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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函 
地  址：108002台北市開封街 2段 40號 2樓 
承 辦 人：陳 惟 揚 
聯絡電話：（02）2381-3488分機 129 
傳  真：（02）2381-8366 
E-MAIL：chen791026@treca.org.tw 

受文者：本會各縣市辧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9 月 29 日  
發文字號：臺區營靖業字第 1100900166號 
速  別： 
附  件：如文 

主旨：有關外籍移工「調派或轉換工作場所及展延在臺工作年限」

等相關規定，若有修正，本會除刊登公會網站外，另轉請各縣

(市)辦事處轄區所屬會員，現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瞭解為本

會宣導效果及廠商辦理情形，惠請轉知轄區有聘僱外籍移工

之會員填寫附件調查表，並請於本(110)年 10月 6日前回傳本

會，以利彙整，敬請  查照。 

說明： 

一、查雇主須調派或變更外籍移工工作場所，得依就業服務法第 57

條規定，經勞動部許可始得指派聘僱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審核

程序約 12個工作日，且 110年 3月 31日勞動部已修正「雇主

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

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新增同一雇主

承攬公共工程需調派外籍移工，需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

有增加外國人核配比率之必要，報經行政院核定者，不得超過

行政院核定之外國人比率等規定。 

二、次查，依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規定，產業外籍移工在臺工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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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為 12 年，然勞動部考量本年疫情影響，經中央疫情指揮中

心同意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針對 109年 3月 17日至 110年 6 月 30日屆滿在臺累計工作

年限之移工，雇主得申請延長聘僱許可，後續勞動部也配合前

述特別條例修正，其施行期間延長至 111年 6月 30日止，並

於 110 年 6 月 15 日以勞動發管字第 1100507689 號函示，自

110年 6 月 15日起，雇主得申請延長 1年之聘僱許可，故疫

情期間外籍移工均得依相關規定申請延長聘僱許可。 

三、綜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瞭解本會會員是否已明瞭上述

規定及廠商辦理情形，惠請轉知轄區有聘僱外籍移工之會員填

寫附件調查表，並請於本(110)年 10 月 6 日前填妥回傳本會 

(傳真：02-23818366或信箱：chen791026@treca.org.tw)，以利

彙整。 

四、隨函檢附「對於營造公會宣導外籍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及展延在

臺年限等相關規定及廠商辦理情形調查表」、「雇主指派所聘僱

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

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所認定基準修正規定」及「勞動部 110年

6月 29日勞動發管字第 1100510185號函」各乙份。 

正本：本會各縣市辧事處  
副本：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中華工程、大陸工程、工信工程、達欣工程、互助營造、

新亞建設、皇昌營造、榮工工程、泛亞工程、根基營造  

理 事 長 

mailto:chen791026@trec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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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營造公會宣導外籍移工變更工作場所及展延在臺 i 

年限等相闢規定及廠商辦理情形調查表

廠商名稱：

填表人及聯絡方式：

公司是否已瞭解外籍移工變更或

調派工作場所及申請展延再臺年 口瞭解 口不瞭解

限等規定。

口同意申請

調派或轉換工程名稱：

公司申請外籍移工變更或調派工
口不同意申請

作場，機關是否同意？
原因：

口同意申請

口不同意申請

原因：

公司申請展延外籍移工在臺工作

年限，機關是否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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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指派所聘僱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

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變更工作場

I I I U,｀.,`＇+－｀一－－＇＇｀，一 'y\
, 

工作類別 規定 說明

一、海洋漁 （一）同一雇主有甲、乙二艘以上合法 一、本項所稱「調派」，

撈工作 登記之漁船且均在同一雇主指揮 指就業服務法第五十

監督下，得免經本部許可，逕調 七條第四款規定之變

派甲漁船所聘僱之外國人至乙漁 更工作場所（以下各

船從事海洋漁撈工作。 工作類別均同）。

（二）雇主自甲漁船調派至乙漁船外國 二、本項所稱「審查標

人人婁文、乙漁船原有聘僱之外國 準」，指外國人從事

人人數與本國船員總人數，合計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不得超過乙漁船漁業執照規定之 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船員人數。 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

查標準（以下各工作

類別均同）。

三、本項所稱「同一雇

主」，指同一法人或

同一自然人。不同法

人負責人屬同一自然

人者，非屬同一雇主

（以下各工作類別均

口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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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聘僱之外國人人數，合計不得

超過雇主依審查標準第十四條之

二及第十四條之三所定聘僱員工

人數之比率。

4．雇主自甲工廠調派外國人至乙工

廠工作之人敦與乙工廠原有聘僱

之外國人人數，需納入本部每年

二月、五月丶八月及十一月定期

查核，且雇主聘僱外國人之比例

或人數不得超過「雇主聘僱外國

人從事製造工作定期查核基準」

規定。

四、營造工 （一）一般營造業： 一、本項所定「公共工

作 同一雇主承包甲丶乙二個以上訂 程」，須符合審查標

有「書面契約」之營造工程，得 準第十七條第一項各

免經本部許可，逕調派所聘僱之 款規定。

甲工程外國人至乙工程從事營造 二、本項所定「民間重大

工作。 經建工程」，須符合

（二）公共工程、民間重大經建工程丶專 審查標準第十七條之

案百億工程： －第一項各款及第二

1. 「公共工程丶民間重大經建工 項規定。

程」 （甲工程）調派同一或不同 三、本項所定專案百億工

7 



「公共工程、民間重大經建工

程、專案百億工程」 （乙工

程） : 

(1) 同一雇主於同一或不同計畫

工程內有甲、乙二個以上之

工程，須向本部申請經許可

後，始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

程外國人至乙工程從事營造

工作。

(2) 同一雇主自同一或不同計畫

工程內之甲工程調派外國人

至同一或不同計畫工程內之

乙工程工作人數與乙工程原

有聘僱外國人人數，合計不

得超過乙工程依工程經費法

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需人力

之百分之四十 。 但乙工程為

公共工程 ， 且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有增加外國

人核配比率必要，報經行政

院核定者 ， 不得超過行政院

核定之外國人核配比率 。

程，須符合以下之資

格條件之一：

（一）一百零九年三月

三十日以前，依

以下資格條件，

經本部專案核定

聘僱外國人：

1. 由民間機構擔任

雇主者：經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認定之民間機

構投資重大經建

工程（以下簡稱

民間計畫工

程），其計畫工

程總經費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以

上，且計畫期程

達一年六個月以

上 。

2. 由與民間機構訂

有書面契約之個

3 



2. 公共工程（甲工程）調派工程製 別工程得標業者

品之製造廠（乙工廠） : 擔任雇主者：符

(1) 同一雇主欲調派甲工程所聘 合前目之民間計

僱之外國人至乙工廠，須經 畫工程，其個別

工程主辦機關書面證明需 營造工程契約總

要，並向本部申請經許可 金額應達新臺幣

後，始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 十億元以上，且

程外國人至乙工廠從事工 契約工程期限達

作，但每次調派期限以六個 一年六個月以

月為限。 上。

(2) 同一雇主自甲工程．調派外國 3. 由與政府機關或

人至乙工廠工作之人款與乙 公營事業機構訂

工廠原有聘僱外國人人數， 有書面契約之得

合計不得超過乙工廠所聘僱 標業者擔任雇主

本國員工平均勞保投保人數 者：承建屬政府

之百分之三十【以申請月之 機關或公營事業

二個月前（含申請月）十二 機構發包興建之

個月之平均數計算】。 重要建設工程

3. 專案百億工程（甲工程）調派同 （以下簡稱政府

一或不同專案百億工程（乙工 計畫工程），其

程） : 計畫或方案總經

(1) 同一雇主於同一或不同計畫 費經中央目的事

4 



工程內有甲、乙二個以上之 業主管機關核定

工程，須向本部申請經許可 達新臺幣一百億

後，始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 元以上，且其個

程外國人至乙工程從事營造 別營造工程契約

工作。 總金額應達新臺

(2) 同一雇主自同一或不同計畫 幣十億元以上，

工程內之甲工程調派外國人 契約工程期限達

至同一或不同計畫工程內之 一年六個月以

乙工程工作人數與乙工程原 上。

有聘僱之外國人人欺，合計 4. 由公營事業機構

不得超過乙工程依工程經費 擔任 雇主者：

法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需人 公營事業機構主

力之百分之四十。 辦之政府計畫工

（三）公共工程、民間重大經建工程及 程，其計畫或方

專案百億工程不得調派之情事： 案總經費經中央

1. 「公共工程、民間重大經建工 目的事業主管機

程丶專案百億工程」 （甲工程） 關核定達新臺幣

調派同一雇主一般營造工程（乙 一百億元以上，

工程） : 且其個別營造工

雇主不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程外 程契約總金額慮

國人至乙工程從事工作。 達新臺幣十億元

2. 「民間重大經建工程或專案百億 以上，契約工程

L 



工程」 （甲工程）調派工程製品 期限達一年六個

之製造廠（乙工廠） : 月以上。

雇主不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程外 （二）於一百零九年三

國人至乙工廠從事工作。 月三十一日超至

3．驗收期間之調派： 一百零九年八月

同一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之營 一日止，依以下

造工程，甲工程或乙工程於驗收 資格條件，經本

期間，雇主不得調派所聘僱之甲 部專案核定聘僱

工程外國人至乙工程從事工作。 外國人：

4. 統籌申請外國人之調派： 1. 由民間機構擔任

同一雇主有甲、乙二個以上之營 雇主者：民間計

造工程，甲工程為統籌申請外國 畫工程之計畫工

人之「公共工程、民間重大經建 程總經費達新臺

工程丶專案百億工程」，雇主不 幣一百億元以

得調派所聘僱之甲工程外國人至 上，且計畫期程

乙工程從事工作。 達一年六個月以

（四）專案百億工程（甲工程）調派同 上。

一雇主承建「公共工程、民間重 2. 由與民間機構訂

大經建工程」 （乙工程） : 有書面契約之個

1. 同一雇主於同一或不同計畫工程 別工程得標業者

內有甲、乙二個以上之工程，須 擔任雇主者：符

向本部申請經許可後，始得調派 合前目之民間計

k 



所聘僱之 甲工程外國人至 乙工程 畫 工 程，其個別

從事營造工作 。 營造 工程契約總

2. 同 一雇 主自 甲 工程調派外國人至 金額應達新臺幣

乙工程工作之人數，合計不得超 十億元以上，且

過乙工程依工程經費法人力需求 契約工程期限達

模式計算所需人力之百分之四 一年六個月以

十。 但乙工程為公共工程，且經 上 。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有增加 3. 由 承建屬政府計

外國人核配比率必要，赧經行政 畫 工程且訂有書

院核定者，不得超過行政院核定 面契約之得標業

之外國人核醚比率。 者擔任雇 主 者：

政府計畫工程之

個別營造工程契

約總金額應達新

臺幣十億元以

上，契約工程期

限達一年六個月

上 。

4 . 由 公營事業機構

擔任雇主者：公

營事業機構主辦

之政府計畫工

^ 



程，其個別營造

工程契約總金額

應達新臺幣十億

元以上，契約工

程期限達一年六

個月以上。

四、本項所稱統籌申請外

國人，指雇主依公共

工程、民間重大經建

工程、專案百億工程

規定向本部申請引進

外國人，再統籌分配l

外國人予各個別工

程。

五 、 本項第 （ 二 ） 款及第

（ 四 ） 款所定工程得調

派之外國人人數，與

接受調派工程之原有

聘僱之外國人人款，

合計不得超過接受調

派工程依工程經蕢法

人力需求模式計算所

Oo 



需人力之百分之四

十 。 但依審查標準第

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認有增加

外國人核醚比率必

要，報經行政「完核定

之公共工程，不得超

過依行政 F完核定之外

國人核醚比率 。

五、機構看 （一）審查標準第二十條第一款機構： 本項所定機構，須符合審

護工作 1. 審查標準第二十條第一款機構 查標準第二十條規定。

（甲晓所）調派同一雇主合法設

立屬審查標準第二十條第一款附

設機構（乙「完所） : 

(1) 同一雇主得免經本部許可，

逕調派所聘僱之甲院所外國

人至乙「完所從事機構看護工

作。

(2) 雇 主自甲隗所調派外國人至

乙「完所工作人數與乙「完所原

有聘僱外國人人數，合計不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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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

棟4樓

承辦人：鄭哲欣

電語： 02-89956177

電子信箱： L7l00309@wda.gov. tw 

受文者：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年6 月 29 日

發文字號：勞動發管字第 1100510185號

速別：舟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貴公會因營造業缺工及疫情影攀，建議將移工在臺年

限從12年延長至 14年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公會110年6 月 21 日臺區營靖業字第 1100600108號函。

二、政府開放移工引進，係依就業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第42

條規定，在不妨礙本國勞工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

濟發展及社會安定基本原則下，配合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採補充性原則引進移工，適度填補國內所缺乏之勞動力。

三、依本法第 52條規定略以，雇主聘僱移工許可期間一次最長

為 3年，移工在臺工作期間累計不得超過12年，故放寬移工

在臺工作年限須修正本法，且延長移工工作年限，僅係將

缺工間題延後處理，無法銜接我國移民政策，未根本解決

問題 。 又延長年限涉及移工在臺所衍生之社會資源、福利

政策分配及國人就業權益等議題（包含勞保年金、永久居留

某
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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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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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移民政策等），須有社會共識，仍須審慎研議 。 閂[
四、另行政院已多次邀集相關部會討論，規劃在臺工作達一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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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具一定資格移工，硏議由

雇主申請聘僱並轉銜身分為外國熟練技術人力，後續銜接

我國移民制度，本部將持續配合國家整髖移民及人口政

策，研擬妥適之外籍勞動力政策與持施，以兼顧保障國人

就業楫益與國家4見才留人目的。

五丶又考量疫情對雇主聘僱移工之影攀，並為減少人員跨境流

動，前經中央流行疫情捧揮中心同意依「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災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以下簡稱特別條例），由

本部發布令釋就109年3 月 17 日至110年6 月 30 日期間針對屆

滿在臺累計工作年限之移工，雇主得申請延長聘僱許可；

另配合110年5月 31 日特別條例之修正規定，該條例施行期

間已由 110年6月 30 日延長至111 年6 月 30 日止，本部於110年

6 月 15 日以勞動發管字第 1100507689號函示，自 110年6 月 15

日超，雇主得申請延長1年之聘僱許可，故疫情期間移工均

得依上開規定申請延長聘僱許可。

正本：臺灣區綜合營造業同業公會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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