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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生國外度假打工注意事項 

 

一、出發前 

(一) 蒐集瞭解當地國資訊：在國外度假打工與自助旅行、遊學有著極大

的差別。青年朋友出發前，應加強英語或當地語言的溝通能力，應

向相關國家駐華機構蒐集提供打工機會的工作單位、居住、生活環

境與天氣及語言學習中心等相關資訊，儘可能瞭解工作單位背景及

居住條件，並進行分析比較，以便於抵達國外後儘快適應及體驗當

地工作與生活。另可於外交部網站（網址：

http://www.youthtaiwan.net/WorkingHoliday/Default.aspx）、勞動部

「國人海外就業資源中心」網站

（http://overseas.taiwanjobs.gov.tw/）及相關部會「青年度假

打工」專屬網站以及駐外館處網頁搜尋相關資訊。 

(二) 購買相關保險(如傷害險、傷害醫療險及醫療險)：國人在國外停留

期間，倘無保險保障，一旦發生意外或生病住院，醫療及住院費用

常非國內一般家庭所能負擔。建議向國內外保險公司投保傷害險、

傷害醫療險及醫療險，並事先瞭解保險公司是否提供海外急難救助

服務(涵蓋意外傷害、疾病門診、急診、手術、藥品、緊急後送等

項目) 

(三) 海關檢疫申報：入關時切勿攜帶肉類和奶製品、水果、種子、貝殼

類產品等。個人行李應自行整理、打包，切勿協助攜帶他人託帶物

品，以免遭利用誤帶違禁品，致觸犯當地國法令。由於各國海關申

報規定寬嚴不一，行前須瞭解相關限制，倘確須攜帶上述相關物品，

入關檢查時須於海關申報單上誠實申報，以免觸法。 

(四) 旅外國人動態登錄：出發前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出國登錄」

專區辦理旅外國人動態登錄，以備於遭遇急難情事時，我駐外館處

人員可即時與您取得聯繫並提供協助；另請隨身攜帶我國駐當地館

處電話及 24 小時緊急聯絡電話、外交部緊急連絡中心電話，以備

不時之需。 

(五) 慎選打工仲介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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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海外度假打工的方式多元，可自行申請或透過坊間機構協助(如

委託合法立案機構代為辦理行政事項，或是委託合法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辦理就業服務項目)。依據我國《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只

有合法的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才可仲介國人到海外工作，並非一般顧

問或代辦公司可以辦理。另國人應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簽訂職業介

紹服務定型化契約，以保障求職者與私立就業服務機構雙方之權益，

求職者應詳細詢問工作內容、薪資、工時、福利及其他相關勞動條

件，避免赴海外工作的實際情形與自身期望有所落差。 

 

二、居留國外期間 

(一) 主動與駐外館處聯繫：抵達當地國後，主動聯繫我駐外館處，以利

駐外單位掌握度假打工青年動態，並於發生天災、動亂、重大事故

或協尋請求時，能立即聯繫當事人提供協助；請青年朋友隨時注意

我駐外館處網頁公告及活動訊息，掌握當地生活資訊，以迅速融入

當地生活，確保個人安全。 

(二) 注意自身安全：觀光景點與車站周邊等人潮聚集之處易遭扒竊，「青

年旅館」偷竊情形亦相當嚴重，務請注意個人財物。絕大部分商店

於下午 6 時後即歇業，夜晚除市中心燈火較明亮外，為維護自身安

全仍宜避免落單夜行。國外大城市生活型態與地方小鎮迥異，小鎮

地處偏僻，生活機能、醫療設施、道路狀況均不若大城市方便，青

年朋友倘在當地工作須調整適應，注意安全。 

(三) 務必與家人保持經常性聯繫：在國外停留期間，務必與國內親友保

持聯繫，並與同在當地度假打工的青年朋友建立聯繫，以便相互協

助照應，避免國內親友因無法與您取得聯繫而擔憂，甚至要求駐處

人員代為尋人。  

(四) 妥慎簽訂勞動契約：與雇主簽約前，宜先行充分瞭解工作性質、是

否為非法工作、薪資與工時是否符合當地法定標準、有無參加社會

保險或勞工保險、終止契約事由，以及自身體力、能力能否勝任。

在此提醒您，成年人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在合約上簽名，就須按

照契約履行工作項目，負法律責任，除非依當地法令有可歸責於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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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事由，得終止工作，否則視同違約。中途違約造成法律糾紛，

將影響當事人在國外的居留身分。倘經仲介公司引介前往青年失業

率偏高的國家，且工作地點位於都會區，工資行情及工作內容亦與

當地民眾相同者，宜注意是否受騙。 

(五) 租屋務須簽約：租屋時務必與房東或其代理人簽訂契約，以規範房

東與房客間的權利義務。在租屋或求職時，應儘量結伴而行，避免

單獨前往。另請注意租屋安全並慎選房東及住所，避免居住於治安

欠佳的區域。 

(六) 遵守交通規則：除紅綠燈等交通號誌外，須同時注意路面上的行車

規則指示標誌；初抵國外建議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尤其部分國家因

車行方向與我國相反且路況多變，我度假打工青年多未有成熟駕車

經驗，為求在國外打工移動方便，在出國前才匆促考取駕照，以利

用部分國家予我國人免試換照待遇在該國當地駕車，導致交通意外

事故頻繁。如果購買汽車，請務必購買「強制第三責任險」及其他

車輛保險，萬一發生車禍，可由保險公司出面代為處理，私下和解

風險大，並請記下涉及事故者的姓名、車號、車型、發生地點、路

況等，立即通知所屬保險公司處理及申請修車理賠手續；租車時也

一定要加買全險。國外大眾運輸交通費用較我國昂貴許多，切勿心

存僥倖逃票。 

(七) 遵守國外法令：切勿攜帶或使用毒品、大麻，或替違法集團工作；

切勿貪圖小利，或接受不明來源的海外高薪工作，以免觸法。 

(八) 妥善保管護照等個人身分文件及財物：海外生活與國內不同，廉價

旅館、工作場所、觀光景點等出入份子複雜，倘不慎遺失護照，將

造成極大不便。請青年朋友在國外隨時留意個人身分證件及財物，

並注意人身安全。 

(九) 身體微恙看病不易：在國外就醫預約掛號不易，若干醫院設有門診

服務，可直接至現場掛號等候服務，由資深護理人員診斷傷風感冒、

處理小型傷口等，或自行在藥房購買成藥。須注意國外醫療費用通

常較為昂貴，出國前請務必購買適（足）額保險，及備妥個人習慣

用藥（如胃腸藥、感冒藥），以免造成鉅額醫療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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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國外生活物價高昂：部分國家稅收較高，食宿交通等生活費用較我

國昂貴數倍。在我國享受一碗熱騰騰牛肉麵再加盤小菜的價錢，在

國外可能只夠買一個三明治。建議行前準備足夠預算，以備不時之

需。 

 

三、於當地打工及工作權益資訊部分 

可利用當地政府網站（例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勞動行政部門網站）

查詢有關長期或臨時工作機會相關資訊、當地人力仲介服務應注意事

項、工作場所職業安全與衛生，以及工資、工時、社會保險及工作權

益相關規定、勞動契約內容及爭議處理管道等資訊。青年朋友選擇仲

介公司前，宜先確認該公司是否為該國合法登記的公司，並充分瞭解

服務費收取標準、服務項目、工作內容等資訊。除仲介公司外，青年

朋友亦可直接至當地企業公司網站查詢徵才資訊，或直接與各該公司

人力資源部門接洽，以避免不肖仲介從中剝削。 

 

四、申辦簽證 

 (一)目前我國外交部已與紐西蘭、澳洲、日本、加拿大、德國、韓國、英

國、愛爾蘭、比利時、斯洛伐克、波蘭、匈牙利、奧地利及捷克等

14 個國家簽署度假打工協議，各國度假打工開放名額及簽證申辦詳

情 請 參 考 外 交 部 「 臺 灣 青 年 Fun 眼 世 界 」 網 站

(http://youthtaiwan.net/)「青年度假打工」專區。 

(二)國人常前往的國家或地區入境簽證及相關旅遊資訊請參考外交部領

事事務局全球資訊網(www.boca.gov.tw)「簽證」專區。確定度假打

工或計畫旅遊目的國後，由於各國要求的簽證申請資料不盡相同，

為避免簽證送審時間過長而延誤出國日期，請國人儘早辦理簽證申

請事宜。 

 (三)請注意申辦各國簽證所使用的護照至少需有 6 個月以上的效期，役

男出國請前往區公所申請證明。部分國家須辦理落地簽證，亦請注

意落地簽證所需照片及文件。 

 

五、國外遭遇問題之協處 

http://youthtaiwan.net/
http://www.boc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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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 

為加強提供國人旅外急難服務，「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全年無休、

24 小時輪值，聯繫處理旅外國人急難救助事件。該中心設置國內免

付費「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0800-085-095，海外付費請撥(當

地國國際電話冠碼)+886-800-085-095，國人在海外遭遇緊急危難

時，可透過該專線電話尋求聯繫協助。非涉海外急難救助事項，切

勿撥打該專線電話，以免線路過度負載，耽誤海外緊急事故處理時

效。倘有護照、簽證及文件證明等問題，請於上班時間撥打外交部

領事事務局總機電話(02)2343-2888；外交部一般業務查詢，請於

上班時間撥打外交部總機電話(02)2348-2999。「外交部緊急聯絡

中心」另設有「旅外國人急難救助全球免付費專線」電話（當地國

國際電話冠碼）+800-0885-0885，目前可適用歐、美、日、韓、澳

洲等 20 個國家。 

 (二)國人在海外遭遇急難如何尋求駐外館處協助： 

我國在全球設有 119 個駐外單位，均位於各國首都或重要城市。各

館處均設置 24 小時急難救助專線電話，國人在國外遇急難情事需

駐外館處協助時，於上班時間請逕撥離事發地最近的駐外館處辦公

室電話，非上班時間則請撥打該館處急難救助專線電話。駐外館處

地址、電話及急難救助專線電話均載於「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緊急聯

絡資訊摺頁」，在機場出境大廳或服務臺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與分

支機構大廳均可免費索取；也可利用外交部「旅外救助指南」APP

及領事事務局 LINE@官方帳號（@boca.tw）查詢各駐外館處通訊資

料，或逕至各駐外館處網頁查詢。 

如因故無法與駐外館處取得聯繫或就近向當地警察局求助，您或國

內親友也可直接與「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0800-085-095 聯繫，該

中心有專人 24 小時值班，將提供您所需資訊或協助聯絡有關單位

通報駐外館處提供協助。 

 (三)中華民國駐外館處提供旅外國人服務項目： 

1. 通常能提供之服務： 

 受理護照申請，補（換）發護照及各項加簽或核發入國證

http://www.boca.gov.tw/np?ctNode=709
http://www.boca.gov.tw/np?ctNode=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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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以供持憑返國。 

 提供遭遇急難事件或重病的旅外國人必要的協助，如：協

助聯絡親友匯款以代購返國或返居所地的機票或車票。 

 探視慰問被捕、拘禁或繫獄國人，必要時並得應請代薦律

師或翻譯人員。 

 辦理文件的公證、認證或驗證。 

 應急難情況協尋失去聯絡的親友。 

 協助旅外國人辦理向駐在國政府當局的依法聯絡交涉事

項。 

2. 依據國際慣例，不便提供的服務： 

 干涉或介入駐在國司法或訴訟程序，如協助調查犯罪行為

等。 

 代為爭取超過駐在國國民所能享有的待遇。 

 協助兼具駐在國國籍的旅外國人向駐在國政府當局交涉或

提出請求。 

 代為尋找工作或申請工作許可。 

 代為支付旅館、律師、保證金及醫藥等費用。 

 代為支付返國或返居所地的機票、車票或船票款。 

 提供住宿安排、或屬於旅行社、交通運輸公司、銀行等專

業服務。 

 

六、危機處理 

(一) 護照、機票及其他證件遭竊或遺失，請立即向當地警察單 

位報案並取得報案證明，因為這是唯一證明您是合法入境的文件，

並可供作向保險公司申請理賠及辦理補發機票、護照及他國簽證

等用途，報案後再向我駐外館處申請補發護照或入國證明書。 

(二) 旅行支票、信用卡或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應立即向所屬銀 

行或發卡公司申報作廢、止付並立刻向警方報案，以防被盜領。 

(三) 請立即與我駐外館處聯繫。我駐外館處均設有 24 小時急難救助專

線電話，駐外人員會提供您必要的協助。如果您一時無法與駐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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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聯繫，請利用「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設置的「旅外國人緊

急服務專線」0800-085-095（諧音「您幫我、您救我」），詳情

請參考上述「國外遭遇問題之協處」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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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生赴國外度假打工行前自我檢核表 

項次 是 否 自我檢核事項 

1   如透過仲介公司媒合海外工作職缺，是否已查詢該公司為政府許可的私立就業服務

機構？(http://agent.wda.gov.tw/agentext/agent/QryAgent.jsp) 

2   是否已查詢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建置的「台灣就業通─專區服務-國人至海外就業

資訊」及「國人海外就業資源中心」，以瞭解國人至海外就業的相關注意事項及規

範風險？(台灣就業通─專區服務-國人至海外就業資訊：

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special/bredge.aspx?uid=1720) 

(國人海外就業資源中心網站：http://overseas.taiwanjobs.gov.tw/) 

3   是否瞭解外交部已與 14個國家簽署度假打工協議，並可前往「臺灣青年 Fun眼世

界」網站的「青年度假打工」專區查詢相關注意事項？ 

(臺灣青年 Fun眼世界網站：http://youthtaiwan.net/) 

4   如前往非度假打工協議簽署國，是否已瞭解該國簽證規定？(外交部領事事務局：

http://www.boca.gov.tw/) 

5   是否已蒐集瞭解當地國資訊（如至我駐當地國館處的網站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

「旅外安全資訊」專區查詢等）？是否已向相關國家駐華機構蒐集提供打工機會的

工作單位、居住、生活環境與天氣及語言學習中心等相關資訊？ 

（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聯合網站：http://www.taiwanembassy.org） 

6   是否已充分瞭解工作性質及待遇並簽訂書面契約以保障相關權益? 

7   是否購買相關適（足）額保險？(如傷害險、傷害醫療險及醫療險) 

8   是否已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出國登錄」專區登錄海外期間緊急聯絡相關資訊？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http://www.boca.gov.tw/) 

9   是否已下載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旅外救助指南」APP 及加入該局 LINE@官方好友

（@boca.tw）？ 

10   是否告知親人或朋友行蹤，並掌握彼此聯繫方式？ 

11   是否瞭解我駐外館處均設有 24小時急難救助專線電話？是否知道在機場出境大廳

或服務臺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與分支機構大廳均可免費索取「中華民國駐外館處緊

急聯絡資訊摺頁」？ 

12   是否瞭解「外交部緊急聯絡中心」設置的「旅外國人緊急服務專線電話」為

0800-085-095(諧音「您幫我、您救我」)，海外付費則撥(當地國國際電話冠

碼)+886-800-085-095 ？ 

13   是否瞭解護照遭竊或遺失時，應立即向當地警察單位報案並取得報案證明，報案後

再向我駐外館處申請補發護照或入國證明書？  

14   是否暸解旅行支票、信用卡或提款卡遺失或遭竊時，應立即向所屬銀行或發卡公司

申報作廢、止付並立刻向警方報案，以防被盜領﹖ 

15   是否瞭解當地駕照考領、換發或國際駕照適用情形？相關駕照資訊及交通安全規則

可至交通部公路總局查詢 (http://www.thb.gov.tw/)。 

16   是否確認此行無涉及運輸槍械、毒品等違禁物品，或電信詐欺、性交易等犯罪行為? 

 
 

http://www.thb.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