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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東南亞國家不論是經濟發展以及基礎建設正吸引了世人注目的眼光，尤其是

印尼這個國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廣大的土地，再加上所謂的人口紅利因素，日本

及韓國早已在印尼投資設廠搶先卡位，據稱日韓有約近百萬人分散在印尼各地工作，足

以說明印尼的重要性。印尼首都雅加達第一條捷運工程是由日本銀行JICA貸款興建，於

2013年底正式開工，土建工程共有六標，採購形式為統包工程，在本公司捷運部努力爭

取下，與日商住友(SMCC)以及東急建設(TOKYU)二家統包商分別簽訂了細部設計以及獨立

設計驗證合約。筆者有幸參與了後者工作，合約規定駐地期間長達19個月，在筆者駐地

期間內，所聽所見所聞都是筆者職場生涯上從未有的經歷，本文將介紹筆者與國際團隊

的工作經驗以及公暇之餘所見到的印尼人文風情，提供讀者另一角度來認識印尼這個國

家，也更期待未來會有更多的工程師也能夠參與海外工作，除了拓展公司業務外，更可

以提升自己與國際接軌的能力。

1

壹、前言

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以下簡稱印尼)領土範

圍涵蓋多達1.7萬座大小島嶼(圖1)，由於島嶼遍

布，印尼擁有數百個族群及語言，其中最大的

族群為爪哇族，印尼全國人口約2.38億，超過

90%總人口信奉回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國

家，印尼在二戰之後，在1945年脫離荷蘭殖民

統治，實施軍事獨裁統治長達50年。印尼也是

東協十國最大的經濟體，這幾年在全球經濟發

展浪潮的推波助瀾之下，已成為東南亞最受矚

目的閃亮新星，亞洲中已發展的國家如日本、

韓國以及中國，相繼前仆後繼投注大量資金，

協助印尼發展基礎建設。去年2015年，更上演

中日雅萬(雅加達至萬隆)高鐵爭奪大戰，在競標

過程中高潮迭起話題不斷，雖然最後的結局是

日本經過多年醞釀和籌備後，仍然含憤落敗給

半路出線的中國高鐵，但這正也顯示出最大的

贏家印尼發展經濟的企圖心，上任一年多的民

選總統佐科維多多，更誓言要在未來任期內要

努力維持經濟成長率達7%以上，當亞洲各國都

在為自己的未來發展努力時，身處亞洲區域的

台灣，為了我們未來的前途更不能缺席這場盛

會。筆者在2013年底，很榮幸在公司各級長官

的支持下，獲派赴海外工作執行駐地任務，整

個派外工作期程依合約長達19個月，這對筆者

已工作20幾年職涯來說，是從未有過的工作經

驗，另外，筆者能夠順利前往海外工作另一個

圖1 印尼地理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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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關鍵考量，主要是得到家人充分的支持

下，才能讓筆者得以無後顧之憂安心在海外工

作，在海外工作空閒之餘，筆者以懷著探險的

心情造訪各處景點，自己親身去發掘和體驗印

尼這個筆者從未接觸過的國家。

貳、爭取海外工作標案

2013年10月，捷運部在早已取得雅加達捷

運統包工程案CP106標細部設計工作之後，再接

再厲繼續爭取CP101/CP102標統包工程第三方

獨立設計驗證工作，由於筆者幾年前曾經多次

遠赴新加坡代表TECA(由臺灣世曦丶中興工程丶

亞新公司及中鼎公司組成之台灣工程顧問聯盟)

爭取海外工程細設工作的備標經驗，再加上本

案第三方獨立設計驗證工作，依據合約規定主

要人員需要具有20年捷運設計工作的資歷才能

參與標案工作，筆者很榮幸接獲捷運部陳幼華

資深協理諮詢筆者派赴海外的工作意願，筆者

經過深思考量後，同意接下這份挑戰工作。回

顧這個標案的備標期程是相當緊湊的，最後在

捷運部幾位同仁的通力合作之下，2013年11月6

日我們贏過其他競標對手(對手之中也包括台灣

的同業)取得標案，特別是值得一提的是，我們

的服務費用是以高於其他競爭對手的報價取得

標案，而不是以低價的費用搶標取得標案，惟

合約中特別規定我們必須派遣駐地設計驗證簽

署代表與統包業主合署上班，駐地時間長達19

個月，由於統包工作開工日依據合約已約定在

2013年11月26日正式展開，原本業主要求我方

必須在開工日起即派遣我方人員合署上班，但

是由於當時派赴海外相關工作簽證無法在短時

間期間取得，經過一番波折及雙方協商之後，

雙方同意暫時以短期商務簽證方式前往海外工

作，終於在2013年12月10日開始展開筆者的海

外工作旅居生涯。

參、收拾行囊整裝出發

在確定出發日期之後，筆者就開始臚列一

些攜帶物品清單，除了一般衣物以及個人的常

用藥品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備妥工作用的個人

筆記電腦以及個人的行動通訊設備以方便台印

兩地訊息連繫，所幸當時捷運部詹宏義工程師

早已駐地雅加達工作數個多月，還有在雅加達

辦事處吳偉瑍主任協助下，提醒筆者行前的相

關準備工作，使得筆者免除了一些的瑣碎事務

的處理工作，出發這件事情因而輕鬆許多了。

在經過5個半小時的飛行後，飛機從北半球

的台灣飛至南半球的印尼，筆者在啟程日的下

午抵達雅加達，雅加達時區比台北慢1小時，抵

達時正值日正當中暑氣逼人，當筆者在航站入

境大廳等候司機時，就可以明顯感受到的是一

股陣陣的熱浪襲面而來，瞬時之間有種令人無

法喘息的感覺。另外，在航站入境大廳筆者也

看見許多印尼人一家大小聚集在出境出口處，

引頸喬望著尋找著歸國的旅外家人，入境的旅

客走在兩側接機人群中，頓時讓人有種似乎是

走在迎賓大道的感覺，這樣的場景讓人回想起

早年台灣在經濟開發的年代也是如此上演著如

此這般的畫面。

肆、海外行事曆記要

12.10 啟程前往印尼雅加達

12.11  辦公首日，進駐TWJO位於Cwang

的臨時辦公室

12.25  入住Park Hotel Apartment 公寓6

個月

2013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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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0  農曆年前捷運部主管拜訪統包商及

慰問海外駐地人員

02.22  首次在海外渡過農曆春節

05.25  與TWJO議定派遣CECI年輕工程師

擔任土木工程師

06.09  黃文思工程師飛抵雅加達展開工作

07.15  印尼年度開齋節慶返台休假

09.14  因應馬來西亞業務拓展需要,前往吉

隆坡洽商合作對象

07.12  合約海外駐地到期日，TWJO要求

駐地展期一季

10.15  駐地任務結束,返回台北

01.09  商務簽證首月到期，返回台北辦理

工作簽證

02.18  完成工作簽證手續再度返回雅加達

駐地工作

06.01  TWJO辦公室搬遷至Fatmawati 工地

辦公室

06.16  入住Hampton's Park Apartment 公寓

12個月

07.09  印尼總統大選

07.15  首次經歷印尼年度開齋節慶

01.31  工作簽證辦理展期1年

2014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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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加入國際團隊

雅加達捷運南北線為日銀貸款之公共工

程，也是雅加達第一條重運量捷運工程。印尼

雅加達捷運工程(圖2)CP101/CP102標統包土

建工程標是由日本東急建設(Tokyu)與印尼國營

Ｗika公司聯合承攬(以下簡稱TWJO)，工程內容

主要包括有約6公里長高架橋3座高架車站以及

一處佔地約8.8公頃的維修機廠。

CP101/102標路線(圖3)通過的地區路幅狹

窄、交通壅擠、地下管線眾多等施工環境限制

因素，對本標高架施工是一大挑戰。本標的高

架橋採標準斷面設計，設計採單箱雙軌預鑄節

塊施工，以加速施工縮短工期，並可維持交通

順暢。在高架車站方面，月台遮罩屋頂工程是

採用鋼構及鋼桁架施作，屋頂面採透光性薄膜

屋面和金屬屋面為業主指定的車站特色。本案

對本公司而言，是海外第一個高架捷運工程計

畫，且為第一次擔任第三方獨立驗證顧問，更

具指標性意義。

東急建設Tokyu與印尼國營Wika公司得標之

後，基於財務獨立運作以及稅務的考量，依據

印尼當地規定登記註冊為統包公司，統包公司

內組織成員是以日印人員混合方式編組，各組

織的主管人員幾乎是由日本人擔任，印尼當地

人則是提供相關技術人員以及協助工務行政工

作，筆者認為這樣的組織編組方式，可以讓印

尼人學習先進國家的管理工作方式以及落實技

術移轉，筆者相信多年之後印尼也應該可以自

力完成捷運工程土建工作而不須仰賴外人。

陸、角色扮演　相互尊重

在統包的組織架構中，有五大主辦組，分

別為合約管理組、行政工務組、計畫管控組、

工程施工組以及工程設計組，筆者是歸屬於工

程設計組的獨立單位，工作上主要是審查細設

顧問的設計文件，從工作的運作面上來說，細

設顧問，統包商以及筆者擔任設計驗證顧問，

這三方角色扮演和互動，對於工作的推動是很

重要的一環，對於擔任第三方獨立設計簽證的

角色，必須事先充分詳細閱讀統包主契約中所

規定的設計簽證範圍以及業主需求書(Employer 

Requirement)，並且須以謹慎的態度理解統包廠

商之合約權利與義務，如此才能恰如其分對於

設計顧問之設計成果提出適當的審查意見。很

幸運地，在筆者的派駐期間與細設顧問之間的

討論和互動上，可以說是相當順利的，無論是

統包業主或是設計顧問，對於筆者擔任的職務

上所提出之意見，都是給于相當的尊重，這也

符合國際工程契約的執行精神。

圖2 雅加達捷運工程路

圖3 CP101/102標範圍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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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陸續抵達辦公室，通常每日的早上8點鐘日方

主管都會召開組務晨會，確認今日各項行程以及

應該完成之工作，但這對於大部分印尼人來說可

是苦差事，不知是因為生性使然或者國情文化，

對於日方如此緊湊的工作排程，印尼同仁似乎

是有點吃不消，時常藉故原因遲到或是缺席，

這使得日方在管理工作必須花費更多的心力。

有人說日本人是工作狂的民族，雖然這樣

的描述似乎有點誇張，不過從筆者的觀察中，

基層的日本員工才會如此，他們每天工作時數

長達約莫14小時左右，日本員工每周上班五天

半，周日才休假。通常日本人返國休假第一次

是在外派工作6個月之後，此後是每工作4個月

返國休假一次，但如果是攜家帶眷者，日方公

司會補貼照顧員工及眷屬生活費用，也包括子

女教育費用，但是得工作2年才能返國一次。

三、學習樂在工作

筆者曾經與我的設計單位日方主管在一

次偶然的對話中，筆者問到是甚麼樣的動力促

使他投入海外工作，而且可以保持開朗樂觀的

態度，而不會感到厭煩，他不假思索地輕輕回

答我“我喜歡我現在的工作，特別是當工程按

規劃的進度一步步完成時，可以滿足我的成就

感”  。筆者好奇地繼續追問他難道對於工作不

會感到厭煩嗎？他還是一派輕鬆回答我說“如

果你對於你的工作不喜歡，為何要選擇你現在

的工作呢” 當下筆者不得不敬佩這位主管樂在

工作的精神，也以可以感受到他身為土木人由

然而發的使命感和榮譽感。

柒、日常生活和飲食

在筆者派駐初期前6個月，因為辦公地點

離市區較遠，為了減少上班通勤的困擾，選擇

了離辦公地點約莫500公尺遠的飯店式公寓大樓

一、辦公室的文化

在不同的工作場合接觸及觀察其他統包團

隊的組織運作情形，不同的統包聯合承攬契約

形式，在辦公室內(圖4)的工作互動情形有著明

顯的不同，筆者簡單地發現英語能力越強的團

隊，辦公室裡的氣氛就顯得較為開放活潑，相

反的英語能力越弱的團隊，辦公室內的氣氛就

覺得較為嚴肅拘謹。另外一個因素可能跟團隊

的主管的管理風格，也有著很大的關係。因為

日本人服從性很強，職場階級倫理相當明顯，

主管的一舉一動是主導組織運作的重要關鍵，

這在台灣的職場裡未嘗不是如此。不過天真自

然的印尼人，可就不這麼想，時常會發現印尼

人在高壓的工作環下，無故失蹤了幾天後，又

滿臉笑容出現在辦公室，主管追究原因時，他

們的回答有時如小學生般式讓人哭笑不得，筆

者也有幾次莫名接到印尼同仁請託說項，當下

也只能苦笑置之。

二、超時的工作文化

筆者每日早上約莫3點半左右，在臥室內便

可以陸續聽到從不同方位傳來回教徒的誦禱聲，

而且是用擴音器廣播，此起彼落的聲音似乎是在

互相較勁對真主阿拉的尊敬, 通常這樣的聲音持

續約莫半小時才得以停歇，也因為這樣筆者也只

好入境隨俗養成早起的習慣，筆者通常早上7點

就已經抵達辦公室上班，日方同仁也約莫半小時

圖4  辦公室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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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宿，從住宿地點行走至辦公室約莫10分鐘腳

程，由於筆者住宿地點周邊少有商店或是購物

中心，因此每逢週末例假日皆得進城採購一週

所需蔬果食品，成為例行的必要工作。

印尼菜同屬於東南亞菜系，但與其他東

南亞菜系最大的不同，就是會用到兩款獨有香

料：石栗和黑栗，這兩款香料幾乎會出現在任

何一款傳統菜上，醬料也是印尼菜的精髓之

一，顏色深而質稠，看起來可能不太上眼，但

吃起來卻濃香可口，搭配牛肉、海鮮都極為出

色，印尼菜(圖5及圖6)但並不都是一個味道，不

同地區的食材和調味料都不同。印尼的飲食崇
圖5 筆者在印尼的第一頓午餐飯

圖6 各式印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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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不“打”不相識　和業主建立�
朋友般的情誼

由於筆者與業主合署上班，除了週末例假

以及印尼國定假日以外，平日時間的活動範圍

大部分侷限在辦公室以及居住處，每日的生活

作息可謂是相當的簡單而規律。在經過了幾個

月的生活適應期之後，期間也利用假日走訪雅

加達市中心或是市區周邊的景點，筆者開始思

索旅外生活不能如此一成不變，由於筆者的居

住處附近並無適合戶外運動的休憩公園，倒是

有多處的高爾夫球練習場，在此之前筆者從未

有過打高爾夫球的體驗，最後筆者還是決定利

用假日去高爾夫球練習場，開始嘗試學習此項

運動，逐漸地也開始體會到從事這項運動的樂

趣所在。後來在偶然一次和日方同仁閒談中，

筆者才知道辦公室很多日本同仁都是高爾夫球

的同好，當下日方同仁邀請筆者參加每個月2次

尚自然不像台灣的料理較為精緻，印尼的食物

口味大部分是另外搭配自產的香料加以佐餐。

筆者常戲稱印尼的食物為健康料理不會有過度

料理的情形，可以完全吸收食物本身最自然的

養分，筆者回想剛初到這裡時，對於印尼的食

物是非常不習慣的，但隨著旅居日逐漸累積，

已經可以入境隨俗接受一些印尼的菜色口味。

在印尼筆者也發現一些當地較為獨特及普遍

的水果，例如蛇皮果是東南亞地區的水果，因為

紅棕色凸凹不平的果皮花紋而取名，味道酸甜，

蛇皮果(圖7)樹原產印尼和馬來西亞，以印尼為

主。紅毛丹(圖7)的馬來文叫作「rambutan」，意

思是「毛茸茸之物」，成熟的紅毛丹果並非都

是紅色的，也有黃色的果子，紅毛丹的味道類

似於荔枝。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泰國，榴槤

和山竹被視為「夫妻果」，榴槤因此被稱之為

「果王」，而山竹就是被稱之為「果后」。

圖7 印尼水果(由左至右　蛇皮果、紅毛丹)

圖8 水果之王(榴槤) / 水果之后(山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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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行賽事(圖9與圖10)，自此之後，隨著參與

次數的增加，筆者也成為這項運動的愛好者，

更重要的是藉由球技的切磋讓筆者與日本同仁

之間建立了朋友般的情誼，不論在工作上或是

生活上都獲得了不少幫助，在派外期間捷運部

陳世任高爾夫球好手，也在筆者安排下促成交

流賽事獲得業主不少好評，另外，最值得一提

的是在球敘時，促成了本公司黃文思年輕工程

師遠赴海外工作的願望。

玖、舒適與安全的居處

HAMPTON'S PARK JAKARTA是筆者在印尼

的第二個居住處，距離筆者的辦公室，步行約

30分鐘，在不塞車的前提之下開車10分鐘即可

抵達辦公室，HAMPTON大廈內總共有A、B、

C、D四棟住宅大樓，社區(圖11)佔地約2公頃，

主要是以外籍人士居住居多，住處附近有雅加

達國際學校Jakarta International School(JIS)，公

寓大廈有提供網路、電視、游泳池(圖12)、健身

中心、桑拿(付費)、網球場、籃球場、兒童遊樂

區、遊戲室、迷你市場、洗衣店(付費)、高爾夫

球果嶺練習場(圖13)、遊樂場及燒烤區、停車

場、24小時保安，整體公共設施非常好，居住

安全性無需顧慮，在筆者所居住的房間也有附

全套的家具，可以自己烹煮食物，居住的品質

算得上是優質。

圖9 唐格朗高爾夫球場

圖10 Pangkalan Jati高爾夫球場

(左二為捷運部陳世任)

圖11 大廈車道入口大廳

圖13 高爾夫球果嶺練習場

圖12 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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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蘭教，最廣為人知的活動為開齋節，開齋節

是伊斯蘭歷九月，穆斯林白天齋戒禁食，稱為

齋戒月。齋戒月後第一天為開齋節。開齋節前

夕，穆斯林舉辦慈善活動，清真寺(圖15)整夜誦

經；開齋節當天進行禮拜的儀式，外出者返鄉

與親人團聚，盛裝相互拜訪。

三、雅加達的交通

在雅加達搭計程車時，筆者建議搭程blue 

bird的藍鳥計程車會比較安全，最好不要隨隨便

便在路上招手叫車，否則運氣不好時不必要的

麻煩事會惹上身。在印尼市區的交通工具有計

程車、市區公車BRT(Transjakarta)、APTB客運、

摩托計程車OJEK、私人巴士(黃色車牌)、嘟嘟

車等(圖16)，市區交通因車流大道路面積不足，

拾、旅居生活紀實

一、當地婚禮

參加印尼婚禮，原本該依照當地的傳統穿

Batik去參加婚禮，但印尼人非常歡迎外國人參加

他們的婚禮，因為外國人來參加婚禮，可以讓他

們臉上有光，基於此原因，筆者穿著僅有的一般

上班服飾去參加婚禮(圖14)，而筆者的捷運部同

事更是穿了更為正式的西裝去參加，正因為身為

外國人的原因，筆者與同事成為婚禮上的兩大熱

點，不少主婚人的親朋好友特別主動跑來招呼。

二、薄紗般神秘的清真寺

印尼回教徒每天會有5次的祈禱，這5次

的時間是晨起時、日正當中時、日落一半時、

日落時及入睡時，有一次周五中午時刻，筆者

驚然發現整個辦公室竟僅剩筆者一人，再追問

之下筆者才知道伊斯蘭教的規矩。印尼信奉伊

圖14 參加印尼司機女兒婚禮(爪哇族)

圖15 辦公室一旁的清真寺

圖16 印尼交通工具(由左至右　嘟嘟車、藍鳥計程車、市區公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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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高速公路塞車車陣中販售物品的小販

圖18 Kota Kasablanca購物中心內部情景

圖19 Senayan City購物中心及入口處安檢情景

再加上少有交通號誌管制次幹道車輛，所以常

常有交通壅塞情形發生，因此每次出門前都要

有預期塞車的心理準備。

因為交通壅塞的緣故，可以時常看見在車

陣中，有一群努力討生活的人們販售物品(圖

17)，筆者心中暗想在台灣也會在車陣中看見販

售玉蘭花、發放廣告的臨時工，這樣的小販工

作型態竟也是可以跨國際交流的。

四、雅加達的購物天堂

在印尼雅加達有許多購物中心(圖18、圖

19)，物品應有盡有，幾乎所有東西都能在購物

中心裡面找到，而雅加達的購物中心一定設有

兒童遊戲區，這是最奇特的地方，雅加達這幾

年一直籠罩在被恐怖攻擊的陰影之下，因此在

市中心各處大型商塲入口處都設有安全警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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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海洋般的世界

印尼海洋世界Sea World Indonesia， 是整

個印尼第一個展出海底水下世界生物的海洋

館(圖23)，同時這個海洋館在印尼有著教育設

施、水下保護以及娛樂三大功能，海洋世界占

地4500m2，位在雅加達市區北邊的安佐爾夢

幻公園內，但他的規模和展示精彩度與鄰近新

加坡的海洋館相比起來，仍然還有相當的進步

空間，但這對印尼人來說算是親子出遊的好去

處。

七、市區的大觀園

拉古南動物園，位於印尼雅加達南區的

Pasar Minggu，距離市區不遠，園區佔地面積約

140公頃，現有270種動物及171種植物，包含

鳥類在內，共有3,122種標本，園區中有許多熱

帶環境特有的原生種(圖24)，例如科摩多巨蜥、

紅毛猩猩、倭水牛、馬來貘、蘇門達臘虎、爪

哇野牛等，以及多種色彩鮮艷的鳥類，其中也

包含來自於印尼或世界各地的瀕危及受威脅物

種。在園區內設有一座紅毛猩猩及稀有猿猴動

物保護中心，因為園區範圍廣大，腳力欠佳的

參訪客，筆者建議買票進入園區後租用腳踏車

參觀才能瀏覽園區全貌。

員，每處車道入口都會設有柵欄，車輛進入停

車場之前，甚至還會用金屬探測器檢查車底，

後車廂也要打開檢查，就深怕有汽車炸彈攻擊

造成人員傷亡，一般民眾從地面層進入百貨商

塲也要接受探測門的檢測，手提包或是行李也

會被打開檢查。

五、雅加達的綠色花園

在雅加達市區外的鄰近景點中，茂物植物

園Bogor Botanical Gardens(圖20～圖22)是值得推

薦前往參觀的，園區內有總統的官邸，供總統

周末假日休憩之用，還有飼養從印度和尼泊爾

邊境引進的數百頭梅花鹿，從雅加達前往如果

沒塞車的話，車程約1.5-2小時，不近也不遠。

茂物植物園，佔地約87公頃，是亞洲規模最大

的植物園，由荷蘭人所建，約有200年歷史，園

區內超過1萬種植物，並有3千多種蘭花，其中

最有名的屍花(食蟲花)3-5年才開一次。

圖20 植物園內著名的板根巨樹

圖21 植物園內總統的官邸

圖22 植物園內的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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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Sea World Indonesia

圖24 拉古南動物園內明星動物群

拾壹、一些感想和建議

在筆者的職涯歷程中，雖然也曾和國外人

士有工作上的接觸經驗，但大部分的經驗僅僅

是會議的討論與電郵通訊往來，筆者從未想到

會有機會派駐海外，能夠與來自不同國家的工

程師在同一個屋簷下一起工作，對筆者來說這

樣的經歷確實非常難得，尤其是一個隻身在外

如何迅速融入團隊工作，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

互動則顯得非常重要，當然提供專業技

術上的支援與咨詢，更是能夠獲得更多

的信任和尊敬的不二法門，在互動過程

中自己本身不僅贏得國際友誼之外，同

時也拓展自己的人際關係以及增加公司

的知名度，更重要的是也讓我們的合作

夥伴對台灣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對於

未來我們爭取其他潛在性的海外工作業

務是很有相當助益的。

在未來海外工作的市場拓展上，筆

者可預見會愈來愈加活絡，對於有志於

從事海外工作的公司同仁，筆者提供一

些淺見和感想供大家參考。

一、加強英語能力

不可否認英語是世界通用的語言，

無論是走到世界任何角落，英語是參與

海外工作必備的基本能力。然而國內工

作環境並沒有營造或是提供使用英語的

環境和機會，以致於許多工程師普遍對

於工作上對於使用英語感到焦慮，尤其

是當直接面對外國人士時，則常顯露出

自信心不足的通病。國內ㄧ般工程師來

說，英語閱讀和口說能力是足以應付工

作上的需求，但是在聆聽和寫作上的能

力就較為遜色，筆者的建議是平時要多

聽多看國際新聞，或者是瀏覽國外新聞

網站，或者是加入以英文為主的網路論壇，試

著以英文發表自己對一些事情的見解和看法，

除了可以練習寫作能力之外，也可以從其他網

友的回覆文字中，學習自己不足之處。基本上

英語能力的提升是沒有捷徑的，只有靠平常不

斷的練習再練習，並且勇於嘗試錯誤才能擺脫

困境，提升自己對使用英語的自信。

二、培養涉獵國際性事務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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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夠據理力爭維護自己的權益，從和業主在

工作上一來一往的互動過程中，溝通和協調的

能力的展現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五、維持健康的身體

筆者初到印尼雅加達時，曾有一次因為飲

食不潔導致腸胃不適長達一週，筆者為了遵守

履行契約的義務，在無法立即找到代理人的支

援狀況下，只好勉強拖著微恙病體上班，可想

而知筆者當時的處境是相當艱難的，所幸當時

有公司雅加達辦事處吳偉煥主任的協助照料，

身體才能得以迅速復元。另一件案例是本公司

另一個設計標案的駐地二位同仁先後同時染

病，在經過醫生診斷後，必須住院治療，幸好

當時日方業主也可體諒公司同仁的狀況，讓同

仁可以安心養病直到復原而不擔心工作上的事

情。從筆者的親身經歷以及公司同仁的例子來

看，要能夠順利履行合約義務而不致因為生病

而意外中斷工作，除了要注意日常生活及飲食

之外，平常也要保持鍛鍊體力的習慣，有健康

的身體才能使自己在工作上更加得心應手，否

則只會徒增困擾，影響契約工作的履行。 

六、結語

最後，筆者很期望在未來幾年中，能夠

見到公司內會有更多年輕工程師有機會參予海

外工作接軌國際市場，除了可以開拓自己國際

視野外，更可以同步提升國際競爭力。為達成

上述目標，筆者建議同仁在平日工作上要努力

培養自己具備有3Q和5力的能力，3Q指的是IQ 

intelligence Quotient(智能管理)、EQ Emotional 

Quotient(情緒管理)和AQ Adversity Quotient(逆境

管理)，5力指的是語言力、適應力、溝通力、專

業力以及學習力，筆者認為只有做足充分的準

備情況下，才能從容面對海外工作的挑戰。

在當今的經濟發展浪潮下，國際上的事務

可說是瞬息萬變，如果想要跨入海外工程市場

與國際接軌，那麼首先得先培養對於國際性事

務的興趣，以亞洲地區而言，除了中國之外，

已有許多世界知名的國際性公司，選擇將亞太

總部設於香港或新加坡二地，也因此當地人有

了較多涉獵國際性事務的機會甚至參與國際性

的工作，反觀臺灣本地與國際接軌情形則相對

顯得封閉和保守，這使得臺灣國際競爭力遠遠

落後香港及新加坡，筆者也發現在相關商業文

章中寫到，許多亞洲國際公司對於工作上必要

選擇華人人才時，大部分傾向選擇香港人或新

加坡華人居多，對於選擇臺灣人的評價則相對

較低。這正說明台灣本身由於較無國際性的環

境，一般人普遍缺乏「國際觀」，更遑論成為

「國際人」的特質，這可能將會是台灣人競爭

力不如香港人及新加坡華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筆者建議大家應該平時應多關注國際事務，先

試著去瞭解國際情勢發展，學習其他國家的最

新趨勢與做法，才能與真正做到與國際接軌，

而不會自絕於國際之外。

三、隨時保持開朗樂觀的心態

一個人在海外工作要除了要能夠習慣獨處

之外，隨時保持開朗樂觀的心態也是相當重要

的，尤其是面對工作上棘手的問題時，更是要

泰然處之，才不會慌了手腳，心境上須隨時保

持正面思考，遭遇心情低潮時，也要能夠自己

找到排解的方法舒緩壓力，此外在工作中適時

拓展交友圈，從人際互動中找到交流的話題，

不僅增加了生活上的樂趣，也建立了友誼。

四、溝通協調的能力

身處異鄉工作，除了必須具備專業知識之

外，有效的溝通協調才是讓工作順遂進行最重

要的關鍵，例如業主在工作上的要求，原則上

應該儘量滿足業主之外，在契約的基礎上，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