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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Heron	Qian,	Attorney,	Law	Offices	of	Jonathan	Liang	
info@lianglaw.com	

	
	

川普嚴政下 H1B申請和補件六項攻略	
以及如何充分利用 STEM專業優勢	

	
	
在過去兩年中，川普政府沒有在國會通過任何有意義的移民立法，而是通過向 70％-80％
H1B 申請發出補充文件通知（補件／RFE），在默默無聲中、但又十分有效的制衡了 H1B
工作簽證的申請。這些補件通常超過 15 頁長，其中包括非常耗時的證據要求清單。H1B
雇主可能需要花費數天時間收集所需要的文件，而其中一些文件可能涉及有關雇主的敏感

或機密信息。許多雇主權衡利弊，考慮到繁瑣耗時的文件準備，而最終批准的不確定性，

最後決定放棄申請，而這正是川普政府想要看到的結果。	
		
本文在此特別提供川普嚴政下，針對 H1B 申請和補件的六項攻略，以及如何充分利用
STEM專業優勢（STEM專業是指與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相關領域的學位）。		
	

1. 注重職位本身，而不是 H1B申請人	
	
H1B 有兩個基本要求：（1）所提供的工作職位符合 H1B 專業職位的要求，H1B 專業職位
是指這個職位本身需要與職位直接相關的特定專業領域的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	（2）H1B
申請人持有相關領域的本科或以上學歷。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如果H1B申請人持有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或更高學位，那麼這個申請
就符合 H1B 要求。事實上，持有合格學位只滿足了 H1B 的第二個要求，而沒有滿足第一
個要求，即所提供的職位符合 H1B專業職位的要求。	
			
95％的補件要求提供額外的證據，解釋為什麼該職位需要相關專業領域的學士學位，從
而符合 H1B要求。移民局最喜歡利用“H1B專業職位”的要求來補件，或拒絕 H1B。例如：	
	

- A	candid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申請 H1B的職位是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	

- A	candidat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申請 H1B的職位是 IT	support	
technician。	

- A	candid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accounting申請H1B的職位是accounting	assistant。			
	
以上案例都不符合 H1B 的要求。因為所提供的職位－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	 IT	
support	technician,	and	accounting	assistant，都不需要相關專業的大學學位。任何持有其他
專業的學士學位、大專學位的人，甚至高中畢業生，都可以在合理的培訓後成為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	IT	support	technician,	and	accounting	assistant。換句話說，如果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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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美國雇主在招聘該職位時，沒有特別要求與該職位直接相關的特定專業領域的學士學位，

那麼這個職位不符合 H1B要求。	
	
總而言之，在準備H1B文件時，無論是初始申請還是隨後的補件回覆，重點應始終放在職
位本身，盡量舉證並描述該職位的專業性、複雜性，以及執行該職位的責任時，所需的知

識和技能只有通過完成相關專業的學士或更高學位才能獲得。H1B 申請人本身的背景，除
了擁有相關專業的學士或更高學位以外，與 H1B 申請完全無關。無論 H1B 申請人如何優
秀出眾，從常春藤學校畢業，獲得過很多獎項，或者有卓越的專業背景和經驗，都不能幫

助 H1B獲得批准。	
	

2. H1B職位—－盡量選擇專業性強、級別高的職位	
	
在 H1B申請中，職位的專業性越強，級別越高，成功機會越大。Scientist符合 H1B要求，
而 lab	assistant就不符合。Engineer符合 H1B要求，而 technician不符合。Lawyer符合 H1B
要求，而 paralegal不符合。Medical	doctor符合 H1B要求，而 nurse不符合。	
	
回到剛才的案例：		
	

- A	candid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可以用 electrical	engineer
職位申請 H1B	，但是不能用 electrical	engineering	technician申請。	

- A	candidate	with	a	bachelo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可以用 IT	support	engineer職
位申請 H1B	，但是不能用 IT	support	technician申請。	

- A	candidate	with	a	master’s	degree	in	accounting	可以用 accountant職位申請 H1B	，
但是不能用 accounting	assistant申請。		

	
自川普上任以來，移民局對審理H1B的嚴苛程度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很多以前可以輕鬆獲
得 H1B批准的職位，現在也通通被補件。在這種環境中提交 H1B，H1B申請人和雇主應盡
可能選擇專業性強、級別高的職位，以提高H1B批准的機率。申請時用專業性強、級別高
的職位，也為後面的補件做好鋪墊。因為較高級別的專業職位，通常比入門級別的基本職

位，需要更高的教育水平。例如：	
	

- Controller比 accountant更容易獲得 H1B批准。	
- Software	engineer比 computer	programmer更適合 H1B。	
- Scientist	or	researcher比 research	associate更專業。	
- Legal	consultant不如 attorney專業性高。		
- Market	research	analyst比 sales	specialist更有機會獲得批准。	

	
3. 充分利用 STEM專業優勢	

	
如果 H1B申請人擁有 STEM專業的學位，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相關領域的專業，該
H1B申請人比其他畢業生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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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STEM 學位畢業生可以獲得長達 3 年的實踐培訓（OPT），這意味著他們將有足夠
的時間等待漫長的 H1B和 RFE審理流程，同時他們在等待期可以為 H1B雇主工作。其次，
移民局整體上對申請 STEM專業的 H1B更加寬容，因為美國就業市場確實缺乏在科學、技
術、工程和數學相關領域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另外，最近有傳言國會計劃增加美國學校

STEM學位畢業生的 H1B年度配額，同時降低其他 H1B的配額。	
	
最重要的是，STEM 學位畢業生，在三年的 OPT 期間，可能有足夠的時間跳過困難重重的
H1B 申請流程，直接申請職業移民綠卡。目前，PERM	Labor	Certification 的申請，包括之
前的 DOL 最低薪確認和招聘流程，需要大約 10-12 個月。隨後的 I-140 申請，如果通過加
急審理，需要 2週的時間。最終的 I-485申請，加上面試流程，需要 3-6個月。	STEM學位
畢業生，如果不是在中國大陸或印度等有移民排期的地區出生，很有可能會在OPT用完之
前就直接拿到綠卡。	
	
如果 H1B 申請人擁有 STEM 專業的學位，為了確保更高的 H1B 成功率，用來申請 H1B 的
職位應該直接跟科學、技術、工程或數學等領域相關。例如：	
	

- A	 graduate	 with	 a	 degree	 i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可以任職 supply	 chain	 analyst,	
industrial	engineer,	operations	analyst,	logistics	analyst等，但是最利於申請 H1B的職
位是 industrial	engineer。	

- A	graduate	with	a	degree	in	mathematics可以任職 financial	analyst,	statistician,	business	
data	analyst,	market	analyst等，然而最符合 H1B要求的職位是 statistician。	

- A	graduate	with	a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可以任職 IT	project	manager,	 software	
developer,	system	analyst,	customer	support	specialist等，然而 Software	developer申
請 H1B成功機率最高。	

	
4. H1B薪金——盡量選擇Wage	Level	Two或以上		

	
每個 H1B職位，根據其職稱、職責和所需的知識、技能，被歸類為 O	*	NET-SOC職位之一。
職業信息網（O	*	NET）是由美國勞工部（DOL）贊助的基於標準職業分類（SOC）的系統。	
DOL 為每個職位分配了四個工資水平。Wage	 level	one 的分配是給職業中的入職級職位，
不需要任何經驗、監督責任或其他特殊要求。如果一個職位需要一定年限的相關經驗，或

更高的學位（碩士或博士），或雙語能力，或其他特殊技能，那麼需要分配到 wage	 level	
two或以上的工資。	
	
Wage	 level	one 通常是 H1B 職位所需的最低工資。在川普上任之前，只要達到 wage	 level	
one，移民局很少會針對工資問題補件。在川普上任之後，wage	level	one的 H1B成為移民
局嚴格審理的補件目標。移民局在其補件通知中稱，wage	 level	one 表明該職位本身是基
本的入門級別，而不是需要學士學位的專業職位，因此這個 wage	 level	one 的職位不符合
H1B專業職位的資格。	
	
簡而言之，wage	 level	one 已經成為川普政府打擊 H1B 簽證申請的有力武器。如果雇主僱
用的是新畢業、經驗有限的應屆生，因而只給到相對低的 wage	 level	one，那麼受到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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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尤其大。在過去兩年中，wage	 level	one 是 H1B 申請最常見的補件問題。最簡單直接的
解決方案，就是在 H1B申請時盡可能選擇 wage	level	two或以上。	
	

5. 應對補件策略──分析其他員工專業背景和雇主薪資結構	
	
在川普政權下，在提交最初的 H1B 申請之前，雇主和 H1B 申請人必須首先考慮到之後補
件的應對問題。如上所述，專業性強、級別高的職位，或 STEM 領域相關的職位，或更高
的工資水平，都有助於 H1B 申請人克服之後的移民局補件。但是，如果因為 H1B 申請人
是沒有任何相關經驗的新畢業生，而雇主只能提供入門級別的職位，或者只能提供 level	
one	wage，應該怎麼應對呢？對於 H1B 雇主和 H1B 申請人來說，在啟動 H1B 申請程序之
前，因仔細分析一下其他員工的專業背景和雇主的薪資結構。	
	
如果在相同或類似職位上工作的現任和前任員工，擁有相關專業的學士學位或更高學歷，

那麼這些員工的專業背景，將有助於 H1B的申請和之後的補件。	
	
另外，如果現任和前任員工在相同或類似的職位上工作，並且是在入職級別，並且沒有太

多工作經驗，而雇主支付這些員工的薪水類似於 H1B 的 level	one	wage，那麼雇主就可以
證明付給 H1B申請人的 level	one	wage是完全合理的。H1B申請人的工資水平，與雇主的
內部薪資結構一致，而與 H1B 申請人的職位是否複雜、是否專業、是否符合	H1B 要求，
沒有直接關係。移民局無權要求雇主因為這個員工申請 H1B，就需要支付比其他類似員工
更高的薪水。	
	
總之，其他員工的專業背景，以及雇主的內部薪酬結構，是在開始H1B申請程序之前，決
定 H1B職位和工資水平的重要因素，並將影響到後續克服 wage	level	one和 H1B專業職位
問題的補件。H1B的雇主、H1B申請人和律師應該在開始 H1B申請之前，首先全面考慮所
有相關因素。	
	

6. H1B審理期間，確保有效的身分	
	
擁有可靠的備份計劃始終是個好主意。在川普時代，即使滿足所有法定要求的H1B案件也
可能遭到移民局的無理拒絕。全國各地的移民律師近期有反映一些 engineers,	developers,	
mathematician的 H1B案件被拒絕。儘管 H1B申請人在 H1B審理期間可以留在美國境內等
待審理結果，但是如果被意外拒絕，那麼 H1B申請人立刻失去有效身份，需即刻離境。	
	
除非申請人的計劃是如果 H1B 沒有批准就直接打包回國，否則 H1B 申請人應該保持獨立
於 H1B 申請的有效非移民身份（F1，F2，H4 等）。如果 H1B 被拒絕，H1B 申請人仍然有
一個有效的身份留在美國，有充分的時間計劃下一步。	
	
	
本律師事務所專精 H1B 申請及職業移民類申請。請 email	 info@lianglaw.com 安排免費諮
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