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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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面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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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解國內移工引進及管理業務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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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先生或勞

動部統計處(02)8995-6866分機 2914/2912曾先生。 

本調查表請轉交 貴單位「管理移工者」的主要負責人進行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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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貴單位目前沒有僱用移工，請來電告知 02-5553-2685分機 101施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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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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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輸入貴單位專屬的存取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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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業單位名稱： 
 

填表人姓名： 
 

填表人連絡電話： 
 

填表人部門： 
 

填表人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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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管理及運用情形】 
1. 貴單位管理及運用移工時有無遭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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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習慣不佳 

□④工作態度或紀律不佳 □⑤喜歡喝酒、打架鬧事 □⑥工作、生活環境無法適應 

□⑦與同事相處不融洽 □⑧有偷竊行為 □⑨發生行蹤不明失聯情形 

□⑩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貴單位所僱用之移工在過去一年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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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答第 2-1、2-2 題） 
2-1.貴單位認為其行蹤不明失聯原因為何？（可複選） 

□①受其他人慫恿、轉介 □②賭博欠債或犯法逃逸 □③聘僱期限即將屆滿 

□④希望獲得較高待遇 □⑤工作、生活環境無法適應 □⑥與同事相處不融洽 

□⑦勞資爭議 □⑧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發生移工行蹤不明失聯時，貴單位有何因應人力不足之措施？ 

□(1)無 

□(2)有，因應措施為何？（可複選） 

□①增加僱用本國勞工 □②運用派遣人力 □③增加加班時數 

□④提高工資或加班費等 □⑤加強職訓提高生產力 □⑥採委外方式 

□⑦採自動化生產 □⑧生產線外移 □⑨縮減業務 

□⑩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單位 111 年 6 月基層勞工之缺工情形與上(110)年 6 月比較結果為何？ 

(說明:基層勞工包括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1)目前已不缺基層勞工 □(2)持平，仍缺基層勞工__________人 

□(3)有改善，但仍缺基層勞工__________人 □(4)更嚴重，尚缺基層勞工__________人 

4. 貴單位在人力運用上除引進移工外，尚有何因應人力不足之措施？ 

□(1)有，因應措施為何？（可複選） 

□①增加僱用本國勞工 □②運用派遣人力 □③增加加班時數 
□④提高工資或加班費等 □⑤加強職訓提高生產力 □⑥採委外方式 

□⑦採自動化生產 □⑧生產線外移 □⑨縮減業務 

□⑩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無   

5. 貴單位是否有申請「外加就業安定費附加移工數額」(以下簡稱加碼制)，亦即額外繳納就業安定
費 3,000 元、5,000 元、7,000 元，以提高移工名額？（如不確定，可洽貴單位委託之仲介公司） 

□(1)是，（續答第 5-1、5-2 題） 

5-1.申請到最高的附加比率為： □①5% □②10% □③15% □④超過 15% 

5-2.貴單位申請的附加移工是否有足額引進? 
□(a)有 
□(b)沒有，未足額引進附加移工原因為(可複選)： 

□①引進移工已符合人力需要 □②訂單未符合預期增加 
□③刻正辦理相關引進程序，預定再引進移工__________人 
□④已招募足額本國勞工 □⑤疫情影響 
□⑥公司營運規模減縮 □⑦生產流程自動化已可降低人力 
□⑧成本考量 □⑨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否，未申請附加移工原因為(可複選)： 

□①引進移工已符合人力需要 □②訂單未符合預期增加 
□③已招募足額本國勞工 □④疫情影響 
□⑤公司營運規模減縮 □⑥生產流程自動化已可降低人力 
□⑦成本考量 □⑧不符合申請資格 
□⑨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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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基本資料】 
6. 貴單位 111 年 6 月底本國勞工人數為__________人，移工人數為__________人。 

以下請依據移工從事之職務內容分別填答人數，人數合計需等於移工總數。 

移

工

按

職

業 

分 

(1)外籍基層技術工及勞力工 _____人 

從事簡單及例行性勞力工作之人員。例如清潔、徒
手搬運物料、廢棄物收集、手工分類或打包商品、
駕駛非動力車輛、採礦勞力工、營建勞力工、製造
勞力工及運輸勞力工等。 

(2)外籍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人員 _____人 

在現場從事廠房設備及生產機械之操作，駕駛機動
車輛與操作移運設備，以及根據精密生產程序組裝
產品之人員。例如生產線上作業員、拋光機、電鍍
機、擠型機、吹袋機、精密生產程序之組裝人員、
起重機、推土機、堆高機等機械操作人員等。 

(3)外籍技藝有關工作人員 _____人 

應用專業知識與技能從事營建，金屬鑄造，金屬架
構，工具機設定及操作，機器設備或工具之製造、
安裝、保養及修理，印刷，食品、紡織品、木質品、
金屬及其他製品之製造或處理，以及手工製作各種
工藝品等工作之人員等。 

(4)外籍其他工作人員： 

(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 
_____人 請說明職務內容。 

【移工薪資、工時及相關福利】 
7. 貴單位 111 年 6 月平均每名移工之放假天數、工時及薪資 

(請以全月均有工作之移工平均值計算。) 

6月規定之放假天數 ___________天 
貴單位當月規定移工的休假、例假、國定假日，不論移工是否於假日加班，仍
應計入。(例如：6月星期六、日及端午節皆放假則共計9天)。 

每
名
移
工
月
工
時 

正常工時 
(不含平日及假日 
   之加班工時) 

______小時/月 

貴單位規定之工作時間內實際工作總時數(期間用餐及休息時間不計入)，不含
規定休假、例假、國定假日及加班時數。 

(事業單位規定移工每日正常工時 × 6月上班天數) 

(例如：每日正常工時為 8 小時 × 6月正常上班天數為 21 天 =168 小時) 

加班工時 
(含平日及假日 
   之加班工時) 

______小時/月 員工在正常工時以外之有給加班費的工作總時數。 

每
名
移
工
月
薪
資 

經常性薪資 
(不含加班費) 

________元/月 

每月給付之工作薪資，包括本薪與按月給付之固定津貼及獎金；如房租津貼、
交通費、伙食費、水電費、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績）獎金及全勤獎
金等；若以實物方式給付者，應按實價折值計入；以上費用均不扣除所得稅、
保險費及工會會費。 

加班費 ________元/月 因延長工作時間所給付之薪資。 

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 

________元/月 
非每月給付之工作薪資，包括年中獎金、非按月發放之工作（生產、績效、業
績）獎金、端午或其他節慶獎金、差旅費、誤餐費、補發調薪差額等。 請說明為何: 

_____________ 

8-1.過去一年中(110 年 7 月至 111 年 6 月)是否有給付移工非按月發放之生產、績效、業績等工作獎金？ 

□(1)有，平均每名移工一年金額約為： 

□①未滿 500 元 □②500 元~未滿 1,000 元 □③1,000 元~未滿3,000元 

□④3,000 元~未滿 5,000 元 □⑤5,000 元~未滿 7,000 元 □⑥7,000 元~未滿10,000元 

□⑦10,000 元及以上，請說明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 

□(2)無 

8-2.過去一年中(110 年 7 月至 111 年 6 月)是否有給付移工年終、三節等節慶獎金？ 

□(1)有，平均每名移工一年金額約為： 

□①未滿 500 元 □②500 元~未滿 1,000 元 □③1,000 元~未滿3,000元 

□④3,000 元~未滿 5,000 元 □⑤5,000 元~未滿 7,000 元 □⑥7,000 元~未滿10,000元 

□⑦10,000 元及以上，請說明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 

□(2)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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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過去一年中(110 年 7 月至 111 年 6 月)除上述 8-1、8-2 題所列舉之獎金外，是否還有給付移工其
他非經常性薪資如生日禮金、誤餐費等？ 

□(1)有，平均每名移工一年金額約為： 

□①未滿 500 元 □②500 元~未滿 1,000 元 □③1,000 元~未滿3,000元 

□④3,000 元~未滿 5,000 元 □⑤5,000 元~未滿 7,000 元 □⑥7,000 元~未滿10,000元 

□⑦10,000 元及以上，請說明金額: _______________元 

□(2)無 

9. 貴單位給付移工薪資之方式為何？（單選） 

□(1)以現金當面交予移工 

□(2)匯入移工之銀行（或郵政）帳戶，存款簿或提款卡是否交由移工本人收存? □①是  □②否 

□(3)部分現金，部分匯款，存款簿或提款卡是否交由移工本人收存? □①是    □②否 

□(4)交給仲介業者處理 

□(5)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貴單位給付薪資時，有沒有檢附印有中文及其母國文字之薪資明細表，交予移工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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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單位或委託仲介公司有無提供或補貼移工吃、住？ 

(說明 1:只要有提供或補貼早、午、晚任何一餐，即屬於有提供「吃」) 

(說明 2:請以人數較多之移工狀況填寫) 

□(1)有提供或補貼吃與住，自移工薪資中扣除金額？ 
□①沒有扣除 □②平均每名移工扣除__________元/月（跳答第 12題） 

□(2)只提供或補貼住，自移工薪資中扣除金額？ 
□①沒有扣除 □②平均每名移工扣除__________元/月（跳答第 12題） 

□(3)只提供或補貼吃，自移工薪資中扣除金額？ 
□①沒有扣除 □②平均每名移工扣除__________元/月， 
請說明移工住宿如何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跳答第 14 題) 

□(4) 吃、住都沒有(若委託仲介公司亦屬有提供，請填(1)~(3))， 
請說明移工吃、住如何處理: 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跳答第 14 題) 

12. 貴單位或委託仲介公司對移工提供住宿之方式？(可複選) 

□(1)委由仲介公司辦理 □(2)撥用部分原有員工宿舍 □(3)租賃員工宿舍 
□(4)購建員工宿舍 □(5)住宿組合房屋(工地工寮) □(6)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 

13. 貴單位所提供之移工住宿地點，消防及建築安全檢查情形？ 

□(1)消防及建築安全檢查均已通過 □(2)僅通過消防安全檢查 

□(3)僅通過建築安全檢查 □(4)尚未通過消防及建築安全檢查 

14. 貴單位與移工之間溝通管道為何？(可複選) 

□(1)透過仲介公司 □(2)直接向雇主反映 □(3)透過移工管理人員 
□(4)設立意見箱 □(5)事業單位內部設立專線 □(6)透過移工諮詢服務中心 
□(7)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 貴單位有無對移工提供職前講習？ 

□(1)有，（續答第 15-1、15-2 題） 

15-1.講習方式為何？ 

□①仲介公司代為訓練 □②公司自辦訓練 □③兩者皆有 □④其他(請說明)____ 

15-2.講習內容為何？(可複選) 

□①工作規範及注意事項 □②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③工作技能訓練 

□④勞動合約說明 □⑤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無 

16.請問移工 111 年 6 月之薪資、工時、放假天數、吃住安排等是否有受疫情影響? 

□(1)否 
□(2)是，受影響之項目為？（可複選） 

□①經常性薪資 □②加班費 □③其他非經常性薪資(獎金等) 
□④正常工時 □⑤加班工時 □⑥規定放假天數 
□⑦住宿安排 □⑧用餐安排 □⑨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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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移工滿意情形】 
17.貴單位對於移工的表現感覺如何？（僱用 2 個國籍以上之移工者，請以人數最多之移工狀況填寫） 

(1)勞資關係------ ①□很和諧 ②□和諧 ③□普通 ④□不和諧 ⑤□很不和諧 
(2)勤勞程度------ ①□很勤勞 ②□勤勞 ③□普通 ④□不勤勞 ⑤□很不勤勞 
(3)工作效率------ ①□很 高 ②□高 ③□普通 ④□低 ⑤□很  低 
(4)衛生習慣------ ①□很 好 ②□好 ③□普通 ④□不好 ⑤□很不好 
(5)與同事合作情形 ①□很 好 ②□好 ③□普通 ④□不好 ⑤□很不好 
(6)整體工作之表現 ①□很 好 ②□好 ③□普通 ④□不好 ⑤□很不好 

【對移工政策觀點】 
18.貴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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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貴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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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聘僱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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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貴單位是否曾透過勞動部「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以直接聘僱（不透過人力仲介公司）方式聘
僱移工？ 

□(1)是 

□(2)否，貴單位未曾以直接聘僱方式聘僱移工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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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勞動部設有「直接聘僱聯合服務中心」，哪些因素會讓貴單位想透過該中心辦理直接聘僱移工？
（可複選，最多選 3 項） 

□(1)雇主與移工不必支付國內、外仲介費用 

□(2)移工期滿免出境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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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工申請案件 

□(4)協助雇主代寄辦理各國驗證案件  

□(5)協助雇主於移工期滿前，代寄移工入境簽證文件至我各駐外辦事處 

□(6)可透過客製化「專案選工」引進移工 

□(7)以簡訊或 e-mail 提醒通知雇主應辦事項 

□(8)都沒有 

【COVID-19 疫情期間聘僱移工之檢疫情況】 
22.貴單位現在所聘僱(或曾引進)的移工是否有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情形？ 

□(1)否(請跳答第 23題) 
□(2)是，請問檢疫(或隔離)的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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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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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移工有無申請 
23.請問是否曾因疫情影響而減少引進移工人數，或延宕引進期程? 

□(1)否 

□(2)是，因應措施為何？（可複選） 

□①增加僱用本國勞工 □②運用派遣人力 □③增加加班時數 

□④與勞工協調特別休假 □⑤加強職訓提高生產力 □⑥採委外方式 

□⑦採自動化生產 □⑧生產線外移 □⑨縮減業務 

□⑩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