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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9時 00分 

貳、開會地點：高雄商務會議中心商道廳（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 3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請問勞動部公告的契約範本，雇主與外勞的部分，可以使用電腦

做勾選嗎?還是只能使用填寫的? 

        答：契約中的內容應與雇主和外勞協議，只要雙方同意不論是電腦勾

選或是現場填寫皆可。 

柒、散會：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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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2-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3日（星期二）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高雄商務會議中心商道廳（高雄市前鎮區中山二路 5號 3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外籍勞工不願意簽署終止委任，並且已離境，也無法寄存證信函

給該外籍勞工時該如何?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回覆： 

一、依附表 1「三、顧客服務 1.服務週期及項目」指標項及操作

手冊規定，略以服務週期係指外籍勞工入境日(或轉換雇主之

日、工作起始日)起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或終止委任或終止

服務日）止，仲介機構為雇主或外籍勞工提供服務之帄均週

期（採足月計算）。 

二、依上，評鑑委員檢視 10人名單之契約資料及服務紀錄時，仲

介機構提供與外籍勞工之終止委任、外籍勞工離境資料或外

籍勞工接受有關單位容留之證明，即可作為其服務紀錄檢視

之末點，並據以計算服務週期。 

三、另有關仲介機構與該外勞委任契約是否存續及有效，仍應依

民法及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問：外籍勞工被勞工團體收留，也不願意簽終止委任該如何?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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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回覆： 

回覆內容，同上題。 

    三、問：提供雇主及外籍勞工資訊，通常都是使用 Email的方式，但一般            

外勞不會使用 Email，可否直接都寄給雇主尌好? 

        答：建議外勞的部份可使用其它的方式提供資訊。  

    四、問：雇主聘用之外籍勞工，若受評年度中有多批期滿續聘之外籍勞工，

在聘函核發下來的許可日到工作期始日都可以重新提供給雇主交

工資訊，在第一批期滿續聘外勞籍工聘函核發下來時已重新交付

相關文件給雇主相關資訊了，請問下一批期滿續聘之外籍勞工續

聘函核發下來時，仲介機構仍需要再次提供雇主交工資料嗎? 

答：可提供該年度第一次續聘函核發後重新交付雇主相關文件之證明，

則該年度而後再核發續聘時可不用重新交付雇主相關文件，若因部

分法規已修改，應使雇主及外籍勞工得知最新資訊，建議重新簽署

紀錄表及交付相關資料。 

    五、問：如果 107年 12月勞工局有罰款了，在 108年 3月停牌，這樣子在

107年尌會被扣分了嗎? 

答：依據勞動部仲介查詢系統上的日期做判斷，如果處分時間為 107

年，當年度的評鑑在違規處分項目依規定扣分。 

柒、散會：16時 45分。 

 

  



 

4 

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3-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4日（星期三）9時 00分 

貳、開會地點：高雄縣工業會職訓中心（高雄市新興區和帄一路 199號 8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評鑑指標說明以後可以提前一年告知嗎? 

答：勞動部今年已經有邀請前一年設立的仲介公司來參加說明會了。 

柒、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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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4-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5日（星期四）9時 

貳、開會地點：高雄縣工業會職訓中心（高雄市新興區和帄一路 199號 8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非勞工行政活動的照片，上面一定要有日期嗎? 

        答：不一定，如果有其它內容可顯示為 107年的活動也可認列，例如

活動紅布條或活動海報。 

柒、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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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5-桃竹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6日（星期五）9時 

貳、開會地點：老 K舒眠文化館國王演藝廳（桃園市新屋區梅高路三段 97號 2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在 107年 12月 17日搬家，許可證上面已經換發成新地址，請問

雇主委任和外籍勞工委任需要重新簽嗎? 

        答：不需要，建議要通知雇主和外籍勞工搬家的訊息。 

    二、問：請問非勞工行政部分，是每一個項目都要有案例嗎? 

        答：沒有，請提供 107年度有處理的案例即可。  

    三、問：緊急連絡卡的部分，仲介機構地址或是名稱，如果使用拼音的可

以認列嗎? 

        答：可以，但標題的部分必須翻譯成母語。 

柒、散會：12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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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6-桃竹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6日（星期五）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老 K舒眠文化館國王演藝廳（桃園市新屋區梅高路三段 97號 2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紀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副總沒有投保在公司，可以簽主管部分嗎? 

        答：可以，但必須列在從業人員名單上。 

    二、問：逃逸的外籍勞工，仲介公司主動去查獲並尋找回來，是否可在入

境 180天內行踨不明逃逸人數中扣除該人數，不予扣分? 

        答：該外籍勞工仍會列計在行蹤不明人數中。 

    三、問：廠工的服務簽到表，可以使用工廠版本的簽到表嗎?  

        答：可以。 

    四、問：如果外籍勞工行蹤不明，但一個月內回來，有撤銷行蹤不明，這

會扣分嗎? 

        答：不會，若是有列計到逃逸人數時，請提出佐證。 

    五、問：連續兩年都拿 A，如果不幸被罰款，是不是一定會被拉回評鑑? 

        答：是的。 

    六、問：在指標檢視的文件中，有什麼地方一定要壓指紋? 

        答：指標檢視的文件中並未要求壓指紋，只需要親簽即可。 

柒、建議事項： 

    一、外籍勞工逃逸，如果協尋並將外籍勞工查獲回來，這部分可以不要扣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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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回覆： 

一、 本指標係課予仲介機構於外國人入國前後善盡招募選任及關懷服

務之義務，達到有效管理及減少外國人發生行蹤不明情事之目的，

以促進社會安定，爰以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比率作為本指標計分檢核

基準。 

二、 考量外籍勞工已發生行蹤不明情事，本指標係督促仲介機構善盡事

前之招募選任或關懷服務，以避免影響雇主權益及形成社會成本，

爰後續查獲之行蹤不明之外籍勞工不予排除行蹤不明人數。 

三、 惟為鼓勵仲介機構有積極協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故本指標已規定

有相關協尋措施即可得 1 分(未有鼓勵、協尋行蹤不明外籍勞工投

案措施，無論行蹤不明比率本項指標均不予計分)。 

捌、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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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7-桃竹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29日（星期一）9時 

貳、開會地點：桃園市工業會訓練教室（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332號 11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如果變更公司名稱(統編一樣)或地址，會影響到合約嗎? 

        答：不會，建議要通知雇主及外籍勞工。 

    二、問：如果電訪的資料，可以使用電腦輸入嗎? 

        答：可以。 

    三、問：服務紀錄表的內容，雇主和外籍勞工可以寫在同一張服務紀綠表

嗎? 

        答：可以，清楚表示即可，讓委員可以檢視出服務紀錄中服務雇主及

服務外籍勞工各自其服務的內容為何。 

    四、問：如果沒有發生異常事件，處理紀錄表也要備置空白表單嗎? 

        答：是的。 

柒、散會：16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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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8-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4月 30日（星期二）9時 

貳、開會地點：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號 3樓之 2）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被看護者往生，外籍勞工被帶回仲介機構安置，請問安置期間 

            仍要做服務紀錄嗎? 

         答：服務紀錄是依聘函的時間來檢視的，所以還是建議定期做服務。 

    二、問：滿意度調查的獎懲是否一定要在當年度做? 

        答：是的。 

    三、問：如果是廠工類的外勞可能有二、三十名，請問服務紀錄表上的外 

            籍勞工名字要怎麼提供? 

        答：服務紀錄表上可以檢附清冊，以供委員檢視即可。 

    四、問：廠工服務紀錄表上簽名是不是每位外籍勞工都要簽? 

        答：如果是以開會的方式，只需要參加會議的外籍勞工代表簽名，及

翻譯會議紀錄並公告，讓未參與會議之外籍勞工知悉。 

    五、問：雇主跟外籍勞工的合約有做修改，該如何修正? 

        答：事業類的雇主，請在修改處雙方蓋大小章，家庭類的雇主或是外

籍勞工，雇主及外籍勞工請在修改處簽名，則仲介機構蓋大小章，

合約一式兩份都需要修改。 

柒、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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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9-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2日（星期四）9時  

貳、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勞工中心演藝廳（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9號

10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返鄉未歸算行蹤不明嗎?是否需要做異常服務紀錄? 

        答：不算。不需要，建議可以在非勞工行政服務內裡做紀錄。 

    二、問：聘函 107年核可，工作起始日在 108年，請問此份資料需要做檢

視嗎? 

        答：若十人名單抽選到的話，可不用檢視並請委員當場重抽，但仍會

列計為外籍勞工總人數。 

    三、問：第一次交工的交付紀錄表，雇主可以用蓋章的嗎? 

        答：簽名或蓋章都可以。 

    四、問：請問 12年加 2年的外籍勞工聘可會抽取到嗎?仍要作服務紀錄嗎? 

        答：會，抽取名單是依勞動部核發雇主申請之聘僱許可為基準。您仍

要服務該外籍勞工，請您將服務內容作成紀錄。 

    五、問：若是廠工類外籍勞工自行要求轉出，請問是否也要作雇主異常的

勞資爭議? 

        答：是的。 

柒、散會：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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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0-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2日（星期四）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勞工中心演藝廳（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9號 10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續聘的聘可案件，該如何檢視? 

        答：續聘案件分三種類型： 

1.106年核發聘可，工作起始日為 107年，今年則不用檢視。 

2.107年核發聘可，工作起始日 107年，要檢視，服務紀錄依工作

起始日開始檢視。 

3.107年核發聘可，工作起始日 108年，今年則不用檢視，若抽取

到則當場重抽。 

    二、問：請問抽選名單是依核發函上的收文日為依據嗎? 

        答：依照核發聘函上說明 1的收文日期來判斷，如果是在 107年則為

抽選的名單。 

    三、問：外籍勞工若是終止委任，需有要點交清單嗎? 

        答：不用。 

    四、問：續聘三個月內跑掉會列計到行蹤不明的人數中嗎?  

        答：不會。 

    五、問：返鄉未歸算行蹤不明嗎? 

        答：不算。建議可以在非勞工行政服務內裡做紀錄。 

    六、問：行蹤不明三天已經通報了，可是第四天回來還算嗎?可以不列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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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逸的名單內? 

        答：若是在一個月內回來，並有撤銷行蹤不明，則不會列計入境 6個

月逃逸人數中。 

    七、問：委任服務契約簽訂日可以在續聘日之前嗎? 

        答：可以。 

柒、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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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1-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6日（星期一）9時 

貳、開會地點：新北市三重勞工中心演藝廳（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 1段 9號 10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請問何時開始評鑑? 

        答：從六月初。 

    二、問：滿意度調查是指? 

        答：是勞動部另案委託的。 

    三、問：兼職人員一定也要投勞保嗎? 

        答：評鑑指標中只有雙語人員要保勞保。 

    四、問：請問續聘的收文日下來了，如果後來又不續聘了還會列計在外勞

總人數中? 

        答：會。 

柒、散會：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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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2-北區附表二、三）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6日（星期一）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號 3樓之 2）  

參、主持人：林佳葦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申訴單或是員工離職單有沒有範本可以參考? 

        答：沒有公版的表單，請依評鑑指標規定自行製作。 

    二、問：請問若公司只有一人要如何作員工訓練? 

        答：可以參加外部訓練課程，教育訓練內容可依據經營型態之不同，

包含該產業須具備之專業知能皆可列計教育訓練內容，並留存相

關紀錄即可，例如移民署或是各縣市政府舉辦尌業服務法課程。  

   三、問：若是以 FB、LINE@及 linkedin發送資訊給求職人，大量發送，可

以認列有提供資訊嗎?(無法提供發送資訊名單的清單亦無法提

供求職人有讀取的資訊的證明，可提供委員做檢視。)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回覆： 

查本指標規定目的係為促使仲介機構主動並定期提供本國人（求

職人）法令規定、尌業情報及海外尌業相關之資訊。考量網路科

技與社群媒體發達且已成民眾獲取資訊之主要趨勢，如仲介機構

以社群媒體推播訊息方式提供尌業服務資訊，仍可達到暢達資訊

之目的，自無不可。惟仍應提具證明確有利用社群媒體提供資訊

之相關佐證資料，俾利評鑑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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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問：本國人的客戶或求職者合約都用電子簽章，是否可以不附正本合

約?煩請確認認定的標準。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回覆： 

一、依尌業服務法第 40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私立尌業服務機

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尌業服務業務，不得有辦理仲介業務，

未依規定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書面契約』之情事」屬要式

規定；復依電子簽章法第 6條規定：「文書依法令之規定應

以『書面』保存者，如其內容可完整呈現，並可於日後取出

供查驗者，得以電子文件為之。」 

二、故如仲介機構係採電子文書方式與雇主或求職人簽訂契約者，

按電子簽章法第 6條規定，依法應以書面保存者改以電子文

件為之者，其前提須可完整呈現內容及可取出供查驗，依此，

仍應提供契約正本以供查驗。 

    五、問：寄送職缺訊息給求職人，但通常都是採大批寄發並非個別寄送特

定人選，提供委員檢視時需要搜尋時間無法立即提供，是否有認

定疑義。 

        答：仲介機構以郵寄方式提供資訊給雇主以及外國人或本國人（求職

人）資料可由大宗郵件單或掛號單認定。E-mail方式提供資訊，

最少需提供該次資訊發送後電腦中之寄件備份並證明該 E-mail 

address確屬於該雇主以及外國人或本國人（求職人），上開資訊

於實地評鑑時能確實提供委員檢視即可認定本項分數。 

    六、問：與求職人簽訂的委任書，因正本有個資問題，皆都掃描存在系統

中，為一個人選一個編號，而掃描檔非正本，是否可行? 

        答：否，請提出正本之服務契約供評鑑委員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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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問：在簽署合約時仲介機構負責人無法蓋章(外商公司以簽名方式)，

請問簽名者可以授權給財務長嗎?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回覆： 

一、依民法第 3條第 2項規定「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

簽名生同等之效力。」故蓋章與簽名具有同等效力。 

二、另外國公司可透過授權任何具有行為能力之人或是法人方式

簽約，授權書應以「公司名義」授權，並宜於授權書應蓋公

司大、小章，另被授權之代表宜提出具相關證明文件，並於

契約以適當文字表示授權代表之意思。 

    八、問:指標項目違規處分中，〝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工作〞，此工作係指?若仲介求職人至國外合法之賭場工作(擔

任荷官或調酒師)是否有違反該指標項目? 

        答：將請示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回覆： 

一、仲介本國求職人至合法賭場工作，是否違反尌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項第 7款「仲介求職人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之工作」規定，按公共秩序，係指國家或社會所制定之行為

準則，為國家及社會共同生活之要求；善良風俗，指社會之

一般道德觀念。又「公共秩序」應視社會環境、工作內容及

相關公眾認知而定；是否違反「善良風俗」則應視是否有散

布犯罪、暴力、恐怖主義、叛亂或擾亂社會秩序之虞，或冒

犯國家民族尊嚴、宗教尊嚴、特定社會族群或團體尊嚴、特

定人尊嚴等，以及是否使人心生恐怖或提倡迷信，影響身心

健康或敗壞風化、淫穢、粗鄙不雅之語言或圖形等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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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以，仲介求職人至合法賭場工作是否違反該款規定，仍應

依個案具體事實及各國相關綜合因素判斷，並由地方主管機

關予以審認之。 

三、依上，如地方主管依法裁處仲介機構，則仲介機構之評鑑成

績則依指標規定予以扣分。 

柒、建議事項： 

一、尌專人員配分比例太高，建議做調整。 

主辦單位回覆： 

將錄案於未來修正其他指標時，配合整體配分情形一併通案調整。 

捌、散會：16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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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3-中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7日（星期二）9時 

貳、開會地點：台中縣工業會訓練教室（台中市豐原區東仁街 138號 6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在檢視十人名單之資訊建檔部分，是十個全部都會查看嗎? 

        答：是的。 

    二、問：請問一下工廠類之外籍勞工怎麼抽選? 

        答：勞動部是隨機抽取，故同一個雇主有可能抽到多個外籍勞工。 

    三、問：請問上半年度有引進印尼籍外籍勞工，但上半年度卻沒有聘僱印

尼籍的雙語人員，在下半年度才有聘僱印尼籍的雙語人員，可以

列計嗎? 

        答：只要該雙語人員有勞保投保資料、至少具一年效力之聘僱契約及

下半年之服務紀錄則可列計一名雙語人員。 

    四、問：何時會通知評鑑? 

        答：會在一~三週前會寄發通知。 

    五、問：一個專業人員配五個從業人員，如果我只有兩個專業人員是不是

在填寫從業人員名冊時尌只能列十個從業人員? 

        答：請按照實際人數填寫。 

    六、問：雙語人員是計時人員，如果是之後才加保，前面的服務紀錄可以 

            簽名嗎? 

        答：可以。計時之雙語人員任職於該公司時仍要列計為該公司之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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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 

    七、問：外籍勞工在機場逃逸，但聘僱許可是雇主自己送的，還會算在仲

介機構的逃逸人數嗎? 

        答：不會。 

    八、問：請問參加今天的說明會能否視為一次外訓證明嗎? 

        答：不能列計。 

柒、散會：16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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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4-中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8日（星期三）9時 

貳、開會地點：台中縣工業會訓練教室（台中市豐原區東仁街 138號 6樓）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請問雇主把相關文件都拿走了，委員在檢視時應該如何? 

        答：請跟雇主將評鑑相關的文件拿回來，如果是公司業務帶出去的， 

           也要請他們繳回。 

    二、問：如果 1955有申訴，在評鑑的時候會不會被特別標示? 

        答：不會，但請依申訴的內容，作相關的處理紀錄表，以供委員作檢

視。 

    三、問：請問雙語人員也有在別家仲介擔任雙語服務，請問可以重複兼職

嗎? 

        答：可以。 

柒、散會：16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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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5-中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9日（星期四）9時 

貳、開會地點：逢甲大學中科校區科研大樓（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951號 4

樓 A401）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雇主在 106年 12月辦理續聘，續聘起始日是 107年 2月 3日，而

受照顧者是在 107年 1月 5日往生，緊急幫外籍勞工做轉出，轉

出日在起始日之前，請問如果抽到這個案件，該如何? 

        答：若續聘函核發日期在 106年，今年並不會抽選到，但 107年受照

顧者死亡，請提供您的異常處理紀錄表供委員檢視。 

    二、問：雇主委託仲介引進外籍勞工，引進之後尌與仲介公司解約了，若

三個月內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請問該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會列

計在仲介公司人數中嗎? 

        答：因聘僱是仲介公司送的，雖雇主以及外籍勞工已和仲介公司簽訂

終止服務契約書，但仍會列計。建議向勞動部作舉證，證明發生

外籍勞工行踨不明時已終止委任，勞動部會做後續處理。 

    三、問：服務紀錄表可以用電腦影印，請問內容也可以用電腦打嗎? 

        答：原則上是可以，但按照邏輯性，如果是電訪可以用電腦打，如果

是親訪建議使用手寫，現場紀錄雇主及外籍勞工的問題及處理方

式。 

    四、問：終止契約還有訪視紀錄表的日期，西元和民國年都可以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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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可以。 

    五、問：請問指標所指的表單只要寫簽章，是要簽名加蓋章嗎? 

        答：簽章是指簽名或蓋章都可以。 

    六、問：107年入境，但在機場行蹤不明也算行蹤不明嗎? 

        答：算。 

   七、問：106年入境，從別的公司承接，在 180天行蹤不明，這樣會列計嗎? 

       答： 若該外籍勞工係屬於 107年度仲介機構為雇主申請聘僱許可（初

次、重招、遞補、承接，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收文日期為 107年 1

月 1日至 107年 12月 31日止）且經核准者；又該外籍勞工在 107

年發生行蹤不明且於入國 180天內發生，則會計入 107年度行蹤

不明人數中。 

    八、問：請問今年檢視的指標有那裡需要再注意? 

        答：今年不一樣的地方在線上申辦率，比例比去年來的嚴格；第二個

是緊急電話聯繫卡，之前是要求所有的內容要母語，這次只要求

標題要翻譯成母語，其他內容部分可以用拼音、英文或是母語；

再來尌是終止委任的部分，如果無法要到簽名，可以寄存證信函；

最後是一人公司條款，如果只有一人公司之負責人擔任雙語尌不

用保勞保。 

柒、散會：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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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6-中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9日（星期四）13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逢甲大學中科校區科研大樓（台中市西屯區東大路一段 951號 4

樓 A401） 

參、主持人：謝堯凱                 記錄：周上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請問專業人員如何認列? 

        答：仲介機構當場提出之尌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正本為準（107 年 12

月 31日前到職，且 107年 12月 31日仍在職者；若於 108年實地

評鑑日前離職者，請提出該人員證書影本），並請提供該尌業服

務專業人員於仲介機構從事相關業務之佐證資料。 

    二、問：種子師資的教育訓練是指什麼? 

        答：參加外部訓練同仁擔任內部講師，利用教育訓練講授給公司其他

同事知悉，並做成教育訓練紀錄。 

    三、問：是否只要提供 107年度的服務紀錄即可? 

        答：是，只檢視當年度相關資料，但有比較特殊的，如果你的案件發

生在年底，有需要後續追蹤的話，可能延伸到 108 年，如果委員

要檢視貴公司是否有作後續追蹤時，請出示相關文件。 

    四、問：如果雙語人員是外籍新娘，可以直接看勞保投保證明即可? 

        答：認列指標雙語服務之雙語人員時，該雙語人員須符合有勞保投保

資料、至少具 1 年效力之聘僱契約(可以簽開口約)、雙語人員服

務紀錄，三種都要有才能列計為雙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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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問：留職停薪，需要教育訓練嗎?仍要列計從業人員? 

        答：以從事尌業服務的時間來做認定，若整年都留職停薪且並未從事

尌業服務業務時，則不用教育訓練且從業人員名單也不用列入。 

    六、問：入境在機場行蹤不明，也算逃逸嗎? 

        答：也算。 

    七、問：106年度的雙語人員，做到 107年的三月，五月的時候又請了一位

雙語人員，請問 106 年度的雙語人員需要寫入從業人員名單裡面

嗎?  

        答：因為 107年該雙語人員仍有服務，請列入從業人員名冊中。 

    八、問：如果公司切結不接受評鑑的話，之後會怎麼樣? 

        答：依據勞動部於 107 年 12 月 26 日修正發布「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

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第九點：仲介機構有下列情

事之一，經本部通知限期接受評鑑，仍未能於評鑑期間接受評鑑

者，其申請重新設立許可時，將依據私立尌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不予許可。 

柒、散會：16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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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私立尌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仲介服務品質評鑑 

評鑑說明會會議紀錄（場次 17-北區） 

壹、開會時間：108年 5月 10日（星期五）9時 

貳、開會地點：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號 3樓） 

參、主持人：周上婷                 記錄：林佳葦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冊 

伍、評鑑指標、分項說明及評鑑執行流程簡報 

陸、綜合座談： 

    一、問：資訊週期，提供大宗郵件單，郵件單上面不會有雇主的名字，這 

            樣也可以嗎?因為我們是寄帄信。 

        答：大宗郵件單上面通常會有相關資料，例如:郵寄份數、金額，請仲

介機構自行製作郵寄對象的名冊，及郵寄資料的內容為何，以供

委員檢視。 

    二、問：A公司一月份引進甲外籍勞工，二月份釋出給 B公司承接，請問

180天內行蹤不明人數算 A公司還是 B公司? 

        答：依據甲外籍勞工最後一次之聘僱許可由那家公司申請為計算標準。

若 B公司幫甲外籍勞工重新申請新的聘僱許可函，則行蹤不明人

數列計在 B公司。 

    三、問：107年度的教育訓練，負責人也是從業人員，一樣要接受教育訓練，

送工時的服務紀錄也一定要寫嗎? 

        答：送工時要填寫交付紀錄表，但第一次交工紀錄表，不能列計一次

服務紀錄。 

    四、問：提供雇主及外籍勞工資訊，提供季刊在委員檢視時只提供一份可

以嗎? 

        答：可以，如果是交付的話，通常是跟服務的時候一起去，可以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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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紀錄表裡面作紀錄，註明是提供那月的月刊，附件留底一份讓

委員可以做查證尌可以。 

    五、問：針對期滿的外籍勞工以及行蹤不明的外籍勞工，若離境的話需要

簽終止委任契約書嗎? 

        答：期滿離境前 14天，我們都視為是期滿離境，不用簽，如果早於 14

天離境，尌需要簽終止委任。 

    六、問：訪視看護工，可能會同時訪視雇主，請問服務紀錄表可以寫在同            

一張上嗎? 

        答：可以，委員會依服務紀錄的內容來判別是服務雇主還是外籍勞工。 

    七、問：服務紀錄的部分，如果行政人員帶外籍勞工去做體檢，這可以列

入嗎? 

        答：可以。 

    八、問：指標雙語服務的認列標準中的服務紀錄是指什麼? 

        答：為外籍勞工提供服務所作的紀錄，服務紀錄的下方都會有雙語人

員簽名，請檢附一兩份服務紀錄供委員檢視。 

    九、問：評鑑的時候，公司內部人員需要誰在場呢? 

        答：建議是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在場，如果委員詢問非勞工行政、申訴

或異常的相關服務紀錄表單時，由業務承辦人員來回答會比較清

楚。 

    十、問：請問一下受評機構意見表，是要當場填寫嗎? 

        答：是。如果委員在解說不給分項目時針對指標見解有疑義時，請現

場填寫受評機構意見表，並佐證相關文件給隨行人員一併帶回。 

    十一、問：提供資訊週期為每三個月一次，如果我一月做服務，四月才會

寄出，但在這期間外籍勞工行蹤不明或轉出了，請問仍需要郵

寄給雇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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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要。因為仲介公司仍可能持續服務該雇主，除非已跟雇主終止

委任。 

    十二、問：非勞工行政服務，是針對當年度入境還是當年度發生? 

          答：依當年度發生，不管何時入境。 

柒、散會：16時 3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