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機關產學合作計畫項下外國籍計畫專任人員工作許可證

申請作業流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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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學校聘書起迄日期須在工作許可證（函文）之許可期間內！工作許可尚未核定及收到以前，依法不得先行聘用！
2.勞動部審查申請資料須7個工作天，如期間資料不符或闕漏遭勞動部退件，校內補件重新上傳後須重新計算7個
工作天，屆時可能影響外籍人員之起聘日期。

3.臺灣配偶取得外僑永久居留證，可免申請「工作許可證」，即可工作（適用就業服務法第51條規定），
且不受同法第50條規定（其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最長為16小時）

校內申請流程

申請人將相
關申請資料

(附件)於約聘
起日前14個
工作天送達
研究發展處

申請完成
(勞動部寄送工作許可證至學校，
申請人憑此工作許可證至本校總
務處事務組完成勞健保作業)

研究發展處確
認資料及附件
是否齊全

研究發展處將相關申請資料於
約聘起日前7個工作天上傳外
國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審查

研究發展處將相
關申請資料上傳
外國人員工作許
可申辦網

申請人將500元審查費匯款至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聘僱許可收費
專戶，並將收據掃描傳送至研究
發展處，以利後續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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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員依不同身分申請工作許可證者，依下列2種情況劃分

一般外國專業人士在臺工作

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

詳情請參閱P.3-P.5

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
詳情請參閱P.6

詳情請參閱P.7-P.10

依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申請



一般外國專業人士在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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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A11.學術研究工作

受聘僱外籍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規定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者。
二、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碩士以上學位者，或取得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而有2 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驗者。(註:勞動部已訂有具學士學位之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免除2年工作經驗規定有會商
機制，經專案同意者，得不受工作經驗之限制，詳請參考會商機制說明、作業流程及勞動部111年7

月21日勞動發管字第11105111363號令)

三、服務跨國企業滿1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者。
四、經專業訓練，或自力學習，有5年以上相關經驗，而有創見及特殊表現者。(註: 勞動部已訂有外國人
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免除5年工作經驗規定之會商機制，經專案同意屬具創新創業能力之新創事
業者，得不受工作經驗之限制)

且以上各款每月平均受聘僱薪資，均需達新臺幣4萬7,971元，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聘僱之專任研究助理人員，其工
作酬金學士學位每人每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元整，碩士學位每人每月平均
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六千五十元整。

(二)已依據本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四日勞職管字第一○一○五一二○九三號公
告取得聘僱許可之展延聘僱許可案，其每人月平均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六百十九元整以上者。

(三)符合本標準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資格者。

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IwL2NrZmlsZS8xNGQwZjk0Ny1iMDRjLTQ2N2ItOWM1Ny0xN2JjZmFhN2I3ODYucGRm&n=5pyD5ZWG5qmf5Yi26Kqq5piO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IwL2NrZmlsZS84ODI3NjM3OC1jZjVlLTQ0ZGEtYTJjOC02YmUzMGVmNTUyYjEucGRm&n=5L2c5qWt5rWB56iLLnBkZg%3d%3d&icon=.pdf
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IwL2NrZmlsZS81ODBhOGJhYi1kN2RlLTRjMzEtODMyZS1hOGU2YTA5ZDA1YTAucGRm&n=MTExMDcyMeWLnuWLleeZvOeuoeWtl%2besrDExMTA1MTExMzYz6Jmf5qC46YeL5aSW5ZyL5Lq65b6e5LqL5bCx5qWt5pyN5YuZ5rOV56ys5Zub5Y2B5YWt5qKd56ys5LiA6aCF56ys5LiA5qy%2b6Iez56ys5YWt5qy%2b5bel5L2c6LOH5qC85Y%2bK5a%2bp5p%2bl5qiZ5rqW56ys5YWt5qKd56ys5LiA6aCF6Kej6YeL5LukKOihjOaUv%2bmZouWFrOWgsSkucGRm&icon=.pdf
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IwL2NrZmlsZS81ODBhOGJhYi1kN2RlLTRjMzEtODMyZS1hOGU2YTA5ZDA1YTAucGRm&n=MTExMDcyMeWLnuWLleeZvOeuoeWtl%2besrDExMTA1MTExMzYz6Jmf5qC46YeL5aSW5ZyL5Lq65b6e5LqL5bCx5qWt5pyN5YuZ5rOV56ys5Zub5Y2B5YWt5qKd56ys5LiA6aCF56ys5LiA5qy%2b6Iez56ys5YWt5qy%2b5bel5L2c6LOH5qC85Y%2bK5a%2bp5p%2bl5qiZ5rqW56ys5YWt5qKd56ys5LiA6aCF6Kej6YeL5LukKOihjOaUv%2bmZouWFrOWgsSkucGRm&icon=.pdf


一般外國專業人士在臺工作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A11.學術研究工作

受聘僱外籍人員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I：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1 審查費收據正本 (Ｖ) (Ｖ)

1.每一申請案新臺幣500元整
2.於填寫或登錄繳費收據資料後，得予免附，惟必要時勞動部仍得視個案情形，請雇主檢附。

(依勞動部111年11月25日勞動發事字第1110523178號公告)

2 受聘僱外籍人員之護照影本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Ｖ Ｖ 於聘僱起始日時仍應有效

3

受聘僱外籍人員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文件影本：
一、外籍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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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外籍人員取得國內外大學相關系所之學士學位畢業證
書影本及取得學士學位後2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
文件影本。

(二)取得碩士學位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三、外籍人員服務跨國企業滿1年以上經指派來我國任職
之指派證明文件影本。

四、外籍人員經專業訓練證明文件：
(一)5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證明文件影本(經中央主管機關
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屬具創新能力之
新創事業者，外籍人員得不受5年以上相關經驗之限
制)

(二)特殊表現及創見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2項證明文
件均須齊備）

Ｖ

※免附外籍人員2年工作經驗者，應符合以下條件之一：
1.受聘僱之外籍人員為自一百學年度起畢業於國內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學校院之外籍留學生、
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者。

2.雇主有以下資格之一：
a.取得經濟部核發之「企業營運總部範圍證明函」、「國內外企業在臺設立研發中心計畫核
定函」、獲獎次日起一年內有效之「電子資訊國際夥伴績優廠商證明函」或屬「新興重要
策略性產業屬於製造業及技術服務業部分獎勵辦法第五條第一項附表第十點所列十一項技
術服務業之公司」，於獎勵辦法廢止前，已取得經濟部核發新興重要策略性產業核准函。

b.科技部科學園區事業單位，且其聘僱之外籍人員從事之工作為生產產品或勞務所需之設計、
提升產業技術或研究發展、經營管理及相關研究、國外特殊語言區域業務推展及市場分析
調查等。

c.「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事業單位。

3.為因應產業環境變動，協助企業延攬專門性、技術性工作人員，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同意者。

4.外籍人員取得教育部公告世界頂尖大學之學士以上學位。

4接續下頁



一般外國專業人士在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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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籍人員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II：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4 聘僱契約書影本或副本 Ｖ Ｖ
應載明受聘僱外籍人員姓名、國籍、工作職稱或工作內容（應足資確認外籍人員實際從事之
工作範疇）、薪資報酬、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5
受聘僱外籍人員最近年度薪資扣繳憑單影本(含就源扣繳
憑證影本)

(Ｖ)
得免附，惟必要時勞動部仍得視個案情形，請雇主檢附。(依勞動部111年11月25日勞動發事
字第1110523178號公告)

6 原聘僱許可函影本 Ｖ
於填寫聘僱許可函文號後，得免附。(依勞動部111年11月25日勞動發事字第1110523178號公
告)

7
受聘僱外籍人員未成年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之
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護照影本

Ｖ

※辦理終止聘僱關係（解聘）應備文件：1.申請書。2.聘僱許可函影本(於填寫聘僱許可函文號後，得免附)。3.居留證影本。4.聘僱關係終止證明文件。
※申請補發聘僱許可應檢附文件：1.申請書(請勾選申請書之「補發」選項，並寫欲補發之「工作許可」函號)。2.補發事由切結書(載明欲補發之工作許可

函號、外籍人員姓名、護照號碼、工作期間相關資料及補發事由)。
※所附相關文件係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經公告特定國家之文件需先送我國駐外館處驗證者，請先辦理驗證，並檢附影本供勞動部審查。(惟必要時勞動部仍得視個案情形，請雇主檢附正本)

備註：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應註明「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經查屬實，將自負法律責任）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A11.學術研究工作

https://ws.wda.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VcGxvYWQvMzIwL2NrZmlsZS81ZjllZWUzYi1jOTRmLTQ0YTYtOTBmMS1lMTZiMjA4ZThhMjUucGRm&n=6KGM5pS%2f6Zmi5YWs5aCx5YiK55m7KOWLnuWLlemDqDEwOOW5tDfmnIgxN%2baXpeS7pOWLnuWLleeZvOeuoeWtl%2besrDEwODA1MDg4MDgx6Jmf5LukKS5wZGY%3d&icon=.pdf


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如:醫師、律師)。
二、大學畢業後需具2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具碩士以上學位者。
三、服務跨國企業滿1年以上經指派來臺工作。
四、未具學歷而有5年以上工作經驗，並有創見或特殊表現者。

且外國人之受聘僱月平均薪資，須達新臺幣4萬7,971元，但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或已立案私立大專以上校院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專題研究計畫聘僱之專任研究助理人員，其
工作酬金學士學位每人每月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一千五百二十元整，碩士學位每人每月
平均薪資不得低於新臺幣三萬六千五十元整。

二、已依據勞動部(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一百零一年六月十四日勞職管字第一○一○五一二○九三
號公告取得聘僱許可之展延聘僱許可案，其每人月平均薪資達新臺幣三萬七千六百十九元整以上
者。

三、符合本標準第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資格者。
(註: 勞動部已訂有外國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免除5年工作經驗規定之會商機制，經專案同意屬具
創新創業能力之新創事業者，得不受工作經驗之限制)

6
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同P.4-P.5

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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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申請

考量已在臺讀書之僑外生，經國家投入教育資源培育，且對國內文化及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

解，宜優先留用及延攬其在臺工作，故勞動部自103年7月3日新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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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係改以學經歷（外籍人員應為在臺取得大學學士(含)以

上學位，或取得製造、營造、農業、長期照顧、電子商務等相關科系之副學士學位之外國留學生、

僑生或其他華裔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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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申請期間額滿，就不再核發，相關內容

可參考勞動部111年11月25日公告。

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69771&log=detailLog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36735&log=detailLog


※辦理終止聘僱關係（解聘）應備文件：1.申請書。2.聘僱許可函影本(於填寫聘僱許可函文號後，得免附)。3.居留證影本。4.聘僱關係終止證明文件。
※申請補發聘僱許可應檢附文件：1.申請書(請勾選申請書之「補發」選項，並寫欲補發之「工作許可」函號)。2.補發事由切結書(載明欲補發之工作許可

函號、外國人姓名、護照號碼、工作期間相關資料及補發事由)。
※所附相關文件係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但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備註：若上述資料及證明文件係為影本者，應註明「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加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提供不實資料與文件，經查屬實，將自負法律責任）

應備文件 新聘 展延 注意事項

1 審查費收據正本 （Ｖ）（Ｖ）
1.每一申請案新臺幣500元整
2.於填寫或登錄繳費收據資料後，得予免附，惟必要時本部仍得視個案情形，請雇主檢附。

2 申請書 Ｖ Ｖ

3 受聘僱外籍人員名冊 Ｖ Ｖ

4 評點表及符合各評點項目應備文件 Ｖ Ｖ
評點項目應備文件如附表(P.9-P.10)

曾獲評點制許可之外籍人員，如無欲加計點數之項目，得僅附評點表

5 受聘僱外籍人員之護照影本或外僑居留證影本 Ｖ Ｖ 於聘僱起始日時仍應有效

6 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Ｖ 受聘僱外籍人員在臺取得學士學位以上之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7 聘僱契約書影本或副本 Ｖ Ｖ
應載明受聘僱外籍人員姓名、國籍、職稱或工作內容（應足資確認外國人實際從事之工
作範疇）、薪資報酬、聘僱期間及經雙方簽章

8 申請單位負責人 (雇主)之國民身分證 Ｖ 於申請日時仍應有效

9 申請單位立案登記證明影本或設立登記證明影本 Ｖ 自然人雇主免附

10
受聘僱外籍人員最近年度薪資扣繳憑單影本(含就源扣繳
憑證影本)

（Ｖ）得免附，惟必要時本部仍得視個案情形，請雇主檢附

11 原聘僱許可函影本 Ｖ 於填寫聘僱許可函文號後，得免附

12 法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之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護照影本 Ｖ 受聘僱外籍人員未成年者，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其聘僱之文件及法定代理人護照影本

8

受聘僱外籍人員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

A類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在臺畢業僑外生配額評點制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



受聘僱外籍人員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附表I：

A類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在臺畢業僑外生配額評點制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1.學歷

博士學位 30 一、學士學位以上應檢附畢業證書影本。
二、副學士學位應檢附大專院校學科屬生命科學學門、環境學門、物理、化學及

地球科學學門、資訊通訊科技學門、工程及工程業學門、製造及加工學門、
建築及營建工程學門、農業學門、林業學門、漁業學門、獸醫學門、醫藥衛
生學門、社會福利學門、衛生及職業衛生服務學門之學位證書影本。

碩士學位 20

學士學位 10

副學士學位 5

2.聘僱薪資

每月平均新臺幣47,971元以上 40

雇主與僑外生簽妥之勞動契約書影本，契約內容應載明每月平均聘僱薪資(以新臺
幣計)、雙方名稱、工作職稱、工作內容及聘僱期間等。

每月平均新臺幣40,000元以上未達47,971元 30

每月平均新臺幣35,000元以上未達40,000元 20

每月平均新臺幣31,520元以上未達35,000元 10

3.工作經驗
二年以上 20

僑外生國內外專職工作之經驗證明影本。
一年以上未達二年 10

4.擔任職務資格具有企業所需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20
僑外生具職務特殊專長能力之證明文件影本。(如擔任該職務所需之專業訓練、修
習課程、技能檢定、創作著作比賽得獎專利等證明)

5.華語語文能力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流利」等級以上 30 下列文件之一：
一、僑外生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以上等級之證明文件影本。
二、僑外生曾學習華語文具有下列證明文件影本之一：
(一) 在臺就學期間修習國文(中文)課程之成績證明：

流利：80分以上；高階：70-79分；進階：60-69分。
(二) 學習華語(中文)時數證明文件：
1. 流利：在臺學習華語(中文)時數達960小時以上，或其他地區學習1920小時以上。
2. 高階：在臺學習華語(中文)時數達480小時以上，或其他地區學習960小時以上。
3. 進階：在臺學習華語(中文)時數達360小時以上，或其他地區學習720小時以上。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高階」等級 25

經華語文能力檢定達「進階」等級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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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聘僱外籍人員申請工作許可證應備文件附表II：

A類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在臺畢業僑外生配額評點制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6.他國語言能力

具有華語以外二項以上他國語文能力 20 僑外生護照影本。如需認定2項以上他國語言能力，需另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僑外生他國語言能力檢定證明文件影本。
二、僑外生修習他國語言達360小時以上之證明文件影本。
如：語言訓練測驗中心之外語能力測驗(FLPT)證明、托福(TOEFL)、多益(TOEIC)、

雅思(IELTS)、全民英檢(GEPT)、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劍橋領思職場英語
測驗(Linguaskill Business)、劍橋領思實用英語測驗(Linguaskill General)、英國
文化協會國際英語能力證明、日本交流協會日本語能力測驗、法國文化協會
法語鑑定(DELF)、歌德學院德語檢定考試、德國大學入學德語鑑定考試「德
福」(TestDaF)、中國文化大學或國立政治大學辦理之俄文能力測驗等。

具有華語以外一項他國語文能力或具有於他國連續居留六年
以上之成長經驗

10

7.配合政府政策

配合政府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之企業受僱者

20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雇主配合政府相關政策之證明文件影本。如：
(一)符合卓越中堅企業或潛力中堅企業之資格。
(二)在臺設立營運總部之企業(企業營運總部認定函)。
(三)在臺設立研發中心之企業(執行單位核定函)。
(四)符合創業拔萃方案「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之事業單位。
(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核發配合產業發展相關政策之認定函或證明文件。
二、學位證書影本，如新南向產學合作專班、印尼二技2+i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產

學攜手合作僑生專班、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二年制副學士學位班)等專班。

就讀配合國家政策所開設專班或經由G2G管道入學之畢業僑
外生

8.在校就讀期間
領取獎學金或
成績優異者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政府提供之獎學金或成績達前百分之三十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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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學校之核定公文或公告之獲獎名單等證明文件影本
在校就讀期間領取學校獎學金或成績達前百分之五十且GPA

達三分者
5

合格分數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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