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國
打工度假
2023-202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Korea



目次

1. 韓國打工度假專案/簽證  ・・・・・・・・・・・・・・・・・・・・・・・・・・・・・・・・・・・・・・・・・・・・・・・・・・・・・・・・・・・  1

2. 韓語 [語言]  ・・・・・・・・・・・・・・・・・・・・・・・・・・・・・・・・・・・・・・・・・・・・・・・・・・・・・・・・・・・・・・・・・・・・・・・・・・・・・・  5

3. 住宿  ・・・・・・・・・・・・・・・・・・・・・・・・・・・・・・・・・・・・・・・・・・・・・・・・・・・・・・・・・・・・・・・・・・・・・・・・・・・・・・・・・・・・・・・・  8

4. 韓國打工  ・・・・・・・・・・・・・・・・・・・・・・・・・・・・・・・・・・・・・・・・・・・・・・・・・・・・・・・・・・・・・・・・・・・・・・・・・・・・・・・・ 13

5. 韓國度假  ・・・・・・・・・・・・・・・・・・・・・・・・・・・・・・・・・・・・・・・・・・・・・・・・・・・・・・・・・・・・・・・・・・・・・・・・・・・・・・・・ 18

6. 韓國生活  ・・・・・・・・・・・・・・・・・・・・・・・・・・・・・・・・・・・・・・・・・・・・・・・・・・・・・・・・・・・・・・・・・・・・・・・・・・・・・・・  22

7. 常用連絡電話  ・・・・・・・・・・・・・・・・・・・・・・・・・・・・・・・・・・・・・・・・・・・・・・・・・・・・・・・・・・・・・・・・・・・・・・・・・・ 31

8. 常見問題  ・・・・・・・・・・・・・・・・・・・・・・・・・・・・・・・・・・・・・・・・・・・・・・・・・・・・・・・・・・・・・・・・・・・・・・・・・・・・・・・  35



※ 資料來源：kostat.go.kr、www.worldbank.org

經過近50年奇蹟般的發展‚韓國已成為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但仍保留其傳統文
化。她那充滿活力的國際化生活方式‚
她的壯麗景觀、文化遺產和各種節日絕
對會讓你著迷。

今天就開始計畫你的韓國打工度假吧！

韓國是...

官方名稱  
首都      
語言         
人口       
貨幣          
GDP            

大韓民國
首爾
韓語
5184萬 (2022年)
韓元
1638億美元 (2020年)

基本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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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國家/地區清單 （2023.01)
阿根廷、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國、
丹麥、法國、德國、香港、匈牙利、愛爾蘭、以色列、義大利、日本、
荷蘭、紐西蘭、波蘭、葡萄牙、西班牙、瑞典、臺灣、英國、美國

1
韓國已與25個國家/地區簽署打工度假協議。
打工度假簽證的主要目的為透過在韓短期工作，補貼您在假期所需
的資金。
打工度假簽證能讓您的韓國之旅更具彈性。
您在韓國停留期間，也可至私立教育機構留學或受訓。

1韓國打工度假

韓國
打工度假
專案 / 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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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證效期

• 停留期限為12個月  
• 簽證效期內可多次出入境韓國 (鑑於大流行，可能是單次入境簽證)
• 不須額外申辦工作許可(工作時數上限：每周25小時)
• 停留期間可從事各類臨時性工作，部分具專業性之職業除外
  (如：醫師、教師、運動員、演員等)

※ 注意：以上韓國打工度假簽證條件可能因國家或地區而異。

國家/地區 就業期限 學術活動期限

阿根廷、奧地利、
智利、捷克共和國、
法國、德國、匈牙利、
日本、荷蘭、波蘭、

葡萄牙、西班牙、瑞典、
臺灣、英國、美國

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

加拿大 沒有限制 3 個月

愛爾蘭 沒有限制 6 個月

紐西蘭 沒有限制 6 個月

以色列 相同雇主3個月 6 個月

澳大利亞 相同雇主6個月 4 個月

香港 相同雇主6個月 6 個月

義大利 相同雇主6個月 沒有限制

比利時 6 個月 6 個月

丹麥 9 個月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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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格條件
• 申請人年齡需為18~30歲(含)
• 在韓停留期間，眷屬不得申請依親
• 申請人務必在原籍國申請簽證並獲得簽證核可
• 必須持有有效護照
• 在韓期間必須加保醫療保險
• 有足夠的資金負擔假期初期費用(最低3000000韓元)
• 持有回程機票或持有足夠資金購買返程機票之證明 
• 未曾持打工度假簽證方式進入韓國
• 無犯罪記錄
• 申請簽證時需將相關費用連同申請表一併繳交
• 來韓國的主要目的應爲度假或旅遊(長期工作或以學習爲目的的人要考慮
其他簽證,而非工作假期簽證)

* 簽證費：
  - 所需費用因申請人的國籍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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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備文件

• 簽證申請表
• 有效護照和護照照片一張(3.5x4.5cm)
• 回程機票或持有足夠資金購買返程機票之證明
• 財力證明(例：存款餘額證明書)
• 在韓期間有效的醫療保險(保險範圍：最低40000000韓元)
• 旅行計畫
• 申請費用
• 犯罪記錄證明(良民證)
• 體檢證明
• 學籍或最高學歷證明

※  請注意：以上要求可能因各大使館/領事館/KVAC而異。建議您在申
辦簽證之前，先向相關大使館/領事館/KVAC洽詢最新的官方資訊。 
請參閱第35頁的更多信息。 

※ 大韓民國大使館/領事館名單：
www.mofa.go.kr/eng/nation/m_4902/list.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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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語 [語言]

會說韓語將大大增加您在韓國的就業優勢。此外，精通韓語亦有助於
您的日常生活及社交領域。英語在韓國並未廣泛使用於日常生活及
工作中，因此，建議您在赴韓打工度假之前，加強您的韓語實力。
目前全球多所大專院校均設有韓語課程，您也可向所在地區的韓國
大使館和領事館洽詢學習韓語的機構。

免費韓語課程

免費在線語言課程由 Nuri Sejong Hakdang 提供。請檢查下面的鏈
接。

2韓國打工度假

※ Seoul Foreigner Portal (http://global.seoul.go.kr)

電話) 02-3276-0700
Website) https://www.sejonghakdang.org/front/main/main.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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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費韓語課程

機構 網址

梨花語言中心      http://elc.ewha.ac.kr

漢陽大學 
國際語言學院      http://hkli.hanyang.ac.kr

建國大學語言學院      http://kfli.konkuk.ac.kr

高麗大學 
韓國語言文化中心      http://klcc.korea.ac.kr

慶熙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      https://ile.khu.ac.kr/ 

首爾國立大學
語言教育學院      http://language.snu.ac.kr

西江大學
韓國語言教育中心      http://klec.sogang.ac.kr

延世大學      http://www.ysk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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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韓語課程

• 阿里郎電視臺-讓我們說韓語第1季 
   http://www.youtube.com/user/arirangkorean 

• KBS世界–讓我們學習韓語 
   http://rki.kbs.co.kr/learn_korean
 
• Nuri-Sejonghakdang 
   https://nuri.iksi.or.kr/front/main/main.do?language=en 

• Seoul Online King Sejong Institute 
   https://www.iksi.or.kr/co/seoul.do 

• EBS Durian 
   http://www.ebs.co.kr/durian/kr/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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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宿

[短期住宿]

GUEST HOUSE
GUEST HOUSE又稱民宿，提供與韓國朋友及他國旅客互動的機會，
讓您體驗真正的韓國生活。

青年旅館
韓國各地均設有青年旅館，各主要城市都擁有70間的青年旅館，為您
提供價格合理的高品質住宿。每日價格約在15000韓元至40000韓
元之間。

※  剛到韓國的時候，青年旅館或GUEST HOUSE是可以帶您迅速瞭
解韓國概況，並能以合理價格住宿的好選擇。

3韓國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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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長期住宿]

寄宿家庭 
寄宿於韓國人的家裡，您會擁有自己的房間，並與寄宿家庭一起用餐，不僅可
以與韓國人交流，體驗他們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提升您的韓語實力。

套房(ONE ROOM) 
套房是一種非常受學生和單身人士歡迎的租屋選擇，套房配有浴室及廚房。

考試院（Goshiwon) 
考試院最初是為那些準備國家公務員考試的人士設計。由於韓國套房及公
寓的租金普遍偏高，考試院成為便成為新興的租屋型態。考試院設備齊全，
若附有獨立衛浴及對外窗，租金將較為高價。

住商套房（Officetel）/單身公寓
住商套房（Officetel）為辦公室（Office）與飯店（Hotel）結合的詞彙。一般來
說設備最為齊全，您可以在其中住宿兼辦公。住商套房價格比套房更高，也
提供了更大的生活空間及設施。租戶每月另需繳交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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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式公寓 
酒店式公寓設備齊全‚提供酒店式服務‚每套住宅均具備現代化公寓的所有
必需品‚包括室內游泳池、健身房和便利設施。這些住宅通常是一般飯店房
間的兩到三倍大‚通常附有一個廚房。有些公寓還為租戶提供清潔和洗衣服
務。

公寓
公寓在韓國是最受歡迎的住房選擇，租戶需求的增長及對舒適的追求即證
明了這一事實。幾乎所有的公寓附近都有健全的基礎設施‚如超市、行政機
關‚以及便捷的公共交通。大多數公寓式住宅都不附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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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找到你的住處

韓國都市的租屋市場競爭非常的激烈，價格合理的住宅供給不足。

不論是何種住宅型態，都必須簽署租賃契約。在尚未完全瞭解您的權利及責
任的情況下，簽訂合約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建議由韓國朋友協助檢查您
的租約。

注意：韓國的新學期開始於二月及八月，此時找房相對不易。

※  Information on accommodation, residences, and convenience 
facilities for foreign nationals in Seoul: 

    http://english.seoul.go.kr/service/living/housing/1-wolse-je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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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搜尋
網路搜尋是一種方便及有效尋找住房的方式。網路可以提供優渥的資源‚
如房地產網站和線上刊登的房地產列表。

房屋仲介公司
雖然通過刊登在網路和報紙上的房屋廣告可以找到完美的房子，但是韓
國民眾也會造訪房屋仲介公司。許多社區都有房屋仲介公司，在櫥窗上
都會張貼目前可租的房屋。找到合適的房屋仲介後，您可以透過相關租
屋需求及預算，從中做出選擇。房屋仲介應檢查公寓的所有權並驗證屋
主的身分。

尋找住處的多種方法

※  Real Estate Agencies for foreigners:
http://english.seoul.go.kr/service/living/housing/5-real-estate-agencies-for-foreig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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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打工

在韓國就業大不易，尤其是對不諳韓語的人而言，將更加困難。
流利的韓語是在韓國就業的一大優勢。然而‚如果您有出色的個人專
業和正確的管道‚也可能成功就業。與旅遊不同‚在韓國工作是融入韓
國文化和生活、結交新朋友的好方法。 

在韓國打工度假可嘗試的職業

語言類工作
• 語言類工作 
要成為一個譯者/編輯，您需要具備使用目的語言寫作和表達自己的
能力。這項工作需要使用不同的語言和文化轉換資訊與思考模式。
因此您也必須對大眾文化有所認識。翻譯/編輯的職業前景有：商業
書信、網站開發、創建字幕、翻譯/編輯官方文獻和許多其他領域。

4韓國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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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音員 
配音員是一個需要把自己變成「聲音」的職業。多數從事此業的外籍人士都
是參與教育材料的錄音工作（例：有聲書、考題）。在長時間的錄音過程中，
清晰的咬字及發聲耐力十分重要。不少人對配音員躍躍欲試，然而韓國目
前尚缺乏系統化的配音員經紀公司。

服務業工作
• 飯店/餐廳
韓國正逐漸成為受到國外旅客歡迎的旅遊地點。飯店、餐廳、餐飲業亦會聘
僱雙語或外籍人士服務顧客。此領域的從業人員需要具備優良的服務態
度、語言能力及互動能力。此行業最重要的理念為，確保顧客獲得良好的餐
點及服務。

志工
• 韓國WWOOF
韓國世界有機農場機會組織(WWOOF: World Wide Opportunities on 
Organic Farms)
協助媒合想在有機農場擔任志工的人士與需要志工的業者。WWOOF將為
志工提供食宿以及瞭解有機生活的機會。
http://wwoofkore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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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精簡履歷
-  履歷是您對雇主的首次自我介紹，履歷宜清晰、簡潔，只列出與職

缺相關的內容，並附上近照。 

2. 找工作
-  線上求職網站是求職者最常使用的資源。以下是最受歡迎的英

語求職網站‚包含大量對求職者有用的資訊。透過瀏覽下列名
單，找出最符合您需求的網站。

求職小技巧

英文網站

打工度假資訊中心 http://whic.mofa.go.kr/eng

Seoul Foreigner Portal http://global.seoul.go.kr

Seoul Metropolitan
Government http://english.seoul.go.kr/life-information/work/

Contact Korea https://contactkorea.kotra.or.kr/index.do

求職網站

잡코리아(Job Korea) http://www.jobkorea.co.kr

사람인(Saramin) http://www.saramin.co.kr

알바몬(Albamon) http://www.albamon.com

알바천국(Albachunguk) http://www.alba.co.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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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人際網路 
-  許多職缺是不會對外公開的，反之，他們是透過口耳相傳得知。

朋友、親戚、熟人皆是您寶貴的求職資源。

4. 主動投遞履歷 
-  當您心儀某個公司或職位，即使沒有公布徵才訊息，也可以嘗試

投遞履歷。

勞動法諮詢 
-  就業與勞動管理諮詢服務‚如工資、退休金、解雇、工會、職業安

全、平等就業、一般勞動事項等等
http://www.moel.go.kr/english

國內
1350 (外國語#5)
英文‚中文均可

海外 + 82-52-702-5089

雇傭勞動部 [MOEL] 

※ 聯絡電話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點至下午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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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只能從事打工度假簽證上所顯示的工作類型嗎？
>>  持打工度假簽證可從事大部分的臨時工作‚除了以下領域‚如接待

員、舞者、歌手、音樂家、可能有損道德和禮儀的娛樂場所的演藝
人員或醫師、律師、教授、飛行員、語言教師、廚師或其他根據國內
法律規定需要資格認證才能從事的專業服務。若您想在韓國教
外語，必須申請E-2簽證。 

2. 我可以獲得多少勞務報酬？
>>  薪資取決於您的技能、經驗、教育水準、資格認證和雇主類型(行

業)。2022年韓國法定最低時薪為9,160韓元,（2023年9,620韓
元）。外國人得享有和韓國勞工一樣的最低薪資水準。

兼職工作者的收入可能較難負擔身活費用。語言類職業(翻譯、編
輯等)在韓國通常屬於高工作收入的範疇。

3. 我的工作時數有限制嗎？ 
>>  根據司法部規定，H-1(打工度假)簽證持有者每週工作時數不得

超過25小時。參與者就業的目的為，補貼打工度假之旅行資金，
就業並非打工度假主要目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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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度假

韓國四季分明‚有許多迷人的風光和獨特的旅遊景點。持打工度
假簽證到韓國各地旅行，將是令人難忘的經驗。近來韓流的盛行
與韓國流行文化的普及，使大眾更加認識韓國文化與娛樂，也吸引
全球各地的青年赴韓度假。醫療觀光、文化遺產、寺廟建築、韓國
美食(例：韓國烤肉)、美容養生、國際級購物中心都在這裡。

全年享受節氣氣氛

從“華川山鱒魚冰雪節”到“保寧泥漿節”‚您都可以體驗韓國的大
自然。如果您有興趣參加文藝活動‚ “釜山國際電影節”和“富川漫
畫節”將會是最好的選擇。在一年之中‚韓國有眾多節日及國際博
覽會。在韓國享受打工度假期間‚每一個行政區的地方政府都會
發布活動公告‚千萬不要錯過。

5韓國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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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四季

韓國四季分明‚在不同的季節有不同的景點。在春天的山區有各式花卉節 ‚
櫻花景點遍佈全國各地。夏天則會舉辦各種消暑刺激的水上運動，例如：划
水、風帆衝浪、泛舟等。秋天氣候宜人，非常適合遠足和野餐。到了冬天，您
可以在滑冰、滑雪後泡溫泉溫暖身心。 

文化遺產和歷史景點

您可以來一場「無圍牆博物館」的旅行：從慶州古城到幾千年前火山活動形
成的濟州島，滿足您對歷史的興趣。走訪位於韓半島的UNESCO世界遺產
景點，將幫助您更聊瞭解韓國的歷史文化。例如造型典雅的「安東韓屋村」
便是伊莉莎白女王於1999年訪問韓國時花一整天品味的景點。此外，您也
可觀賞享譽全球的傳統面具舞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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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韓流的文化中心

您聽過「韓流」嗎？在高樓大廈林立的街道上，盡情發掘韓國的美麗風景和傳
統文化吧。韓國的都市充滿著各種樂趣，您將會發現韓國流行文化「韓流」的
興盛。隨著韓流崛起，韓劇、K-pop在亞洲的年輕世代間廣受歡迎。各企業贊
助的韓流演唱會，在首爾幾乎月月舉辦，「WAPOP」及「夢想演唱會」是主要
的韓流演唱會，受到全球各地的韓流粉絲推崇。在韓國度假的您，快跟上韓
流的腳步，享受韓劇、韓樂、韓國電影及各種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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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韓國文化 

韓國食品振興院
• 活動地點
首爾特別市鐘路區北村路18號3樓

• 活動流程 (如有變更)
韓國的味道。 K-Food經驗。活動計劃可能會有所變化，因此請在訪問之前聯
繫以下電話號碼以仔細檢查可用性。

• 注意事項
https://culture.hansik.or.kr/kr/main/main.do     

• 連絡電話
+82-2-6320-8400 韓國食品振興院

北村傳統文化館 
• 活動地點
首爾特別市鐘路區桂洞街37

• 活動流程 (如有變更)
提供有關北村韓屋村、手工藝節目等的信息。活動節目可能會發生變化，因此
請在訪問前聯繫下面的電話以仔細檢查可用性。

• 注意事項
https://hanok.seoul.go.kr/front/eng/exp/expCenter.do?tab=1  

• 連絡電話
+82-2-2133-1371, +82-2-2133-1372),  北村傳統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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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生活
生活費用

相較於歐洲國家，在韓國的生活費用並不會過度高昂。在韓國每個月
所需的生活費用並無一個精確的數字，下表是韓國打工度假每個月基
本生活費用(預估值)，正確金額將因各人的住宿條件及生活方式有所
差異。

每個月的基本生活費約為1300000韓元，若是較為節約的住宿和生活
方式，每個月可低於1000000韓元。

* 午餐費用約8000韓元。

6

類別 所需費用(預估值)

房租和水電費                   KRW 600,000

飲食                   KRW 400,000

公共交通                   KRW 50,000

手機通訊費                   KRW 50,000 

娛樂 
(旅遊、電影、體育、音樂會等)

                  KRW 100,000

服裝(服裝/美容)                   KRW 100,000

總計                   KRW 1,300,000

* 每月支出(平均)

韓國打工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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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外國人登錄 

所有來到韓國的工作度假者都必須進行外國人登錄(Residence Card)。登
錄必須在入境90天內到您住處附近的出入境管理局辦理。 

在韓國生活將頻繁使用到您的外國人登錄證，例如銀行開戶、購買手機、簽訂
租賃合約和在韓國合法工作。 

辦理外國人登錄時需繳交所有相關的資料‚入境管理局職員會採集您的指紋
並開立記載取件日期的收據。外國人登錄證的取件日期通常約需3周。 

* 在韓國居住期間更改個人信息時（例如：姓名，國籍，出生日期，護照號碼，
護照有效期，護照簽發日期，韓國地址），您必須在14天內向移民局報告。有
關更多信息，請聯繫移民局。不帶區號撥打1345。 



24 韓國打工度假

 

申請期限
• 自入境起90天內 

應備文件

• 有效護照(打工度假簽證) 
• 申請表(由出入境管理事務所提供)  
• 費用(30000韓元)
• 旅行計畫
• 房屋租賃契約書 
• 工作證(只適用於相關人員)
• 1照片(3.5x4.5cm, 白色背景)

※ 現場申辦外國人登錄證之前，請務必先至Hi Korea網站線上預約
    ▶ www.hikorea.go.kr

  ▶ 如何知道自己所在地轄區的出入境管理事務所? 
請電話撥打 ☎ 1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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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為了降低隨身攜帶現金的風險及便於紀錄開支，建議您開設韓國銀行帳戶。
持護照(或外國人登錄證 : Residence Card)至銀行的任一分行辦理即可。
開戶及維護帳務不收取額外費用。 

現金卡(簽帳金融卡)是韓國最常見的付款方式之一。結帳時‚結帳金額立即
從您的帳戶餘額中扣除。申辦現金卡‚需提供外國人登錄證和護照。現金卡
也可用於現金存取。   

想瞭解更多的銀行業務資訊‚請聯繫相關銀行分行。 

* 韓國貨幣 

韓國的貨幣稱為韓元(KRW) 
紙鈔面值 : 1000韓元、5000韓元、10000韓元、50000韓元 
硬幣面值 : 10韓元、50韓元、100韓元、500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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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

若您持有未鎖定並且與WCDMA(寬頻碼分多址)相容的手機‚便可直接使用
預付型SIM卡。請先與您在原國家的電信公司、中心或手機業者聯絡‚以確認
您的手機是否可以使用韓國的網路。

使用預付型SIM卡不僅通訊方便，並且經濟實惠。

韓國有三大電信公司: 

  * SK
http://www.tworld.co.kr/eng  
☎ 080-2525-011 (提供英、中、日語服務)

  * KT
http://global.olleh.com
☎ 1588-8448

  * LG 
http://www.uplus.co.kr
☎ 1544-0010 

購買SIM卡，開通門號需於電信公司門市現場出示外國人登錄證，無外國人
登錄證者，需於每三個月重新註冊門號。

▶ 區碼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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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國民健康保險(自願加保) [www.nhis.or.kr]

國民健康保險涵蓋所有居住在韓國的人。根據出入境管理法第31條‚已進行
外國人登錄並在韓國並在韓國居留滿三個月的外籍人士得加保。在這項制
度下‚將依據被保險人的月收入繳納一定額度的保險費用，被保險人於醫療
機構看診時，可享有健保給付。保險費將於每個月自您的帳戶扣款，未就業
的人士亦可加保健康保險。 

※  自2019年7月16日起,在大韓民國居留六個月以上的外籍人士，均需強制加保國民
健康保險。

應備文件

• 全民健康保險受雇者投保申報表/自僱者投保申報表  
• 外國人登錄證 (Residence Card)
• 護照(打工度假簽證)   
• 雇用契約書(若有)

 
  ▶ 國民健康保險公團客服中心 
      ☎ 1577-1000 (英語諮詢) ☎033-811-2000 (提供外語服務)
      http://www.nhis.or.kr (英語、日語、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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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建議

建議您在來韓打工度假的前六周向醫生洽詢個人健康狀況的建議，並攜帶您
個人所需的藥品。  

當您入境韓國時，必須持有三個月以上效期的醫療保險。您也可以投保國民
健康保險‚享受和韓國人同樣的福利。
部分打工度假協議簽署國家會要求申請人提供醫療保險證明，請洽詢您的保
險公司，確認您的醫療保險範圍是否涵蓋海外給付。 

退稅 

▶ 從薪資扣除稅額 

   1. 退休金：薪資的4.5%
   2. 國民健康保險：薪資的3.54% 
   3. 所得稅 

納稅基數 稅率

12000000韓元及以下    6%

超過12000000韓元 720000韓元 
+超過12000000韓元部分的15%

超過46000000韓元 5820000韓元 
+超過46000000韓元的部分的24%

超過88000000韓元 15900000韓元
+超過88000000韓元部分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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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得稅
所得稅的課稅範圍包含您在韓國的所有收入。打工度假者獲准於韓國工
作，相對的，您也必須繳納所得稅。若您的所得來源為韓國境內，您可於離
境前辦理年度所得稅申報。 

若您想了解所得稅退稅資格，請洽詢韓國國稅廳。

https://www.nts.go.kr/english/main.do

☎ 1588 - 0560 (提供18種語言翻譯服務)

報告租賃和月租 

關於租金，任何超過 6,000 萬韓元的押金或金額超過 30萬韓元的月租金，
必須在合同簽訂後 30 天內向您所在轄區的社區中心報告。 *房東或租客都
可以舉報。請聯繫您所在轄區的社區中心瞭解詳細流程。

大使館 [領事館] 出國登錄   

為了便於您在韓國的大使館遇緊急事故時提供協助，建議您到駐韓國大使館
辦理出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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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度假安全注意事項

  
1. 接受韓國生活方式‚遵守當地法律。 

韓國政府主導司法程序，非韓國籍人士亦需遵守韓國法律。

2. 妥善保管護照
遺失護照風險多，若您的護照遺失或遭竊，請務必至您國家的駐韓大使館/
領事館申請補發護照。

3. 務必簽訂書面合約，切忌口頭合約
合約必須以書面形式簽訂。

▶ 為避免糾紛‚請做您：
- 遷入租屋處前簽訂書面租賃契約。
- 公司到職前簽訂書面雇用契約。



31韓國打工度假

常用聯絡電話
• 報案電話 ： 112 

• 消防或急救 ： 119(緊急情況)

• 緊急醫療資訊中心 ： 1339

• 本地電話號碼查號台 ： 本地區碼 +114

• 茶山客服中心(首爾生活和旅遊資訊查詢專線) ： 02-120
英語、中文、日語 

• 出入境管理客服中心 ： 1345
英語、中文、日語、法語、德語

• 旅遊專線(24小時旅遊資訊) ： 1330 
支援英語、中文、日語 

• BBB(免費翻譯) ： 1588-5644
英語、中文、日語、法語、德語、義大利語、瑞典語

7韓國打工度假



32 韓國打工度假

國家/地區 大使館

歐洲

奧地利
www.bmeia.gv.at/oeb-seoul/ 

+82-2-721-1700

比利時
republicofkorea.diplomatie.belgium.be/en

 seoul@diplobel.fed.be
+82-2-749-0381

捷克共和國
www.mzv.cz/seoul

seoul@embassy.mzv.cz
+82-2-725-6765

丹麥
https://sydkorea.um.dk/en 

selamb@um.dk
+82-2-6363-4800

法國
kr.ambafrance.org

consulat.seoul-amba@diplomatie.gouv.fr
+82-2-3149-4300

德國
seoul.diplo.de/kr-de
info@seoul.diplo.de

+82-2-748-4114

匈牙利
szoul.mfa.gov.hu/eng

mission.sel@mfa.gov.hu
+82-2-792-2105

愛爾蘭
www.dfa.ie/irish-embassy/republic-of-korea/

+82-2-721-7200

義大利
www.ambseoul.esteri.it/ambasciata_seoul/it/

seoul.stampa@esteri.it
+82-2-750-0200

荷蘭

www.netherlandsandyou.nl/
your-country-and-the-netherlands/south-korea

seo@minbuza.nl
+82-2-311-8600

波蘭
https://www.gov.pl/web/hanguk 
seul.amb.sekretariat@msz.gov.pl

+82-2-723-9681

葡萄牙
www.seul.embaixadaportugal.mne.pt/pt/

seul@mne.pt
+82-2-3675-2251

西班牙

https://www.exteriores.gob.es/Embajadas/seul/ko/
Paginas/index.aspx 

emb.seul@maec.es  
+82-2-794-3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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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地區 大使館

歐洲

瑞典

www.swedenabroad.se/en/
embassies/south-korea-seoul/

ambassaden.seoul@gov.se
+82-2-3703-3700

英國
www.gov.uk/government/world/south-korea

Enquiry.Seoul@fcdo.gov.uk
+82-2-3210-5500

亞洲

香港 kr.china-embassy.org/kor/ 

日本
www.kr.emb-japan.go.jp/itprtop_ja/index.html

ryojisodan.seoul@so.mofa.go.jp 
+82-2-2170-5200 

臺灣
www.taiwanembassy.org/kr/index.html

+82-2-6329-6000

大洋洲

澳大利亞
http://southkorea.embassy.gov.au/seol/home.html

seoul-inform@dfat.gov.au
+82-2-2003-0100

紐西蘭

https://www.mfat.govt.nz/kr/countries-and-regions/asia/
republic-of-korea-south/new-zealand-embassy/

nzembsel@mfat.net
+82-2-3701-7700

美洲

加拿大
www.canadainternational.gc.ca/korea-coree/

seoul@international.gc.ca
+82-2-3783-6000

美國
kr.usembassy.gov

seoulinfoACS@state.gov
+82-2-397-4114

中南美洲

阿根廷
https://ecore.cancilleria.gob.ar/

ecore@mrecic.gov.ar
+82-2-797-0636

智利
chile.gob.cl/corea-del-sur/en/

+82-2-779-2610

中東 以色列
embassies.gov.il/seoul-he/Pages/default.aspx

info@seoul.mfa.gov.il
+82-2-3210-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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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官方網站
• Korea.net

http://www.korea.net

• E-government for Foreigners
https://www.hikorea.go.kr/Main.pt?locale=en

• 訪問韓國
http://english.visitkorea.or.kr

• 你好首爾
http://english.seoul.go.kr

• Seoul Foreigner Portal
http://global.seoul.go.kr

實用網站
• Worknplay.co.kr (外籍人士社區)
  http://www.worknplay.co.kr

• KOTRA (Korea Trade-Investment Promotion Agency)    
  https://contactkorea.kotra.or.kr/en/index.do 

• Seoulistic (韓國基本資訊)
  http://seoulistic.com

• Study in Korea (韓國教育與基本資訊) 
  http://studyinkorea.go.kr

韓國媒體
• 阿里郎電視臺

- 官方英語廣播
http://www.arirang.co.kr

• KBS World
- 韓國戲劇‚娛樂及韓國流行樂  

http://kbsworld.kbs.co.kr

• K-Heritage TV
- 公共機構運營的文化遺產信息  

https://www.k-heritage.tv/ma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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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 我可以以打工度假的方式來韓國嗎？ 

A: 只要您來自25個簽署打工度假協議的國家/地區，且年齡為18~30
歲(含)的人士，便有機會核發打工度假簽證。 

Q: 我可以在入境韓國後再申請打工度假簽證嗎？

A: 您必須將填寫完成的簽證申請表，連同應備文件繳交至您原籍國
的大使館/領事館。申請人必須在到達韓國之前‚獲得韓國打工度假簽
證。

*  例外：國籍為奧地利人士，可在日本(東京)、中國(北京、上海)、香港和臺
灣提交申請。如果您是德國人，請聯繫柏林的KVAC（kvacdeinfo@iom.
int /網站：www.visaforkorea.eu）或您所在的德國駐韓國領事館，以獲取
更多應用信息。如果您是法國人，請聯繫巴黎的KVAC（kvacfrinfo@iom.
int /網站：www.visaforkorea.eu） 如果您來自英國，請聯繫倫敦的 KVAC 
(kvacukinfo@iom.int /website : www.visaforkorea.eu) 了解更多申請詳
情。

Q: 曾經獲發韓國打工度假簽證的人士，是否可以再次申請打工度假
簽證？ 

A: 若您曾經獲發韓國打工度假簽證，便無法再次申請韓國打工度假
簽證。韓國打工度假簽證每人僅限核發一次。

8韓國打工度假



36 韓國打工度假

Q: 我可以延長我的韓國打工度假簽證嗎？ 

A: 打工度假簽證不能延期‚但您可以在特定情況下‚換成另一種類型的簽證。
詳情請聯繫韓國出入境管理局。(www.immigration.go.kr)

Q: 申請韓國打工度假簽證需要繳交那些資料？ 

A: 請參閱本手冊<1.韓國打工度假專案/簽證>瞭解基本資訊。由於申請條件
依國籍有所不同，建議您直接洽詢原籍國的韓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Q: 要申請韓國打工度假簽證‚是否需要需要先找到工作？  

A: 不‚您不需為了申請韓國打工度假簽證而先找工作。

Q: 獲得韓國打工度假簽證後‚可以在韓國讀書嗎？

A: 如果您的目標是學位而非韓語課程，通常需申請學生簽證(D-2)。

Q: 護照被偷了怎麼辦？我能將簽證轉到我的新護照嗎？  

A: 請您保持冷靜，首先至您在韓國的大使館/領事館註銷原護照，並申辦新
護照。若您已在出入境管理局辦理外國人登錄，則不需另外核發新的打工度
假簽證。您可以使用外國人登錄證(Residence Card)，以打工度假簽證狀態
在韓國合法居留。 但是,新護照信息必須在14天內報告給主管移民局。 （信息
變更報告：護照號碼，有效期和簽發日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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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我打算在近期內申請打工度假簽證。請問簽證發放之後，我需要在幾周或
幾個月內去韓國呢？

A: 簽證發放之後，您的簽證上會註明有效的入境期限。入境期限通常為一
年，各大使館或領事館之詳細規定可能有所不同。

Q: 請問我是否需要親自到大使館申請簽證？是否可以線上/郵寄方式受理申
請？

A: 您必須直接諮詢您所在國家/地區的韓國大使館/領事館，因為每個大使館
/領事館都有不同的簽證申請政策。

Q: 韓國政府是否提供打工度假方面的援助？是否提供職缺或住宿？

A: 此簽證允許您在韓國居留，但申請人不能期望直接從韓國政府獲得職缺、
住宿方面的援助。原則上需由申請人自行處理，該簽證不提供住宿和就業安
置服務。您可以向Working Holiday Info Center免費諮詢找工作、住宿和生
活方面的相關諮詢，歡迎您在入境韓國之後使用本服務。

Q: 請問是否有韓國打工度假人士參與的網路社團、部落格或網站？

A: 通常，居住在韓國的外國人/外國人有很多社區。您可以在線找到它，也可
以在社交網絡（SNS）上搜索。工作假期信息中心還運營著一個Facebook頁
面，為參與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https://www.facebook.com/wh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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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打工度假 

Han River Picnic

Nanta Performance

Baseball Game

Korea War Memo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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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1101 MastersTower, 331 Dongmak-ro, Map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郵遞區號  04156
電話 +82 - 2 - 1899 - 1995
傳真 +82 - 2 - 735 - 1995
網址 whic.mofa.go.kr/eng/
Email workingholiday@mofa.go.kr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whkorea 
Youtube youtube.com/user/whickorea

打工度假資訊中心上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9：00-18：00‚例假日除外。 拜
访之前可打电话预约。

本手冊資訊和相關資料‚如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建議事先確認相關資訊
是否仍適用/異動。

聯絡我們



打工度假  
資訊中心

   地址:
#1101

MastersTower,
331 Dongmak-ro, 
Mapo-gu, Seoul,
Republic of Korea

  郵遞區號:
04156

  

   電話:
+82-2-1899-1995

http://whic.mofa.go.kr/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