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在臺從事相關活動樣態案例分析
案例一

案例
判斷要件
費用支領說明
移工小明受邀於社區內，或 依移工參與活動之性質及目的判斷，參與行為須 1. 若移工小明的導覽行為是因個人專長而受邀參與，或邀
非自己居住縣市的博物館、 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定勞務或
請的單位為政府機關，或小明基於推廣文化或交流等考
園區內進行導覽等。
處理事務，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則可認定屬
量故答應協助導覽，如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
勞動部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行為或其他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
✽類似案例
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
行為或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供勞務為目的，且無妨礙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 1. 基於社會責任或社會參與，而與其他成員共
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函釋附表
同參與之輔助性服務。
附表三(一):
2. 基於個人專長受邀參與活動。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則其因參與活動衍生的費
外國人與社區成員共同參 3. 受政府機關邀請，從事所邀請範圍內之行為，
用支領事宜，則回歸小明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頭
與鄰里社區公益活動(如環
如文化或藝術之創作、推廣或交流等。
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保志工)。
3. 依契約，小明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導覽費，或為協
附表五(四):
助導覽必須支出的經費，如小明須搭車到導覽地點的交
受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政
通費、誤餐費、或導覽必須要有的解說工具製作費用等。
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各級學
校、各國駐華使領館、駐華
外國機構、駐華各國際組織
邀請或補助從事非營利性
質之文化或藝術之創作、推
廣及交流，或於創作、推廣
及交流之餘，接受邀請單位
安排進行經驗分享。

案例二

移工小明受邀擔任翻譯/通
譯。

參與行為須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 1. 若移工小明的翻譯、通譯行為是因個人專長而受邀參
一定勞務或處理事務，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與，或其基於貢獻所長及協助新住民、移工發聲，或推
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
廣文化、交流等考量故答應參與，如符合左列要件者，
行為：
該行為即屬於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
1. 基於社會責任或社會參與，而與其他成員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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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判斷要件
同參與之輔助性服務。
2. 基於個人專長受邀參與活動。

費用支領說明
之輔助性服務行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則其因參與活動衍生的費
用支領事宜，則回歸小明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頭
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3. 依契約，小明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鐘點費，或擔任
通（翻）譯過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小明須搭車到通（翻）
譯地點的交通費、誤餐費、或通（翻）譯必須要有的翻
譯工具製作費用等。

案例三

移工小明自願參與志工服
務或社區之公益活動。

參與行為須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 1. 若移工小明為了回饋社區、社會及增進彼此認同，志願
一定勞務或處理事務，且係基於社會責任或社會
參與志工服務或社區之公益活動，如符合左列要件者，
參與，而與其他成員共同參與之輔助性服務者，
該行為即屬於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
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
之輔助性服務行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行為。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則小明因參與活動衍生的
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小明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
頭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3. 依契約，小明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補貼，或小明須
搭車到志工服務地點的交通費、誤餐費等與志工行為本
身無對價關係的經費。

案例四

移工小明受邀擔任多元文 參與行為如具備以下要件，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 1. 若移工小明已持有工作許可者，於工作之餘，自發性、
化活動之策展人、展演人員 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行為：
非經常性的受邀擔任多元文化活動之策展人、展演人
等。
1. 已持有工作許可者，於工作之餘
員，且其非主辦單位雇用人員，主辦單位在邀請事項外
2. 自發性、非經常性
對其無指揮監督的權力，小明基於推廣文化或交流等考
3. 無相當對價報酬
量故答應參與，如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勞動
4. 從事藝術、演藝行為或文化活動
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行為，
5. 移工與活動主辦單位不具指揮監督關係
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規定，則小明因參與活動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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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判斷要件

費用支領說明
生的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
頭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演出費，或為展演過
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小明購買策展所需物品的材料
費、交通費，或租借相關物品之租借費、搬運策展物品
的運輸費等。

案例五

參與行為如具備以下要件，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 1. 若移工小明已持有工作許可者，在工作之餘，自發性、
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行為：
他移工慶典之活動。
非經常性的受邀於移工慶典活動中表演，且其非主辦單
1. 已持有工作許可者，於工作之餘
位雇用人員，主辦單位在邀請事項外對其無指揮監督的
2. 自發性、非經常性
✽類似案例
權力，小明基於推廣文化或交流等考量故答應參與，如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 3. 無相當對價報酬
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4. 從事藝術、演藝行為或文化活動
函釋附表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輔助性服務行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5. 移工與活動主辦單位不具指揮監督關係
附表三(三)
條規範。
已持有本部核發工作許可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規定，則小明因參與活動衍
者，於工作之餘，從事下列
移工小明受邀參與表演其

行為：
1.在政府機關或經核准立
案之民間團體，所舉辦不
以營利為目的之活動中
表演。
2.參加朋友的劇團，擔任演
出之演員，推廣文化藝

生的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
頭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演出費，或參與表演
過程中必須支出的費用，如小明須搭車到表演地點的交
通費、誤餐費，購置表演所需道具的材料費、治裝費等。

術，並配合該劇團於各地
社教活動邀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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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六

案例七

案例
移工小明受邀擔任移民和
移工相關會議與談人或擔
任多元文化課程之講師、出
席文化相關諮詢會議擔任
委員等。

判斷要件
費用支領說明
參與行為如具備以下要件，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 1. 若移工小明為非常態、單次受邀出席會議擔任與談人、
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供勞務為
委員或課程講師，其參與並未排擠會議原出席人員或課
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
程原講師就業機會，小明基於推廣文化或為移工發聲等
1.屬一次性而非常態性質之活動。
考量故答應參與，如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勞
2.非為境內特定對象提供勞務。(即提供勞務對象
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
非臺灣地區雇主)
任何人提供勞務為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
✽類似案例
3.且尚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
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函釋附表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規定，未違反就服法規
附表五(一):
定，則小明因參與活動衍生的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
外國人受僱於境外之政府
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頭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
機構、境外非政府組織及事
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業機構或個人，來臺進行新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出席費或講師費
聞採訪、新聞報導或從事取
等，或為出席會議或教學過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小
景、拍攝或後製作電影、電
視或戲劇等工作，或來臺擔
明須搭車到地點的交通費、誤餐費、或課程必須要有
任旅遊領隊；或外國人臨時
的教材教具製作費用等。
性受邀參與新聞媒體訪談
等。
參與行為如具備以下要件，則可認定屬勞動部函 1. 若移工小明並非被採訪之新聞媒體雇用，且無本國人因
移工小明受邀接受新聞媒
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供勞務為
體採訪。
其參與而喪失就業機會或工作，小明基於推廣文化或為
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
移工發聲等考量故答應參與，接受之採訪須與其移工身
1.臨時性參與新聞訪問或發表意見。
✽類似案例
分有關之議題，如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勞動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 2.非為境內特定對象提供勞務。(即提供勞務對象
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任
非臺灣地區雇主)
函釋附表
何人提供勞務為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
3.且其參與無影響國人就業機會。
附表五(一):
為，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外國人受僱於境外之政府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規定，則小明因參與衍生的
機構、境外非政府組織及
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頭約
事業機構或個人，來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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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案例八

判斷要件

費用支領說明

行新聞採訪、新聞報導或
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從事取景、拍攝或後製作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出席費、訪談費及受
電影、電視或戲劇等工
訪過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小明須搭車到受訪地點的交
作，或來臺擔任旅遊領
通費、誤餐費，因出席訪談購置服裝之治裝費等經費。
隊；或外國人臨時性受邀
參與新聞媒體訪談等。
移工小明受邀擔任電影或 須考量拍攝內容及擔任角色，如係因移工身分而 1. 若移工小明因其身分受邀參與移工議題紀錄片拍攝及
電視或戲劇等角色。
受邀參與移工議題紀錄片拍攝及角色，則可認定
擔任角色，小明基於表達感受或為移工發聲等考量故答
屬勞動部函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
應參與，如符合左列要件者，該行為即屬於勞動部 107
✽類似案例
提供勞務為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所列之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
勞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 為。
供勞務為目的，且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不受
函釋附表
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附表五(七):
2. 如小明之行為未違反就服法規定，則小明因參與活動衍
外國人參與移工角色或議
生的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
題之紀錄片拍攝、文學獎
頭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演出費等相關費用，
或參與演出過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演出必須購置服裝
之治裝費，及因拍攝過程中需道具而購買相關材料之材
料費等。

競賽，不論是否有獲得版
權費或獎金。

其他

不屬上述八種案例之藝文

依移工參與藝文表演活動之性質及目的，依序

活動。

判斷，如行為符合以下其中一類行為，則不受
行為，即不受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相關案例請參考勞
就服法第 43 條規範：
動部 107 年 11 月 27 日函釋附表，若認定有疑義時，
一、輔助性服務行為
請函詢勞動部依個案具體事實為認定。
(一)移工須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 2. 移工之行為如未違反就服法規定，則因參與活動衍生
定勞務或處理事務。
的費用支領事宜，則回歸與主辦單位之約定(包括口頭
(二) 移工參與活動之目的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約定)辦理，該約定不得違反民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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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判斷順序及要件臚列如左，如行為符合左列其中一類

案例

判斷要件
費用支領說明
1.基於社會責任或社會參與之目的。
3. 依契約，可能支領的經費項目例如補貼等相關費用，或
2.自發性地奉獻社會，非以獲取報酬為目的。
無違反就服法所從事行為過程必須支出的經費，如交通
(三)移工參與行為態樣符合以下情形之一：
費、誤餐費、材料費、租借費等。
1.基於個人專長受邀參與活動。
2.從事符合志願服務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
要件之行為。
3.從事無相當對價報酬之志願服務。
4.已持有工作許可者，於工作之餘自發性、非
經常性從事無相當對價報酬之藝術或演藝
行為，與活動主辦單位或場所之管理人不
具指揮監督關係。
(四)如符合上述三要件，則移工之行為可認定屬
於輔助性服務行為。
二、一般聯誼行為
(一) 已持有工作許可者，於工作之餘於公開場所
提供短期表演。
(二) 參與表演之目的係基於個人興趣。
(三) 無相當對價報酬。
(四) 屬自發性，與場所主人或觀眾間不具指揮監
督關係。
(五) 如符合上述四要件，則移工之行為可認定屬
於一般聯誼行為。
三、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供勞務為目的，且無
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
(一) 須非為境內特定之自然人或法人完成一定
勞務或處理事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均可
認符合此一要件：
1.移工受雇於境外之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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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判斷要件
事業機構或個人，來臺進行採訪、取景、拍
攝等工作。
2.臨時性(例如屬一次性訪問，非屬帶狀談話
性節目)參與新聞訪問或發表意見。
3.受政府機關、行政法人、政府捐助之財團法
人、各級學校、各國駐華使領館、駐華外國
機構、駐華各國際組織邀請或補助進行文
化或藝術之交流，在邀請期間內從事所邀
請範圍內之行為。
4.參與移工角色或議題之紀錄片拍攝、文學獎
競賽。
(二) 未影響本國人之就業機會
(三) 如符合上述二要件，則移工之行為可認定屬
於其他非為境內任何人提供勞務為目的，且
無妨礙本國人就業機會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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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支領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