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398-9002

(02)6613-0811

(03)393-1469

(07)803-9177
(07)803-6804

(07)803-6419



(03)398-9002

(02)6613-0811

(03)393-1469

(07)803-9177
(07)803-6804

(07)803-6419

跨國勞動力權益維護資訊網站

為使不同國籍的移工及一般民眾能即時獲悉相關聘僱移工

業務、權益維護與法令等資訊，勞動部建置具有五國(中

文、英文、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語言的「跨國勞動力

權益維護資訊網站」(網址：https://fw.wda.gov.tw/)，

提供雇主最新及最完整之移工法令與權益保障資訊。







806027高雄市前鎮區
凱旋四路105號

920004屏東縣潮州鎮
昌明路98號

900052屏東縣屏東市
復興路446號

950003臺東縣台東市
博愛路356號

880008澎湖縣馬公市
水源路52號

(07)821-0170

南港東明青銀
就業服務站



806027高雄市前鎮區
凱旋四路105號

920004屏東縣潮州鎮
昌明路98號

900052屏東縣屏東市
復興路446號

950003臺東縣台東市
博愛路356號

880008澎湖縣馬公市
水源路52號

南港東明青銀
就業服務站

831122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300號（自          辦職訓、技         能檢定）

(07)719-9221

(02)8914-7211

(02)2246-1660

(02)2206-6235

(02)8692-4059

(07)622-8700

新店就業服務站



320678桃園市中壢區
新興路182號

330003桃園市桃園區
南華街92號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原
里1鄰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202004基隆市中正區
中正路102號

265008宜蘭縣羅東鎮
中正北路50號

970015花蓮縣花蓮市
國民三街25號

981002花蓮縣玉里鎮
光復路160號

89350金門縣金城鎮
民權路173號

20941 連江縣南竿鄉
介壽村47-4號

(03)888-6140

(083)623-567 (083)626-304

326020桃園市楊梅區
秀才路851號

300008新竹市北區
光華東街56號

302048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九路7-3號

360007苗栗縣苗栗市
中山路558號



320678桃園市中壢區
新興路182號

330003桃園市桃園區
南華街92號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中原
里1鄰中平路439號南棟3樓

202004基隆市中正區
中正路102號

265008宜蘭縣羅東鎮
中正北路50號

970015花蓮縣花蓮市
國民三街25號

981002花蓮縣玉里鎮
光復路160號

89350金門縣金城鎮
民權路173號

20941 連江縣南竿鄉
介壽村47-4號

326020桃園市楊梅區
秀才路851號

300008新竹市北區
光華東街56號

302048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九路7-3號

360007苗栗縣苗栗市
中山路558號

420019臺中市豐原區
社興路37號

407254臺中市西屯區
工業區一路100號

403421臺中市西區
市府路6號

433107臺中市沙鹿區
中山路493號

500021彰化縣彰化市
長壽街202號

510002彰化縣員林市
靜修東路33號

540025南投縣南投市
彰南路二段117號

(049)222-2834

720201臺南市官田區
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號

730001臺南市新營區
中正路102-3號

710038臺南市永康區
東橋二街18號

701005臺南市東區
衛民街19號

613016嘉義縣朴子市
嘉朴路西段87及89號

600026嘉義市東區
興業東路267號

632301雲林縣虎尾鎮
文化路64號

640008雲林縣斗六市
上海路222之1號

(06)203-8502 

(05)224-0656 

(05)633-0422 (05)633-0425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

辦事處

臺北市辦事處 

新北辦事處

基隆辦事處

桃園辦事處

苗栗辦事處

南投辦事處 

彰化辦事處 

雲林辦事處

嘉義辦事處 

新竹市辦事處

新竹縣辦事處

臺中市
第一辦事處

臺中市
第二辦事處

臺南市
第一辦事處

臺南市
第二辦事處

高雄市
第一辦事處

高雄市
第二辦事處

屏東辦事處

宜蘭辦事處

花蓮辦事處

臺東辦事處

100232臺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1段4號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
中平路439號
202002基隆市中正區
正義路40號
330026桃園市桃園區
縣府路26號
300031新竹市東區
南大路42號
302048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九路36之1號
360003苗栗縣苗栗市
中山路131號

403001臺中市西區
民權路131號
420014臺中市豐原區
成功路616號
540008南投縣南投市
芳美路391號
500017彰化縣彰化市
公園路1段239號
640010雲林縣斗六市
興華街7號

600032嘉義市東區
大業街2號

700003臺南市中西區
中正路351號
730007臺南市新營區
民治東路31號
802206高雄市苓雅區
政南街6號1樓
830033高雄市鳳山區
復興街6號
900034屏東縣屏東市
廣東路552之1號

260006宜蘭縣宜蘭市
農權路3段6號
970026花蓮縣花蓮市
富吉路43號

950003臺東縣臺東市
更生路292號

(02)2321-6884

(02)8995-2100 (02)8995-6438

(02)2426-7796 (02)2427-8364

(03)335-0003 (03)336-4329

(03)522-3436 (03)528-1438

(03)551-4775 (03)551-4734

(037)266-190 (037)266-650

(04)2221-6711 (04)2220-7215

(04)2520-3707 (04)2520-3709

(049)222-2954 (049)223-5624

(04)725-6881 (04)727-0857

(05)532-1787 (05)533-1738

(05)222-3301 (05)222-1013

(06)222-5324 (06)211-0355

(06)635-3443  (06)633-5831

(07)727-5115 (07)727-5338 

(07)746-2500 (07)746-2519

(08)737-7027 (08)735-0343  

(039)322-331 (039) 329-551 

(038)572-256 (038) 564-446

(089)318-416 (089)356-003

(02)2393-9264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各地辦事處

辦事處

臺北市辦事處 

新北辦事處

基隆辦事處

桃園辦事處

苗栗辦事處

南投辦事處 

彰化辦事處 

雲林辦事處

嘉義辦事處 

新竹市辦事處

新竹縣辦事處

臺中市
第一辦事處

臺中市
第二辦事處

臺南市
第一辦事處

臺南市
第二辦事處

高雄市
第一辦事處

高雄市
第二辦事處

屏東辦事處

宜蘭辦事處

花蓮辦事處

臺東辦事處

100232臺北市中正區
羅斯福路1段4號

242030新北市新莊區
中平路439號
202002基隆市中正區
正義路40號
330026桃園市桃園區
縣府路26號
300031新竹市東區
南大路42號
302048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九路36之1號
360003苗栗縣苗栗市
中山路131號

403001臺中市西區
民權路131號
420014臺中市豐原區
成功路616號
540008南投縣南投市
芳美路391號
500017彰化縣彰化市
公園路1段239號
640010雲林縣斗六市
興華街7號

600032嘉義市東區
大業街2號

700003臺南市中西區
中正路351號
730007臺南市新營區
民治東路31號
802206高雄市苓雅區
政南街6號1樓
830033高雄市鳳山區
復興街6號
900034屏東縣屏東市
廣東路552之1號

260006宜蘭縣宜蘭市
農權路3段6號
970026花蓮縣花蓮市
富吉路43號

950003臺東縣臺東市
更生路292號

澎湖辦事處

金門辦事處

馬祖辦事處

880010澎湖縣馬公市
三民路36號
893016金門縣金城鎮
環島北路69號

209001連江縣南竿鄉
介壽村47之4號

(069)272-505 (069)279-320

(082)325-017 (082)328-119

(083)622-467 (083)622-872

(02)8965-9091( 英語 )

(02)8965-1044(越南語)

(02)8965-1014(印尼語)

(02)8968-2605（泰語）

(02) 2302-6632(菲律賓語)

(02)2302-6705(越南語)

(02)2302-6651(印尼語)

(02)2338-1600轉4119(泰語)

108220臺北市萬華區
艋舺大道101號4樓

202201基隆市中正區
義一路1號

330206桃園市桃園區
縣府路1號4樓

300008新竹市北區
國華街69號5樓

302099新竹縣竹北市
光明六路10號B棟4樓

360006苗栗縣苗栗市
府前路1號

407610臺中市西屯區
臺灣大道3段99號

540225南投縣南投市
中興路660號1樓

500010彰化縣彰化市
中興路100號8樓

640201雲林縣斗六市
雲林路二段515號

600211嘉義市中山路
199號1樓

612009嘉義縣太保市
祥和二路東段1號

(02) 2302-6623

220242新北市
板 橋 區 中 山 路
一段161號7樓



708201臺南市安平區
永華路二段6號8樓

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
治路36號世紀大樓7樓

806036高雄市前鎮區
鎮中路6號4樓

900204屏東縣屏東市
自由路17號

260011宜蘭縣宜蘭市
縣政北路1號

970270花蓮縣花蓮市
府前路17號

950218臺東縣臺東市
桂林北路201號3樓

880003澎湖縣馬公市
治平路32號

893013金門縣金城鎮
民生路60號

209001連江縣南竿鄉
介壽村76號

(089)359-740

(083)622-381 轉6111 (083)622-209

114676臺北市內湖區
洲子街55-57號2樓

106094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3段151號10樓

(02)2701-1413 (02)2701-1433

(02)2506-0587

(02)2514-9864(02)2713-2626

114063臺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550號6樓

104495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101號2樓

105405臺北市松山區
敦化北路102號8樓

110208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
段333號國貿大樓11樓1112室

馬來西亞友誼

及貿易中心



708201臺南市安平區
永華路二段6號8樓

730201臺南市新營區民
治路36號世紀大樓7樓

806036高雄市前鎮區
鎮中路6號4樓

900204屏東縣屏東市
自由路17號

260011宜蘭縣宜蘭市
縣政北路1號

970270花蓮縣花蓮市
府前路17號

950218臺東縣臺東市
桂林北路201號3樓

880003澎湖縣馬公市
治平路32號

893013金門縣金城鎮
民生路60號

209001連江縣南竿鄉
介壽村76號 轉

114676臺北市內湖區
洲子街55-57號2樓

106094臺北市大安區
信義路3段151號10樓

114063臺北市內湖區
瑞光路550號6樓

104495臺北市中山區
松江路101號2樓

105405臺北市松山區
敦化北路102號8樓

110208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
段333號國貿大樓11樓1112室

馬來西亞友誼

及貿易中心

106211 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140號

100008 臺北市中正區公園路15-1號

320216 桃園市中壢區中山東路三段525號

407666 臺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66號

700203 臺南市中西區公園路96號

801206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59號

970206 花蓮縣花蓮市軒轅路36號

201015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6號

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220205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192-1號 

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55號

300194新竹市東區中央路241號10-12樓 (03)535-5191

(03)551-8160302099新竹縣竹北巿光明七街1號



356001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21鄰光華路373號

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540232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6號

640204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

600082嘉義市西區德明路1號

80221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1號

900214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

950211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36號

970018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200號

880001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15號

209002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6號

891002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1-12號

260026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287號
(行政大樓)

61200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3號

701021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林森辦公室)

730213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163號
(東興辦公室)

500009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中山路二段162號



356001苗栗縣後龍鎮大庄里21鄰光華路373號

420206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

540232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6號

640204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

600082嘉義市西區德明路1號

802212高雄市苓雅區凱旋二路132-1號

900214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272號

950211臺東縣臺東市博愛路336號

970018花蓮縣花蓮市新興路200號

880001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15號

209002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6號

891002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1-12號

260026宜蘭縣宜蘭市女中路二段287號
(行政大樓)

61200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二路東段3號

701021臺南市東區林森路一段418號
(林森辦公室)

730213臺南市新營區東興路163號
(東興辦公室)

500009彰化縣彰化市成功里中山路二段162號

202001基隆市義一路
18號11樓（A棟）

100213臺北市中正區
廣州街15號

235016新北市中和區
民安街135號1樓

330206桃園市桃園區
縣府路106號1樓

300003新竹市中華路
3段12號1樓

302008新竹縣竹北市
三民路133號1樓

360003苗栗縣苗栗市
中正路1291巷8號

408024臺中市南屯區
文心南三路22號1樓

420010臺中市豐原區
中山路280號

500035彰化縣彰化市
中山路3段2號1樓

540018南投縣南投市
文昌街87號1樓

640004雲林縣斗六市
府前街38號1樓

600016嘉義市東區
吳鳳北路184號2樓

613016嘉義縣朴子市
祥和二路西段6號1樓



700025臺南市中西區
府前路2段370號

741002臺南市善化區
中山路353號1樓

802206高雄市苓雅區
政南街6號5樓

820009高雄市岡山區
岡山路115號

900014屏東市中山路
60號1樓

(08)766-2778

(083)623-740(083)623-736

970009花蓮縣花蓮市
中山路371號5樓

950014臺東縣臺東市
長沙街59號

880010澎湖縣馬公市
新生路177號1樓

893017金門縣金城鎮
西海路1段5號2樓

209002連江縣南竿鄉
福沃村135-6號2樓

265009宜蘭縣羅東鎮
純精路3段160巷16號4樓



201013基隆市信義區
義七路9巷2號

116080臺北市文山區
興隆路三段306號

235016新北市中和區
民安街135號2樓

338027桃園市蘆竹區
龍安街二段968號3樓

300079新竹市北區
崧嶺路122號

300079新竹市北區
崧嶺路122號

360012苗栗縣苗栗市
中正路1297巷5號

408024臺中市文心南
三路22號3樓

540018南投縣南投市
文昌街87號2、3樓

500035彰化縣彰化市
中山路三段2號2樓

640004雲林縣斗六市
府前街38號3樓

600572嘉義市西區
中興路353號10樓

613016嘉義縣朴子
市祥和2路西段6號2樓

(03)217-2935

(03)525-8542

(049)224-6841

(04)727-0103



741002臺南市善化區
中山路353號2樓

800210高雄市新興區
六合一路113號

900014屏東縣屏東市
中山路60號2樓

269024宜蘭縣冬山鄉
梅花路255巷22弄35號

970024花蓮縣花蓮市
港口路35號

950014臺東縣臺東市
長沙街59號2樓

880010澎湖縣馬公市
新生路177號2樓

891002金門縣金湖鎮
蓮庵里5鄰西村46之3號

209002連江縣南竿鄉福
沃村135-6號2樓 (083)623-736 (083)623-7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