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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美就業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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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就業服務站

信義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路5段15號11樓
近捷運「象山站」1號出口/信義區行政大樓

02-2729-3138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3樓
近捷運「景美站」1號出口/景行行政大樓
02-2930-2696

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
近捷運「景美站」1號出口/景行行政大樓

02-8931-5334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台北人力銀行

萬華就業服務臺

西門就業服務站

艋舺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8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2308-5230

臺北市萬華區峨眉街81號
近捷運「西門站」6號出口/峨眉停車場1樓

02-2381-3344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	段 77號東
區地下街30	及 33	號店舖
近捷運「忠孝敦化站」

02-2740-0922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1	段77	號東
區地下街30	號店舖
近捷運「忠孝敦化站」

02-2740-0922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3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2308-5231

企業招募服務，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8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2號出口

02-2338-0277

一般求職求才服務，不提供失業（再）認定與職訓諮詢與推介

臺北市萬華區和平西路3段251號3樓
近捷運「龍山寺站」1號出口

02-2308-0236	

頂好就業服務站

銀髮人才就業諮詢站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內湖就業服務站

南軟園區服務臺

企業招募服務，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南港區園區街3號1樓
近捷運「南港軟體園區站」/南港軟體園區F棟聯合服務中心

02-2652-1322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6段99號7樓
近捷運「文德站」／內湖區行政大樓

02-2790-0399

不提供失業（再）認定服務

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17號1、2樓
近捷運「善導寺站」3號出口
或捷運「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

02-2395-8567

北投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近捷運「北投站」/北投區行政大樓

02-2898-1819

臺北車站就業服務臺

僅提供諮詢

臺北市北平西路3號1樓西南區就業服務臺
近捷運「台北車站」/臺北車站

02-2381-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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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8樓
http：//eso.gov.taipei

台 灣 就 業 通 http：//www.taiwanjobs.gov.tw
台北就業大補帖 http：//www.okwork.taipei
市 民 熱 線 1999

洽詢電話：23085231(分機701、702)
傳真電話：23085352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聘前講習流程圖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辦理外國人轉換雇主及接續聘僱作業流程圖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辦理雇主(廠商)申請國內招募作業流程圖

雇主聘僱家庭看
護工及家庭幫傭

承接外國人

適用對象
家庭類雇主第1次聘僱外國人，且外國
人自105年7月1日起入國或接續聘僱者

臨櫃講習
1.  採預約方式至

臺北市就業服
務處參加講習

2.  依預約時間講
習，現場核對
身分（請攜帶
國民身分證、
駕駛執照或全
民健康保險卡
等身分文件）

★雇主得委託代理人代為參加講習，且應符合下列親等如下:

一、 代理人與被看護者之親等關係︰ 
1. 配偶。
2. 直系血親。
3. 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或一親等之姻親。
4. 祖父母與孫媳婦或祖父母與孫女婿。
5. 雇主為被看護者時，受其委託處理聘僱管理事務之人

二、  代理人與被照顧者之親等關係︰與被照顧者具有直系血親或
親等姻親關係

三、 聘前講習網址：https://etraining.wda.gov.tw

團體講習
1.  採預約方式至

臺北市勞動力
重建運用處參
加講習

2.  依預約時間講
習，現場核對
身分（請攜帶
國民身分證、
駕駛執照或全
民健康保險卡
等身分文件）

網路講習
1.  自 行 至 勞 動

部 建 立 之 聘
前 講 習 網 站
（http://etrain-
i ng .wda . gov .
tw），以自然
人憑證登錄後
參加講習

2. 時間無限制

3.  身分檢核（自
然人憑證）

是否完成講習
擇期再

辦理講習

取得序號

辦理完成

雙語人員、機構看護工

一、求才登記表      

二、委託書 

三、負責人身份證影本

四、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許可證影本(雙語)

五、聘僱外勞前國內求才確認書

六、 機構設立證明文件影本、營業稅籍證

明(機構看護工)
（�以上均需加蓋公司（機構）大、小印章）�

外籍幫傭

一、求才登記表

二、委託書

三、 申請人身分證(居留證及護照)影本

四、  申請人及受照顧人雙方戶口名簿影本

五、 聘僱外勞前國內求才確認書

 ★   外國人來華投資專案另附：

一、 公司向勞動部提出聘僱專業人員函

二、申請資格文件

三、主管級之職務證明
�(以上均需加蓋雇主印章)

重大工程暨製造業

一、求才登記申請書

二、聘僱外勞前國內求才確認書

三、 求才登記表

四、  國內求才公告稿

五、 現場徵才報名表

 六、 公司(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營造業或工

廠登記許可證明文件

七、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八、 工業局核准函(製造業)

九、 工程合約書及工程主辦機關或其所委

託監造單位確認求才需求工程及人數

證明文件(營造業)

接續聘僱檢附下列文件

1、申請書。

2、依申請書所列相關文件

※請攜帶正本及影本各1份，正本驗畢退還

外國人轉出

中央核

准轉換

檢附下列文件

申請轉出

1. 申請書。

2.  中央主管機關
廢止原雇主之
聘僱許可，並
限期外國人轉
換雇主或工作
之證明文件。

3.  外國人護照及
居留證影本。

4.  外國人同意轉
換雇主或工作
之證明文件。

1.  本處於每週一、二(9:00-17:00)受理
承接，另每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皆
受理廢止聘僱之外勞轉出申請，審
核後登錄系統資料庫。

2.  請新案承接雇主於資料庫先行遴選
3-10名外勞協調會面談。

3.  請舊案承接雇主於資料庫遴選3-10
名外勞，於每週二12:00前回傳後由
本處安排協調會。

備註：
一、 跨業承接資格：1. 招募許可函。2. 勞動部專案核准者。

二、 接續聘僱申請人或其代理人未出席者，視同放棄當次接續聘僱。

三、 外國人無正當理由不到場者，視同放棄轉換雇主或工作。 

四、 本處網址：http://eso.gov.taipei； 

電話：02-23085230#701、702   傳真：02-23085352

相關表單下載：

請至本處機關網頁 http://eso.gov.taipei 下載

◆ 雙語、機構看護工、外籍幫傭等申請案：

熱門服務>下載專區>申請外籍勞工表單下載

◆ 重大工程暨製造業廠商申請案：

業務服務>外籍勞工服務>重大工程暨製造業申請國內招募

協調會

  1、本處每週四召開協調會。

  2、相關人員準時出席。

 �※如週三停止上班則協調會改週五

協調結果
成立 不成立

轉出期限屆期函請原雇主

協助外勞辦理離境事宜

協調成立新舊雇主及
外勞三方簽切結書，
並 核 發 接 續 聘 僱 證
明，外勞自切結日起
由新雇主承接

週三下午公告出席協調會名單。

※如週三停止上班則週四通知

雇主辦理求才登記後在台灣就業通登載求才廣告

外，可同時在指定之國內新聞紙中選定一家連續

刊登三日。

重大工程暨製造業

廠商參加公辦、自

辦現場徵才

於招募期滿之次日起15日內申請者檢附
相關文件送本處初審。

審核結果 通知補正不予核發

核發求才證明書

主

管

機

關

專

案

通

知

否

不成立

缺件

通過

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