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國專業人才申請來臺尋職簽鼇審查及核痊作業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明定本辦法授權依據。

及僱用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九條第

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外國人具下列條件之一者，得
明定外國人車請尋職簽證之條
件。

向駐外機構申請尋職簽證：

一丶 有工作經驗者，近六個月內之

月平均薪資或報酬不低於中央
,, 

主管機閽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

第八條公告之款額。

二丶 畢業一年內且無工作經臉者，

須為教育部公布之全球排名前

五百大學畢業。

三丶 經外交部會甯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者。

第三條符合前條所定條件之外國人向
明定外國人申請尋職簽證之崽備
文件。

駐外機構申請尋職簽證，應檢附下列

愿備文件：

一丶 尊職簽蹬申請檢核表。

二丶 中華民國簽讒申請表。

三、 外國護照正丶影本。

四 丶 尋職計畫書。

五 、 近六個月內之月平均薪資證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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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學經歷鏹明。

七 、 新臺幣十篙元以上或等值之財

力盛明。

八丶 在我國停留期間之醫療及全額

住院係險證明。

九、 無犯罪紀錄證明。

十丶 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之文件。

第四條駐外機構受理外國人申請尋職
明定外國人申請尊職簽讒實格審
核方式，以私尋職簽證類別丶入

簽證，經檢視應備文件齊全後即予受 境次數及停留期限。

理，並在審查無虞後，由駐外機構核

發三個月效期丶多次入國丶停留期限

六個月之停留簽證。

駐外機構審查後，倘對申請人

之資格有疑義，得轉送外交部，由外

交部轉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協

助審查其實格。

第五條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尋職入出境
碁於衡平，有間香港澳門專業人
才尋職條件準用外國A規定。

許可證之條件及應備文件，準用第二

條及第三條第四款至第十款之規定。

第六條本辦法自本法施，行之日危行。
明定本辦法實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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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職簽證申請檢核表
ROC EMPLOYMENT-SEEKING VISA APPLICATION CHECKLIST 

編號：

姓名
Full name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yyyy-mm-dd) 

國籍
Nationality 

尋職工作類別
Professional 

sector 

應備條件
Conditions 

姓
Surname 

性別
Sex 

統一證號
ID no. 

oM 
oF 

o商業及金融Commerce/finance

D工程及技術Engineering/technology
o學術及教育Academic/education

o文化及藝術Culture/arts
0其他Other

申請者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名
Given name(s) 

護照號碼
Passport no. 

核發日期
Date''of issue 

護照效期
Date of 

expiry 

Applicants should meet one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o有工作經驗者，近六個月內之月平均薪資或報酬不低於中央主管機

關依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款工

作資格及審査標準第八條公告之數額（月平均薪資或報酬高於新

臺幣47,971元）

Employment experience, with an average monthly salary or 

remuneration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that is not lower than the 

amount published by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ccording to the 

qualifications and criteria for foreigners undertaking jobs specified 

under Article 46.1.1 to 46.1.6 of the Employment Service Act, i.e., 

NT$47,971 

口畢業一年內且無工作經驗者，須為教育部公布之全球排名前五百大

學畢業

Graduated within the past year from any of the world's top 500 

universities as listed by the ROC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not yet 

employed 

o經外交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者



應備文件

Required 

documents 

尋職計畫

Deemed otherwise eligible by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following consultations with the central competent authority 

口中華民國簽證申請表

Completed and signed ROC visa application form 

口外國護照正、影本

Passport (with a photocopy) 

o近六個月內之月平均薪資證明（畢業一年內且無工作經驗者，免繳）

Proof of average monthly salary or remuneration over the past six

months (only for applicants with work experi_ence) 

0學經歷證明 ．．

Certificate of highest education level attained and proof ol 

employment 

口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財力證明

Proof of sufficient financial resources (at least NT$100,000 or its 

equivalent) 

口在我國停留期間之醫療及全額住院保險證明

Proof of health and full hospitalization insurance for the entire 

duration of stay in the ROC (Taiwan) 

口無犯罪紀錄證明

Certificate of good conduct 

0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文件

Other supporting documents (if requested ) 

Plan for seeking' 

employment 

主管

備 考

Remarks 承辦人員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外籐人士來臺尋職申請停留簽證手續說明

應繳文件 說明

1簽證申請表 須至「線上填寫申請表」填寫，列印產出具

有條碼之簽證申請表，並親自簽名確認。

2尋職簽證申請檢核表 下載填妥「尋職簽證申請檢核表」並親自簽

名確認

3.6個月內2吋彩色照片2張 背景須以白色為底色

4護照正本及影本 效期6個月以上且須有空白頁

（不含臨時護照、緊急護照）

5提供符合以下條件之證明
,, 

（任一 ）

口有工作經驗者，近六個月內之

月平均薪資或報酬高於新台幣 口近六個月內之月平均薪資證明（畢業一年

47971 元證明 內且無工作經驗者，免繳）

口畢業一年內且無工作經驗者，

教育部公布之全球排名前 500 口學經歷證明
大學畢業之證明

口經外交部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認定之相關證明

6. 財力證明 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或等值之財力證明

7醫療保險證明 在我國停留期間之醫療及全額住院保險證

明

＆無犯罪紀錄證明

9 尋職計畫

10其他視個案要求提供文件 駐外館處視個案要求提供

申聵程序

L 由申請人檢具各項應備文件及簽證規費向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申請停留簽

證人境。

2. 必要時中華民國駐外館處將要求申請人面談。

注意事項

L簽證核發為國家主權行為，中華民國政府有權拒發且無須說明原因。提出

簽證申請者不論是否獲發簽證，已繳之簽證規費依法不退還。

2. 停留簽證規費及美國籍人士申請簽證之相對處理費收費數額，請參考二外

國護照簽證收費數額表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