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理申請機關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
Czech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Taipei
地址：11071臺北市基隆路一段200號7樓B室
電話：+886-2-2722-5100
傳真：+886-2-2722-1270
電郵：Taipei_Ceco@mzv.cz（一般事務查詢）
taipei_consul@mzv.cz（領事事務查詢）
commerce_taipei@mzv.cz（商業事務查詢）
網址：http://www.mzv.cz/taipei

抵達捷克後
1. 於捷克停留時間不得超過簽證效期，不得改變停留目的。
2. 無需申請居留證，惟須先取得工作證（Work Permit），才
能開始工作。工作證之申請須向所在地公共就業服務辦公
室（Office of the Public Employment Service）申辦，有關捷
克工作證申辦程序請參閱捷克勞工部網站portal.mpsv.cz。
3. 度假為主，打工為輔。工作、就學或受訓累計均不可超過
6個月。
4. 倘在捷克期間之工作所得超過15,000克朗（約折合20,500
新臺幣），建議依據捷克所得稅法相關規定申報。
5. 在捷克一般緊急事故可撥打112（報警）或158（救護車）。
6. 駐捷克代表處聯繫方式如下：
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Prague
地址：Evropska 2590/33C, 160 00 Praha 6, Czech Republic
電話：+420-233-320-606
電子郵件：tecoprag@gmail.com
網址：http://www.taiwanembassy.org/CZ
急難救助電話：+420-603-166-707
捷克境內直撥：603-166-707
急難救助電話專供緊急求助之用（如車禍、搶劫、有關
生命安危緊急情況等），非急難重大事件，請勿撥打；一般
護照、簽證等事項，請於上班時間撥打至辦公室電話查詢。

停留捷克期間注意事項
1. 住宿資訊：可委託當地房屋仲介代覓住所，或上expats.cz

等網站自行搜尋租屋資訊。租屋時應簽訂租賃契約，以保
障雙方權益。
2. 就業資訊：可上jobs.cz等求職網站尋找。在決定開始工作
前，務必充分瞭解工作性質、薪資、保險、賦稅等問題，
並簽訂工作契約及取得工作許可證，以免日後產生問題。
3. 治安概況及安全：捷克一般治安情況尚稱良好，惟亞洲人
在公共場所易成為不法竊盜集團下手的目標，重要證件及
現金務必謹慎保管。倘不幸遭竊，應立即向警察局報案。
4. 交通資訊：捷克大眾運輸便利，建議多加利用。
（1）機場至布拉格市中心：自哈維爾國際機場至布拉格市
區，可搭乘119 (至Nadrazi Veleslavin站，轉搭地下鐵
A線)，車程約20-30分鐘，可於出境大廳購票。
（2）布拉格市區大眾運輸：單程車票分24克朗(30分鐘)及
32克朗(90分鐘)兩種。乘客進入地鐵月臺前或上車後
，須於打票機打上車票啟用時間。倘遇查票員查票，
無票或未刷票者將遭罰款。
（3）計程車：計程車依里程計價，惟司機良莠不齊，有時
會發生超額收費情形，建議搭乘無線電計程車，如AAA
radiotaxi (TEL：14014) City Taxi (TEL：257-257-257)。
5. 醫療：捷克衛生情況良好，無特殊傳染疾病。惟夏季較易
遭蜱蟲叮咬而感染蜱媒腦炎(Tick Borne Encephalitis)。蜱蟲
棲息在草地、樹林中，建議可注射疫苗並在從事戶外活動
前於外露之皮膚上噴塗驅蚊液。
6. 金融：捷克尚未加入歐元區，通行貨幣為捷克克朗(Czech
Crown)，2017年美金與捷克克朗兌換率約為1：23。多數
商店接受我國銀行核發的信用卡（如VISA卡或Master card
卡），國人亦可使用我國銀行核發的國際提款卡提款。
7. 氣候：捷克氣候屬溫帶大陸型，冬寒夏熱，年平均氣溫介
於攝氏5.5至10度間，夏季均溫介於攝氏23至29度，冬季
均溫介於攝氏0至-11度間，年平均降雨量為696公釐。
8. 時差：夏令時間自3月最後一個星期日至10月最後一個星
期六止，較國內慢6小時；冬令時間自10月最後一個星期
日至翌年3月最後一個星期六止，較國內時間慢7小時。
9. 電壓規格：220伏特、5O HZ，插頭為歐洲雙圓柱型插頭。
10. 飲食：當地水質不宜生飲，宜先煮沸。傳統食品以麵包
、肉類、乳製品及煙燻肉類加工製品為主。在一般餐廳
用餐宜視情況給20至30克朗小費；在高級餐廳用餐時，
小費通常介於餐費之5％到10%。

國人赴捷克
青年交流(度假打工)
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外交部
機關地址：10048臺北市凱達格蘭大道2號
總機電話：886-2-2348-2999
為民服務專線：886-2-2380-5678（週一至週五上班時間）

申請資格

當我想以一個詞來表達神秘時
我只想到布拉格

1.
2.
3.
4.

提出申請時，年齡須介於18歲（含）至26歲（含）之間。
度假為主要目的，打工為輔。
未曾參與本度假打工計畫。
受撫養之親屬（如：子女）不得同行。

尼采

必備文件
親愛的青年朋友們：
我國與捷克間度假打工計畫已經正式實施，每年
提供100個名額供18歲至26歲之我國青年前往捷克進
行為期一年的度假打工。歡迎有意赴中東歐拓展視野
的青年朋友們把握機會，來趟波希米亞之旅吧！
捷克地處歐洲大陸的中心，東與斯洛伐克交界，
西與德國接壤，南與奧地利相連，北與波蘭為鄰。曾
為波希米亞首府的捷克首都布拉格，至今仍享「萬塔
之城」、「萬城之母」等美譽。捷克境內四處可見古
羅馬式、哥德式、文藝復興風格及巴洛克式等多樣建
築型態，同時也是表現主義大師法蘭茲卡夫卡、現代
主義偉大作家米蘭昆德拉、百威及皮爾森啤酒的故鄉
，這個美麗的國度正等著您深度探索！
建議各位青年朋友們在前往捷克之前，事先瞭解
當地風土民情、法令規定及醫療制度等。度假打工期
間更須注意自身安全並遵守當地法律。外交部準備了
行前注意事項供您參考，同時鼓勵青年朋友們把握機
會壯遊中歐，瞭解歐洲之社會與人文，並培養國際視
野。在此祝福您在捷克度假打工平安順利，留下人生
中難忘的回憶。

外交部 敬啟

1. 中華民國有效護照且效期超過申請計畫停留期限至少3個
月以上。
2. 捷克簽證申請表（請至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下載填寫）
，須經申請人親簽，並附上最近6個月內拍攝的白色背景
照片2張（3.5公分×4.5公分，一張黏貼於申請表上，另一
張背面請註明姓名並夾於表格上）。
3. 回程機票或訂位紀錄，或足以購買機票的證明（銀行對帳
單、金融機構證明函及可於捷克提領存款之相關證明，如
國際通用之信用卡或金融卡影本等）。
4. 財力證明；視預計停留期間長短決定最低存款額度，如倘
於2016年成行且計畫停留1年，至少須有81,400捷克克朗
，約折合108,500新臺幣之財力證明（銀行對帳單、金融
機構證明函及可於捷克提領存款之相關證明，如國際通用
之信用卡或金融卡影本等），惟上揭額度將依實際停留時
間及生活所需之所得調整。
5. 打工度假簽證申請人請提供下列住宿證明文件：
（1）捷克房屋所有權證明書或房屋租賃/分租合約書；
（2）住宿契約證明書或其他類似內容的住宿確認文件，或
是由房屋所有人/授權使用人出具確認書同意將房舍
予以申請人作為停留捷克時之住宿居所。有效住宿證
明書之詳細內容請參閱捷克內政部官網：
http://www.mvcr.cz/mvcren/article/proof-of-accommodat
ion.aspx
6. 健康保險證明或前往捷克前承諾投保之聲明。
（1）健康保險至遲於簽證核發時提交。
（2）保險須涵蓋停留捷克全部期間。
（3）保險內容需包括緊急醫療救護、醫療後送及遺體運送
，以及意外、過失與受酒精、用藥及精神疾病影響所
造成之傷害及損失。
（4）可向捷克國家銀行所列，或歐盟會員國、歐洲經濟區
協定之簽約國及我國許可之相關保險公司購買上述

保險。倘係向捷克或其他歐盟會員國許可之保險公
司投保，則須檢附捷文版保險單說明，內容包括投
保項目及金額（至少6萬歐元，約折合新臺幣216
萬5千元），並確認已免除自付額（coinsurance
and copayment）。
7. 在遞件時親簽無犯罪聲明。
8. 支付簽證費用。

申請程序及注意事項
1. 申請者須親自前往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繳交護照、照片、
申請表及其他所有必備文件。所有文件均須為正本，相關
聲明及說明應附捷文翻譯。
2. 繳交簽證費用。
3. 接獲簽證核准通知後，親自前往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取
件。
4. 每年申請名額限制為100名。
5. 簽證申請可能長達60天，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無法提供速
件服務。
6. 請在簽證申請表第28項（停留目的）欄位中選擇其他（
Other），並在敘明（Specify）之欄位中填入「度假打工—
臺灣（Working Holiday-Taiwan）」。
7. 所有證明及申報文件均須提出正本或經認證之影本；掃描
或未經認證之影本概不受理。
8. 相關證明文件倘須檢附捷文翻譯時，請勿使用網路線上翻
譯服務。
9. 銀行提供之財力證明文件可印製於含該銀行信頭之信箋上
，並由獲授權之該銀行代表簽名及蓋章，以及附上信用卡/
金融卡正面影本（可不顯示卡號）。銀行提供之聲明範例
格式如下：
Mr./Ms.
has been the client of our bank since
and
his/her accounts are in good standing . The balance on his
checking/savings account No.
as of today’s date is
TWD. He/She is a holder of a Visa/Mastercard/
credit/debit card that will allow him/her the access to his/her
funds from the territory of the Czech Republic.
10. 認證相關文件過程可能衍生額外費用，另於捷克工作前
須取得之工作證亦將衍生額外費用。
11. 請聯繫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確認最新訊息及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