给新加坡雇佣代理公司的中介费，按照工作准证的有效期或雇佣合同的期限
计算，每一年期限，最多给一个月的固定月薪，以期限较短者为准。中介费的上限为两
个月工资。雇佣代理公司必须出具详细发票，注明所提供的服务和所收费的费用。

固定月薪 = 基本月薪 + 每月固定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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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的工作准证有效期为
两年，但雇佣合同期限只
有一年，你应支付新加坡
雇佣代理的中介费上限为
一个月固定月薪。 

如你的工作准证和雇佣合
同有效期为两年以上，你应
支付新加坡雇佣代理的中
介费上限为两个月固定月
薪。  

如你的工作准证和雇佣合
同有效期为两年，你应支
付新加坡雇佣代理的中介
费 上 限 为 两 个 月 固 定 月
薪。

例
3

例
2

例
1

如果你的新加坡雇佣代理收取的中介费超过上限，或没有为你开具详细发票，或在你遭到
提前解约时没有退还相应款项，请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
人力部服务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寻求协助。 

退款

如雇主在六个月内解雇你，新加坡雇佣代理必须把中介费的至少50%退还给你。然而，
如你自愿终止雇佣关系，你将无法得到退款。 

以上规定只适用于在新加坡经营的雇佣代理。
 
新加坡人力部将无法协助你处理你与你国家的雇佣代理的任何纠纷，或索回你向你国家
的雇佣代理所支付的中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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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工作准证持有者，你必须遵守工作准证条例。违反任何工作准证条例，将被视为违法
行为，并会受以下处罚： 

雇佣法律

下载SGWorkPass应用程序后，扫描工作准证上的二维码，
即可查询其有效期。如工作准证上无二维码，你可输入印在
准证前页的特殊编号查询。

如雇主在你的工作准证到期之前，取消你的工作准证，你将
无法继续在新加坡工作。你可下载SGWorkPass应用程序
或登录新加坡人力部网站，查询工作准证的有效期。 

a)   SGWorkPass 
是免费下载的手机应用程序，可用来查询工作准证的有效
期。

 (1) 查询工作准证有效期

罚款或监禁。 工作准证被吊销。 将来禁止在新加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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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加坡人力部网站
你可登录新加坡人力部网站www.mom.gov.sg/check-wp，并按照下列步骤查询。

1)   选择： 查询 
2)   选择： 工作准证有效期/申请状况 
3)   输入你的工作准证号码和姓名，然后点击 下一步

 (2) 雇佣

• 你只能从事工作准证指定的职业及为指定的雇主工作
- 即使在你的雇主指示下，你也不得从事其他职业。

• 你不得参与任何其他业务或创业，赚取额外收入。 

• 你必须随身携带你的工作准证正本，并在任何政府官员进行检查时出示准证，
 以供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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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叫你从事不同工作或为不同的雇主工作，你应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线 
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服务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寻求协助。

(3) 行为准则 

• 你必须获得工作准证总监的批准，才能（在新加坡或其他地区）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
 居民结婚。即使你的工作准证已无效，此条例依然适用。 

• 除非你与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结婚并且已经获得工作准证总监的批准，否则你不
 得在新加坡怀孕或生孩子。即使你的工作准证已无效，此条例依然适用。

4) 严禁成为无执照雇佣代理

• 在没有获得新加坡人力部执照的情况下，从事任何形式的雇佣代理活动，均属违法行  
 为，如：  

(i)  向家人或朋友收取钱财或利益，帮他们找工作， 
(ii) 向任何求职者收取个人文件或简历，帮他们找工作， 
(iii) 代表任何雇主或求职者提交工作准证申请，和/或   
(iv) 帮雇主物色合适求职者。  

上述违法行为将面临最高达8万元的罚款和/或最长达两年的监禁。
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你将被遣送回国，不准在新加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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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不得雇用无执照雇佣代理

• 请任何无执照雇佣代理为你服务，属违法行为。 

• 如你请无执照雇佣代理为你服务，你可能无法找到工作，还可能无法索回已交付的中
 介费。你也将面临最高达5000元的罚款，按次计算，每次5000元。 

领有执照雇佣代理的登记卡样本

请举报任何没有执照却从事雇佣代理活动的人士，举报者身份将保密。 

违反工作准证条例

如你违反上述任何工作准证条例，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将来也被禁止在新加坡工
作。

一定要查看你的雇佣代理是否领有新加坡人力部的执照。
• 要求雇佣代理人员出示登记卡（见以下样本），留意登记卡上的姓名和注册号码。

• 登录新加坡人力部网站的雇佣代理名录 www.mom.gov.sg/eadirectory，确认你请
 的雇佣代理领有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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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雇主的义务
在你受聘期间，雇主必须履行职责。雇主不得向你索取钱财，并以此作为聘用条件。雇主
也不得因下列开销向你索取费用或从你的工资中扣款： 

更新工作准证 保证金 医疗保险 遣返费

强制的培训 医药费 税款

2 3 4

5 6 7

例如，你的工作准证已到期，雇主必须支付更新准证的费用。他不得向你索取费用或从
你的工资中扣款。 

如雇主从你的工资中扣款，请向他查询扣款的原因。如雇主因上述任何开销扣款，请立即
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寻求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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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雇主必须确保你的住宿符合一定的标准，不得过度拥挤。如你觉得你的住宿条件恶劣或
存在安全隐患，请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
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寻求协助。

恶劣或存在安全隐患的环境包括：

过度拥挤 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或通风

害虫肆虐（如老鼠、蚊子、蟑螂） 宿舍内的设施有损坏或未经修复

你可居住在公寓、店屋和排屋等私人住宅。每间私人住宅可住最多六名员工。如超过六
人住在一起，请与你的雇主协商，安排其他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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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你的住址 

你必须居住在雇主向新加坡人力部申报的住址。如你自己寻找住宿或更换住所，你必须
将新住址告知雇主， 以便他们通知新加坡人力部。如不告知，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

保持良好的公共卫生习惯 

维持居住环境干净和整洁，以保持健康，避免生病。 
• 保持床具清洁，以防床虱。
• 保持居住环境干净，以防蟑螂和老鼠等害虫肆虐。
• 清理积水，以防蚊虫滋生。

向宿舍管理员通报住宿问题

DormWatch应用程序 
这是免费下载的应用程序，用来通报住宿问题

如你住在宿舍，可通过DormWatch应用程序直接向宿舍管理员通报任何设施或设备损
坏等问题。新加坡人力部也将接到通知，了解问题的进展，必要时将介入检查住所。你可
通过扫描下面的二维码，下载该应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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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诈骗
提高警惕，以免成为就业诈骗的受害者：

• 空壳公司 / 打自由工/ 非法工作一抵达新加坡后，你发现自己没有可从事的工作，因
 为骗子所答应的雇主或工作并不存在，或者骗子叫你自己去非法打工。

• 虚假申报文凭– 你的雇主以一份伪造教育证书为你申请工作准证。

• 回扣一你向雇主付款才能在新加坡工作，或更新你的工作准证。

• 虚假申报工资一你的雇主向新加坡人力部申请IPA批文时所申报的工资，高于你实际
 获得的工资。

如果你受骗，请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
（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举报。

安全
工作安全

如你从事建筑业，你必须完成建筑安全入门课程。工作时，你必须遵守课程中所学内容以
及雇主或主管给予的安全指示。  

• 时刻穿戴正确的个人防护装备（如头盔、护目镜、护耳器、手套和安全靴），并确保个人
 防护装备完好无损。 

• 穿戴安全吊带并确保它固定在稳固的支架上。 

• 不要冒险、走捷径或忽视安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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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跌倒
• 保持工作场所干净，没有液体溅洒在 
 地面，地上也没有导致绊倒的物件
   （例如：电线）。
• 上下楼梯时，紧抓扶手。 
• 穿上防滑安全靴。

电击危险
• 请勿使用有故障的电器或电源插座。 
• 保持工作场所干净。

高处作业
• 高处作业时，请使用合适的平台。

当心上方落物
• 远离悬吊在上方的重物。
• 不要在无防护栏的边缘放置或储存
 设备和材料。
• 穿戴安全头盔和钢头靴。

注意以下常见危险，保持自身安全：

• 使用梯子时，保持“三点接触”原则。

• 只在干燥环境下进行电工。
• 穿戴橡胶手套和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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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选择贴上“安全标志”（见
 下图）的延长电线和电器。  

密闭空间
• 进入密闭空间之前，先检查燃气装置。
• 穿戴防护装备（如呼吸器、全身安全吊带
 和救生索）。

火灾隐患
• 在高温作业之前，请留意周围有无溶剂、
 高压罐和木屑等易燃物。
• 将易燃物储存在密封容器内，并放在通风
 处。

在工作场所驾驶
• 走在人行道上及注意车辆往来。
• 服用让人昏沉的药物后，请勿驾驶。
• 长时间驾驶后，请休息片刻，舒展筋骨。
• 倒车时请查看盲区。
• 在工作区放置交通路锥，以防止车辆进
 入工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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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医疗服务
如你生病需要去就诊，请告知你的雇主。你可在以下地点就诊：

雇主必须同意你就诊，并支付你的医药费。请记得向诊所索取病假单和发票，并交给雇
主。你应把诊断书病假单和发票拍照存证。

如雇主拒绝支付你的医药费，请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 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
人力部服务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寻求协助。所有信息将
严格保密。

新加坡人力部批准的医疗中心，离
你的工作或居住地最近的地方。

新加坡人力部指定的全科医
生诊所。

通过 FWMOMCare应用程序咨询远
程医生（仅限在线咨询）。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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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
雇主有责任照顾员工的安全和健康。

遭遇工伤时该怎么办？

告诉上司/雇主你受伤的情况，并立刻求诊。如果你收到
医生/牙医提供的住院假/病假或轻活证明书，请通知
你的上司/雇主向新加坡人力部提交事故报告。
 
如果你的雇主在你因工受伤时没有提交事故报告，请通知新
加坡人力部。你可以拨打6438 5122，或到新加坡人力部服务
中心（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与新加
坡人力部员交谈。你只需向新加坡人力部提供你的联系方式、
雇主名称和事故发生日期。即使你不会说英语，新加坡人力部
也可以帮助你。

1

2

3

4

5

6

7

保存您跟管工/雇主之间关于工伤详情的通信记录（例如WhatsApp和
SMS信息等等）

请朋友拍下你的伤处受伤部位及导致你受伤的工具或机器，并给医生看照
片。

如果你被安排就诊，请按时到诊所，不要去看其他医生。如果你不按照预约
到诊所就诊，将导致你的工伤索赔案件被中止。

保存跟工伤相关的文件（例如：病假单和医疗账单）的副本，并且把正本交
给雇主。

保险公司或新加坡人力部将计算赔偿金额，并向你和你的雇主发出通知。
如果你对赔偿金额没有异议，你的雇主/保险公司必须在通知书送达后21
天内向你支付赔偿金。你的雇主将处理你的赔偿要求索赔案件，并通知新
加坡人力部。

MOM

MC

$$$

$$$

B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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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索讨哪些赔偿？赔偿金额是多少？

按照工伤赔偿法令（WICA），只有给新加坡注册的医生或牙医看诊的索赔者，才可申请
以下类别的索赔。

赔偿类别

医疗费

病假期间工资

一次性赔偿

详情

医疗账单及其他因工伤而须支付的费用， 
如工伤评估报告费用。

• 因工伤事故而得到的任何住院假/病假或轻工假 

• 指的是你的工作日，而非休息日或公共假日。

• 永久伤残——有关伤势或病情，对索偿者工作能力，造
 成永久性的影响。

• 死亡—受伤导致死亡。

申请赔偿
• 你不需要另外立案索赔，因为当你的雇主向新加坡人力部提交事故报告时，你的案件
 将自动开始受理。 

• 在处理索赔期间，你应和雇主维持雇佣关系，因为他必须继续为你提供膳食和住宿。
 如雇主强迫你回国及不上报事故，请立即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 

• 如雇主将你带到机场，强迫你离开新加坡，你可向移民柜台处的机场人员寻求协助。 

你不需要聘请律师来帮助你处理WICA工伤赔偿。赔偿金
额将按照固定公式计算。超过75%的WICA工伤赔偿，在
事故发生日期算起的8个月内解决。 

你知
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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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勿虚报索赔

请勿通过作假或提供虚假信息，骗取工伤赔偿。虚报者将面临罚款和/或监禁，将来也不
得在再来新加坡工作。  

工伤赔偿法令与普通法

大多数受伤的工人都能根据工伤赔偿法令WICA得到公平及时的赔偿。你有权向新加
坡人力部撤回WICA赔偿，而聘请律师提出普通法索赔。然而，请记住，普通法索赔往往
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解决，你需要在法庭上证明受伤是由雇主的疏忽造成的。我们收到报
告，有些人误导客工撤回WICA赔偿，以便赚取律师给的佣金。因此，请你仔细考虑之后
才做出选择。

如你需要工伤索赔方面的协助，请拨打6438 5122，或前往新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
（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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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法律
在这里工作，就必须遵守新加坡法律。否则，你将面临处罚。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将
来也不得入境新加坡。 

违法行为

乱丢垃圾

浪费水

在公共场所小便

乱过马路

在公共场所醉酒

在公共场所非法饮酒

向警方报假案

盗窃（或偷窃）（偷窃或入
店行窃）

处罚

• 罚款最高达2000元，屡犯者将被处以更高的罚款。

• 监禁最长达三年或罚款最高达5万元，或两者兼施。
• 屡犯者每日可罚款1000元。

• 罚款最高达1000元，屡犯者将被处以更高的罚款。

• 监禁最长达三个月或罚款最高达1000元，或两者兼
 施，屡犯者将被处以更高的罚款。

• 监禁最长达一个月或罚款最高达1000元。
• 被发现在酒类管制区醉酒者，将被处以不超过1.5倍的
 罚款。

• 罚款最高达1000元。
• 被发现在酒类管制区饮酒者，将被处以不超过1.5倍的
 罚款。

• 监禁最高长达六个月或罚款最高达 5000元，或两者兼
 施。

• 简单盗窃将面临监禁最长达三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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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室行窃

买卖走私香烟

逾期居留

刑事恐吓

伤人

非法集会或游行

骚乱暴动

非礼

• 监禁最长达10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 如夜间入屋行窃，将面临监禁最长达14年或罚款，或两
 者兼施。

• 罚款最高达逃税额的40倍，和/或监禁最长达六年。 
• 初犯者和屡犯者的最低法庭罚款，分别为2000元和

• 如逾期居留90天或少过90天，将面临监禁最长达六个
 月或罚款最高达4000元，或两者兼施。
• 如逾期居留超过90天，将面临鞭刑不少于三下不能施
 以鞭刑者，则罚款6000元）和/或监禁最长达六个月。

• 监禁最长达两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 恐吓导致死亡或严重伤害，或纵火导致财物遭受破坏，
 将面临监禁最长达七年或以上，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 监禁最长达两年或罚款最高达5000元，或两者兼施。
• 如导致严重伤害，违法者将面临监禁最长达10年和罚
 款或鞭刑。

• 监禁最长达两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 骚乱暴动者将面临鞭刑和监禁最长达七年。
• 如使用武器，将面临鞭刑和监禁最长达10年。

• 监禁最长达两年、罚款、鞭刑，或任何处罚组合。
• 如受害者未满14岁，违法者将面临鞭刑、罚款和/或监
 禁最长达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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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劫

贩毒和吸毒

谋杀

• 监禁2至10年不等，及鞭刑不少于六下。
• 如夜间抢劫，将面临监禁3至14年不等，及鞭刑不少于
 12下。

• 贩毒者将面临监禁最长达30年及鞭刑15下，或甚至被
 判死刑。 
• 吸毒或拥毒者将面临监禁最长达10年或罚款两万元，
 或两者兼施。

• 蓄意导致他人死亡者将面临强制性死刑。
• 其他类型的谋杀罪，将面临死刑或终身监禁。

新加坡的社会治安
领导或参加非法集会或游行，属违法行为。你不得在公共场所成群结队，以支持或反对任
何人士、群体或政府的观点或行为。一旦被抓，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

贿赂

新加坡对贿赂采取零容忍政策，通过贿赂换取好处是严重的罪行。贪污调查局(CPIB)将
毫不犹豫地对涉及贿赂的人士采取行动。贿赂有多种形式，如：

企图行贿或受贿，均属违法行为。  

金钱 贷款 礼物 承诺 性



37

贿赂的处罚

监禁最长达五年或罚款最高达10万元，或两者兼施。你的工作准证会被吊销，将来也不
得入境新加坡。

举报贿赂

如果有人向你行贿或受贿，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向贪污调查局举报：

1) 前往贪污调查局（2 Lengkok Bahru, Singapore 159047）或贪污举报与文物中心  
     （247 Whitley Road, Singapore 297830）
2) 拨打24小时热线1800-376-0000
3) 电邮至report@cpib.gov.sg 

全国保家安民计划（SGSecure）: 时刻警惕、团结一致、保持坚强 
新加坡政府不会容忍任何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任何人士，不论国籍，只要参与任何支
持恐怖主义的活动，我们都将采取严厉坚决的行动对付之。

如你看到任何人支持或参与恐怖主义相关活动，请拨打1800-255-0000向警
方举报。

时刻保持警惕，留意你宿舍或工作场所的可疑行为、无人看管或丢弃的物品。

扫描二维码下载SGSecure app 应用程序，以便在危机时
获取重要信息。你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通报事故详情和下
载实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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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 
良好的理财习惯 

请记住你来新加坡工作的目的，是要赚钱寄回国给家人。你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财务，以
便你有足够的钱用作开销和储蓄。 

1.  了解如何规划预算
  预算是指理财规划。了解你的需求，如给家人的医疗或教育开销，然后规划存多少
  钱。你应把一部分钱留作日常所需。

2.  增加储蓄
  每个月把一部分钱存入你的银行账户，并规划回国后如何善用这笔钱，如建造新屋、  
  创业。 

3.   减少不必要的开销
  购物前，问问自己是否真的需要购买。

安全汇款
• 自动汇款机    
 使用宿舍或休闲中心的合法汇款机。是否改为中国的? 非法汇款代理可能会卷款而
 逃。

• 在线汇款网站和移动应用程序
 只使用领有执照的在线汇款服务和移动应用程序。切勿通过WhatsApp或任何即时通
 讯平台汇款回家。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网站（https://eservices.mas.gov.sg/fid）
 上搜索汇款公司的名称，查看其是否领有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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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协助
如你面对经济困难，请向雇主求助。你也可以拨打外籍劳工中心(MWC)热线6536 2692，
寻求咨询。

• 向你的雇主寻求帮助
如果你无法自行汇款回家，请你的雇主协助你。你的雇主必须向你出示汇款交易成功的
证明。

在拥挤的公共场所携带大量现金是不安全的。

请勿通过没有执照的汇款代理人汇钱，因为他们可能会卷款而逃。

在没领取执照的情况下，经营或参与汇款生意，皆属违法行为。一旦被抓，你将面临最高
达10万元的罚款或最长达两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你的工作准证将被吊销。  

非法放贷人
请勿向没领取执照的非法放贷人借款，以及充当跑腿或中介。请勿为了获取任何好处，
而协助放债人借钱给你的朋友。此举将导致你的工作准证被吊销，将来也不得再到新加
坡工作。 

学习识别非法放贷人
• 他们没有店面。
• 他们通过发送简讯/面簿或打电话的方式，问你要不
 要借钱。

不要理会非法放贷人
• 不要轻信放债人会“免费借钱”给你或提供“无息贷款”。不要理会他们发送的信息，收
 到后请立即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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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回复这些信息。如你回复（提供你的姓名、联络号码、住址、银行账号等），非法放
 贷人可能会声称你已向他们贷款。
• 如他们再次联系你，请拨打999或1800 255 0000报警，或告知雇主。
• 请勿将你的工作准证借给朋友去贷款。

处罚

协助非法放贷人进行放贷活动，你将面临：

• 罚款介于3万元至30万元之间  
• 监禁最长达四年
• 鞭刑多达六下

如你被发现向非法放贷人贷款，新加坡人力部将通知你的雇主，你的工作准将被吊销。
你将被遣返回国，将来不得再到新加坡工作。

合法放贷人

如你决定向领有执照的合法放贷人贷款，请注意以下事项：

贷款上限

新加坡有保护借款人的法律。贷款上限指的是你向所有合法放贷人贷款的总额，不得超
过你的收入。

• 由于利息高，偿还款额将远大于贷款总额。例如，你
 向放贷人借500元，却须偿还1000元。

• 如果你延期还钱，你可能须预付手续费和迟还款罚金。

• 确保放贷人向你详细说明费用和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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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贷令框架

你可上网申请自我禁贷令，禁止合法放贷人借钱给你，防止自己贷款并陷入债务问题。

申请禁贷令完全出于自愿，并承诺自己至少两年内不贷款。  

你可要求雇主或雇佣代理上网www.mlcb.com.sg代你申请。 

请勿充当担保人

如你的朋友向合法放贷人贷款，你不可以充当朋友的担保人。

如果你的年收入

不超过1万元

1万元及以上，但不超过2万元

你可借贷的款项

最高达500元

最高达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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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电话号码
如你需要协助，可随时拨打下列求助电话：

重要电话号码

警察

火警/救护车服务
新加坡人力部

有关客工的雇佣、工资和福利事宜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理事会

有关工作场所安全事宜

非政府机构

外籍劳工中心
- 有关雇佣事宜或在你需要协助时向你施以援手

新加坡援人协会
- 协助解决个人问题、为抑郁症患者提供辅导等

康侍
- 提供医疗护理、辅导、社会援助

大使馆/最高专员公署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最高专员公署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

印度最高专员公署

印度尼西亚大使馆

马来西亚最高专员公署

缅甸联邦共和国大使馆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最高专员公署

999

995

6438 5122

6317 1111

6536 2692
(24小时热线)

1800 2214 444
(24小时热线)

3138 4443 
(24小时热线)

6255 0075

6412 1900

6238 2537

6737 7422

6235 0111

6735 1672

6737 6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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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共和国大使馆

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专员公署

泰国大使馆

6737 3977

6254 6773

6224 1797

向新加坡人力部或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寻求协助

如你面对雇佣问题，可拨打新加坡人力部热线6438 5122寻求协助

如你面对工资问题，可向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寻求协助。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位于新
加坡人力部服务中心3楼（1500 Bendemeer Road, Singapore 339946）。

如果你的雇主试图在没有解决你的任何工资、索赔或案件的情况下强行将你送回国，你
应该向机场移民局柜台的官员寻求帮助。新加坡人力部会帮助你。

当你觉得有压力时，请寻求帮助，不要犹豫。如果你感到心情不好或家中发生问题，请向
别人倾诉。如果不知道该向谁求助，请拨打以上的电话，就可以得到帮助。请记住，总有
人可以帮助你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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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相关信息
安全距离措施

在宿舍和工作场所遵守保持安全距离措施，防止自己被传染病感染。
•  戴上口罩。
•  彼此之间保持1米的安全距离。
•  避开人群。

轮流定期检测

轮流定期检测（RRT）包括每14天进行一次拭子测试。如果你是以下人员，则必须参加
RRT。
•  来自建筑、海事和加工行业；
•  或来自其他行业，但在建筑、海事和加工行业工作的人；
•  或住在宿舍里。 
如果你根据规定需接受RRT，就必须与雇主合作，安排RRT预约。RRT对于确保你和你周
围的人的安全和健康非常重要。如果不接受RRT，你的通行码将变成红色，而你将不被允
许去工作。

出门证

如果你住在宿舍，并由于休闲或个人理由希望在休息日外出，则需要在休息日前7天通过
SGWorkPass app（见第20页）申请宿舍出门证。你也需要事先安装TraceTogether应用
程序

凭着经批准的出门证，你可以在休息日的规定时间内，乘坐雇主安排的交通工具前往宿舍
指定的消闲娱乐中心。

到达消闲娱乐中心后，通过SafeEntr入内。记住，任何时候都要戴上口罩，与他人保持1米
的距离，不要聚集在人多的地方。

更多信息，请到pass.gowhere.gov.sg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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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MOMCare

你也可以使用FWMOMCare应用程序来查看你的拭子结果和拭子测试预约等详细信
息。请浏览https://mom.gov.sg/eservices/fwmomcare，了解使用该应用程序的步骤。

以上规定不适用于住在组屋或私人住宅的客工。

你也应该时时刻刻佩戴你的接触追踪器（即BluePass或TraceTogether追踪器/手机应用
程序），方便接触追踪工作。 

通行码
你在SGWorkPass手机应用程序中的通行码AccessCode，
将显示你是否可以离开住所去工作。

只有当你的通行码AccessCode为绿色时，你才可以离开住
所去上班。

如果你的通行码AccessCode是红色的，请不要离开住所或
去上班。

重点

有关当局如果发现通行码呈红色的客工离开住所，将对
该客工采取行动。

绿色通行码：
可以离开住所去工作

红色通行码：
不可以离开住所去工作

如果通行码为红
色，不可以去上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