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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機關：行政院主計總處 

核定文號：主普管字第 1100400557 號 

調查類別：一般統計調查 

有效期間：至民國 112 年 12 月底止 

勞動部 
移工管理及運用 

調查表 
(家庭面調查表) 

資料時間：111 年 6月 

1.統計法第 15 條規定「統計調查之受查
者無論為個人、住戶、事業單位、機關
或團體，均應依限據實答復」。 

2.本表所填資料，僅供整體決策與統計分
析應用，個別資料絕對保密，如有損害
貴單位權益時，依相關法律處理。 

敬致 受查者 

為了解國內外籍家庭看護工管理及運用情形，作為未來相關政策推動之參考，特委託智略市場研究股份

有限公司辦理「移工管理及運用調查」，敬請惠予撥冗填答。 

相關訊息已公告於勞動部網站(https://www.mol.gov.tw/)「新聞公告/公布欄」(提供調查表下載、網路填

表連結等)，若對調查作業有任何疑義，請洽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02)5553-2685 分機 101楊先生或勞

動部統計處(02)8995-6866分機 2914/2912曾先生。 

本調查表請轉交 貴府上與外籍家庭看護工同住或了解其管理情形之家庭主要成員進行填寫，您的協助

將對於未來政府制訂相關服務及政策之調整，提供非常重要之參考依據，再次感謝您的協助。 

(※若您目前沒有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請來電告知 02-5553-2685分機 101楊先生) 

主辦單位：勞動部 

協辦單位：智略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敬請您使用網路填寫本問卷，網路填報不需寄回本表，省時又方便！ 
請於收到調查表一週內，選擇下列任一方法填妥回復： 

 
網路問卷存取碼： 

（電洽智略） 

方法1 

 

 

網路填表 https://www.wmr.com.tw/fwm/fa，或手機/平板掃描左方 QRcode 

或至勞動部網站「新聞公告/公布欄」查詢連結 

（網路填表時，需輸入您專屬的存取碼，詳見QRcode下方6位數存取碼） 

方法2 掃描成電子檔並 E-mail至 wisdom@wmr.com.tw 

方法3 傳真至(02)55532665 

方法4 免貼郵票反摺，將最後一頁露出，膠帶黏妥後直接投入郵筒以平信郵寄 
 

申請移工登記之雇主姓名: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連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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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家庭看護工管理及運用情形】 

1、 請問您所僱用之外籍家庭看護工在過去一年中(110 年 7月至 111 年 6月)有無發生行蹤不明失聯情形？ 

□(1)無 

□(2)有，您認為外籍家庭看護工行蹤不明失聯原因為何？（可複選） 

□①受其他人慫恿、轉介 □②溝通不良 □③聘僱期限即將屆滿 

□④工作、生活環境無法適應 □⑤仲介服務費太高 □⑥希望獲得較高待遇 

□⑦賭博欠債或犯法逃逸 □⑧勞資爭議 □⑨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2、 請問您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時有無遭遇困擾？ 

□(1)無 

□(2)有，困擾為何？（可複選） 

□①語言不通 □②溝通困難(如配合度不高等) □③愛滑手機、聊天 

□④工作態度或紀律不佳 □⑤護理或照顧技術不佳 □⑥衛生習慣不佳 

□⑦工作、生活環境無法適應 □⑧有偷竊行為 □⑨要求調整薪資 

□⑩要求轉換雇主 □⑪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請問您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有哪些實質上的幫助？（可複選） 

□(1)被看護者可獲得妥善的照顧 □(2)減輕精神上的壓力 □(3)家人可外出工作 

□(4)減輕家事的負擔 □(5)減輕經濟上的負擔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 

4、 請問被看護者在還沒有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最主要之照顧方式？(單選) 

□(1)由家人照顧 □(2)找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3)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或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4)請親友照顧 

□(5)找本國幫傭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 

5、 如果目前沒有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您最主要替代方案為何？(單選) 

□(1)由家人照顧 □(2)老人福利機構、護理之家或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  

□(3)找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4)請親友照顧  

□(5)找本國幫傭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請問您於僱用外籍家庭看護工前，有無聘僱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之經驗？ 

□(1)無 

□(2)有，不繼續僱用之原因？(可複選) 

□①經濟負擔考量 □②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時間無法配合 

□③找不到適合的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④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請問您的家庭經濟狀況為何? 

□(1)一般戶 □(2)具有政府核定中低收入戶身分 □(3)具有政府核定低收入戶身分 

【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基本資料】 

8、 您目前僱用之外籍家庭看護工的基本資料 

(1) 性 別 □①男 □②女   

(2) 年 齡 □①未滿 25 歲 □②25～34 歲 □③35～44 歲 □④45 歲及以上 

(3) 教 育 程 度 □①國中及以下 □②高中(職) □③專科及以上 
(4) 國 籍 □①印尼 □②菲律賓 □③泰國 □④越南 
(5) 是否受過護理訓練 □①是 □②否   

【外籍家庭看護工薪資、工時及相關福利】 

9、 請問您給付外籍家庭看護工薪資的方式為何？（單選） 

□(1)以現金當面交予外籍家庭看護工 
□(2)匯入外籍家庭看護工之銀行(或郵政)帳戶，存款簿或提款卡是否交由本人收存?□①是 □②否 
□(3)部分現金，部分匯款，存款簿或提款卡是否交由本人收存? □①是  □②否 
□(4)交給仲介業者處理 
□(5)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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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請問您給付薪資時，有沒有檢附印有中文及其母國文字的薪資明細表，交給外籍家庭看護工收
存？ 

□(1)有 □(2)沒有，但有檢附印有中文的薪資明細表 □(3)沒有檢附任何明細表 

11、 在未扣除健保費、借貸、仲介服務費等費用下，請問您 111 年 6 月給付外籍家庭看護工薪資? 

(如果外籍家庭看護工工作未滿一個月，請換算成一個月薪資） 

項目 金額 說明 

總薪資(1)+(2)+(3) __________元/月 
全額應給外籍家庭看護工薪資(不包含就業安定
費)；請依薪資明細表填寫。 

(1) 經常性薪資（本薪） __________元/月  
指每月應給付之固定薪資，未扣除健保費、借貸、仲
介服務費及其他費用。(不包含加班費) 

(2) 

加  班  費 

(如假日不放假發給

加班費) 

__________元/月  

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薪資(如假日不放假發給加
班費)。 
例如：本薪 17,000 元除以 30 天，平均每日 567 元，

加班 5 天為 567 × 5 = 2,835 元， 

      加班 4 天為 567 × 4 = 2,268 元，依此類推 

(3) 其      他 __________元/月  獎金、誤餐費、零用錢等。 

12、 請問您所僱用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在假日的時候有沒有放假？ 

□(1)都有放假(每週至少放假一次) 

→111 年 6 月外籍家庭看護工放假_____次，平均每次_____小時（跳答第 12-1題） 

□(2)部分放假(有放假，但不是每週都有放假) 

→111 年 6 月外籍家庭看護工放假_____次，平均每次_____小時 

→不放假時是否發給加班費？□①是  □②否（跳答第 12-1題） 

□(3)都不放假→ A.不放假時是否發給加班費？□①是  □②否 

 B.都不放假的原因(可複選) 

 □①外籍家庭看護工想賺取加班費 □②家中無替代照顧人力 

□③疫情影響 □④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 

12-1.承上題，請問於 111 年 6 月，有沒有因 COVID-19 疫情改變外籍家庭看護工在假日的放假情形？ 

□(1)沒有改變 

□(2)減少假日放假，不放假時是否發給加班費？□①是  □②否 

□(3)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請問您或家人有沒有與外籍家庭看護工輪替照顧被看護者？ 

（輪替照顧是指您或家人照顧被看護者時，外籍家庭看護工能自己安排此段時間之活動。） 

□(1)有，您或家人每日輪替照顧時間約_______小時_______分 

□(2)沒有 

14、 請問您有沒有與外籍家庭看護工約定每日的工作時間？ 

□(1)有規定，每日工作約自早上____點至晚上____點，期間用餐及休息時間共計____小時____分 

□(2)沒有規定，每日工作約自早上____點至晚上____點，期間用餐及休息時間共計____小時____分 

15、 如果未來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每 7 日休息 1 日)，請問您有沒有其他替代照顧方式？ 

□(1)有，最主要替代方案為何？(單選) 

□①由家人照顧 

□②申請政府喘息或居家服務(居家喘息服務係指家庭照顧者如需離家一小段時間，由合格照
顧服務員短期到宅協助照顧。居家服務則是由合格照顧服務員定期至家中提供日常生活及
身體照顧等服務。) 

□③找本國看護(照顧服務員) □④請親友照顧 

□⑤送臨托機構 □⑥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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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目前政府推行方案，針對雇主讓外籍家庭看護工於假日休假，提供本國替代照顧人力所需費用
之部分補助，請問您是否願意申請？【長照服務專線：1966】 

□(1)願意，除政府補助外，願意負擔多少額外費用？ 

□①每日未滿 500 元 □②每日 500 元~未滿 1,200 元 □③每日 1,200 元以上 

□(2)不願意 

□(3)不確定 

17、 請問您有沒有為外籍家庭看護工辦理保險?（如全民健康保險、意外保險等) 

□(1)有，（續答第 17-1、17-2 題） 
17-1. 辦理哪些保險？(可複選) 
□①全民健康保險 □②意外保險 □③職災保險(111年5月1日起強制納保) 
□④勞工保險 □⑤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2. 保險費用支付方式？(可複選) 
□①雇主、外籍家庭看護工各付一部分 □②全額由雇主負擔 
□③全額由外籍家庭看護工負擔  

□(2)沒有，沒有辦理任何保險，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請問您所僱用之外籍家庭看護工在過去一年中(110年 7月至 111年 6月)是否曾提出「生理假」、
「陪產假」、「產假」、「安胎休養」、「產檢假」、「哺(集)乳時間」、「育嬰留職停薪」
等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之請假需求? 

□(1)没有 

□(2)有，請問您有没有給假? 

□A.有，提供的假別或內容是:（可複選） 

□①生理假 □②陪產假（限男性） □③產假 

□④安胎休養 □⑤產檢假 □⑥哺(集)乳時間 

□⑦育嬰留職停薪 □⑧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没有，沒有提供的假別或內容，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對外籍家庭看護工滿意情形】 

19、 請問您對僱用的外籍家庭看護工的表現感覺如何？ 

(1)看護技術---- □①很熟練 □②熟練 □③普通 □④不熟練 □⑤很不熟練 

(2)工作態度---- □①很勤勞 □②勤勞 □③普通 □④不勤勞 □⑤很不勤勞 

(3)工作情緒---- □①很穩定 □②穩定 □③普通 □④不穩定 □⑤很不穩定 

(4)工作效率---- □①很高 □②高   □③普通 □④不高 □⑤很不高 

(5)僱傭關係---- □①很和諧 □②和諧 □③普通 □④不和諧 □⑤很不和諧 

(6)衛生習慣---- □①很好 □②好   □③普通 □④不好 □⑤很不好 

(7)整體表現---- □①很滿意 □②滿意 □③普通 □④不滿意 □⑤很不滿意 

【對外籍家庭看護工政策觀點】 

20、 為配合國內長期照護制度規劃，您願不願意您所僱用的外籍家庭看護工參加國內照顧服務講習
課程？ 
□(1)願意，（續答第 20-1、20-2、20-3、20-4 題） 

20-1.希望外籍家庭看護工利用什麼時間參加講習？ 
□①放假時間 □②工作中時間 □③都可以 □④其他(請說明)_________ 

20-2.不考量費用的情況下，希望講習課程內容包含哪些？(可複選，最多選 3 項) 
□①照顧技巧 □②和雇主或被看護者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③意外事件或災害的緊急處理 □④疾病徵兆之認識與處理 
□⑤協助被看護者活動與運動 □⑥中文能力 
□⑦協助被看護者清潔 □⑧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3.希望講習時數為何？ 
□①每年未滿 5 小時 □②每年 5-9 小時 □③每年 10-19 小時 □④每年 20 小時以上 

20-4.請問您每年願意負擔多少金額，讓外籍家庭看護工參加國內照顧服務講習課程？ 
□①每年未滿 1,500 元 □②每年 1,500 元~未滿 4,500 元 
□③每年 4,500 元以上 □④不願意負擔費用 

□(2)不願意，原因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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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您是否知道勞動部每年皆辦理人力仲介公司評鑑並將評鑑結果公布於勞動部網站？ 

□(1)知道，是否曾參考勞動部評鑑結果選擇人力仲介公司？ 

□①是 □②否 □③未委任人力仲介公司 

□(2)不知道 

22、 您是否知道勞動部目前已提供措施，協助雇主不須透過人力仲介公司，就可以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1)知道，知道的措施為何?(可複選) 

□①成立「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 」【電話：(02)6613-0811】 

□②建置「聘僱移工小幫手」APP 

□(2)不知道 

23、 請問您是否曾透過勞動部「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直接聘僱（不透過人力仲介公司）方式聘
僱外籍家庭看護工？ 

□(1)是 

□(2)否，原因為何？(可複選，最多選 3 項) 

□①不知相關訊息 □②沒時間親自辦理 □③申辦文件複雜 

□④無後續代辦及管理服務(如接機、健檢、辦理居留證等) □⑤對雇主無誘因 

□⑥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4、 勞動部設有「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哪些因素會讓您想透過該中心辦理直接聘僱外籍家庭
看護工？（可複選，最多選 3 項） 

□(1)雇主與外籍家庭看護工不必支付國內、外仲介費用 

□(2)外籍家庭看護工期滿免出境後，續聘程序簡化，直接聘僱更容易 

□(3)協助雇主代寄辦理勞動部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申請案件 

□(4)協助雇主代寄辦理各國驗證案件 

□(5)協助雇主於外籍家庭看護工期滿前，代寄外籍家庭看護工入境簽證文件至我各駐外辦事處 

□(6)以簡訊或 e-mail 提醒通知雇主應辦事項 

□(7)都沒有 

【COVID-19 疫情期間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之檢疫情況】 

25、 請問您現在所聘僱(或曾引進)的外籍家庭看護工是否有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情形？ 
□(1)否 
□(2)是，請問檢疫(或隔離)的外籍家庭看護工有無向衛生福利部請領每日 1,000元之防疫補償金？ 

□A.有， □①已經核發 □②申請中  
 □③已申請但遭退件，退件原因： □(a)外籍家庭看護工於檢疫期間違反

相關檢疫規定 
  □(b)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B.沒有，原因為 □①尚未完成檢疫(或隔離) □②目前較忙，尚待之後申請 
 □③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不清楚外籍家庭看護工有無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