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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分配

輔三甲 陳亭妍 創新就業
特三甲 陳亭樺 外國人才事務
特四甲 林姵伶 移工事務
特四乙 林婷儀 職能基準
生物四 劉瑋哲 技能檢定
工三甲 徐偉恒 身心障礙就業
國四甲 楊文全 職業訓練
國四乙 許雅婷 技能競賽
地理三 陳俊年 綜合業務
機電四 周仲文 PPT整理及前言
運四 馬郁雰 就業服務



前言

1.什麼是勞動部動力發展署?它是做什麼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簡稱勞動部勞發署）是中華民國勞動部所屬機關，負責中華

民國就業服務、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與技術士證照業務、身心障礙者及特定對象就

業訓練、外籍勞工聘僱許可與管理等事項。

2.他們的服務內容是…..?
職能基準、創新就業、綜合業務、移工事務、技能競賽、外國人才事務、職業訓練、

就業服務、身心障礙就業



前言

3.勞發署的分布情形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行政院)、桃竹苗分署(桃園)、中彰投分署(台中)、雲嘉南分署(台

南官田)、高屏澎東分署(高雄)

4.外部連結與資訊
YT頻道: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4_xAGMRUyNbB9IzchFhSw

官網:https://www.wda.gov.tw/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W4_xAGMRUyNbB9IzchFhSw
https://www.wda.gov.tw/


職能基準
特四乙 S0612109 林婷儀



職能基準(Occupational Competency Standard-OCS)

為完成特定職業的工作，應具備的職能（知識、技術、態度）
及應展現的行為。也就是說，職能基準描述某一工作是在做什
麼，要做好這個工作，需要具備哪些能力，而在學校端、企業
端可以怎麼教導學生及訓練員工。



舉例

如果想要成為一名特教老師，需要做些甚麼工作、該具備哪些職能，及應
展現哪些行為呢 ? 

主要的工作：診斷有特殊問題的學生、設計課程、教學、親職教育

應具備的職能：特教專業、溝通技巧、危機處理、情緒管理

應展現的行為：耐心與家長溝通、與學生建立友善且信任的關係

當我們把職業基本資料、工作內涵（工作描述、入門水準、工作任務、工作產出）及能力內涵（知
識、技能、態度、行為指標）等內容及相關資料，以有系統的方式記錄下來，就是職能基準。



職能基準內涵
• 不以特定工作任務為侷限，而是以數個職能基準單元

• 展現以產業為範疇所需要能力內涵的共通性與必要性



職能基準品質認證

• 確保職業基準的品質

• 將針對符合品質要求的職能基準，給予認證標章，並透

過平台公告，以利培訓單位、學校、企業等機構，可運

用於該領域相關之人才培育發展與人力資源規劃。



職能基準審核面向

1.需求面

2.流程面

3.成果面

產業與勞動力的需求、應用效益

方法與工具選擇、分析流程

工作任務、職能內涵



綜合業務

地理三 S0743044 陳俊年



因應貿易自由化協助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

國際合作



適用對象：
經濟部等機關指定的內需型、競爭力弱，

或經主管機關認定已受貿易自由化衝擊之企業及勞工。

協助勞工穩定就業 待業協助措施

經貿協定生效

前 後

+

因應貿易自由化協助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協助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勞工部分：

1. 就業服務單一窗口：可提供連續性、個別化服務

2. 補助在職勞工參加職業訓練：全額，三年內最高補助額七萬元

3. 職業訓練後，可申請技能檢定費用補助：報名審查、學術科測試費

企業部分：

1. 補助事業單位辦理在職訓練：個別型 / 聯合型 / 受貿易自由化衝擊型

2. 補助職務再設計：調整工作方法及流程，改善工作條件、環境、設備

因應貿易自由化協助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屬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適用對象



待業協助

勞工部分：

補助待業勞工參加職訓課程：全額補助，含職業單位被認定前183日內離職者

雇主部分：

雇用失業勞工獎助：雇用符合失業勞工資格者，期滿30天後可申請。

因應貿易自由化協助勞工穩定就業措施

搬遷補助金

租屋補助金

求職交通補助金

異地交通補助金

臨時工作津貼

待業生活津貼

就業獎助津貼

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工作津貼

在職勞工薪資補貼

屬行政院「因應貿易自由化產業調整支援方案」適用對象



國際合作

APEC 亞太技能建構聯盟計畫 & 產業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國際合作

亞太技能建構聯盟計畫 (2016)

(APEC Skills Development Capacity Building Alliance, ASD-CBA)

亞太經濟合作 - 人力資源發展工作小組 - 能力建構分組（APEC – HRDWG - CBN ）

CBN國際協調人 - 勞動力發展署副署長 蔡孟良

計畫主旨：

透過國際合作交流平台，號召新南向政策對象國、我國政府單位、產業界、

學術會等多層次合作，加速人才培育交流。





產業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2004 - )

經濟部委託辦理產業技術種子師資培訓，分享台灣產業經驗，

加強我與友邦國家之經貿關係，協助該等國家發展產業技術。

太陽能、智慧機械、珠寶飾品製作、綜合機械加工、控制電路技術、

機械製圖與製造、家具設計與製作、工業電子與資訊管理、通訊系統及手機維修、

電腦輔助模具設計與製作、光電及工具機產業自動化技術、

電腦輔助機械製造(CAD/CAM)、3D電腦機械製圖及電腦多媒體整合應用

國際合作





技能競賽
國四乙 S0642107 許雅婷



宗旨

鼓勵青年參加職
業教育與職業訓

練。

引起社會大眾的
興趣，促進社會
的重視。

透過競賽相互切
磋，提高技術人
員的技能水準。



類別

1. 青年組技能競賽

2. 社會組技能競賽

3. 身障組技能競賽

4. 國際技能競賽



青年組技能競賽 【全國技能競賽】

• 每年辦理一次

• 參賽者的年齡限制在21歲以下

• 由最初的14職類，增加至47個職類

• 參加成績及格者，自及格日起三年內，參加相關職類乙級、丙級或單一級技

能檢定者，得免術科測試！！

• 前5名之選手，可參加教育部甄審或保送至職業學校、大學相關科系進修



社會組技能競賽 【全國職場達人盃技能競賽】

• 自民國101年開始辦理

• 參賽者年齡限制為22歲以上

• 共12個競賽職類

• 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高屏澎東分署及中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承辦



身障組技能競賽【全國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

• 自民國73年起，配合每4年舉行1次之國際展能節辦理

• 民國87年起，改為每2年辦理1屆競賽

• 共27個職類

• 獲得前3名之優勝選手，可參加教育部甄試或甄審，保送至大專校院相關科

系進修



國際技能競賽

• 1950年由西班牙發起舉辦

• 會員國有超過82個國家（地區），秘書處設於荷蘭

宗旨

• 增進各國青年技術人員之相互觀摩、瞭解與切磋

• 加強國際間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資訊與經驗之交流

• 進而促進各國職業訓練與職業教育之發展



國際技能競賽 【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

• 國際奧林匹克身心障礙聯合會，1981年由日本發起

• 目前參加會員國已逾41個國家，總部設於日本

宗旨

• 鼓勵身心障礙人士參與社會上的經濟活動

• 促進社會大眾瞭解身心障礙人士之能力

• 督促各國政府重視身心障礙人士的需要和權利



職業訓練
國四甲 S0642005 楊文全



•一、青年職業訓練
•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青年職業訓練-青年就業旗艦計畫

對象：本國籍15-29歲青年。

內容：由訓練單位依據用人需求，辦理先僱後訓的「工作崗位訓練」，提供青年務實致用之職業

訓練，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本計畫並針對於109年6月22日至110年6月30日

提出申請之訓練單位，延長訓練期間及增加補助額度，以促進青年就業。

※小筆記：政府鼓勵企業雇用加訓練年輕求職者，

並幫忙企業付薪水，最高每個月12K，

其中薪水低於28K的補助3個月、28-30K的補助6個月、30K以上的補助9個月。



青年職業訓練-青年職訓專班

對象：15-29歲以下之失(待)業青年。

內容：運用自有設備或結合訓練單位資源，採委託訓練單位或自辦職前訓練方式規劃訓練課

程，以「訓練與實作」 或「訓練與實作輔以職場體驗實習」模式進行。

※小筆記：像上課一樣，比如教你做麵包或焊接，讓你有更多專長或能力，比較容易找到工

作。



• 一、青年職業訓練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對象： 15歲(含)以上、具工作意願但工作技能不足之失業者。

內容：運用政府及民間資源，以自辦、委辦或補助方式，對於工作技能不足或需補充就業技

能之失業、待業或轉業適訓之勞工，規劃辦理各類就業導向職業訓練措施，提供相關參訓津

貼及補助，以提昇勞工工作實務技能，促進其就業及安定生活。

※小筆記：政府提供或找民間幫助失業者培養就業技能，並給參加者補助。



▲圖1：臺灣就業通網站

在這裡報名喔

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一、青年職業訓練

•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對象：國內依法辦理設立登記或營業（稅籍）登記，且受僱勞工參加就業保險之人數未滿五

十一人之民間投保單位，。

內容：台灣中小企業占全體企業家數97.63%，因規模較小，對於人力資本投資，需針對性

的措施予以加強輔導及協助，以強化健全人才培訓發展。透過本計畫提供人才培訓之輔導諮

詢及訓練執行的服務，可協助減輕小型企業投資人力資本之成本，達到鼓勵企業辦理訓練之

意願，及提升訓練品質之效益。

※小筆記：政府提供(人數未滿51人的)企業，員工諮詢跟訓練。



在職員工職業訓練-分署辦理在職人員進修訓練

對象：具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農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身分之在職勞工、開立送訓證明之志

願役現役軍人。

內容：各分署接受委託辦理訓練，以不影響其年度訓練計畫為原則，依委訓單位職訓需求，

接受委託辦理業界所需專項訓練。依各訓練職類收費標準，由政府補助參訓學員約50%至

70%訓練費用，其餘費用由學員自行負擔(平均每位學員需負擔1,000元至20,000元不等的訓

練費用。於平日夜間或假日辦理，每班次訓練時數最多144小時，訓練期間最長4個月。

※小筆記：政府補助一半以上的學費，讓在職員工(跟軍人)可以在晚上或假日上課跟訓練。



• 一、青年職業訓練

•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職業訓練機構：

1.根據〈職業訓練法第六條〉設立，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公立學校採登記制；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民營事業採許可制。登記、許可還有解散、停辦時，都要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與

核備。

2.依其設立目的，辦理訓練；並得接受委託，辦理訓練。

3.「職業訓練機構設立及管理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小筆記：公家採登記、私人採許可，要辦跟不辦都要跟中央主管機管說，運行方式依照政

府規定。

那職訓機構在哪裡呢



▲圖2：GOOGLE地圖中的職業訓練機構

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一、青年職業訓練

•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數位學習-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

▲圖3：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首頁



▲圖4：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內部

熟悉的介面，操作類似雲端學院。

數位學習-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



對象：所有人。

內容：提供不限學習時間、地點、次數的勞動力發展數位學習資源，逐步整合線上課程、電

子書及影音等數位教材，以因應未來行動學習之發展，並朝勞動力發展技職終身學習服務網

站目標規劃，期能隨時提供民眾方便、正確且系統性的職場新知，進而提升勞工的能力和競

爭力。

※小筆記：提供可以分類查詢，跟產業相關的免費數位網路教材，讓求職者可以自主學習。

數位學習-勞動力發展數位服務平台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
(TALENT QUALITYMANAGEMENT SYSTEM)

TTQS是一套完整且系統化的策略性訓練體系，循序推動訓練品質持續改善機

制，強化人力資本，存續企業永續經營的競爭力。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
教育訓練課程

對象：國內事業機構或訓練單位 執行訓練工作之承辦人員及主管。

內容：

1.由各分區服務中心進行課程辦理與執行，導入與應用TTQS的學習機會，

強化訓練人員專業職能，以提升單位辦訓效能，根據「TTQS教育訓練課程

架構及大綱」，進行規劃多元課程數門。

2.共分為初階(研習實作)、中階(系統訓練)、高階(組織策略)三種課程。

※小筆記：給訓練單位可以實施跟評鑑的系統，讓單位可以更好訓練員工。



• 一、青年職業訓練

• 二、失業勞工職業訓練

• 三、在職員工職業訓練

• 四、職訓機構相關資源

• 五、數位學習

• 六、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TTQS)教育訓練課程

•七、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職能導向課程品質(ICAP)認證課程

對象：培訓產業的課程

內容：

1.將針對符合品質要求的課程，給予認證標章，將可使這些課程與其他訓練課程有所辨識區隔。

2.促使目前的訓練課程與產品，更能符合勞動市場及產業發展的需求。

3.結合職能導向課程特性，依照ADDIE教學設計模型，即所謂的分析（ANALYSIS）、設計

（DESIGN）、發展（DEVELOPMENT）、實施（IMPLEMENTATION）、評估（EVALUATION）

五大面向歸納，並發展審核指標。

※小筆記：運用課程設計的原理審核培訓產業的課程，並給合格的課程蓋章。



就業服務
運四 馬郁雰



求職服務-找工作

實體服務:

• 如您有求職需求，可就近至公立就業服務據點辦理求職登記，由就業服務人員提供就業諮

詢，瞭解您的就業需求，依您的學經歷推介適合之工作戒安排參加職業訓練，並運用就業

促進工具協助排除就業障礙。

• 網路服務:上「台灣就業通網站」登錄個人履歷資料，或可撥

打24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0800-777-888。



就業相關補助
• 臨時工作津貼

• 失業認定

•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 天災臨時工作津貼

• 求職交通補助金

• 照顧服務就業獎勵

• 跨域就業津貼

• 缺工就業獎勵



求職防騙-勞動契約簽訂須注意事項

✓放棄一切民事賠償條款

✓扣押身分證

✓預扣薪資

✓未服務滿預定期限之處罰

✓未工作滿多少天不得領薪

✓強迫加班條款或不加班扣錢條款

✓預繳工作保證金



✓ 求職防騙-七不原則



✓ 求職防騙-三要原則



雇主相關補助

• 僱用獎助

• 雇主聘僱本國籍照顧服務員補助

• 大量解僱再僱用獎勵

• 漁船船主進用失業者從事漁船船員獎助



台灣就業通網站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https://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海外就業資訊

⚫HTTPS://OVERSEAS.TAIWANJOBS.GOV.TW/HOME.ASPX

青年度假打工計畫

https://overseas.taiwanjobs.gov.tw/Home.aspx




身心障礙者就業

工教三甲 S0731037 徐偉恒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 目的:保障及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使其得以發揮所長、融入社會，並喚起一般社會大眾及

企業雇主對其工作能力的肯定。

• 實施方法:

1.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的義務

2.未足額進用→課以差額補助費



身心障礙者定額進用
• 進用比率

員工人數 進用比率

公家機關 ≥34人
≥員工總人數3%

民營、私人機構
≥67人

≥員工總人數1%

(不得少於1人)



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
• 目的:使身障者就業階段前後充分銜接，獲得整體及持續性的服務。

• 服務內容:

• 服務對象:

1.國中、高中 （職）、大專院校應屆畢業之身障生

2.具有身心障礙證明之身心障礙者

設置職業重
建服務窗口

職種個案管
理員一對一
評估

擬訂個別職
業重建計劃

提供就業轉
銜服務



職業重建個案管理
• 目的:協助地方政府設置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窗口。

• 服務內容:

1.依照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流程提供專業服務。

2.訂定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計畫。

3.連結其他相關單位，提供有助於身心障礙者就業相關方案。

• 服務對象:

需要較多或持續之職業重建支持需求的身心障礙者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
• 目的:協助身心障礙者在就業前了解其職業潛能、興趣、技能、工作人格、生理狀況及所需

輔具等。

服務
內容

1.提供專業服務，使身心障礙者獲得適性就業

2.擬定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

3.提供個別且必要之標準化心理測驗、工作樣本、情境評量、
現場試做及職場分析等

4.邀請個案、地方政府及個案家長或重要第三人召開職業輔導
評量說明會



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

身障者狀況 與功能表現 學習特性與喜好 職業興趣

職業性向 工作技能 工作人格

潛在就業環境分析 就業輔具戒職務再設計 其他與就業有關需求之評量

職評內容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 目的:提供專為身心障礙者開設的專班式職業訓練，提升其職業技術能力及就業競爭力。

一、身心障礙者專班式職業訓練

針對身心障礙生理、心理發展及障礙類別程度的不同，開設專班職業訓練。

二、身心障礙者多元管道職業訓練

藉由無障礙訓練場所及教材教具規劃、手語翻譯等職務再設計協助，排除身心障礙者參訓障

礙

三、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提供參加全日制養成職業訓練的身心障礙學員訓練期間生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
• 目的:提供專為身心障礙者開設的專班式職業訓練，提升其職業技術能力及就業競爭力。

一、身心障礙者專
班式職業訓練

針對身心障礙生理、
心理發展及障礙類
別程度的不同，開
設專班職業訓練。

二、身心障礙者多
元管道職業訓練

藉由無障礙訓練場所、
教材教具規劃、手
語翻譯等職務再設
計協助身心障礙者。

三、職業訓練生活
津貼

提供參加全日制養成
職業訓練的身心障
礙學員訓練期間生
活津貼。



身心障礙者數位學習網站─無礙E網
• 目的:協助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者跨越時空的限制，透過網際網路輕鬆學習。

• 網站功能:

設有職場職能、電腦文書、網頁設計、電腦軟體技術士等系列課程，以班級制方式營運，每

班配有助教及導師，有定期輔導時間及同步教學活動，每年均辦理開班招生。

• 服務對象:年滿15歲，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身心障礙者的就業服務類型

身心障礙者就業
服務模式

一般性就業 支持性就業 庇護性就業 居家就業

工作意願 有

就業能力 高 稍高 較低

具專業生產力但尚
無法創業

尚未具備至一般就
業市場就業能力

工作地點 競爭性市場 競爭性市場 庇護工廠 自家

政府服務 職業訓練課程
個別化之就業 安
置訓練 其他工作

協助

庇護工場內職 場
見習服務

協助提升其專業、
行銷、管理能力

協助尋找企業合作，
提供全職或兼職在

家工作機會



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
• 目的:透過職務再設計補助及專業諮詢輔導等措施，協助身心障礙者克服工作障礙。

• 服務項目:

1.改善職場工作環境

2.改善工作設備或機具

3.提供就業所需之輔具

4.改善工作條件

5.調整工作方法



視障者就業
• 目的:依視障者就業需求，推動辦理視障者就業服務，開拓視障者多元化就業。

實施方式

按摩面向

保障視障者按摩工作機會

非按摩面向

推動公部門電話值機工作，電話
客服工作體驗



創新就業
輔三甲 S0711002 陳亭妍



社會企業

創業貸款

創業諮詢

創業課程

創客基地

創客網實整合平台



創業貸款

類型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

政策目的
舒緩婦女、離島居民及中高齡者
於創業初期之資金壓力

鼓勵就業保險失業者創業以促進就業，
達到安定其生活之目的

對象
• 年齡：20-65歲女性、45-65歲

國民及20-65歲離島居民。
• 設立登記：商業/公司登記或稅

籍登記未超過5年。
• 員工人數：所經營事業員工數

（不含負責人）未滿5人。
• 課程證明：3年內曾參與政府創

業研習課程18小時。

• 接受本部創業諮詢輔導及適性分析。
• 3年內參加本部或政府機關(構)創業研

習課程至少18小時。
• 登記為所營事業之負責人，且登記日

前14日內無就業保險投保紀錄及未擔
任其他事業負責人。



類型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之創業協助措施

政策目的
提供受疫情影響之失業者創業職

涯選項，擴大創業鳳凰貸款適用

對象。

所營事業營運受疫情影響，導致

還款困難時，減輕貸款還款壓力。

對象

年滿20歲之失業者，其所營事業

於109年1月15日以後依法辦理

設立登記

已獲貸之微型創業鳳凰貸款及就

業保險失業者創業貸款之貸款人。

創業貸款



創業諮詢

政策目的

創業諮詢輔導係提供創業民眾全程免費顧問諮詢陪伴服務，協助民眾跨越創業

障礙，突破經營困境，使創業路更順遂。

服務對象

• 新創事業之企業經營者。

• 有意願創業且已有創業方向者。

• 欲申請創業貸款者。



創業課程-微型創業鳳凰‧創業研習課程
政策目的 類型

依民眾創業過程之不
同需求，開辦免費創
業研習課程，以提升
民眾創業知能，降低
創業風險。

入門班
課程內容：創業準備、商機選擇、風險評估、適性評量、貸款說明等。
對象：欲創業但不知該如何著手的民眾。
時數：3小時。

進階班
課程內容：商品知識、資金籌措、開業準備、市場行銷、財務規劃等
課程，並安排顧問指導學員撰寫創業計畫書及進行分組討論。
對象：有意創業或經營者。
時數：18小時。

精進班
課程內容：依創業者經營需求，提供主題式講座深入探討與經驗分享。
對象：有意創業或經營者。
時數：3小時。



創業課程-微型創業鳳凰‧網路行銷課
程

政策目的

培養民眾網路行銷及網路商店營運之能力，以增
加創業行銷管道，協助欲創業者完成創業及協助
已創業者穩定經營。

課程內容

網路行銷新手上路、部落格魅力行銷、打造高C/P

網拍店、資安防駭等。



創客基地

為培養民眾創新實踐能力，其

提供機具設備與實作，運用專

業師資與社群交流，並結合實

作工作坊、創新思考、創業經

驗趨勢等主題講座，培養跨域

人才，提升職業能力。

物聯網創客基地 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TCN創客基地

南方創客基地 創客小棧 澎湖創客基地



創客網實整合平台

vMaker台灣自造者

整合多種專業知識與實作技能，創客吸收各式新知，促進經驗交

流與資源共享，增加跨領域交流機會，形成創客社群，熱絡與持

續進行創客運動，進而不斷實踐實體化創意與發想，豐厚創客創

新能量。



社會企業

社會企業是什麼？

各國政府透過政策引導來鼓勵非營利組織尋求自償性的經營方式或讓一般

企業在追求獲利之外亦能兼顧社會價值，朝向社會企業的思潮前進。

勞動部協助執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之民間團體，透過諮詢輔導機制發展社

會企業，促使非營利組織自給自足，達到執行單位永續發展的目的，進而

建立弱勢勞工穩固就業機會。



移工事務
特四甲 S0612025 林姵伶



移工工作政策

• 依據就業服務法第42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

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 對於國內所缺乏之勞工，採取補充性、限

業限量開放引進移工，以維繫產業營運及協助家庭照顧，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目標。



移工工作資格及規定
• 目前開放移工來臺從事的工作為：

一、家庭看護工

二、家庭幫傭

三、機構看護工工作

四、製造工作

五、營造工作

六、海洋漁撈工作

七、屠宰工作



移工工作資格及規定
• 來臺年齡:

移工來臺年齡為16歲(含)以上，另從事家庭外籍看護工及幫傭年齡須20歲(含)以上。

• 工作年限:

依就業服務法第52條明定，移工在臺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12年。惟外籍家庭看護工經專

業訓練或自力學習而有特殊表現經許可者，且符合本部所定之資格、條件者，得檢具申請

書等規定文件申請延長工作年限至14年。



移工工作管理

• 為保障移工權益，本部已建置移工入國前、入國後之完整保護體系：

一、入國前之保護:

1.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

2.簽訂書面勞動契約及「外國人入國工作費用及工資切結書」

3.製作移工職前講習宣導影片



移工工作管理
二、入國後之保護:

1.設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站

2.建置1955勞工諮詢申訴專線

3.設立移工諮詢服務中心

4.辦理雇主聘前講習

5.補助各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辦理移工權益保障宣導活動

6.加強雇主及移工宣導

7.提供安置保護及協助轉換雇主



移工申辦工作



移工人力仲介
• 為保障雇主和移工權益，穩定人力仲介市場，目前人力仲介公司(即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係採

許可制，須經本部許可始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許可證效期為2年，效期屆滿前1個月內，

須向本部申請換證。

• 每年辦理仲介評鑑，評鑑成績分為A、B、C三級，並公告於本署網站上作為雇主和外國人選

任之參考，人力仲介公司連續2年評鑑成績均為C級者，於其許可證期滿後退場。



聘僱移工小幫手APP



外國人才事務

特三甲陳亭樺S0612029



1. 外國人才工作政策

2. 外國人才工作資格及規定

3.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4. 僑外生在臺工作

5. 外國人才依國際協定來臺



外國人才工作政策
• 延攬外國專業人才:期盼引進國外之先進技術及知能，提昇國內的產業技術水準，進而提高

產業競爭力。

• 我國於93年1月15日起由本署單一窗口辦理外國專業人才來臺工作許可之法制及審核，並

配合國內經濟發展、就業市場情勢及各行職業別的勞動供需狀況等，適時檢討聘僱外國專

業人才工作許可的規定，以平衡國人就業權益及企業用人需求。

• 配合外國專業人員延攬及僱用法施行，有關學校教師申案自107年2月8日改由向教育部許

可。



外國人才工作資格及規定

• 目前開放外國人才在臺從事之工作項目

1.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2. 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3. 學校教師

4. 補習班之專任外國語文教師

5. 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6. 藝術及演藝工作

7. 履約人員



外國人才工作管理
申請取得應聘工作許可、入國簽證，及入境我國後，辦理居留許可，同受我國勞動法令保障

1. 薪資應全額直接給付

2. 暢通諮詢及申訴管道：

• 1955勞工諮詢專線：提供勞工24小時、全年無休、雙語及免付費之諮詢及申訴服務，並於受理

申訴案件後，電子派案請各地方政府查處，且追蹤管理案件後續處理情形。

• 地方政府諮詢服務中心：地方政府設置諮詢服務中心，配置雙語諮詢人員，提供諮詢、申訴及勞

資爭議處理等服務。

工作及生活管理違法查察：地方政府設置訪視員，訪視雇主及外國人才工作情形及民眾檢舉

違法案件。



僑外生在臺工作

1. 僑外生求學期間工讀

• 入學後即可向機關申請，惟來臺學習語言課程之外國留學生，則須修業1年以上，方可提出

申請。

• 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20小時。



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

• 依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

• 依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申請

經我國及外國政府投入教育資源培育，且對我國文化及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解，應優

先留用及延攬在臺工作。自103年7月3日起新增「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該制度不

再單以聘僱薪資作為資格要求，而改以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專長、語言能力、成長經

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8項目進行評點，累計點數超過70點者，即符合資格。另外，

採取定額開放申請，公告申請期間額滿，就不再核發。



外國人才依國際協定來臺

• 自91年加入WTO外，也分別與新加坡簽署「臺星經濟夥伴協定」，及和紐西蘭簽署「紐西

蘭與臺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經濟合作協定」，並就多邊或雙邊自然人移動的類型、資格條

件、申請程序等相互約定。外國人才依上述國際協定來臺，可分為：商務訪客、企業內部

人員調動、安裝或服務人員及獨立專業人士。

• 其中，企業內部人員調動、安裝或服務人員及獨立專業人士，應向本署申請許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