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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537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12月28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9593 號之 11

案由：勞動部函，為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
條文，請查照案。

勞動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 10505144873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以勞
動發管字第 10505144871 號令修正發布，檢送「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
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查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含附件）、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含附件）、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含附件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法務室（含附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
含附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國會聯絡室（含附件）、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
管理組（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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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 10505144871 號
附件：如文

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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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十條

雇主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重新招募第二類外國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出國前，
不得引進或聘僱第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內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或
工作，並由新雇主接續聘僱。
二、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原雇主經許可繼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續聘）。
三、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屆滿，由新雇主依外國人受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換雇主
準則）規定，許可接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轉換）。

第二十六條

雇主不得聘僱已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第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核准。

第二十七條之一

雇主申請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者
，應於外國人入國後三日內，檢附下列文件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檢查：
一、外國人入國通報單。
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畫書。但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八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雇
主，免附。
三、外國人名冊。
四、經外國人本國主管部門驗證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但符
合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免附。
當地主管機關受理雇主檢附之文件符合前項規定者，應核發受理雇主聘僱外
國人入國通報證明書，並辦理第十九條規定事項之檢查。但核發證明書之日前六
個月內已檢查合格者，得免實施前項檢查。
期滿續聘之雇主，免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期滿轉換之雇主，應依轉換雇主準則之規定，檢附文件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
施檢查。

第二十七條之二

當地主管機關實施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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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入國工作費用或工資檢查時，應以前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
用及工資切結書記載內容為準。
當地主管機關對期滿續聘之雇主實施前項規定檢查時，應以外國人最近一次
經其本國主管部門驗證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記載內容為準。
當地主管機關對期滿轉換之雇主實施第一項規定檢查時，應以雇主依轉換雇
主準則規定通知時所檢附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記載內容為準。
前三項所定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之內容，不得為不利益於外國
人之變更。
第二十八條之一

雇主應自引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或期滿續聘之日起，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
任。
雇主未依前條或第二十八條之三規定申請、逾期申請或申請不符規定者，中
央主管機關得核發下列期間之聘僱許可：
一、外國人入國日起至不予核發聘僱許可之日。
二、期滿續聘日起至不予核發聘僱許可之日。

第二十八條之三

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聘僱許可有
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至四個月內，雇主有繼續聘僱該外國人之必要者，於該期限
內應備下列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期滿續聘許可：
一、申請書。
二、勞雇雙方已合意期滿續聘之證明。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第二十八條之四

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聘僱許可有
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至四個月內，雇主無繼續聘僱該外國人之必要者，於該期限
內應備申請書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為該外國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期滿轉換。
原雇主申請期滿轉換時，該外國人已與新雇主合意期滿接續聘僱者，新雇主
得依轉換雇主準則規定，直接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

第四十五條

雇主對聘僱之外國人有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情事者，除依規定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入出國管理機關及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
雇主對聘僱之第二類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因聘僱關係終止出國，應於該
外國人出國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由當地主管機關探求外國人之真意，並驗證之；其
驗證程序，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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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通知內容，應包括外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國籍、入國日期、工作期
限、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文號及外僑居留證影本等資料。
外國人未出國者，警察機關應彙報內政部警政署，並加強查緝。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
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二條、第十四條之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條文，除第十五條之二、第
二十八條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
年十月九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
年十一月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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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九十三年一月十三日訂定發布後，期
間歷經多次修正。配合總統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日修正公布之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
二條第四項規定，刪除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
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定，配合增訂外國人聘僱許可期滿由原雇主繼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續聘）
或由新雇主接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轉換）之申請程序及各項規定，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
：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雇主得不受第二類外國人出國前，不得引進或聘僱
第二類外國人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二十條）
二、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期滿續聘或期滿轉換，雇主得不受不得聘僱已進入我國境內之第二類外國
人規定之限制。（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三、期滿續聘之雇主，免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外國人入國通報及檢查。（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
一）
四、當地主管機關對外國人期滿續聘及期滿轉換之雇主，實施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或工資檢查時之
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七條之二）
五、外國人期滿續聘及期滿轉換之雇主，應負雇主責任之始日及期間。（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之一
）
六、勞雇雙方協議聘僱許可期滿後續聘，雇主應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至四個月內，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期滿續聘許可。（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之三）
七、勞雇雙方協議聘僱許可期滿後不續聘，雇主應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至四個月內，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期滿轉換。（修正條文第二十八條之四）
八、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之生效日，增訂本次修正條文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八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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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雇主經中央主管機

雇主原聘僱之第二類外國人出

關核准重新招募第二類外國

關核准重新招募第二類外國

國前，依規定不得引進或聘僱

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

人，於原聘僱第二類外國人

第二類外國人。為配合本法第

出國前，不得引進或聘僱第

出國前，不得引進或接續聘

五十二條修正，從事本法第四

二類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

僱第二類外國人。但從事家

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

之一者，不在此限：

庭看護工作之外國人，於聘

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可期

一、從事家庭看護工作之外

僱許可有效期間內經雇主同

間屆滿，為保障雇主及外國人

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

意轉換雇主或工作，並由新

權益，新增原雇主如與外國人

間內經雇主同意轉換雇主

雇主接續聘僱者，不在此限

聘僱許可屆滿，有繼續聘僱之

或工作，並由新雇主接續

。

必要時，得由原雇主依本辦法

第二十條

雇主經中央主管機

第二十條

規定先行辦理國內招募申請招

聘僱。
二、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

募許可函及入國引進許可函，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向勞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申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

請繼續聘僱；另原雇主與外國

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原

人聘僱許可期限屆滿，雙方已

雇主經許可繼續聘僱（以

無繼續聘僱之必要時，得由原

下簡稱期滿續聘）。

雇主為外國人申請轉換雇主或

三、受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

工作，並由新雇主依本辦法規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定先行辦理國內招募申請招募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聘

許可函及入國引進許可函，並

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由

依轉換雇主準則申請接續聘僱

新雇主依外國人受聘僱從

，爰以條列式規定之，爰增訂

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

相關規定。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一款
規定工作之轉換雇主或工
作程序準則（以下簡稱轉
換雇主準則）規定，許可
接續聘僱（以下簡稱期滿
轉換）。
第二十六條

雇主不得聘僱已

第二十六條

雇主不得聘僱已

第二類外國人依規定原不得於

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第二類

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第二類

境內聘僱，配合本法第五十二

外國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外國人。但其他經中央主管

條修正，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

者，不在此限：

機關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期

。

作之外國人，由原雇主向本部
申請期滿續聘或由新雇主申請

滿續聘或期滿轉換。

期滿轉換，並經許可者，得不

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專

受本文規定之限制。

案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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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之一 雇主申請聘
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第二十七條之一 雇主申請聘
僱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

一、依據現行規定，雇主引進
外國人入國三日內，應檢附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者，應於外國人入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者，應於外國人入

規定文件通知當地主管機關
辦理生活照顧服務計畫之檢

國後三日內，檢附下列文件
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檢查

國後三日內，檢附下列文件
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檢查

查。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修
正，倘若原雇主與外國人申

：
一、外國人入國通報單。

：
一、外國人入國通報單。

請期滿續聘，基於行政簡化
，同意期滿續聘之原雇主免

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
畫書。但外國人從事就業

二、外國人生活照顧服務計
畫書。但外國人從事就業

依第一項規定辦理，爰新增
第三項規定。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

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
第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

二、至於期滿轉換由新雇主接
續聘僱者，則應依轉換準則

格及審查標準第八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雇主，

格及審查標準第八條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之雇主，

之規定辦理通報檢查，爰新
增第四項規定。

免附。
三、外國人名冊。

免附。
三、外國人名冊。

四、經外國人本國主管部門
驗證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

四、經外國人本國主管部門
驗證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

用及工資切結書。但符合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用及工資切結書。但符合
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者

，免附。
當地主管機關受理雇主

，免附。
當地主管機關受理雇主

檢附之文件符合前項規定者
，應核發受理雇主聘僱外國

檢附之文件符合前項規定者
，應核發受理雇主聘僱外國

人入國通報證明書，並辦理
第十九條規定事項之檢查。

人入國通報證明書，並辦理
第十九條規定事項之檢查。

但核發證明書之日前六個月
內已檢查合格者，得免實施

但核發證明書之日前六個月
內已檢查合格者，得免實施

前項檢查。
期滿續聘之雇主，免依

前項檢查。

第一項規定辦理。
期滿轉換之雇主，應依
轉換雇主準則之規定，檢附
文件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實施
檢查。
第二十七條之二

當地主管機

第二十七條之二

當地主管機

一、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修正

關實施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關實施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
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

，原雇主申請期滿續聘時，
基於文件簡化，雇主及外國

工作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
或工資檢查時，應以前條第

工作之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
或工資檢查時，應以前條第

人無須再檢附重新簽具之工
資切結書，故當地主管機關

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外國人入
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記

一項第四款規定之切結書記
載內容為準。

實施檢查時，應以最近一次
經外國人本國主管部門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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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內容為準。
當地主管機關對期滿續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
切結書之內容，不得為不利

聘之雇主實施前項規定檢查
時，應以外國人最近一次經

益於前項外國人之變更。

之工資切結書記載內容為準
，爰修正第一項文字，並新
增第二項規定。
二、至於期滿轉換由新雇主接

其本國主管部門驗證之外國
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

續聘僱者，則應依轉換準則
之規定檢附工資切結書，故

書記載內容為準。
當地主管機關對期滿轉

當地主管機關實施檢查時，
則以該份工資切結書記載內

換之雇主實施第一項規定檢
查時，應以雇主依轉換雇主

容為準，爰新增第三項規定
。

準則規定通知時所檢附之外
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

三、外國人工資切結書之內容
，不得為不利益於外國人之

結書記載內容為準。
前三項所定外國人入國

變更，爰移列至第四項。

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之內
容，不得為不利益於外國人
之變更。
第二十八條之一

雇主應自引

第二十八條之一

雇主應自引

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修正，規

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或期
滿續聘之日起，依本法之規

進第二類外國人入國日起，
依本法之規定負雇主責任。

範雇主應自原契約期滿日之翌
日即期滿續聘日起，為負雇主

定負雇主責任。
雇主未依前條或第二十

雇主未依前條規定申請
、逾期申請或申請不符規定

責任之始日。至不符申請聘僱
許可規定者，惟其確有實質聘

八條之三規定申請、逾期申
請或申請不符規定者，中央

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核發法
定申請期間內或外國人入國

僱外國人之情事，是亦應負有
相對雇主應盡之義務，例如：

主管機關得核發下列期間之
聘僱許可：

日起至不予核發聘僱許可日
之期間之聘僱許可。

外國人於一百零六年一月一日
入國或由原雇主期滿續聘之始

一、外國人入國日起至不予
核發聘僱許可之日。

日，未於十五日（即一月十五
日）內辦理聘僱許可，而遲至

二、期滿續聘日起至不予核
發聘僱許可之日。

一月二十日始申請聘僱許可，
不符第二十八條申請聘僱許可
規定，惟雇主與外國人間已有
實質聘僱關係，爰依本條核發
一月一日至一月二十日之聘僱
許可，並自一月二十一日起不
予許可，爰修正第一項及第二
項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三 從事本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一、本條新增。
二、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
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

項修正，刪除外國人聘僱許
可屆滿後應出國一日規定，

個月至四個月內，雇主有繼
續聘僱該外國人之必要者，

基於確保聘僱安定性及保障
外國人在臺就業權益，明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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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該期限內應備下列文件，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期滿續

原雇主如與原聘僱外國人聘
僱許可屆滿後，有繼續聘僱

聘許可：
一、申請書。

之必要時，原雇主應於聘僱
續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個

二、勞雇雙方已合意期滿續
聘之證明。

月至四個月內，檢附應備規
定文件，向本部申請期滿續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
定之文件。

聘許可。又原雇主未依規定
於前二個月至四個月內申請
期滿續聘者，而仍於聘僱許
可有效期間屆滿前申請，其
符合第四十六條之一規定者
，本部得依該規定核准其申
請。

第二十八條之四

從事本法第

一、本條新增。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其

二、配合本法第五十二條第四
項修正，刪除外國人應出國

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
個月至四個月內，雇主無繼

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之規
定，原雇主或所聘僱外國人

續聘僱該外國人之必要者，
於該期限內應備申請書及其

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後
，雙方已無繼續聘僱之必要

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
件，為該外國人向中央主管

，且外國人有繼續留臺工作
之意願時，基於保障外國人

機關申請期滿轉換。
原雇主申請期滿轉換時

就業權益，原雇主應在聘僱
許可有效期間屆滿前二個月

，該外國人已與新雇主合意
期滿接續聘僱者，新雇主得

至四個月內，檢附規定文件
向本部申請外國人期滿轉換

依轉換雇主準則規定，直接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接續聘

，由本部對該外國人限期轉
換雇主或工作，但外國人已

僱外國人。

與新雇主雙方合意期滿接續
聘僱者，基於行政簡化，新
雇主得依轉換雇主準則直接
向本部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
，爰明定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五條

雇主對聘僱之外

第四十五條

雇主對聘僱之外

一、為配合實務上外國人聘僱

國人有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之情事者，除依規定通知當

國人有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
之情者，除依規定通知當地

關係終止應探求其出國之真
意，原第一項但書移至第二

地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
關及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

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
及警察機關外，並副知中央

項規定，並酌修文字以茲明
確。

央主管機關。
雇主對聘僱之第二類外

主管機關。但對聘僱之第二
類外國人，因聘僱關係終止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順移
至第三項及第四項。

國人，於聘僱許可有效期間
因聘僱關係終止出國，應於

而通知者，當地主管機關接
獲通知後，應於外國人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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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外國人出國前通知當地主
管機關，由當地主管機關探

前，探求外國人之真意，並
驗證之；其驗證程序，由中

求外國人之真意，並驗證之
；其驗證程序，由中央主管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前項通知內容，應包括

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通知內容，應包

外國人之姓名、性別、年齡
、國籍、入國日期、工作期

括外國人之姓名、性別、年
齡、國籍、入國日期、工作

限、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文
號及外僑居留證影本等資料

期限、招募許可或聘僱許可
文號及外僑居留證影本等資

。

料。

機關應彙報內政部警政署，
並加強查緝。

外國人未出國者，警察

外國人未出國者，警察

機關應彙報內政部警政署，
並加強查緝。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施
行。

第四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
國九十三年一月十五日起施
行。

配合總統一百零五年十一月三
日公布修正之本法第五十二條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

規定，因聘僱從事本法第四十
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

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五

定工作之外國人聘僱許可期間
屆滿，毋須再出國一日即可在

年十月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

年十月三日修正發布之條文
，自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一

臺受聘僱從事工作，以簡化續
聘手續進而可縮短雇主人力需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求之空窗期及使人力調配有彈
性，且可降低外籍勞工負擔高

二年十二月十日修正發布之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之條文

二年十二月十日修正發布之
第十二條、第十四條之條文

額國外仲介費，有助於改善外
籍勞工在臺工作權益。為使新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
月一日施行。

舊法能及時銜接，並使相關配
套措施得於該修正條文公布施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三年三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

行時一併施行，爰增訂第七項
規定。

之條文，除第十五條之二、
第二十八條自中華民國一百

之條文，除第十五條之二、
第二十八條自中華民國一百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施行外
，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月九日施行。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四年十月九日施行。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發布
之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
五年十一月五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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