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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就業服務法 

    1980 年代後期，伴隨著國人所得水準提升與教育普及，勞力密集產業

基層工作開始發生缺工現象，為因應我國就業市場供需資訊與媒合需求，勞

動部在民國 81 年 5 月 8 日立法通過就業服務法，並公布全文 70 條條文(立
法初始)以應經濟社會需求。就業服務法主要規範政府部門就業服務與就業

促進的推動，同時特許私部門得經營就業服務業務，更規範雇主在國內僱用

外國人相關規範。就業服務法對我國產經社會影響極大，自立法以來期間歷

經產業政策、勞動市場多元化發展，以及高齡少子女化嚴峻考驗，就業服務

法及相關的子法不斷地被修定，截至目前就業服務法共增修 17 次。 
    就業服務法共分七章，第 1 章總則(1~11 條條文)、第 2 章政府就業服務

(12~20 條條文)、第 3 章促進就業(21~33 之 1 條條文)、第 4 章民間就業服務

(34~41 條條文)、第 5 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42~62 條條文)、第 6 章罰則

(63~76 條條文)、第 7 章附則(77~83 條條文)。該法雖僅有 80 多條條文，但就

業服務體系與實務相當多元。本章先論述就業服務法制定的目的、介紹公、

私立就業服務組織與服務資源、就業促進相關措施，其餘有關外國人聘僱管

理原則，因適逢相關子法多有修正，暫不在此介紹。 

   

第一節 就業服務法立法目的與就業歧視禁止 

一、立法的目的 

    就業服務法立法的目的，於該法第 1 條開宗明義說明「為促進國民就

業，以增進社會及經濟發展，特制定就業服務法；就業服務法未規定者，適

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該條文敘明除規定就業服務法制定之目的、宗旨及精

神外，其重要機制乃在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才所提供之服務，收集就業市

場之廠商勞動力需求與求職者勞動力供給量與質，以供雙方在供需上獲得

滿足。為達此目的，就業服務法第 2 章規定政府就業服務以設立公立就業服

務機構為中心，第 4 章以許可制讓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在符合法律規定條件

下，經申請獲得主管機關許可者得設立，提供就業市場供給需求的服務。除

立法目的闡明，就業歧視禁止亦為就業服務法重要目標之一。 
 

二、就業歧視 

    何謂「就業歧視」?依勞動部 106 年 4 月 10 日勞動條 4 字第 1060130457
號函1說明，「就業歧視」係指當雇主以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與執行該項特

定工作無關之特質」決定受僱與否或其勞動條件，且雇主在該項特質上之要

                                                        
1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條 4 字第 1060130457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
1%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5&cnt=39&recordn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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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有不公平且不合理之情事，可認定為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之歧視。 
我國職場就業歧視防治法律基礎主要以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明定 18 款

就業歧視為依，採列舉之立法形式作為歧視禁止的實踐。就業服務法立法通

過初始，第 5 條第 1 項明定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

僱用員工，原定有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性

別、容貌、五官、殘障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等 12 種類型歧視的禁止(就
業服務法，19922)。爾後，就業服務法(2002 年 1 月 21 日修正)3繼續增修婚

姻與身心障礙類別，之後又再增修性傾向(2007.5.23 增修)、出生地(2007.5.23
增修)、年齡(2007.5.23 增修)、星座(2018.11.28 增修)、血型(2018.11.28 增修)，
迄今共列舉 18 款求職者或已僱員工特質。雇主若以這些特質或特徵與執行

特定工作無關之要素，對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剝奪就業機會平等，得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查明當事人受到不公平或不同的差別待遇情形。 
    另外，值得一提，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

用員工，不得予以歧視，所稱「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除國民外，為平等

對待境內從事工作之外國人。將就業服務法第 5 條適用之範圍擴及於在我

國工作之外國人等，包括：(1)依法取得許可在我國境內工作之外國人。(2)
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留，依法在我國境內工作之

外國人。(3)依法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並取得許可在臺灣地區工作之

大陸地區人民。(4)依法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居留期間在臺灣地區工

作之大陸地區人民。(5)依法許可在臺灣地區工作之取得華僑身分之香港、

澳門居民及其符合中華民國國籍取得要件之配偶及子女。(6)依法取得許可

在臺灣地區工作之香港、澳門居民，以及(7)大陸地區配偶依法取得許可或

獲准在臺長期居留者(參閱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3 年 11 月 11 日勞職業

字第 093020704733 號函、96 年 10 月 24 日勞職業字第 0960078458 號函)。
由此可知，就業服務法適用對象範圍極為廣泛。 
 
三、就業歧視認定 
    就業歧視可能出現在招聘廣告、甄試、考績、晉升、調職或培訓、僱用

條款和條件、組織裁員資遣、退休政策以及申訴程序等給予差別待遇。就業

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就業服務法第 6 條

第 4 項第 4 款規定辦理就業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

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雇主涉違反就業

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經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審認確定，將依就業服

務法第 65 條處以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之罰鍰。且經處以罰鍰

                                                        
2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就業服務法(1992 年 5 月 8 日)，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8.aspx?id=FL015128&ldate=19920508。 
3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2002)，就業服務法(2002 年 1 月 21 日)，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801.aspx?id=FL015128&ldate=20020121&modif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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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

其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若人力銀行自己或接受雇主委託招募

而提供就業服務時，有將記載求職人特質之履歷資料揭示或供委託徵才雇

主據以篩選合意之人才僱用，即達到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依就業服務法第 65 條處以新臺幣 30 萬元以上 150 萬元以下之罰鍰，

相關案例可參閱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8 年 5 月 25 日勞職業字第

0980013235 號函4說明。 
 
四、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之行為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除於第 1 項列舉職場就業歧視 18 款樣態外，同條第

2 項也列舉 6 款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的情事。分別為 1.為不實之廣

告或揭示；2.違反求職人或員工之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

他證明文件，或要求提供非屬就業所需之隱私資料；3.扣留求職人或員工財

物或收取保證金；4.指派求職人或員工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

5.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

康檢查檢體。6.提供職缺之經常性薪資未達新臺幣四萬元而未公開揭示或告

知其薪資範圍。 
    另外，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 1-1 條，特別定義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2 款所定隱私資料，包括下列類別，(1)生理資訊：基因檢測、藥物測

試、醫療測試、HIV 檢測、智力測驗或指紋等。(2)心理資訊：心理測驗、誠

實測試或測謊等。(3)個人生活資訊：信用紀錄、犯罪紀錄、懷孕計畫或背景

調查等。並規定雇主要求求職人或員工提供隱私資料，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

不得逾越基於經濟上需求或維護公共利益等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

目的間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推介或招募員工刊登不實之廣告或揭示，雇主或委託人是否違反上開

規定，必須查明招募廣告或揭示之行為是否有不實之狀況為準。另外過往各

大求職網站及報紙求職廣告，雇主往往以薪資面議做為薪資待遇條件之敘

述，容易成為雇主隱藏低薪或其他不利徵才之工作內容，對未有議價能力之

求職者有不公平之虞。因此要求雇主招募員工，應使求職人於應徵前知悉該

職缺之最低經常性薪資，並應以區間、定額或最低數額之方式公開揭示或告

知其薪資範圍。 
    在求職行為中，求職者常需要撰寫履歷，表達個人工作專長能力與經歷，

讓雇主可以在面試前獲得求職者部份資訊，而履歷表有促使求才雇主進用

符合組織適格人才之功用。一般人力銀行制式履歷表及坊間販售履歷表中

常設「婚姻」、「年齡」、「性別」、「籍貫」等欄位，讓求職人填寫相關基本資

料，其目的原是協助勞動供需媒合，提供就業市場資訊，促進人力資源有效

                                                        
4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職業字第 0980013235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
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5&cnt=39&record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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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若履歷表格含有「婚姻」、「年齡」、「性別」、「籍貫」等之欄位設計，

且限制求職人填寫，並將此資料作為雇主據以篩選合意之人才聘僱，該行為

涉及到就業歧視。又雇主在招聘與面試時，要求求職人或受僱人提供星座、

血型等資料，甚至請命理師、星座、塔羅牌業者「神算」，要求提供這些求

職人的特質除與工作表現並無相關外，也達到現有法令有關就業歧視禁止

的規定。 
 

第二節 公立就業服務組織與服務內容 

     就業服務係指就業服務機構協助國民就業及雇主徵求員工所提供之

服務(就業服務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目規定)。而就業服務機構則指提供就業

服務之機構；其由政府機關設置者，為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其由政府以外之

私人或團體所設置者，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一般而言，

泛指主管機關。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6 條規定，在就業服務法中所稱主管機關

若屬於在中央者為勞動部，主管機關在直轄市者則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者則為縣(市)政府。另外，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相關原

住民就業服務事項。 
公立就業服務為何要分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呢?主要是要區分中央主管機關

與直轄、縣市政府業務掌理事項，各司其職與相輔相成。另外，根據就業服

務法第 33-1 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將法定就業服務及促進就業掌理事項，

委任所屬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機構、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委

託相關機關(構)、團體辦理之。 
    大致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求才之就業媒合服務、職業訓練諮

詢與就業服務推廣、諮詢及推介之相關業務、就業保險失業認定、申請聘僱

外國人前之國內招募與求才證明核發、外籍勞工轉換及承接業務、轄區資源

網絡之建立及推動、各項福利服務資源之轉介、特定對象之就業服務及就業

促進、辦理促進國民就業事項(如勞動部各項促進就業津貼之辦理)、辦理各

項因應天災或重大勞動市場變動等情事之相關就業措施，以及辦理有關就

業中心業務事項(如創業、技能檢定、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審核作業及直接聘

僱聯合服務中心等)。以下簡單介紹各公立就業服務組織及服務要項，詳細

資訊請參閱各主管機關官方網站，或親自到各據點由專人介紹就業服務資

源。 
一、中央主管機關 

    就業服務法第 6 條第 3 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在就業服務事項上，掌

理事項有七大類，1.全國性國民就業政策、法令、計畫及方案之訂定。2.全
國性就業市場資訊之提供。3.就業服務作業基準之訂定。4.全國就業服務業

務之督導、協調及考核。5.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之許可及管理。6.辦理下列

仲介業務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停業及廢止許可。該款包括經營(1)
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2)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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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臺灣地區工作；(3)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之地區工作。7.其他有關全

國性之國民就業服務及促進就業事項。是故，為執行上述業務，勞動部勞動

力發展署從北到南設立 5 區分署，執行中央主管機關掌理的就業服務業務，

各分署在其所管轄區域內提供產業、企業、學校以及居民有關政府就業服務

資源推廣與運用外，辦理各式各樣就業促進措施。以下就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各區域就業服務體系進行說明。 
 
(一)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5(以下簡稱北分署)為整合行政轄區內職業訓練、技

能檢定、就業服務及創業服務四大業務，為民眾、訓練單位、企業主提供完

整的課程規劃、專業的實務訓練，提供就業輔導與諮詢服務。北分署下設就

業中心與職業訓練場，其中板橋就業中心(因應「勞動部委辦就業中心業務

實施計畫」，委由新北市政府辦理，原單位辦理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業務)、中

和就業中心(因應「勞動部委辦就業中心業務實施計畫」，委由新北市政府辦

理，原單位辦理銀髮人才資源中心業務)、三重就業中心(委由新北市政府辦

理，原單位辦理創客基地業務)、基隆就業中心、羅東就業中心、花蓮就業

中心、玉里就業中心、金門就業中心、連江就業中心。另外，設有五個職業

訓練場，分別為五股職業訓練場、基隆職業訓練場、泰山職業訓練場、宜蘭

職業訓練場、花蓮職業訓練場。 
 
(二)桃竹苗分署 

桃竹苗分署6在就業服務業務上劃分六個科與五個就業中心，六科分別

為綜合規劃科、訓練推廣科、自辦訓練科、就業促進科、諮詢服務及給付科

與特定對象及學員輔導科。綜合規劃科主要有 10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區域

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就業服務與跨國勞動力相關資訊之蒐集、統計、分析

及運用；訓練推廣科主要有 9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結合資源辦理職前及在職

訓練；自辦訓練科主要有 10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職業訓練課程、教材、教

法與教具之開發及運用；就業促進科主要有 6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資遣、關

廠歇業後之就業服務與資遣通報之勾稽及查核；諮詢服務及給付科主要有 7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一般簡易諮詢、深度諮詢及職業訓練諮詢之服務；特定

對象及學員輔導科主要有 9 項業務，列舉其一有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

之推動。五個就業中心分為桃園就業中心(自 106 年 10 月 1 日起委辦桃園市

政府)、中壢就業中心(自 105 年 3 月 1 日起委辦桃園市政府)、竹北就業中

心、新竹就業中心與苗栗就業中心。另設有桃園職業訓練場與幼獅職業訓練

場。 

                                                        
5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分署簡介，取自

https://tkyhkm.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E0E393934F280DD2 
6桃竹苗分署，分署簡介，取自

https://thm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363DC330E476B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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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彰投分署 

中彰投分署7設有七個就業中心以及一個勞動學苑。就業中心分別為臺

中就業中心、豐原就業中心(自民國 105 年 1 月 1 日起委由臺中市政府辦理)、
沙鹿就業中心(自民國 108 年 1 月 1 日起委由臺中市政府辦理)、彰化就業中

心、員林就業中心、南投就業中心。勞動學苑除辦理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入

闈場地服務及提供勞工及其眷屬休閒住宿等多元服務業務，並結合鹿港在

地產業及文化特色，強化學苑文化創意產業之整合能力8。 
 

(四)雲嘉南分署 

雲嘉南分署9設有六個科及七個就業中心。六個科分別為綜合規劃科、

訓練推廣科、自辦訓練科、就業促進科、諮詢服務及給付科、特定對象及學

員輔導科、臺南就業中心、永康就業中心、新營就業中心、嘉義就業中心、

朴子就業中心、斗六就業中心、虎尾就業中心。其中自辦訓練科設有兩個訓

練場，分別為雲林北港職業訓練場、臺南官田職業訓練場。 
 

(五)高屏澎東分署 

高屏澎東分署10有五個科及六個就業中心及一個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分

別為綜合規劃科、訓練推廣科、自辦訓練及學員輔導科、就業促進科、特定

對象及給付科、鳳山就業中心(因應「勞動部委辦直轄市辦理就業中心業務

實施計畫」，相關業務自民國 104 年 7 月 1 日起委由高雄市政府辦理)、岡山

就業中心(因應「勞動部委辦直轄市辦理就業中心業務實施計畫」，相關業務

自民國 104 年 10 月 1 日起委由高雄市政府辦理)、屏東就業中心、潮州就業

中心、臺東就業中心、澎湖就業中心。 
另外，依就業服務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勞動部應會同行政院原住民

委員會辦理相關原住民就業服務事項。同法第 12 條第 2 項亦規定，直轄市、

縣(市)轄區內原住民人口達二萬人以上者，得設立因應原住民族特殊文化之

原住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而原住民族委員會設置社會福利處11，辦理有關

原住民族就業服務掌理事項，就業服務業務列舉一、二，如原住民健康促進、

社會福利、工作權保障政策與法規之規劃、協調及審議。二、原住民職業訓

練及就業促進之協調及審議。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 

                                                        
7中彰投分署，分署簡介，取自

https://tcn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329E711766F67105 
8中彰投分署，勞動學院簡介，取自 https://tcnr.wda.gov.tw/cp.aspx?n=8940E5C0456177C3 
9雲嘉南分署，分署簡介，取自

https://yct168.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DA453B2821FF0C19 
10高屏澎東分署，分署簡介，取自

https://kpptr.wda.gov.tw/Content_List.aspx?n=0FC432B3294EBA49 
11原住民族委員會，社會福利，取自

https://www.cip.gov.tw/portal/cateInfo.html?CID=6EBC9C8CB9DEF1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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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法第 6 條第 3 項明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掌理就業服務

事項列舉五項有，1.就業歧視之認定。2.外國人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之管理

及檢查。3.仲介本國人在國內工作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可、停業及廢止

許可。4.同條第 1 項第 6 款及第 4 款以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管理。5.其他

有關國民就業服務之配合事項。以下說明直轄市與縣市主管機關就業服務

辦理內容。 
 

(一) 直轄市政府 

1.臺北市就業服務處 

臺北市就業服務處12設有多個就業服務單位。1.求職服務課辦理求職登

記與就業媒合、就業諮商與職業心理測驗、就業服務站(臺)規劃及設置、特

定對象個案管理之就業輔導及執行中央各項促進就業措施等事項。2.雇主服

務課辦理求才登記與人才招募、就業甄選、雇主聘僱外國人前之國內招募、

外籍勞工雇主轉換作業及執行中央各項僱用獎助措施等事項。3.就業促進課

職掌非自願失業認定再認定、被資遣失業勞工再就業服務、就業促進相關措

施規劃與執行、創業輔導、志工管理服務及執行中央各項促進就業獎助等事

項。4.就業情報課辦理就業宣導、就業資訊蒐集、調查與統計、電訊客服、

辦理就業博覽會與專案招募活動及臺北人力銀行網站管理等事項。5.就業服

務站設有艋舺站、北投站、西門站、信義站、景美站以及內湖站等提供各項

就業服務。6.個管站提供就業弱勢個案就業服務。7.南港東明青銀站:提供各

項就業服務。8.臺北人力銀行掌理臺北人力銀行網站營運等事項。9.臺北青

年職涯發展中心提供青年職涯發展評估、職場體驗實習、職涯成長支持、求

職服務與創業發想平臺五大服務。 
 

2.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13下設就業促進課、就業輔導課、特定對象就業

服務課；轄下所含就業服務據點共計 7 站 17 台 5 駐點，包括新莊就業服務

站、汐止就業服務站、中和就業服務站(委辦)、三重就業服務站(委辦)、板

橋就業服務站(委辦)、淡水就業服務站、新店就業服務站、坪林就業服務台、

石碇就業服務台、深坑就業服務台、烏來就業服務台、瑞芳就業服務台、萬

里就業服務台、金山就業服務台、三峽就業服務台、鶯歌就業服務台、林口

就業服務台、八里就業服務台、泰山就業服務台、五股就業服務台、蘆洲就

業服務台、永和就業服務台、土城就業服務台、樹林就業服務台、平溪就業

服務台(駐點)、雙溪就業服務台(駐點)、貢寮就業服務台(駐點)、三芝就業服

務台(駐點)、石門就業服務台(駐點)。 
 

                                                        
12臺北市就業服務處，取自 https://eso.gov.taipei/cp.aspx?n=174E22AECF2F4AA7 
13新北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取自 https://ilabor.ntpc.gov.tw/page/employment-service-
office/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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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14下設有四個課與二個就業中心就業服務業務

職掌中，1.就業促進課辦理求職、求才登記與就業媒合、桃園青年安薪就業

讚方案、雇主服務、現場徵才、就業服務站(臺)規劃及設置、外勞國內求才、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及管理、執行中央各項促進就業措施等事項。2.認定

給付課承辦特定對象就業服務措施、就業保險法失業給付認定相關處分、就

業促進津貼、資遣通報、受理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2 項第 1 至 4 款、6 款申

訴、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3.職訓推動課推動失業者職業訓練及照顧服務員

訓練需求規劃與推展、委外職業訓練執行、查核與考核、職業訓練機構設立

及管理、桃園青年自主學習方案、桃園青年技術士證照獎勵方案、辦理桃園

市轄內產學合作專班。4.綜合企劃課處理就業市場資訊蒐集、管理規劃、研

究調查與統計、就業服務處之志工管理、公關行銷、總務、出納、文書、檔

案管理、財產管理、資訊、法制、研考業務及不屬於其他各課事項、就業安

定基金運作及相關評核事項。除前述外，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另設有二個

就業中心分別為中壢就業中心與桃園就業中心。 
 

4.臺中市政府就業服務處 

臺中市就業服務處設有 3 個課、3 個就業服務站(含委辦)，本市轄區內

設置 23 個就業服務據點，辦理求職、求才、就業諮詢及媒合、現場徵才活

動、申請聘僱外國人前國內求才招募、特定對象就業促進輔導及相關就業獎

助津貼等事項；另提供如職場體驗、履歷健診、職業適性診斷等活動，整合

中央及地方各項獎助資源，推出如「獎勵青年就業計畫」、「中高齡人力資源

再運用獎勵方案」等就業補助，協助求職者穩定就業，並建置「台中就業網」，

即時更新就業機會，跨越距離障礙，提供各族群均等就業服務資源，完善本

市民眾就業成功。 
 
5.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 

臺南市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15，整合職業訓練及就業服務功能。鑑於臺

南市幅員遼闊，倘若就業資訊不夠流通，特別以失業勞工或欲轉換工作的民

眾無法獲知求才訊息，造成摩擦性失業，廠商無法就近徵才，因此推動「職

訓就服中心」採 e 化服務，並連結「台灣就業通」、勞工局「就業快報」及

7-11 i-bon「勞工快訊」系統外，擴大「求才快遞」的到廠徵才服務功能，提

供勞資快捷的就業服務。職訓就服中心參酌臺南市產業結構，及配合整體經

貿及觀光產業發展方向，開辦符合地方特色之職業訓練班，減少結構性失業，

及景氣波動所造成的循環性失業問題，提高市民穩定的就業環境。 
職訓就服中心為協助轄區的廠商及民眾能獲得最有效率的求才求職服

務，首創地方政府就業服務台，目前佳里區、新市區、官田區、歸仁區、永

                                                        
14桃園市政府就業服務處，取自 https://oes.tycg.gov.tw/home.jsp?id=2&parentpath=0 
15臺南市政府勞工局職訓就服中心，取自 https://job.tainan.gov.tw/?page_id=6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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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及民治行政區設置 6 個就業服務台，提供就業服務諮詢、媒合及求才求職

登記等就業服務。此外，為即時回應廠商人才需求，所屬的就業服務台經常

與境內之各學校、廠商及科學園區管理局，辦理大小型徵才活動，服務對象

包含一般求職轉業者、非自願失業者、中高齡失業者、新住民及二度就業者

等特定對象，紓解求職者的身心及經濟壓力。 
 

6.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訓練就業中心16就業服務業務設有自辦職訓組、委外職訓組、求職服務

組、求才服務組、特定對象服務組外，設立高雄人力銀行網站，又為拓展多

元求職管道，安排「行動就服車」辦理社區就業巡迴服務，提供民眾求職登

記、工作機會推介媒合、就業諮詢及職業訓練課程、就業促進方案等諮詢服

務，現場亦提供一般公司行號求才登記，以更機動的方式為市民朋友串連大

高雄就業服務網絡。目前下設就業服務站有鳳山就服站(委辦)、岡山就服站

(委辦)、楠梓就服站、左營就服站、三民就服站、前鎮就服站。就業服務台

則有那瑪夏台(委辦)、大社台(委辦)、大樹台(委辦)、六龜台(委辦)、甲仙台

(委辦)、林園台(委辦)、美濃台(委辦)、茂林台(委辦)、桃源台(委辦)、內門

台(委辦)、杉林台(委辦)、阿蓮台(委辦)、茄萣台(委辦)、梓官台(委辦)、湖

內台(委辦)、橋頭台(委辦)、彌陀台(委辦)、楠梓台、路竹台、仁武台、永安

台、本洲分台、鳥松台、旗山台、大寮台、燕巢台、前鎮台、旗津台。 
 

(二)縣市政府 

地方縣市政府因組織編制關係，有些縣市政府會設置勞工局掌理就業

服務業務，有些縣市政府則將就業服務業務委由社會局辦理。縣市政府通常

就業服務與一般勞動條件、勞資爭議等勞動事務相關業務並行掌理。以下以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以及嘉義縣勞工暨青年發展處為例，說明縣市政府提供

的就業服務業務。 
1.彰化縣政府勞工處 

彰化縣政府勞工處主要主辦之業務項目如下：1.勞動基準法及性別工作

平等法令之宣導、勞動條件之督導追蹤管理、勞工退休準備金及工作規則之

審核與管理、勞動條件查核、受理勞動條件及性別工作平等之申訴案件等業

務。2.勞資爭議調解及仲裁、勞資關係法令諮詢、勞資會議設立之督導及管

理、工會籌組輔導、輔導工會辦理勞工教育、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業務、職

業安全衛生等業務。3.職工福利業務、托兒福利措施、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

相關業務及獎勵措施、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及職業訓練、身心障礙者支

持性就業服務、辦理勞工休閒育樂活動等業務。4.就業徵才之籌畫辦理、求

職求才登記、職業訓練之籌畫舉辦輔導管理、求職防騙宣導、就業歧視、資

遣通報、現場就業媒合、多元就業方案等業務。5.外籍勞工管理及輔導、外

                                                        
16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取自 https://www.ktec.gov.tw/?Guid=2dc0ebd0-92dd-
c0b3-2670-61d8abfef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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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勞工諮詢服務(英語、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外籍勞工與其雇主或仲

介公司間爭議事件、受理並辦理外勞及其雇主之申訴案件、訪視本縣家庭監

護工及其雇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管理等業務。 
 

2.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17 

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設置三個科處理勞工事務。勞工行政科

負責勞動基準法、勞資爭議調解、勞動條件檢查、勞資會議、勞工請假規則、

勞工退休金提撥、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暨職業訓練、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

職業災害勞工補償諮詢輔導。勞資關係科推動工會業務、團體協約、勞工教

育、職工福利委員會、資遣通報、大量解僱保護、職業安全衛生、外國人入

國/接續通報、移工動態管理、移工諮詢及爭議協調、性別工作平等、就業歧

視。而青年發展科提供就業服務、失業者職業訓練、照顧服務員職業訓練、

青年發展事務、青年公共參與、青年創業服務、青年多元學習、求職防騙、

勞工志願服務。 
 
綜上，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與資源非常多元，不管實體據點或線上求職徵

才等服務。根據勞動力發展署統計資訊，目前(2020 年)全國計有 350 餘處就

業服務據點提供全民求職推介服務，並運用相關就業促進措施協助國人就

業。雇主或求職者有求才或求職服務需求時，可至各地之就業服務據點由專

人提供就業諮詢及推介服務外，勞動部台灣就業通或各地公立人力銀行網

站亦提供 24 小時就業服務、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創業協助等服務，結合

完整的審核機制與系統的全面資料保密，讓求職者有安心的求職環境。另於

7-Eleven、OK、萊爾富及全家便利商店約 1 萬多處門市的觸控式服務系統，

隨時提供各縣市最新的工作機會、職訓課程及徵才活動等訊息，或可撥打本

部 24 小時免付費服務專線 0800-777-888，由專人協助求職登記及推介職缺
18。 

大致上政府部門提供的就業服務以求職服務與求才服務為主外，以免

費服務為原則。對求職者服務以提供就業諮詢，再依就業諮詢結果或職業輔

導評量，推介就業、職業訓練、技能檢定、創業輔導、進行轉介或失業認定

及轉請核發失業給付。所謂就業諮詢是指視接受諮詢者之生理、心理狀況及

學歷、經歷等條件，提供就業建議；對於身心障礙者，並應協助其參加職業

重建，或就其職業能力及意願，給予適當之就業建議與協助。另外，公立就

業服務機構為輔導缺乏工作知能之求職人就業，得推介其參加職業訓練；對

職業訓練結訓者，應協助推介其就業(就業服務法第 19 條)。 
對求才服務多以設立單一服務窗口，免費提供求才登記及推介人才服

務，並透過就業快報公佈求才機會，加速就業媒合。舉辦就業博覽會現場徵

                                                        
17嘉義縣政府勞工暨青年發展處，https://ly.cyhg.gov.tw/cp.aspx?n=223B5F9D15FDB891 
18勞動部(2020)。就業服務。https://job.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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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活動，透過公開場合，安排直接的面試機會，讓廠商與求職民眾於現場有

多元化的選擇，縮短民眾尋職時間，降低廠商徵才成本。辦理代招代考業務，

接受雇主委託辦理代為招考人才，所需費用，得向雇主收取。另外辦理移工

相關業務，如 1.國內求才登記：為保障國人就業權益，針對廠商聘僱外國人

前要求其先以合理勞動條件在國內辦理求才招募作業。2.移工轉換雇主：針

對已受聘僱的外國人經許可轉換雇主或工作者，辦理相關轉換雇主事宜。3.
雇主聘前講習等等雇主僱用外籍勞工相關協助業務。 
 

第三節 特定對象就業促進與新型態創業服務 

上述除對不特定的國民所提供就業服務外，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依就業

服務法第 24 條，尚須對特定對象自願就業者，提出促進就業計畫。近年公

立就業服務也因應微型創業與零工經濟市場崛起，各地紛紛設立創客基地，

舉辦各式創客嘉年華會，協助創業者從製作、行銷到管理一條龍就業服務。 
一、特定對象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法課政府應積極促進就業，辦理人力供需調節措施、建立全國

就業諮詢網(亦即為台灣就業通)，針對特定對象適時採取輔導就業措施。所

謂特定對象係指就業服務法第 24 條第 1 項列舉的對象。依該條第 1 項規定，

主管機關對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計畫，致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

相關津貼或補助金。依據該條規定目前用條列式方式，針對就業條件相對於

一般就業者不利的特定對象包括，1.獨力負擔家計者、2.中高齡者、3.身心

障礙者、4.原住民、5.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有工作能力者、6.長期失業

者、7.二度就業婦女、8.家庭暴力被害人、9.更生受保護人、10.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有關「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者」，勞動

部會視就業市場發展情況，公告第 10 款之特定對象。108 年勞動部「認定

15 歲以上未滿 18 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勞動部 108 年 3 月 5 日勞動發

特字第 10805026342 號公告19)為第 10 款之特定對象。上述目前列舉 10 款

對象應於接受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前，先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職業訓練

機構認定其身分，該等機構才可據此提供相關就業促進服務。如何認定特定

對象所具之身分，可參閱相關行政函釋。以下針對幾個特定對象的身分定義

說明。 
(一) 獨力負擔家計者 

依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99 年 6 月 11 日職業字第

0990074007 號函20，所謂獨力負擔家計者係指下列 3 類人員。(1)求職者具

                                                        
19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發特字第 10805026342 號公告，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e6

%a5%ad%e6%9c%8d%e5%8b%99%e6%b3%95%2c24&cnt=37&recordno=1 
20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職業字第 0990074007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1=%E8%81%B7%E6%A5%
AD&N2=0990074007&cnt=1&now=1&lnabndn=1&recor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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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定 8 款21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22之直系血親、

配偶之直系血親或前配偶之直系血親者。(2)因未婚且家庭內無與申請人有

同居關係之成員，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者。(3)
因原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死亡、失蹤、婚姻、經濟、疾病或法律因素，致無

法履行該義務，而獨自扶養在學或無工作能力之血親者。 
(二) 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 

中高齡者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國民。身心障礙者則指依身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法規定，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者。 
(三)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指依社會救助法規定認定者。社會救助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低收入戶乃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核

認定，符合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費以下，且

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者。同法第 4-
1 條第 1 項所定中低收入戶，係指經申請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審核認定，符合下列規定者，1.家庭總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

不超過最低生活費一點五倍，且不得超過同法第 4 條第 3 項之所得基準。2.
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直轄市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年度一定金額。 
(四) 長期失業者 

長期失業者係指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且辦理勞工保險退保當日

前 3 年內，保險年資合計滿 6 個月以上，並於最近 1 個月內有向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者。而「連續失業期間達 1 年以上」，係指自失業者

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資格認定之日起算，依勞保局電子閘門查詢勞工

保險加退保，核計至少前 1 年未參加勞工保險。若失業者期間曾參加勞工保

險未滿 14 日，失業期間以失業者原離職日起算，並扣除就業期間後合併計

算。 
(五) 二度就業婦女 

按勞動部 104 年 7 月 10 日勞動發特字第 10405074311 號令23，二度就

業婦女係指，指因家庭因素退出勞動市場二年以上，重返職場之婦女。而退

出勞動市場期間，自該婦女最近一次勞工保險效力停止之翌日起算；未有勞

                                                        
21所定 8 款為(一)配偶死亡、(二)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達六個月以上未尋

獲、(三)離婚、(四)受家庭暴力，已提起離婚之訴、(五)配偶入獄服刑、因案羈押或依法拘

禁。(六)配偶應徵集、召集入營服義務役或替代役、(七)配偶身心障礙或罹患重大傷、病

致不能工作以及(八)其他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認定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政單位轉介

之情況特殊需提供協助。 
22在學或無工作能力證明文件影本指：1. 25 歲(含)以下仍在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就讀在學證明文件。但不包括就讀空中專科及大學、高級中學以上進修學校、在職班、

學分班、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或遠距教學。2.罹患重大傷、病，經醫療機構診斷必須治療

或療養 3 個月以上之診斷證明文件。 
23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發特字第 10405074311 號令，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e6

%a5%ad%e6%9c%8d%e5%8b%99%e6%b3%95%2c24&cnt=37&record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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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保險投保紀錄者，自其最後任職事業單位出具服務證明所載離職日之翌

日起算。 
(六) 更生受保護人 

依據勞動部 104 年 7 月 10 日勞動發特字第 10405074312 號令24，所謂

更生受保護人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執行期滿，或赦免出獄。(2)假釋、

保釋出獄。(3)保安處分執行完畢，或免其處分之執行。(4)受少年管訓處分，

執行完畢。(5)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或軍事審判法第 140 條，以不起訴為

適當，而予以不起訴之處分。(6)受免除其刑之宣告，或免其刑之執行。(7)
受緩刑之宣告。(8)在觀護人觀護中之少年。(9)在保護管束執行中。 

就業服務法課主管機關對上列自願就業人員，應訂定就業促進計畫，致

力促進其就業；必要時，得發給相關津貼或補助金。為此勞動部頒布就業促

進津貼實施辦法、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實施辦法；原住民族委員會亦制定

原住民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要點，促進是類具有工作能力及工作意願之特定

對象積極就業，發放求職交通補助金、臨時工作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

創業貸款利息補貼等就業促進津貼。另外為協助有就業需求之少年就業，勞

動部所屬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也提供求職少年個別化

就業服務、職涯規劃及職業訓練等措施，協助瞭解職業興趣、確認就業方向

及提升技能。 
 

二、新型態創業服務:創客基地 

近年來數位製造工具蓬勃發展，創客創意自造及小量生產趨勢應運而

生。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為培養民眾創新實踐能力，於所轄分署設立 6 處各

具特色之創客基地25，提供機具設備與實作，運用專業師資與社群交流，並

結合創意實作之工作坊，及創新思考、創業經驗趨勢等主題講座，藉由不同

活動與課程之引導，培養跨域人才，提升職業能力。各創客基地服務特色整

理如下。 
(一)北分署物聯網創客基地 

北分署運用五股訓練場原有場地、師資及機具設備，以「智慧物聯網」

領域之基礎知識為規劃發展主軸，結合轄區整體產業發展、地區性企業人才

需求及強化各職業的專業技能，以開發轄區儲備創客及為未來跨領域人才

預做準備。創客在北分署物聯網創客基地推廣在地文化，利用基地機具(3D
列印、雷射切割機、小型 CNC 等設備)，並和基地同好交流，學習資深創客

們的經驗，開發文創商品及創客教育等業務，推廣具特色的文創商品。 
(二)竹苗分署─衣啟飛翔創客基地 

為了市場區隔，也為了幫助臺灣成衣轉型，桃竹苗分署於新竹市設立以

                                                        
24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發特字第 10405074312 號令，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e6

%a5%ad%e6%9c%8d%e5%8b%99%e6%b3%95%2c24&cnt=37&recordno=3 
25勞動力發展署，創客基地，取自 https://www.wda.gov.tw/cp.aspx?n=575F716EF3A537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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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裝為主題的創客基地，培育創客創造不一樣的機能服裝；分署以「前店後

廠」概念推廣創客風氣，結合訓練場製作、打版班的職業訓練資源，以分署

內創意設計館為育成中心，於職業訓練中導入創客理念，鼓勵學員創作，並

由分署行銷服裝品牌。 
(三)中彰投分署─TCN 創客基地 

中彰投分署/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TCN 創客基提供免費硬體設備如 3D 列

印機、雷射雕刻機、CNC 雕刻機、數位掃瞄器等，更推動工程與科技為導

向的智慧生活主題，辦理研習工作坊、創客小聚等活動。此外，中彰投分署

在臺中工業區設有電子電路、精密機械、木工設計、金屬藝術、園藝設計等

自造者空間，提供動手創作的民眾使用。 
(四)雲嘉南分署─南方創客基地 

南方創客基地力求凸顯周邊農業特色，號召雲嘉南在地設計工作者，共

同發想、討論、製作出具有社會意義之作品，用科技改善農村生活與農業生

產方式。作為首間農村創客工坊，結合在地生活、生產與生態等元素，並整

合自造工坊(Maker Space)、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以「軟硬整合」為

出發點。 
(五)高屏澎東分署─創客小棧 

創客小棧由於高屏地區具備傳統製造業深厚基礎，例如各式金屬產業、

塑膠業、扣件產業與高性能馬達產業，高屏澎東分署建構創客空間時便以提

供各式大型加工機具，成為南臺灣最具規模的硬體加速器為目標。此外，結

合學界資源，開辦各式創客加值課程，並藉由實習創造高中職生參與實習及

就業的機會。 
(六)高屏澎東分署─澎湖創客基地 

創客基地為激發澎湖民眾的創新創意能量，以及均衡臺灣本島與離島

間之創客運動發展，澎湖創客基地以海洋意象為主題，提供工業用平車、裁

縫、木工、皮革工作組、VR、3D 列印及飛行空拍機等多元專業機具設備，

並規劃辦理創客講座、主題工作坊、研習課程及作品發表會等，協助創客將

獨特創意轉化為實際作品，以強化創業能力。 
除勞動力發展署 6 個創客基地外，直轄縣市政府亦積極推動創業服務

站。以臺中市政府為例，勞工局設置「青年一站式創業服務站」，提供創業

諮詢、顧問輔導、資源轉介、創業培力課程、資源對接媒合會及青創市集，

另亦設置光復新村及審計新村青創基地，提供有志青年進駐創業，並提供第

一年房屋租金補助、7 項競爭型創業獎勵、青創貸款利息補貼及結合青年一

站式創業服務站之顧問輔導資源，協助青年順利創業。 
 

第四節 私立就業服務 

我國於 78 年核定 14 項重大工程得標者得申請專案引進外籍勞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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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從事外勞仲介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便如雨後春筍般在各地設立進行

跨國人力仲介公司。政府為促進國民就業，除推動多項促進就業措施，並以

結合民間資源、擴大民間參與之方式，活絡就業市場，於是 81 年就業服務

法第 4 章特別將民間就業服務納入規章，以法律規範民間就業服務業務範

圍，並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以公司組織型態設立為原則。欲從事就業服務

業務者，應依法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經取得許可證後，始得從

事就業服務業務。為此，勞動部也頒布「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

作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之設立許可條件、期間、廢止許可、許

可證更新及其他管理事項之依據，確保雇主與求職民眾使用民間就業服務

之權益。另外，勞動部公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減

少雇主、求職民眾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所提供服務費用上的爭議。以下說明

有關民間就業服務相關管理機制，並輔以行政函釋說明之。 
一、經許可後，始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 

就業服務法第 34 條第 1 項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分支機構」，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設立許可，經發給許可證後，始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其

許可證並應定期更新之。又為加強外國人及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管理，以保

障雇主、求職人及外國人之權益，同條第 2 項明定「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就

業服務業務」，但依法設立之學校、職業訓練機構或接受政府機關委託辦理

訓練、就業服務之機關(構)，為其畢業生、結訓學員或求職人免費辦理就業

服務者，不在此限。基於此各營利與非營利機構，如欲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者

可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2 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許

可及變更，向主管機關申請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設立許可。 
另外，就業服務法第 38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跨國業務為 1.

仲介外國人至中華民國境內工作；2.仲介香港或澳門居民、大陸地區人民至

臺灣地區工作；3.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之地區工作等三款人力仲介業

務，應以公司型態組織之。但由中央主管機關設立，或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設立、指定或委任之非營利性機構或團體，不在此限。 
前述主管機關核給之許可證有效期限，乃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 25 條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有效期限為二年，有效期

限屆滿前 30 日內，應備法定文件重新申請設立許可及換發許可證。未依規

定期限申請許可者，應依同法第 27 條之規定辦理終止營業，並繳銷許可證。

未辦理或經不予許可者，由主管機關註銷其許可證。 
 

二、經許可，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範圍 
就業服務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經營下列就業服

務業務，1.職業介紹或人力仲介業務、2.接受委任招募員工、3.協助國民釐

定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或職業心理測驗、4.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

就業服務事項。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經營第 1 項就業服務業務得收取費用，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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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制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及金額標準，就業服務業務得收取

登記費、介紹費、職業心理測驗費、就業諮詢費、以及對外國人收取服務事

項所需費用。 
前述第 4 款所謂「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就業服務事項」，於私立

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3 條定義，為以下二類就業服務事項。第一

類為，接受雇主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招募、引進、接續聘僱及申請求才證

明、招募許可、聘僱許可、展延聘僱許可、遞補、轉換雇主、轉換工作、變

更聘僱許可事項、通知外國人連續曠職 3 日失去聯繫之核備。第二類為接受

雇主委任辦理在中華民國境內工作外國人之生活管理、安排入出國、安排接

受健康檢查、健康檢查結果函報衛生主管機關、諮詢、輔導及翻譯等服務事

項。這些指定服務業務，正是目前絕大多數跨國人力仲介公司營業項目。 
據此，凡營利或非營利組織所提供服務，有涉及就業服務法第 35 條第

1 項所規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得經營的四大款就業服務業務任一款，該組織

必須依同法第 34 條規定申請設立許可，經發給許可證後，始得從事就業服

務業務。否則以未經許可不得從事就業服務業務論處。過去行政函釋核示也

對某些公司業務性質涉及就業服務業務與否進行核釋，例如「從事海外打工

度假業務」(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1 年 8 月 22 日勞職業字第

1010501888C 號函26)的仲介業務與工作內容、「資訊應用軟體開發之服務事

業」(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85 年 7 月 27 日臺勞職外字第 122669 號函27)
有關人才資料庫功能與收費行為、「家教中心」(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6 月 16 日勞職業字第 0970069553 號函28)之從事家教媒合業務、「律師事

務所」(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12 月 25 日勞職管字第 0970032859
號函29)接受雇主委任代辦聘僱外國專業人員申請業務、「網站經營業者」(改
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12 月 18 日勞職業字第 0980085726 號函30、勞

動部 104 年 12 月 7 日勞動發就字第 1040514534 號函31)提供就業訊息有居

                                                        
26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業字第 1010501888C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1=%E5%8B%9E%E8%81%
B7%E6%A5%AD&N2=1010501888C&cnt=1&now=1&lnabndn=1&recordno=1 
27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85）台勞職外字第 122669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
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35&cnt=31&recordno=27 
28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業字第 0970069553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
%e5%b0%b1%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35&cnt=31&recordno=11 
29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管字第 0970032859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
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34&cnt=28&recordno=2 
30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業字第 0980085726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0980085726&cnt=1&no
w=1&lnabndn=1&recordno=1 
31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動發就字第 1040514534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lc1=%5bc%5d%e5%b0%b1%
e6%a5%ad%e6%9c%8d%e5%8b%99%e6%b3%95%2c35&cnt=31&recor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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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媒介之功能、「代辦外勞薪資匯款業務」(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11 月 13 日勞職管字第 0970500179 號函32)涉及職業介紹或人力仲介業務、

「留學顧問有限公司」(改制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97 年 7 月 22 日勞職管字

第 0970018106 號函33)仲介本國人至臺灣地區以外短期遊學打工並收取相關

費用者。故事業單位所提供服務，有涉及就業服務法第 35 條第 1 項所規定

者，須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後，使得經營該業務。 
 
三、就業服務專業人員配置 

為督促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並做為主管

機關獎優汰劣之參據，就業服務法與相關法規規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置

符合規定資格及數額之就業服務專業人員(就業服務法第 36 條)，以及定期

參加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服務品質評鑑(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 1)。 
所謂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係指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1.經勞動部發給測

驗合格證明，並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2.就業服務職類技能檢定合格，

經勞動部發給技術士證，並取得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證書。現今欲取得乙級技

術士證者，可參加每年舉辦的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考試，並通過乙級就業服

務學術科檢定合格，勞動部核發給技術士證。又，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

管理辦法第 6 條，針對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應設置法定就業服務專業人員之

數額為，1.從業人員人數在 5 人以下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 1 人。

2.從業人員人數在 6 人以上 10 人以下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 2 人。

3.從業人員人數逾 10 人者，應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至少 3 人，並自第 11 人

起，每逾 10 人應另增置就業服務專業人員 1 人。同辦法第 7 條，明定就業

服務專業人員之職責有四項，第一、辦理暨分析職業性向；第二、協助釐定

生涯發展計畫之就業諮詢；第三、查對所屬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就業服務

業務之各項申請文件；第四、依規定於雇主相關申請書簽證。且就業服務專

業人員執行這四項業務，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 
另外，為確保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合法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3 條之 1，規定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相關

機關(構)、團體辦理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評鑑，評鑑成績分為 A、B 及 C 三級

做為獎優汰劣，以及雇主或求職人選任私立就業服務機構之參考。倘私立就

業服務機構申請重新設立許可時，最近二次公告評鑑成績均列為 C 級者，

將依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 15 條規定不予經營許可。 

                                                        
32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管字第 0970500179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0970500179&cnt=1&no
w=1&lnabndn=1&recordno=1 
33勞動部勞動法令查詢系統，勞職管字第 0970018106 號函，取自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3.aspx?datatype=etype&N2=0970018106&cnt=1&no
w=1&lnabndn=1&recor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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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從事就業服務不得有之情事 

就業服務法第 4 章特別將民間就業服務納入規章，以法律規範民間就

業服務業務範圍，因此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行為，

自當受拘束。因目前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第 1 項列舉 20 款，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服務業務不得有之行為，並依違反情節處以罰

鍰、1 年以下停業處分、廢止私立就服機構設立許可等懲處。 
前述就業服務法第 40 條所列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從事就業

服務業務，不得有的 20 款情事有，1.辦理仲介業務，未依規定與雇主或求

職人簽訂書面契約。2.為不實或違反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第 1 項規定之廣告或

揭示。3.違反求職人意思，留置其國民身分證、工作憑證或其他證明文件。

4.扣留求職人財物或收取推介就業保證金。5.要求、期約或收受規定標準以

外之費用，或其他不正利益。6.行求、期約或交付不正利益。7.仲介求職人

從事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工作。8.接受委任辦理聘僱外國人之申請許

可、招募、引進或管理事項，提供不實資料或健康檢查檢體。9.辦理就業服

務業務有恐嚇、詐欺、侵占或背信情事。10.違反雇主或勞工之意思，留置許

可文件或其他相關文件。11.對主管機關規定之報表，未依規定填寫或填寫

不實。12.未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停業申報或換發、補發證照。13.未依規

定揭示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收費項目及金額明細表、就業服務專業人

員證書。14.經主管機關處分停止營業，其期限尚未屆滿即自行繼續營業。

15.辦理就業服務業務，未善盡受任事務，致雇主違反就業服務法或依就業

服務法所發布之命令。16.租借或轉租私立就業服務機構許可證或就業服務

專業人員證書。17.接受委任引進之外國人入國三個月內發生行蹤不明之情

事，並於一年內達一定之人數及比率者。18.對求職人或受聘僱外國人有性

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行為。19.知悉受聘僱外國人疑似

遭受雇主、被看護者或其他共同生活之家屬、雇主之代表人、負責人或代表

雇主處理有關勞工事務之人為性侵害、人口販運、妨害自由、重傷害或殺人

行為，而未於 24 小時內向主管機關、入出國管理機關、警察機關或其他司

法機關通報。20.其他違反就業服務法或依就業服務法所發布之命令。 
 

第五節 結語 

    78 年 10 月 27 日政府核定 14 項重大工程得標者專案，申請專案核准方

式申請引進移工，首度正式政策支持引進移工到國內工作。嗣後，80 年 10

月 11 日核准六大行業中，15 種職種專案申請外勞引進。81 年 5 月 8 日就業

服務法第 5 章將外國人聘僱與管理納入法律規範起，正式開放雇主得從外

國引進基層勞動力供給，雇主經申請外勞聘僱之審查機制下，得在我國境內

聘僱外國人從事特定期間之許可工作。迄今已經歷愈 30 年的外勞政策與管

理經驗。自開放移工引進之初，我國對基層外勞聘僱與管理之基本原則，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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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範:「為保障國民工作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

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定」。 

    故勞動部在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之原則下，採補充性方式開放雇主引

進移工。除開放引進基層勞動力外，也對專門性技術性等外國人聘僱政策進

行規制管理，讓過去公私部門聘僱的外國籍專業人員，自 93 年 1 月 15 日起

由勞動部單一窗口受理聘僱外國專業人員工作許可業務，雇主可以根據就

業服務法申請外國專業人員在我國境內從事與其專長有關的工作。事實上，

就業服務法是立法過程中最主要討論的焦點，即是對外國人之引進、聘僱與

管理機制的規制與罰則。 

    歷屆就業服務法或相關法規修正也多以第 5 章外國人之聘僱與管理

(42~62 條條文)為主，主要是因為我國規範雇主聘僱外國人所制定的相關法

規或行政命令，需順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調整更新公告管理措施。因此就

業服務法可謂目前勞動法中，修法速度頻率高的法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