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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業特定製程與特殊時程行業及接續聘僱重新招募案定期查核基準修正規定製造業特定製程與特殊時程行業及接續聘僱重新招募案定期查核基準修正規定製造業特定製程與特殊時程行業及接續聘僱重新招募案定期查核基準修正規定製造業特定製程與特殊時程行業及接續聘僱重新招募案定期查核基準修正規定 

中華民國 102 年 7 月 30 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職許字第 1020502751 號令修正發布  

第 1 點、第 2 點、第 11 點；並增訂第 6 點、7 點規定  

一、 為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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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簡稱本標準）第十五條之四及第十五條之七規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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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本準

則）第十七條規定之查核，特訂定本基準。  

二、 中央主管機關對符合下列規定之雇主，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十一月定期依附表一查

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一) 依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修正發布本標準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之一規定（以下簡稱特定製程

或特殊時程案）引進外國人入國工作，自引進特定製程或特殊時程案首名外國人入國滿

三個月者。 

(二) 申請接續聘僱外國人，並依九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修正發布本準則規定申請重新招募，

且引進外國人入國工作，自引進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三個月者。 

(三) 依九十八年三月五日修正發布本標準第十六條及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本標準

第十六條之一規定（以下簡稱重新招募案）引進外國人入國工作，自引進重新招募案首

名外國人入國滿三個月者。 

(四) 依九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修正發布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二規定（以下簡稱五級制特定製程

案）引進外國人入國工作，自引進五級制特定製程案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三個月者。 

(五) 同一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製造業工廠，甲工廠符合前四款規定情形之一，復經本會許

可調派所聘僱之甲工廠重大投資案外國人至不同勞保證號之乙工廠，且從事製造工作滿

三個月者。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以下簡稱外加就業安定費案）規定引進外國

人入國工作，且自引進外加就業安定費案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三個月之雇主，於每年二月、

五月、八月及十一月定期依附表一及附表二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中央主管機關對依本標準第十四條之四（以下簡稱國內投資案）或第十四條之五（以

下簡稱臺商投資案）規定引進外國人入國工作，且自引進國內投資案或臺商投資案首名外

國人入國滿一年之雇主，應依第七點規定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三、雇主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者，其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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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雇主非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且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所定外國人者，

其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但僱用員工人數不滿五人者，以

查核當月之前二個月為基準月，自基準月起，往前三個月，每月至少聘僱本國勞工一人以

上時，始得聘僱外國人一人。  

五、 雇主非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且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

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屬本標準附表六 A+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三十五。 

(二) 屬本標準附表六 A 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三) 屬本標準附表六 B 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二十。 

(四) 屬本標準附表六 C 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十五。 

(五) 屬本標準附表六 D 級行業，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之百分之十。 

     前項聘僱外國人人數為一人者，以查核當月之前二個月為基準月，自基準月起，往前

三個月，每月至少聘僱本國勞工一人以上，且三個月聘僱本國勞工之平均數不得低於下列

人數：  

(一) 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製造業者，至少一人。 

(二) 屬本標準附表六 A+或 A 級行業，至少一人。 

(三) 屬本標準附表六 B 級行業，至少二人。 

(四) 屬本標準附表六 C 級行業，至少三人。 

(五) 屬本標準附表六 D 級行業，至少四人。 

     第一項雇主同一勞保證號之所屬工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

機關認定有二個級別以上者，得以最高級別之比率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人數。  

六、雇主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本標準附表七第一點規定者，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第五點規定僱用員工人數比

率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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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符合本標準附表七第二點規定者，聘僱外國人人數不得超過僱用員工人數依本標準第十

五條之七第一項各款比率加計第十四條三第一項提高之比率及依第十四條之五第三項但

書再提高之比率。 

      前項聘僱外國人人數為一人者，應符合第五點第二項之規定。 

七、 雇主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四、第十四條之五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 第一次查核：雇主引進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一年起，於當年度最近辦理之定期查核月份，

依附表三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人數。但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一年之月份，與當年度定期

查核月份之差距小於二個月以下者，得順延至下一次定期查核月份辦理。 

(二) 第二次以後查核：於每年二月、五月、八月及十一月定期依附表一及附表二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聘僱外國人之人數及僱用員工人數，以首名外國人入國滿一年之當月為基

準月份，以基準月份之參加勞工保險人數計算之。  

     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經查核超過規定人數之雇主，不適用第十點規定。  

     符合本點資格之雇主僱用員工人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列計：  

(一) 未提繳勞工退休金或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金額低於基本工資者。 

(二) 未參加就業保險者。 

(三) 學校或身心障礙福利機構之建教合作者。 

(四) 部分工時人員或參加勞工保險月投保薪資低於基本工資者。 

(五) 重複參加勞工保險者。但國內勞工於其他雇主以部分工時重複參加勞工保險者，不在此

限。 

(六) 由雇主其他勞工保險證號移轉者，或退保後再加保者。 

(七) 雇主聘僱國內勞工有異常參加勞工保險之情事，經本會查明非屬雇主新增聘僱國內勞工

者，或聘僱國內勞工之工地非屬新增投資案經核准聘僱外國人之工作地點者。 

     第一項聘僱外國人人數為一人者，應符合第五點第二項之規定。  

八、 依第二點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比率或人數，及計算結果有小數點者，小數點採無條件捨去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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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二點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雇主，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乙工廠已依第四點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經本會許可自甲工廠調派至乙工

廠工作之重大投資案外國人人數與乙工廠原有聘僱之外國人人數，合計不得超過依第四

點規定查核雇主乙工廠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二) 乙工廠已依第五點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經本會許可自甲工廠調派至乙工

廠工作之重大投資案外國人人數與乙工廠原有聘僱之外國人人數，合計不得超過依第五

點規定查核雇主乙工廠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三) 乙工廠未符合第二點第一款至第四款查核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之規定，經本會

許可自甲工廠調派至乙工廠工作之重大投資案外國人人數與乙工廠原有聘僱之外國人人

數，合計不得超過以甲工廠之查核比率查核乙工廠聘僱外國人之比率或人數。 

十、 經中央主管機關限期改善通知之雇主，應依附表四於改善期間增聘本國勞工或降低聘僱外

國人人數。  

     中央主管機關應以雇主於改善期間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參加勞工保險平均數或僱

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平均數為計算基準，認定雇主改善。  

     雇主於改善期間屆滿前，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易港區管理機關認定為較

高級別之比率者，應依較高級別之比率，認定雇主改善。但經認定為較低級別之比率者，

仍依百分之二十之比率，認定雇主改善。  

     第一項改善期間增聘本國勞工之人數，由關係企業員工轉保者，不予列計。  

十一、經中央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或經依第七點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查核超過規

定人數之雇主，應於規定期限內就超過規定上限部分人數，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報應廢止招

募許可及聘僱許可外國人名冊。雇主逾期未提報或提報人數不足時，由中央主管機關逕自

指定。  

     雇主依前項提報之外國人名冊，得包含以一般製造業、重大投資案、特定製程或特

殊時程案所引進之外國人。但雇主逾規定人數屬引進外加就業安定費案者，須優先以外加

就業安定費案所引進之外國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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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 

查核月份 聘僱外國人人數及僱用員工總人數之計算基準 

二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聘

僱外國人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僱

用員工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五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一月、二月及三月聘僱外國

人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一月、二月及三月僱用員工

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八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四月、五月及六月聘僱外國

人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四月、五月及六月僱用員工

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十一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七月、八月及九月聘僱外國

人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七月、八月及九月僱用員工

經扣除外加就業安定費案外國人後，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備註： 

1. 屬自由貿易港區之計算公式：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僱用員工總人數（經

扣除外加案外國人）×40% 

2. 屬非自由貿易港區之計算公式： 

(1) 僱用員工總人數五人以上 

(1-1) 引進本標準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所定外國人者：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僱用員

工總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 20% 

(1-2) 引進本標準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僱用員

工總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35%、25%、20%、15%、10%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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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進第十三條第一項、第十四條之一及第十六條所定外國人，且僱用員工總人數不滿五

人者，以查核當月之前二個月為基準月，自基準月起往前三個月每月至少聘僱本國勞工

一人以上時，始得聘僱外國人一人。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1 

3. 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以本附表作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僱用員工總人數（經

扣除外加案外國人）×（35%、25%、20%、15%、10%其中之一） 

4. 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辦理第

二次以後查核時，以本附表作內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經扣除外加案外國人）－僱用員工總人數（經

扣除外加案外國人）×（35%、25%、20%、15%、10%其中之一） 

  

  

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查核月份 聘僱外國人人數及僱用員工總人數之計算基準 

二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聘

僱外國人，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前一年之十月、十一月及十二月僱

用員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五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一月、二月及三月聘僱外國

人，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一月、二月及三月僱用員

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八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四月、五月及六月聘僱外國

人，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四月、五月及六月僱用員

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十一月 

一、 聘僱外國人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七月、八月及九月聘僱外國

人，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二、 僱用員工總人數為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當年之七月、八月及九月僱用員

工，參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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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 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以本附表作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僱用員工總人數×（35%、25%、20%、15%、

10%其中之一+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提高之比率） 

2. 引進本標準第十四條之四第一項、第十四條之五第一項及第十六條之一所定外國人者，辦理第

二次以後查核時，以本附表作外框查核：  

   逾規定上限之外國人人數=聘僱外國人人數－僱用員工總人數×（35%、25%、20%、15%、

10%其中之一+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提高之比率+本標準第十四條之五第三項但書再提

高之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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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附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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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 

查核月份 

及通知限期改善時間  
雇主改善期間及方式  完成改善之查核時點及基準  備註  

二月  

當年四月至六月增聘

本國勞工或降低聘僱

外國人之人數  

當年八月（查核當年四月、五月、六

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參加勞

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雇主應於改善

期間增聘本國

勞工或降低聘

僱外國人之人

數，並於本會

通知應通過查

核之月份，通

過查核，始為

改善完畢  

五月  

當年七月至九月增聘

本國勞工或降低聘僱

外國人之人數  

當年十一月（查核當年七月、八月、

九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參加

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八月  

當年十月至十二月增

聘本國勞工或降低聘

僱外國人之人數  

翌年二月（查核當年十月、十一月、

十二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參

加勞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十一月  

翌年一月至三月增聘

本國勞工或降低聘僱

外國人之人數  

翌年五月（查核翌年一月、二月、三

月雇主所屬工廠同一勞保證號參加勞

工保險人數之平均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