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專校院境外學生
諮詢服務

教育部
大專校院境外學生輔導人員支援體系計畫(NISA)辦公室



境外學生意見反映

ㄧ、校內管道

境外學生在校學習、生活或在外工讀/實習相

關事宜，請直接向學校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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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學生意見反映

二、校外管道

境外學生在臺學習、生活、工讀權益相關意見，您

可於本平臺提出諮詢。

1.境外學生諮詢平臺信箱: www.nisa.moe.gov.tw

2.專線電話0800-789-007 (中、英、印尼、越南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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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映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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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專線電話

0800-789-007

線上填寫反映單

www.nisa.moe.gov.tw

境外學生
提出諮詢

專案辦公室

收件確認

轉予主管機關/單位

處理並回復

境
外
學
生



諮詢是否保密?

本信箱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他
人。

但視您所提出的問題，為獲有效處理
及答復，必要時會將您的聯絡方式提
供給權責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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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nternal channels

2



2. Other chann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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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0-789-007

www.nisa.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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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兵役義務簡介
報告人：陳彥霖 內政部役政署



戶籍

在臺灣出生或申請定
居初設戶籍

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
民國國民者，屬中華

民國國籍

男子年滿19歲之年1月1日起
役，至屆滿36歲之年12月31
日除役，稱為役齡男子

役齡男子

國籍

哪些人需要服兵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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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訓練



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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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中央有關機
關聯合訪視僑外生活動
-全民健保投保業務

衛生福利部
中央健康保險署



僑外生參加健保規定

11/5/2021 6

強制性

在臺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

符合下列資格，應參加健保。

• 受僱者自受僱日起投保。

• 非受僱者，自在臺居留滿

6個月之日起投保。

(在臺連續居住達6個月

或在臺居住期間僅出境1

次且未逾30日，出境天

數扣除後併計實際居住

期間達6個月。)

• 在臺出生新嬰兒，自出生

日投保。

(健保法第9條及同法施行細

則第8條)

投保單位

就讀學校

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在臺居

留滿6個月之第6類保險對

象，經徵得保險人認可之

機關、學校或團體同意者，

得以該機關、學校或團體

為投保單位。(健保法施行

細則第24條第3項)

• 如無職業且無法以眷屬

資格投保，應以6類2目

被保險人身分參加健保。

(健保法第9條及同法施

行細則第8條第3項)

投保身分

第6類



僑外生保險費負擔金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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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擔區別 負擔比例 外籍生

僑 生

一般
符合清寒
補助資格者

自付金額

60%

826元 826元 413元

僑委會補助 0元 0元 413元

衛生福利部
補助

40% 551元 551元 551元

註：家境清寒僑生得填具申請表並附清寒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經僑務委員
會核定符合補助資格者，由僑務委員會補助50%健保自負額(413元)。



如何申辦健保卡

1.未加保：由投保單位(學校)透過
健保署多憑證網路平台辦理加保
併同申請健保卡

2.已加保，但尚未請領健保卡：
• 親赴健保署服務據點申請
• 填寫健保卡申請表利用郵寄申請註

• 健保署網路申辦
• 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健

康存摺APP
• 郵局代收
• 健保署服務據點申請

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健保表單下載/健保卡相關表單/請領健保卡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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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094D4DF4AC892AD&topn=1E1039BE19C4DCAC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094D4DF4AC892AD&topn=1E1039BE19C4DCAC
https://www.nhi.gov.tw/Content_List.aspx?n=E094D4DF4AC892AD&topn=1E1039BE19C4D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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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聆聽



在學期間工讀及畢業後留臺工作說明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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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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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肆、查詢資訊



壹、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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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外國工作者之重要時程

1989年10月-開始引進移工

2004年1月15日-勞動部 (改制前為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成立外國

專業人員許可單一窗口

聘僱外國人採許可制

除就業服務法另有規定外，外國人未經雇主申請許可，不得在中

華民國境內工作(就業服務法第43條)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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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外國學生、僑生及華裔學生在臺就學期間如有工讀需求，應依就業服務法第

50條規定及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0條至第32條規定申請工

作許可後，才可在臺工讀

許可期間、工讀時數

工作許可有效期間最長為6個月，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每星期以20小時為

限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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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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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流程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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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許可實施「電子申請、電子核發」

 基於線上申辦無紙化申請之數位趨勢，僑外學生申請工作許可已採全面
線上申辦。另為擴大運用網際網路108年2月1日起之效益，達成簡政便民
之目的，本部參採相關機關電子送達之作法，於「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
可申辦網」，依電子簽章法之規定與僑外學生約定並取得「同意」後，
就僑外學生工作許可申請案件經本部核准後，即以電子公文方式送達工
作許可函

 僑外生應於勞動部以電子郵件通知日起8個日曆天內至前開申辦網領取電
子公文，並可再選取使用「行動裝置檢視」功能，即可於手機螢幕顯示
畫面為QR code，以供雇主核對



貳、僑外生在臺就學期間工作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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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錯誤樣態 （X） 正確範例 （O）

檢附簽證VISA 應檢附護照PASSPORT

審查費交易序號，登打成本部審查費劃撥
帳號如：19558848

審查費交易序號，應登打0000XXX或上傳
審查費收據以利本部核對及修正

學生就讀年級或班別與就讀學期不一致者，
非於申辦網之學生申請備註說明

應檢附就讀學校開出在學證明文件

應屆畢業生無法如期畢業，檢附當期就讀
學期在學證明文件

應檢附暑修或延畢證明文件

應屆畢業生考取大學或研究所，檢附分發
通知書、入學通知書

應檢附確定就讀學校開出之已完成報到證明
文件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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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業人士-工作類別
Foreign Professionals – Job Categories

A.專門性或技術性之工作

B.華僑或外國人經政府核准投資或設立事業之主管

C.學校教師

D.依補習及進修教育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之專任教

師

E.運動教練及運動員

F. 藝術演藝人員

G.履約人員

1.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作
2.交通事業工作
3.財稅金融服務工作
4.不動產經紀工作
5.移民服務工作
6.律師、專利師工作
7.技師工作
8.醫療保健工作
9.環境保護工作
10.文化、運動及休閒服務工作
11.學術研究工作
12.獸醫師工作
13.製造業工作
14.批發業工作
15.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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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內容

※A01
營繕工程或建築技術工

作

營繕工程施工技術指導、品質管控或建築工程之規劃、設計

、監造、技術諮詢

※A02 交通事業工作
陸運、航運、郵政、電信、觀光、氣象經營事業之研究、規

劃、設計、施工監造等

※A03 財稅金融工作
經營證券、期貨、金融或保險事業或協助會計師之企劃、研

究分析、管理等

A04 不動產經紀工作 不動產仲介或代銷業務

A05 移民服務工作 與投資移民有關之移民基金諮詢、仲介業務、移民業務諮詢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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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律師、專利師工作
律師-具中華民國律師、外國法事務所律師

專利師-具備中華民國專利師資格

※A07 技師工作 取得技師法所定中央主管機關核發之執業執照

※A08 醫療保健工作

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醫事專門職業證書之醫師、中醫師

、牙醫師、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護理師、營養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語言

治療師、聽力師、牙體技術師、助產師或驗光師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內容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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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9 環境保護工作 人才訓練、技術研究發展、污染防治機具安裝、操作、維修工作

*A10
文化、運動及休閒

服務工作

出版事業、電影業、無線有線及衛星廣播電視業、藝文及運動服務

業、圖書館及檔案保存業、博物館、歷史遺址及其他文化資產保存

機構、休閒服務業等相關工作

*A11 學術研究工作 專科以上學校、依法核准立案之學術研究機構或教學醫院

*A12 獸醫師工作
獸醫師之執業機構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內容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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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製造業工作
經營管理、研究、分析、設計、規劃、維修、諮詢、機具安裝、技術指導

等

A14 批發業工作 經營管理、設計、規劃、技術指導等

A15 其他工作

1.專業、科學或技術服務業之經營管理、設計、規劃或諮詢等

2.餐飲業廚師

3.公司法人設立之短期補習班廚藝教學工作
以投入批發及零售業(A14)就業人次最高，其次為製造業(A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A15)

參、外國人在臺工作相關規定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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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提醒

工作內容需具專業技能，如從事經營、管理、指導、諮詢、設計等內容

未核准庶務行政人員

飯店及餐廳，未核准外場人員，廚師需為二廚以上

運動指導對象，須為選手或種子教師，非一般民眾、學員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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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國專業人員來臺工作許可之受理單位

受理單位 受理類別

勞動部 外國專業人員(A-G類)、特定專業人才、僑外生

科技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外國專業人員-專門性技術性(A類人員)（受勞動部委託）

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局 外國專業人員-專門性技術性(A類人員)（受勞動部委託）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港局 外國專業人員-專門性技術性(A類人員)（受勞動部委託）

交通部 外籍船員(商船、工作船及交通部特許船舶之船員)

教育部 外國專業人員-外籍教師

內政部 就業金卡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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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自103年7月3日起配合國發會送行政院核定之「強化優秀僑外生留臺工作行動計畫」

一般資格：

具碩士或學士學位而有2年工作經驗

者、取得專技證書者、服務跨國企業

滿1年經調動者、自力學習具5年工作

經驗而有創見者

月薪資4萬7,971元

雇主資格：

符合聘僱專技各工作類別雇主條件

實施前 實施後

評點、配額機制：

我國大學畢業僑外生，經8項評點、總

點數190點，70點即可取得聘僱許可

 110年配額人數3,500名

雇主資格：

符合聘僱專技各工作類別雇主條件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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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表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配點 自評 審核

1. 學歷 (為必勾選項)

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

學士學位

30

20

10

□

□

□

□

□

□

2.聘僱薪資

NT$47,971元及以上

NT$40,000元~ NT$47,970元

NT$35,000元~NT$39,999元

NT$31,520元~NT$34,999元

40

30

20

10

□

□

□

□

□

□

□

□

3.工作經驗 2年及以上
20

10

□

□

□

□

4.具擔任該職務資格 具有企業所需各該職務特殊專長能力者 20 □ □

5.華語語文能力

「流利」等級以上

「高階」等級

「進階」等級

30

25

20

□

□

□

□

□

□

6.他國語言能力
具有華語以外之2項及以上他國語言能力

具有華語以外之1項他國語言能力

20

10

□

□

□

□

7.他國成長經驗 具有於他國連續居留6年以上之成長經歷 10 □ □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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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合格點數：70 合計Total 點 點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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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講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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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外生學位畢業證書影本。

以最高學歷得點。碩士學位 20

學士學位 10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2.聘僱薪資

47,971元及以上 40 雇主與僑外生簽妥之勞動契約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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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元~47,970元 30

35,000元~39,999元 20

31,520元~34,999元 10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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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講析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3.工作經驗

2年以上
20

僑外生國內外專職工作之經驗證明
影本。需與擬申請工作相關。需由
曾聘僱過之雇主開立，履歷表不採
認。

1年以上未達2年 10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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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擬申請工作相關之專業訓練、修習課程、技能
檢定、創作著作比賽得獎專利等證明。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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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講析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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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僑外生華語文能力測驗「進階」以上等級之證明文件影
本。
2.僑外生曾學習華語文具有下列證明文件影本之一：
(1)在臺就學期間修習國文（中文）課程之成績證明：
a流利： 80 分以上。
b.高階： 70 至 79分。
c.進階： 60 至 69分。
(2)學習華語（中文）時數證明文件：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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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 小時以上。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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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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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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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講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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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國護照採認，其護照國官方語言採認具1項他國

語言；如該國為複數官方語言，亦僅採認具1項他國

語言，如需認定2項以上他國語言，則需另檢附其他

語言之檢定證明或修習時數證明。
具有華語以外一項
他國語文能力 10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7.他國成長經驗

具有於他國連續居留六
年以上之成長經驗

10
僑外生護照影本。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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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點講析

評點項目 內容及等級 點數 應備文件及說明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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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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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符合卓越中堅企業或潛力中堅企業之資格。
2.在臺設立營運總部之企業（企業營運總部認定函）。
3.在臺設立研發中心之企業（執行單位核定函。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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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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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證明文件於申請日仍應為有效文件。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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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流程-網路申辦

 透過「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
(網址：https://ezwp.wda.gov.tw)申請

 申請應備文件完備下，自本部收受案件
次日起7個工作日審核完成

 申辦網首頁已備有中英文版操作手冊及
教學影片等連結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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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流程-書面送件

由專人送至機關收件櫃台辦理。

利用掛號郵寄申請，郵寄地址：100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39號10樓，

收件人註明：勞動力發展署（申請聘僱外國專業人員）收。

自本部收受案件次日起12個工作日審核完成

書面送件所附相關資料係為影本者，應加註「與正本相符」之文字，並加

蓋申請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參、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許可
-- 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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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查詢資訊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EZ Work Taiwan Website 

(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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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查詢資訊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諮詢電話
02-89956000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查詢及文件下載資訊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官網 WWW.WDA.GOV.TW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EZ Work Taiwan) -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資訊專頁
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建置 https://foreigntalentact.ndc.gov.tw/

http://www.wda.gov.tw/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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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中央有關機關聯合訪視僑外生（含港澳生）活動

僑外生就讀期間工讀、畢業留臺工作

宣導事項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申請對象

就讀我國公、私立大專院校之外國留學生或高中以上學校
之僑生及其他華裔學生，課餘工讀依規定應申請工作許可

許可期間、工讀時數

工作許可有效期間最長6個月，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
每星期以20小時為限

課餘工讀應申請工作許
可

罰則

未取得工作許可即工讀，依規定可處新臺幣
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

※提出工作許可申請不代表就可以開始工讀，應於申請案
經勞動部許可並核發工作許可函後，才可以開始工讀！



申請期間、核配數
額110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止，共3500名

核配數額

僑外生經評點學歷、語文能力等8評點項目並取得70點
以上，即得由雇主申請在臺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

大學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制

評點文件免驗證

僑外生評點制各評點項目之申請文件，
不須我國駐外館處之驗證，申請工作更快
速！
應備文件再簡化

勞動部109年6月11日公告「他國語言能力」及「他國成長經驗」
評點項目之應備文件，基於簡政便民，簡化以外國護照影本採認



工作許可線上辦，申請工作好便
利
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申辦網
https://ezwp.wda.gov.tw 

工作許可線上辦，申請工作好快速

網路傳輸方式申請，審查天數為7個工作天

申請方式及查詢資訊

申辦工作遇問題，線上客服協助
您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資訊一把罩

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
https://ezworktaiwan.wda.gov.tw

申辦網服務專線：0800-881-339、(02)2380-1720
專人諮詢專線：02-89956000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

2022年國內大學畢業(含應屆)之
僑生及港澳生
申請碩、博士班

報名日期：11月1日至12月15日



在臺僑生及港澳生報名研究所資格及管道

在臺灣地區大學取得學士或碩士學位
(含應屆畢業)之僑生或港澳生

自行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
（推薦甄試或考試）

海外聯招會

錄取後可擇一管道入學

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14條」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12條」

依國內學生錄取標準辦理

檢具簡章規定文件
(如報名表、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
歷年成績單、各校規定之審查資料)
由本會依其志願轉請申請學校審核
通過後辦理核定分發

各校辦理單獨招生



海外聯招會 V.S 自行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推薦甄試或考試）

僑生/港澳生專屬
外加名額

名額使用 本地生名額

依各校規定備審資料
(如自傳、讀書計畫、推薦函等)

報名方式
資料審查或

面試或參加筆試

至多4個志願
(平均錄取志願序1.47)

志願數量
自行向學校
提出申請

免報名費
(惟部分志願校系收取審查費
NTD500- NTD 1000不等)

費用比較
依各校規定收費

(NTD500- NTD 1000不等)

依招生名額、各校審查結果及選填志願序
統一分發

(平均錄取率達8成)

錄取標準 依國內學生錄取標準辦理

海外聯招會研究所V.S自行報考研究所入學考試

兩個管道得同時申請





謝謝聆聽

歡迎同學報名海外聯招會研究所
報名時間:11月1日至12月15日

「海外聯招會-研究所專
區」

不漏接研究所最新資訊，歡迎加入海外聯招會FB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New Southbound Health Center

◂ 110學年度中央有關機關

◂ 聯合訪視僑外生(含港澳生)活動

臺大醫院 家庭醫學部

中區：11月19日(星期五) 林敬偉醫師
南區：11月26日(星期五) 林愷容醫師
北區：12月01日(星期三) 詹博雅醫師



新南向政策

主要目的

•促進臺灣和東協、

南亞及紐澳等國家

的連結，與新南向

國家創造互利共贏

的新合作模式。

四大工作主軸

•經貿合作

•人才交流

•資源共享

•區域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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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背景介紹

• 近年來我國與新南向國家因觀光、教育、文化等交流日趨頻繁，已面
臨更多民眾跨境、跨區域傳染病預防保健的需求，衛福部疾管署委請
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成立「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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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前後體檢

了解自身健康情形
健康問題的持續追蹤

慢性病管理

慢性處方之取得
疾病的連續性照護

急性疾病備藥

於海外期間，
第一時間自主健康管理

疫苗施打

出國前，提升對當地
常見傳染病之保護力

海外就醫

生病時，快速搜尋
海外合適就醫之院所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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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官方網站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官方網站
HTTPS://WWW.NEWSOUTHHEALTH.ORG.TW/
◂ https://www.newsouthhealth.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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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網中心動態以及COVID-19專區

◂ 提供即時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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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卡專區 (多國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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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 Hotline

電 話：02-23123456 
#66607

Skype：newsouthhealth

Mon. – Fri.   9AM~5PM

諮詢信箱 E-MAIL

newsouthhealth@gmail.com

新南向人員健康特約諮詢門診

Clinic appointment & healthconsultation

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諮詢管道
New Southbound Health Center - Services Provided

線上諮詢表單

Contact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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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國語言三方通話諮詢專線

英語、泰語、越南語、印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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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Facebook Fan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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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人員健康服務中心

Instagram



謝謝您的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