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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28 日（補登）

勞動部令

勞動發管字第 10605122281 號

修正「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第二點、第三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第二點、第三點
部

長 林美珠

雇主申請聘僱第一類外國人其他應備文件第二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二、申請聘僱許可應備下列文件：
(一)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１、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應檢附下列資格條件文件之一：
(１) 外國人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或執業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２) 外國人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後之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
但經公告通案會商不受工作經驗限制、申請個案會商，或曾申請聘僱許可經許可者，
免附。
(３) 外國人服務跨國企業滿一年以上經該企業指派來我國任職之指派證明文件影本。
(４) 外國人經專業訓練證明文件，五年以上相關經驗證明文件及特殊表現及創見之相關證
明文件。
２、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登記之營造業證明或雇主之建築師
開業證明及二年以上建築經驗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３、交通事業工作：
(１) 陸運事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
(２) 航運事業：
1 航運事業之航空器運渡、試飛工作：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雇主所需機型之
○

航空器運渡或試飛駕駛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受聘僱外國人之雇主所需機型之有效
檢定證明文件影本及受聘僱之外國人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2 航運事業之航空器駕駛員訓練工作：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受聘僱外國人之
○

航空器訓練教師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受聘僱外國人之雇主所需機型之有效檢定證明
文件影本及受聘僱外國人之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3 航運事業之航空器營運飛航工作：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受聘僱外國人之民
○

航運輸駕駛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雇主所需機型之有效檢定證明文件影本及受聘僱
外國人之航空醫務中心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自一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起應另檢附申請日起七年內自訓本國籍駕駛員名冊及該年度自訓本國籍駕駛員計畫
書，但該申請年度已檢附者，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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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航運事業之普通航空業駕駛工作：普通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受聘僱外國人之正
○

駕駛員資格證明文件影本、外國人之雇主所需機型之有效檢定證明文件影本及受聘
僱外國人之體格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5 航運事業之航空器發動機、機體或通信簽證工作：民用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普通
○

航空運輸業許可證影本或航空產品與其各項裝備及零組件維修廠檢定證書影本，受聘
僱外國人之有效檢定證明文件及航空器維修或相關技術五年以上工作證明文件影本。
(３) 郵政事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
(４) 電信事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
(５) 觀光事業：
1 旅行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外國人受聘僱擔任導遊
○

須附受聘僱外國人之導遊執業證影本、外國人受聘僱擔任領隊須附受聘僱外國人之
領隊執業證影本、外國人受聘僱擔任旅行業經理人須附旅行業經理人結業證書影本。
2 觀光事業之觀光旅館業、旅館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
○

(６) 氣象事業：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事業之證明影本。
４、財稅金融服務工作：
(１) 證券、期貨事業、金融事業、保險事業及協助處理商業會計事務之工作：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所核發經營證券、期貨事業、金融事業或保險事業之證明影本。
(２) 協助會計師法所定業務之工作：雇主應附會計師執業登記之證明影本。
５、不動產經紀工作：
(１) 受聘僱外國人應取得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發給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影本。
(２) 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
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企業營運
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６、移民服務工作：
(１) 聘僱外國人之雇主：移民業務註冊登記證影本及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
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企業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
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２) 受聘僱外國人應檢附下列之一資格證明文件影本：
1 從事移民業務二年以上。
○
2 曾任移民官員，負責移民簽證一年以上。
○
3 具備律師資格，從事移民相關業務一年以上。
○

７、律師、專利師工作：
(１) 聘僱律師之雇主：中華民國律師或外國法律師之執業執照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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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聘僱專利師之雇主：中華民國專利師或律師之執業執照或中華民國專利代理人之證明
文件影本。
(３) 律師證書影本（受聘僱外國人從事律師工作須檢附）、專利師證書影本（受聘僱外國
人從事專利師工作須檢附）。
８、技師工作：
(１)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登記證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經營該業務之證明影本。
(２) 受聘僱外國人應取得技師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執業執照影本。
９、醫療保健工作：受聘僱外國人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影本（非專門職業技術人員免附）。
１０、環境保護工作：
(１) 環境檢驗測定機構許可證、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登記
證、廢棄物清除許可證、廢棄物處理許可證或公司設立登記表所營事業項目登記有
廢水代處理業文件影本。
(２) 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
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企業
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１１、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
(１) 出版事業、電影業、無線、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藝文及運動服務業、休閒服務
業工作：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
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
企業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２) 圖書館、檔案保存業、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文化資產保存機構：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發從事圖書館、檔案保存業、博物館或歷史遺址等機構之證明影本。
１２、學術研究工作：專科以上學校、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立案之學術研究機構或教
學醫院之證明文件影本。
１３、獸醫師工作：受聘僱外國人之獸醫師證書影本。
１４、製造業工作：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
企業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１５、批發業工作：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
心、企業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
本。
１６、其他工作：
(１) 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
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發之研發中心、企業
營運總部、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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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短期補習班廚藝教學工作：
1 雇主與經設立十五年以上，或於三個以上國家（不含我國）設有海外教學分支單
○

位之國際廚藝教學機構（以下簡稱知名國際廚藝教學機構）簽約合作之公司，且
限於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設之短期補習班簽約之證明文件影本。
2 受聘僱外國人經知名國際廚藝教學機構認證文件影本、國際廚藝相關證照影本、
○

國外餐飲工作經驗五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及知名國際廚藝教學機構教學經驗二
年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１７、聘僱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行政法人或國際
非政府組織者，應檢附之文件如下：
(１) 財團法人：業務支出費用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
(２) 社團法人：社員人數之證明文件影本（當年度申請已檢附者，免附）。
(３) 行政法人：依法設置之行政法人證明文件影本。
(４) 國際非政府組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臺設立之國際非政府組織證明文
件影本。
１８、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工作外國人之隨同居留外國籍配偶，
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部分工時工作，除檢附前十七目規定之應備文件外，應
另檢附下列文件：
(１) 婚姻關係證明文件。
(２) 入出國管理機關核發有效之依親居留外僑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二) 履約工作：
１、承攬、買賣、技術合作等契約書影本及中譯本（契約書為中英文作成者，免附中譯本）。
２、授權之代理人證明文件（非授權代理人者免附）。
３、申請單位之立案證明影本。
４、指派外國人履約之指派文件。
５、履約內容摘要說明。
６、履約外國人學歷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應依第一款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規定檢附，
工作期間在三十一日以上，九十日以下者，免附）。
(三)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工作：
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僑外投資事業核准函影本或代表人辦事處證明文件影本。
２、公司資本額、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稅
年度已檢附者，免附）。
３、公司登記或變更事項登記表（申請之外國人應登記為經理人）影本。
４、外國人學歷及工作經驗證明文件（雇主聘僱第二位以上之外國人擔任華僑或外國人經政
府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主管工作者，其學經歷應備文件等應依第一款專門性或技術性
工作之規定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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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工作外國人之隨同居留外國籍配偶，受
聘僱從事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主管之部分工時工作，除前四目規定
之應備文件外，應另檢附下列文件：
(１) 婚姻關係證明文件。
(２) 入出國管理機關核發有效之依親居留外僑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四) 學校教師工作：
１、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專以上校院教師工作：教師證影本或學校教評會同意證明文件影本。
２、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合格外國語文課程教師工作：擬任課程合格教
師或任教資格所屬國之合法證明文件影本及下列文件：
(１) 第一次申請，須檢附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定班級數證明影本。
(２) 學校聘僱外籍教師若超出合理員額，另須檢附經教育主管機關核備當年度聘用外籍教
師員額函，併附所提課程計畫及「高中以下學校外國語文教師員額審核表」。
３、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實驗高級中等學校雙語部或雙語學校之學科教師工作：受聘僱外國人
擬任課程合格教師或任教資格所屬國之合法證明文件影本。
４、專科以上附設語文中心語文教師工作：教育部同意證明文件影本。
(五) 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工作：
１、申請之外國人每週課程表。
２、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之合格健康檢查證明文件正本。
３、受聘僱外國人語文師資訓練合格證書影本（取得學士學位者，免附）。
４、受聘僱外國人原護照國開具之最近六個月內全國性之無犯罪紀錄行為良好證明文件（外國
人曾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發從事短期補習班專任外國語文教師工作之聘僱許可者，免附）。
(六)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工作：
１、運動教練：受聘僱外國人在華工作期間之訓練計畫（含訓練對象、時間、地點、課程等）
及下列證明文件之一：
(１) 受聘僱外國人國家（際）單項運動協（總）會核發之國家（際）運動教練證。
(２) 受聘僱外國人曾任運動教練實際工作經驗二年以上，並經國家（際）項運動協（總）
會出具之推薦函。
(３) 受聘僱外國人國際單項運動總會核發之教練講習會講師資格證書，並經該總會出具之
推薦函。
(４) 受聘僱外國人經各該國際（家）單項運動總（協）會出具載明具有動作示範能力之推
薦函。
２、運動員：受聘僱外國人曾代表國際或全國性運動競賽證明文件，或曾任運動員實際工作
經驗一年以上，並經國家（際）單項運動協（總）會出具之推薦函。
(七) 藝術及演藝工作：
１、申請外籍臨時演藝人員應備文件：
(１) 外國人受聘僱期間演出活動企劃書（含工作行程、時間、地點、地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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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外僑居留證影本。
(３) 拍攝腳本或相關說明。
２、申請外籍演藝人員應備文件：
(１) 外國人受聘僱期間活動企劃書（含工作行程、時間、地點、地址、營業場地之獨立空
間總體使用面積、表演舞台面積、觀眾席位等）。
(２) 外國人受聘僱期間工作場地使用之同意文件及該場地符合所申請工作使用之證明文件
（工作場地非屬租借性質，應附申請單位與表演場地所屬單位之契約書）。
(３) 受聘僱外國人從事演藝、藝術工作證明文件或其所屬國官方機構或駐華機構出具之推
薦或證明文件及具體工作實績。
(八) 申請聘僱之外國人未滿二十歲者，其法定代理人同意其受聘僱工作之文件及法定代理人護
照影本。
三、申請展延聘僱許可應備文件：
(一) 原聘僱許可函影本。
(二) 受聘僱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外國人或第二位以上受聘僱擔任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
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主管工作之外國人，上年度或最近一年薪資扣繳憑單影本。
(三) 交通事業工作之航運事業：
１、航空器運渡或試飛工作、駕駛員訓練工作應附有效檢定證影本及體格檢查合格證明影本。
２、航運事業之航空器營運飛航工作應附有效檢定證影本及體格檢查合格證明影本。（自一
百零四年一月二十九日起應另檢附申請日起七年內自訓本國籍駕駛員名冊及該年度自訓
本國籍駕駛員計畫書，但該申請年度已檢附者，免附。）
３、航運事業之普通航空業駕駛員工作，應附有效檢定證影本及體格檢查合格證明影本。
(四) 不動產經紀工作、移民服務工作、環境保護工作、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之出版事業、
電影業、無線、有線及衛星廣電視業、藝文及運動服務業、休閒服務業工作、製造業工作、
批發業及其他工作應附公司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
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設立未滿一年者免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或管理機關核
發之研發中心、企業營運總部證明文件、自由經濟示範區內事業單位證明或代表人辦事處
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五) 展延聘僱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之雇主為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者，應檢附之文件
如下：
１、財團法人：業務支出費用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
２、社團法人：社員人數之證明文件影本（當年度申請已檢附者，免附）。
(六) 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規定工作外國人之隨同居留外國籍配偶，受聘
僱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之部分工時工作，或從事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
主管之部分工時工作，應另檢附文件如下：
１、婚姻關係證明文件。
２、入出國管理機關核發有效之依親居留外僑居留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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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受聘僱外國人最近一年度總工作時數聲明書；其應與所檢附薪資扣繳憑單影本之所得所
列之期間相同（隨同居留之外國籍配偶，屬第一位受聘僱從事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
投資或設立事業主管之工作者，免附）。
(七)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立事業之主管工作，應附公司最近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申報書等營運實績證明文件影本（最近一次納稅年度已檢附者，免附）或代表人辦事處實
績證明文件影本（設立未滿一年者，免附）。
(八) 藝術、演藝工作應檢附受聘僱外國人原聘僱許可期間之具體工作實績證明、展延聘僱期間
之活動企畫書（含工作行程、時間、地點、地址等；若為定期駐點公開演出需含營業場地
之獨立空間總體使用面積、表演舞台面積、觀眾席位等）、工作場地使用之同意文件及該
場地符合所申請工作使用之證明文件。
(九) 運動教練：受聘僱外國人在華工作期間之訓練計畫（含訓練對象、時間、地點、課程等）。
(十) 補習班教師工作附申請日前三個月內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規定之合格健康檢查證明文件
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