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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台北印尼經濟貿易代表處 

 
JOB ORDER ENDORSEMENT ONLINE 

 
自 2011 年 11 月 11 日起, 在台之印尼勞工仲介公司可以使

用印尼代表處之線上認證服務，以便仲介公司自動產生勞

工工作需求文件(需求書、授權書和勞動契約). 網址: http:// 
kdei-taipei.org 
線上勞工工作需求認證的好處是方便仲介公司做出勞工文

件，加快勞工文件的認證服務以及讓印尼代表處、印尼和

台灣相關單位擁有勞工資料庫。 
自 2011 年 12 月 16 日, 駐台印尼代表處將只接受並認證由

線上勞工工作需求認證系統所產生的勞工文件。 
 
線上勞工工作需求認證系統使用方式如下： 
1. 請至印尼代表處網址(http://kdei-taipei.org) 並按下於

左邊選項之線上勞工工作需求認證 。 

 
2. 要開始輸入新的勞工工作需求，請按中間之 Start 按

鈕。 

 
3. 請輸入台灣仲介公司資料 

a.) 請用英文字母填寫‘Agency Name’, ‘Office Address’, 
及 ‘Authorized Person Name’。 

b.) 請用中文填寫 ‘仲介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及‘負責

人 / 代表人’ 。 
c.) 請填寫 ‘Phone’, ‘Fax’, 及 ‘C.L.A Private Employment 

Service Agency License No./ 勞工局私立就業服務機

構許可證號碼’, 填完之後請按 ‘Next’ 

4. 輸入雇主資料 
a) 請用英文字母填寫 ‘Company/Employer Name’, 

‘Address’, 及 ‘Authorized Person Name’ 。 
b) 請用中文填寫 ‘公司名稱 / 雇主姓名’, ‘地址’, 及 

‘代表人姓名’。 
c) 請填寫 ‘ID No. / 身分證號碼’, ‘Phone’, 及 ‘Fax’, 填

完之後請按 ‘Next’ 
5. 請輸入勞工工作需求資料 

a.) 請選 ‘Job Type / 職位’ 及 ‘CLA Recruitment Letter 
Date / 發文日期’ 

b.) 請填寫 ‘CLA Recruitment Letter No. / 勞工局許可函

號碼’, ‘Jumlah Tenaga Kerja yang dibutuhkan / 勞工人

數’, 及 ‘Biaya Akomodasi per Bulan / 膳宿費’. 
‘Biaya Akomodasi per Bulan / 膳宿費’ 只出現在正式

領域(非家庭幫傭)的工作需求。 
d.) 請用英文字母填寫 ‘Work As (Bekerja Sebagai)’, 及用

中文填寫 ‘工作項目’. 這兩個選項只出現在正式領域

(非家庭幫傭)的工作需求。 
e.) 請填寫 ‘Catatan / 備註’ (如果有),請按 ‘Next’按鈕。 

6. 請輸入印尼仲介資料 
a.) 請填寫 ‘Agency Name / 仲介名稱’, ‘Address / 公司地

址’, ‘Phone / 電話號碼’, ‘Fax / 傳真號碼’, ‘License No. 
/ 執照號碼’, 及 ‘Authorized Person Name / 負責人/
代表人’. 

b.) 請用英文字母填寫所有選項 
c.) 請按 ‘Next’按鈕。 

7. 請按照您的需求輸入勞工資料。若要增加並填寫勞工資

料，請按 ‘+’ 符號。 

 
輸入勞工資料： 
a.) 請輸入‘Nama TKI /外勞姓名’, ‘Alamat /地址’, ‘No 

Paspor/KTP /護照號碼/ 印尼身份証號碼’, ‘Tanggal 
Pengeluaran Paspor-KTP / 發 照 日 期 ’, ‘Tempat 
Pengeluaran Paspor-KTP /發照地點’, ‘Tanggal Lahir /
出生日期’, ‘Tempat Lahir /出生地點’, ‘Jenis Kelamin /
性別’, ‘Status Perkawinan /婚姻狀況’, ‘Jumlah anak 
dibawah umur 18 tahun dan belum menikah /低於 18
歲並未婚之子女數目’, ‘Nama Ahli Waris /受益人姓

名’, ‘Nama Kontak Darurat /如遇意外時通知(姓名)’, 
‘Alamat Kontak Darurat /如遇意外時通知(住址)’, 
‘Telepon Kontak Darurat  如遇意外時通知(電話)’, 
‘Hubungan Kontak Darurat /如遇意外時通知(關係)’, 
填完之後請按 ‘Submit’按鈕。 

b.) 要增加勞工資料請再按‘+’符號。若要編輯，請選擇

該勞工資料並按 ＂鉛筆＂圖示。若要刪除，請選

擇該勞工資料並按＂垃圾桶＂圖示。 

 

 
請注意：所輸入之勞工資料數目和所需要之勞工數

目必須相同。 
c.) 如果您已確定所輸入之勞工資料和數目是正確，請

打勾您已經確認的聲明。

 
d.) 請輸入安全代碼 

 
若您不清楚所顯示的安全代碼而要改新的安全代

碼，請按 Refresh 按鈕（如上圖藍色箭頭表示）。 
e.) 按 Submit 之後，請按 OK. 

8. 依您所需求的勞工數目，系統會產生需求書、授權書和

勞動契約之檔案。 

 
9. 請下載、列印並照標準程序蓋章和簽名再加上勞委會和

函(影本)以及在台仲介之許可證(影本)。請至彰化銀行

繳交認證費用而之後請帶資料至印尼代表出認證。(申
請書和外勞的基本資料不需要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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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契約更改 
若有需要更改已認證之勞動契約裡的勞工資料，台灣仲介

公司必須透過印尼代表處認證網址裡的‘Data Replacement’
選項去更改勞工資料。 

 
 
更改之後，線上認證系統將會產生勞工資料更改聲明書和

一份新的勞動契約（按照所更改的資料）。  
您可以儘快帶著勞工資料更改聲明書、新的勞動契約和舊

的勞動契約至印尼代表處辦理。印尼代表處將會免費認證

新的勞動契約。 
 
勞動契約更改步驟： 
1. 請按 ‘Data Replacement’選項。 
2. 輸入舊勞工（要被更改的勞工）之 ‘Nama TKI’, ‘No 

Paspor / KTP’, 以及 Barcode Perjanjian Kerja 。請確認您

所輸入的資料是正確而且是依照舊的勞動契約。 
3. 請輸入安全代碼。 

 
若您不清楚所顯示的安全代碼並要改新的安全代碼，

請按 Refresh 按鈕（如上圖藍色箭頭表示）。 
4. 輸入完，請按 ‘Submit’ 
5. 認證系統將會產生一個連接去下載勞工資料更改聲明書

和新的勞動契約。請列印並照標準程序蓋章和簽名。 
6. 請儘快至印尼代表處辦理。印尼代表處將會免費認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