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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文摘要： 

藉由回顧臺灣移民變遷的過程，說明不論是在經濟、政治的背景

下，臺灣本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基於地狹人稠、資源有限，人口密

度高占世界第 2位，應對人口之移入有一定的限制。探討我國移民法

制的現況，瞭解外籍人士與大陸地區人士區分不同的制度與規範。近

年跨國婚姻移民儼然已成為臺灣第 5大族群，尊重多元文化及輔導新

移民措施成為政府施政之重點。全球化的趨勢下，移民政策需考量不

同的需求層面與國家未來的發展，參酌各先進國家移民制度的規範及

特色，以作為我國政策參考之借鏡。 

本研究發現：（一）跨國婚姻已成為新移民的主要途徑。（二）施

行制度之不同，係因移入數量及特性的差異性。（三）未來移民趨勢與

國家的移民政策息息相關。（四）政府建構多元文化社會可達到互助雙

贏的效果。（五）移民政策缺乏完整性及全面性。 

提供建議：（一）宜速宣導移民政策白皮書，以為行政機關執行之

依據。（二）加強面談查緝機制，以防杜非法移民及跨國異常婚姻。（三）

開發新人力資源，創造「多階段臨時性簽證」以杜絕偷渡管道及建立

新移民人口資源資料庫。（四）重視多元文化社會所創造的新價值。（五）

設立單一窗口，加強對僑民的關注與輔助，政策性協助僑民之下一代

學習中華文化及教育。（六）善用移民市場機制。（七）研訂不同居留

類別名額，以刺激經濟景氣創造國際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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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looking into the change in Taiwan’s immigration process, with its 

specific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Taiwan has been an 

immigration society since its early days. Due to its narrow land with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the 2nd heaviest density in the world) and limited 

resources, some restrictions on immigration must be applied.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status of Taiwan’s immigration system, and makes 

comparison of the different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mposed to foreigners 

and mainlanders. As evolved in recent years, immigrants coming to Taiwan 

through cross-country marriages have turned out to be Taiwan’s 5th largest 

group. Thus, respect of plural cultures and new immigrant counseling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ajor focuses of the Government.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ization, immigration policy requires taking varying requirements and 

our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into account. At the same time, the 

regulations and specific attributes that various advanced country have shall 

also be referred to for the institution of our polic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1) cross-country marriages have become new 

immigrants’ the major vehicle to move to Taiwan. (2) the difference of the 

enforcement system stems from the variance in the number of immigrants 

and their attributes. (3) the future immigration tren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a country’s immigration policy. (4) government’s construction of 

plural culture society may give a reciprocation and win-win effect. (5) the 

immigration policy is not integrated and well-rounded.   



Recommendations: (1) The immigration policy white paper shall be 

promptly introduced and promoted for the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to follow. (2) Reinforce the mechanism of face-to-face interviews, 

so as to eliminate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irregular cross-country marriages. 

(3) develop new human resources and create the“multi-step temporary 

visa” to eliminate the channel of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establish the 

database of new immigrant human resources. (4) look on the new value 

created from plural culture society. (5) set up a one-stop window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verseas Chinese and help them, and help their next 

generation learn Chinese culture. (6) make good use of the immigrant 

market mechanism, (7) regulate the quota for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residence, so as to stimulate economy and enhance our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key words】Immigrants, human smuggling syndicate, immigration 

policy, national interests, plural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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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章  緒 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壹、研究動機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趨勢，資金、商品、技術、資訊、人流等等的

自由移動，不但促進了人類知識及生活的多元化，也更寬廣緊密地結

合了彼此間相互依賴的關係。全球化的立場相信跨國界的流通應無障

礙，地方因素的力道不足影響大局，但實際上，許多國家發現，全球

化所鼓勵的市場經濟，以及所推動的無疆界的地理概念，與許多國家

的利益並不符合。雖然全球化下人流的移動在國家間也是必然的趨

勢，而接受國際移民是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社會善意的表達方式，但

此種作為有時與「國家利益」與「國家發展」常相衝突的。特定移民

的數量若無限制，則對國家安全及社會穩定與經濟發展會造成相當程

度的影響力。 

目前各國為了發展國內經濟及提升國家競爭力，競相實施相關的

優惠移民制度以極力爭取優秀專業技術人才的引入，惟台灣近十幾年

來所接納的移民群體，並非是先進國家爭相延攬之專技人才類別，此

移民群體並導致人口結構的變遷及產生社會問題，政府移民政策的制

定應如何維持人民之最大利益？如何提昇人口素質，以發展國家的競

爭力？如何防堵移民風潮所產生的負面影響？此將是政府及知識分

子研擬對應措施的一項重大課題。 

自 1987 年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以來，兩岸關係由初期對峙敵對

的局面，逐漸趨向緩和及善意，人民也希望以交流促進瞭解，以溝通

化解敵意。隨著民意的潮流與需求，政府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台探

親、團聚、文化交流、商務考察以及觀光等政策，更導致了人民往來

 1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互動密切，逐年更有增加的趨勢。密切的國際交流也造就了跨國婚姻

前所未有的發展，根據統計，每 4 對結婚人口中，就有 1 對是外來婚

姻；每 8 個新生兒中，就有 1 個是來自外來婚姻家庭，跨國婚姻移民

在臺灣的人口結構中正逐漸成長，由於政治特殊考量，對不同地區的

人民有不同的制度設計，權益亦互異，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婚姻

媒合本是美事一椿，若涉及女性物化及販賣人口之議時，政府又有何

對策？ 

臺灣人口密度已居世界第二位，政府對於接納移民必然採取限額

管制的措施，人蛇集團即因應趁勢崛起，非法移民、違法逾期停居留、

假結婚來台、持用偽變造證照、人口販運等犯罪問題必然增加，政府

制度面的防範措施如何因應？相關移民人權保障議題、移民生活適應

輔導、難民庇護安置等等的問題，考量移民政策是人口政策的一環，

政府對協助新移民迅速地融入適應我國社會，創造多元豐富的文化及

提昇國家的競爭力，又有何因應措施？ 

移民對移出國而言，有減輕國內人口壓力，也象徵著國土的延

伸；而移民對國內匯款、贈與、偏好利用移出國運輸工具、消費移出

國的貿易商品及返國的消費等等，亦有很大的貢獻，甚至在企業對外

投資上，也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郭文政，1989：23-24）移民

亦可藉文化交流來拓展國際視聽，增加國際外交，其國外經驗對政府

亦有助益。國人透過移民機構協助申請移民相關手續，移民業務是專

業化的服務，移民業務機構偶爾也利用資訊上的優勢地位而欺矇消費

者，政府如何管理輔導？又政府對國民之移居國外在制度面有規劃、

協助、保護、輔導等措施，僑民感受到政府的措施嗎？本人目前任職

於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移民業務及相關議題非常關注，爰對我國移

民制度及問題做一通盤瞭解並提出建言，是本文寫作之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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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研究目的 

一、跨國婚姻人口的快速增加已成為臺灣地區的第五大族群，瞭解

現行移民制度對於大量增加的跨國婚姻移民及所衍生的重要移

民議題間的關聯性，並提出建議解決之道。 

二、法制建構應兼顧保障移民人權，研究當前及未來可能面臨的問

題，並思索解決之道與因應對策，提供建議以謀改善。 

三、提高我國在國際社會的國家競爭力，一直是朝野一致共同努力

的目標，比較分析先進各國採行的移民政策，對於制度上新移

民之引進及融合，提供建議以提昇我國人口結構因素並有效提

高國家的競爭力。 

四、對於國民移居國外者，政府與民間團體應協力發揚我國文化，

促進國際邦誼並維持僑民的向心力，建議必要的措施以協助輔

導移民回流機制。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研究架構 

壹、研究方法 

研究公共政策運作過程時，視政策問題本質、研究重點及目的、

資料的取得等情況，本研究選擇制度性的研究途徑，藉由制度面的角

度切入，探討移民法制的實際運作狀況及產生的相關問題，並參酌各

先進工業國家移民政策的做法，以提供政府機關參考。並採用下列的

分析法： 

一、文件分析法---文件探討可瞭解各種問題成因外，尚可評估該研

究問題所產生之影響。文件探討亦在使研究熟悉目前知識，瞭

解與研究主題有關的概念、理論、重要變數、定義及操作型定

義。文件探討的目的有二：（一）整合並且摘要某個領域內已

 3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知的事物、綜合分析各種不同的研究結果，以指出前人研究之

異同以及未來研究可發展的方向。（二）避免重複前人的努力：

使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本文採文件探討法收集官方的移民統

計資料及政府出版品、學者論述、期刊或報章雜誌等資料中相

關移民問題著述，探討現今移民法制產生之問題，分析後並提

出建議改進之道。 

二、歷史研究法---是指有系統地收集及客觀地評鑑與過去發生之事

件有關的資料，以考驗那些事件的因、果或趨勢，並提出準確

的描述與解釋，進而有助於解釋現況以及預測未來的一種歷

程。瞭解歷史將可幫助我們避免重蹈前人覆轍，或只以傳統的、

狹窄的或膚淺的方式來審視目前的環境。回顧臺灣近代的移民

史，對於臺灣外來移民脈絡有一完整的概念，並期望以史為鑑，

尋求解決當前問題、避免未來可能發生問題的方法。 

三、比較研究法---比較其他先進國家因應人口結構、社會變遷所採

取的移民政策，以期因應各種不同狀況下所產生移民問題適用

的對策，以提高國家利益及維護國民安全及提昇國家的競爭

力。利用比較研究途徑從事公共政策運作的研究，應注意生態

因素的差異，例如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的生態環境絕對不

一樣，所以同樣的政策在運作過程中，就有不同的遭遇與不同

的結果，唯基於「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觀點，對於其他國家

或地區的比較研究，多少對本國或本地區的政策運作及公共問

題的解決，具有正面的價值。（吳定，2003：542-543） 

四、參與焦點團體及座談會---本人擔任公職，適逢能參加與移民相

關議題之座談會、公聽會、研討會並參與移民輔導基金審查會

議及親身訪查移民業務機構公司等，廣泛蒐集相關移民議題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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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有關各專家、學者、民間社會團體及業者之意見，在移民

政策的制訂及執行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力。 

 

貳、研究架構 

本文研究架構如下： 

 
 

管理 輔導 

 移出議題 移入議題 相關議題 

1.身分取得 1.機構管理 1.婚姻媒合 

2.數額限制 2.移民輔導 2.機構管理 

3.面談機制 3.收容遣返 3.非法移民 

4.人口販運 4.人權保障 4.人才回流 

5.吸引資金 5.生活適應 

6.多元文化 

考量政治經濟

社會文化層面 

比較各國移民政

策及專家意見 

移民法制 

建議及產生研究目的 

 
圖 1-1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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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限制 

壹、研究範圍 

臺灣初期政治上受到兩岸關係的影響，人口移動比例較低，及至

臺灣經濟起飛、人民富裕及兩岸政治漸趨穩定，人民往來互動頻繁，

在全球化及國際化衝擊下，人民入出國境及外來人口逐年遞增，尤其

近 10 年來，外僑居留人數明顯快速增加 10 倍，也衍生出相關移民議

題需要探討。 

移民依性質分類，分為經濟性移民及非經濟性移民。經濟性移民

分為投資移民、專技移民和外籍勞工；非經濟性移民分為婚姻移民、

依親移民及難民等；其中外籍勞工因係補充國內人力供給不足為原

則，未有長期定居之傾向，故不屬於移民之範疇；本研究範圍是以近

年來參考長期居留相關移入及移出文獻及移民產生問題列為涵蓋探

討範圍。 

20 世紀末以來，許多事務漸漸都跳脫國界的束縛限制，必須以

全球的視野角度去觀察，移民政策尤其在限制人口流動方面是一項重

要的決策，而移民政策為人口政策整體架構下的一環，人口問題牽涉

廣泛且複雜，其影響所及與政策運作範圍，都必須涵蓋其他的面向；

本文僅對移民政策上法令制度結構所衍生之問題探討，至於移民問題

涉及的人口層面、心理層面及政治層面、經濟層面等，則不在探討研

究範圍之內。 

貳、研究限制 

一、研究世界各國的移民法規，愈能了解移民趨勢與潮流及移民制

度的走向，就愈可幫助政府建立符合國家發展及有利人民福祉

之完善移民制度，本文僅能對收集之資料及美、加、澳、德等

國做一概略性整理與分析，未盡完善之處還有待後來者加強。 

 6



第一章 緒論  
 

二、移民對國家的影響範圍層面廣大，其中對人口結構、社會福利

支出、經濟發展、社會治安、國家安全等層面都有廣大的影響，

本文僅對法令制度層面的資料分析問題所在及提出建言，各層

面內容的探討尚有待來者繼續努力。 

三、移民所涉及之法令甚多，例如：國籍法、入出國移民法、就業

服務法、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大陸地區人民在

台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香港澳門關係條

例…等等，社會現況正處於快速變遷時期，且國際交流日益頻

繁，相關法規及草案因應措施正值編修或尚未實施，不免產生

適用上的困擾。 

 

第四節 名詞釋義及文獻分析 

壹、名詞釋義 

一、移民（migrant） 

又稱人口遷移，早期學者稱把稠密地區的人民，遷移到本國或

國外地廣人稀的地方去營生計謂之移民。亦有學者認為移民是

指在國外長期居留，以取得合法的國外居留權、乃至公民權為

目標。故移民並非泛指任何移動之人口，例如短期之觀光、訪

問、應聘、就醫、就學等皆不予以列入。是故移民實質上包含

國際遷移及國內遷移兩種，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所稱移民

則係指國際遷移而言
1
。  

二、人蛇集團（human smuggling syndicate） 

係指居間媒介、專門安排非法偷渡至他國地區的一群人所組合

而成的跨境犯罪集團組織，目前該集團份子已有「組織化」、

                                                 
1 監察院，《我國移民政策與制度總體檢案調查報告》，內-九三-四，第 7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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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化」、「國際化」方式經營「偷渡」事業的趨勢。
2

三、移民政策（immigration policy） 

移民政策可說是解決移民問題的基本原則或方針。舉凡政策之

制定與實施，需要有經過合法手續制成的法律，如無法定條文

為依據，將無執行機制，對於問題的處理，會無目標可循，且

無程序可玆依恃，而會遭遇各種阻撓和困難。歸結而言，移民

政策包含移民立法和執行機制（含主管機關管理與輔導措施)，

此二者可說是移民政策的主要成分。
3
另學者又所謂移民政策主

要是指政府對有意取得合法居留權，永久移居本國的外國人，

所制定的相關管制與運作程序之法令規章。
4
該解釋又縮限範圍

於移入人口的政策制訂。 

四、國家利益（national interest） 

國家為求生存與發展，綜合根據其所屬環境、文化傳統、歷史

精神與基本制度、國民意志、客觀需要等六大因素，所形成的

國家基本方向，就是其國家利益之所在。（黃城，2004：176）

移民政策之制訂應符合國家利益，達到國家發展
5
的目標。 

五、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 

在接納眾多移民進入社會的同時，也表達了對於種族平等、尊

                                                 
2 鑑於偷渡方式弊端叢生於是有所謂的「偷渡保證班」應運而生。所謂「保證班」，係由「人蛇集

團」保證「包路上安全，包到台灣吃住，包介紹工作」一貫作業的偷渡模式，雖收費昂貴，但成

功率高，有厚利可圖，「人蛇集團」份子跨境臭味相投遂逐漸邁向合作之途。《兩岸共同打擊犯罪

之可能性研究》〈沈道震等，2001，8〉。非法移民多像蛇一般瑟縮在偷渡船內，「香港人」就因此謔

稱他們為「人蛇」，集團的老大可稱蛇頭 snakehead。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205071906421     2008 年 4 月 1 日。      
3 移民政策的主要成分分為移民立法及移民業務專責機關及移民輔導。（吳學燕，2004：70-72） 
http://www.cares.org.tw/Workshop/Immigration/Treatise。2008 年 4 月 1 日。 
4 移民政策所涉及的問題非常多，諸如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教育的、文化的問題，所以各國

都設有專門的移民機構負責有關的業務。美國在國會通過「難民法」後，每年移民總數及配額的規

定，常常隨著美國國內政治經濟社會情勢的變化，而作不同情況的調整。(吳定，2003：293)。 
5 所謂國家發展體系，是指因應國內外需求，以達成生存與發展之目的，根據其所能掌握與運用的

一切資產、力量，所擬構出的目的與手段一致之完整體糸。依層次包含國家利益、國家目標與國家

政策等三個位階與二個次級體系，即國家安全與國家建設，由此綜合形成一幅架構完整、功能充分、

運作順暢之國家發展的體系。（黃城，1991：8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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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化差異的寬容理念。基於民主的自由上，國內的各族群機

會平等，讓各族群保有他們的傳統文化和語言，承認多元文化

主義的價值，也承認不同族群具有的權利，通過對他們的公正

對待，實現制度上的整合，而彼此共同為社會貢獻出心力。對

於多樣性文化的包容，會使得外來移民豐富了社會，也帶來不

同的民族技術與能力，亦會促進國家競爭力的發展。 

貳、文獻分析 

蒐集與彙整專家學者研究移民之相關議題，如表 1-1 所示，包括

影響移民遷移之行為，說明了政治及經濟的因素占最大考量，國民移

出因素以考量生活環境及子女教育問題為主；移民對於移出國及移居

國有正面及負面的貢獻及影響層面；移民是國家之資產，政府應有管

理輔導移民之相關措施並實施包容性多元文化主義，以協助改善生活

適應及避免種族衝突；對於人口販運及非法移民議題，宜訂定法制面

因應措施，與非政府組織團體合作安置、庇護被害人，以落實人權保

障、提昇國際形象；並參考先進各國爭相修正相關移民制度，篩選符

合對國家經濟發展及國家利益的移民類別，以做為我國移民政策的借

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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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1 謝立功 移民法制與

行政 

2004 

內政部委託

研究未出版 

1. 生育率持續降低、勞動人口減少，對

經濟將造成負面影響。放寬移民管

制、鼓勵外來人口移入，是新移民政

策不得不思考的重要方向。 

2. 非法移民及日益增加外來人口及孕育

下一代所衍生之問題，政府須採取若

干防杜措施，並營造良好環境之宏觀

願景，積極爭取高級專業人才及吸引

國際資金投入臺灣社會。 

3. 無設置統合移民事務之專責機關致難

竟統合執法之成效，成立入出國及移

民署，是刻不容緩之事。 

4. 入出國及移民法有諸多規定未盡周延

及因其他法律變動須配套修正者，或

有因應處理當前人口跨國流動所衍生

各項問題，故有必要大幅修正。 

2 楊成安 國人海外移

民現況與動

機探討之研

究 

1994 

內政部人口

政策委員會

研究發展報

告 

1. 國人理想的移民國家包括美、加、澳、

紐，調查發現考慮移民國家之理由受

到「拉」的動力---包括為了享受更好

的生活品質，或使子女接受更好的教

育及較好的社會福利制度等。 

2. 考慮以投資移民方式申請時，政府宜

協助考量引導這些龐大的移民資金有

效在異域投資事業，減少遭致損失。 

3. 鑑於各移入國的移民政策迭有修正情

事，政府應適時提供各種移民資訊供

民眾參考。 

3 陳清福 我國入出境

管理法制化

問題之研究 

1999 

中央警察大

學行政警察

研究所碩士

論文 

1.人民基本權利的肯定及維護，是崇尚民

主法治且實行憲政的國家，所責無旁貸

的任務。 

2.法律限制人民遷徙權時，機關可獲得依 

法行政的要求，也可藉此提高其專業 

性，才會受到應有的尊重與地位。 

3.人民的法治觀念濃厚，對於管制措施有

批判思考的能力，任何的行政管制措

施，皆必須有合理性的基礎及符合比例

原則及合於國際性及人性尊嚴，行政機

關不能如同過去般便宜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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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續 1）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4 蕭成洽 我國國籍法

制與實施現

況之研究 

2005 

銘傳大學公

共事務學系

碩士在職專

班學位論文 

1.有關國籍制度之發展沿革以及國際法

上因各國國籍法制之不同而衍生出之

原理原則，了解其法律性質與應遵循的

原則。 

2.在歸化國籍方面，應重視外籍配偶之權

益並予以宏觀調控；歸化須具備基本語

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條

件；僑生或無戶籍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

歸化條件宜予適度放寬；歸化前宜先取

得永久居留證並增訂歸化時須具備符

合國家利益之條件；適度開放高科技的

人才及外勞歸化我國。 

3.未來國籍法制之研修應傾向國情適合

的方向，並應於人口政策、戶籍政策及

移民政策等相關法規配套措施上妥善

規範檢討。 

5 邱寶珠 我國現行移

民制度與問

題之研究 

2004 

中央警察大

學外事研究

所碩士論文 

1. 人口結構正因外籍與大陸配偶進入臺

灣而逐漸改變，臺灣已從一個非移民

導向國家，轉型為移民導向國家。 

2. 現行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並無專責機

關統籌，事權分散，造成民眾無所適

從，引發民怨，欠缺專責查處違法停

留居留之單位，有必要整併現行各業

務單位，統一事權。 

6 洪千雅 德國移民政

策之研究 

2005 

南華大學歐

洲研究所碩

士論文 

1. 隨著歐洲聯盟的整合與發展，德國破

除非移民國家的聲明與迷思，欲增加

自己的經濟實力，在國內聲浪與國際

情勢的雙重壓力下，德國的移民政策

由保守朝向部分開放，在限質、限量、

限時的規劃下，使移民政策更為完善

與開放。 

2. 「綠卡政策」提昇經濟為考量，是從

保守的政策轉為開放的指標；2005 年

的移民法，其不只是為了擴大移民，

亦是根據社會與經濟的需要，是「外

國人法」後對於移民最完善的政策，。

3. 發展指紋認證系統使各國了解合作與

管理移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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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續 2）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7 賴宗福 移民對宗主

國及地主國

之經濟效果

分析         

2003 

中國文化大

學經濟學研

究所碩士論

文 

1. 永久移民對宗主國福利會產生不利的

影響，而移出者福利是包含在宗主國

或是地主國福利中，將會導致該結論

的不同。 

2. 短期移民宜在景氣繁榮時引進，而在

景氣低迷時加以限制。政府可利用引

進短期移民的手段來調控經濟。 

3. 人才外流的結果將使宗主國福利受損

的程度更大。 

4. 取締非法移民雖可使非法移民的數量

減少，但對國家整體福利而言是不確

定的。 

8 楊國霖 臺灣外來移

民現況及其

問題之探討 

2005 

中央警察大

學外事研究

所碩士論文 

1.臺灣少子化的趨勢，每 7.5 個出生嬰

兒，便有 1 個是女性婚姻移民所生，情

況若繼續維持，研究外來移民相關問題

有相當的重要性。 

2.目前臺灣總人口數的 1.7%多為女性婚

姻移民，移民主體是來自第三世界國家 

，移民行為並非建立在工作基礎，而是 

建立在經由仲介或其他管道媒合的婚

姻而產生的移民行為。台灣至 1999 年

底底才開始注意相關問題，並著手研擬 

解決方案。 

3.發現制度面問題分為：已歸化外國人設

籍前之無戶籍國民狀態損害其權利、管

理移民事權分散於數機關、高素質人才

移入人數少、未訂定難民相關法規及建

立難民處理機制、二次面談可能無法遏

止假結婚入境賣淫之情形；及女性外來

配偶相關生活適應問題、婚姻仲介業者

水準參差，缺乏管理等。 

4.應以包容的態度來接納他們，並對外來

者予以輔導，以保護其權益並進而提升

我整體國力；並應建立高素質人才移入

機制以吸引其移入之配套措施，以強化

我國在全球知識經濟競賽中的競爭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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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續 3）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9 黃詩雯 亞太地區技

術性移民政

策之比較研

究 

2001 

東吳大學政

治學系碩士

論文 

1. 外籍專業人才的引進，對於國家的發

展有實質的助益，外籍人才不僅能夠

提供不同的文化與思考的觀點、國外

目前最新的研究發展成果，並立即補

充高級人力不足的缺口。 

2. 歐、美、紐、澳等國透過獵人頭公司

在海外尋找企業短缺人才或與當地學

校簽署協議，直接雇用應屆畢業生，

亞洲國家除了移民網絡外，透過政府

的政策塑造吸引人才的環境，外資企

業的投資也增加入境工作的機會。 

3. 技術人才的需求遠高於供給量，因此

各國移民政策放寬技術移民者的移民

限制，使得優秀人才移動行為與各國

政府移民政策修正有關，而如何使人

才回流，也是開發中國家應深入思考

的議題。 

10 李曉儒 英法德三國

移民政策之

比較 

2004 

東吳大學政

治學系碩士

論文 

移民政策影響所及與政策運作範圍，必須

包括其他面向的探討，以工作許可的取

得、高科技移民計畫、永久居留權、親人

團聚與入籍規定等五大項目為比較基

礎，歸納出「國內政治因素」與「國家利

益」是移民政策最大的影響因素。 

11 

 

 

蔡庭榕 論跨國人口

販運之問題

與防制---以

4P 策略為中

心 

2007 

「國土安全

與移民、海巡

執法」中央警

察大學國境

警察學術研

討會 

 

1. 人口販運屬於國際性組織犯罪之刑事

案件，複雜性加上影響深遠，除了國

內各部會徹底落實責任與分工外，亦

須建立國際合作之溝通管道，對於人

口犯罪問題解決才明顯有效。 

2. 在人權考量上，目前世界各國對於人

口販運的問題都努力預防、保護被害

人來保障人權及偵查起訴等策略進

行，應呼籲各國跨領域合作，共同有

效打擊跨國人口販運問題。 

3.與 NGOs 人員合作有效尋找與辨識潛在

人口販運之被害人，並予有效保護安

置，提供庇護、醫療及發展被害人保

護中心及使其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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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續 4）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12 

 

唐國強 大陸地區人

民假結婚來

臺問題之研

究 

2003 

淡江大學中

國大陸研究

所碩士在職

專班論文 

1. 兩岸婚姻制度有待融合。 

2. 大陸宜對兩岸通婚問題加強宣示，改

善經濟條件以正本清源。 

3. 設立移民署機制，統籌兩岸通婚政策

執行。 

4. 兩岸共同合作打擊犯罪已然時勢所

趨。 

13 

 

葉琬華 澳洲多元文

化移民政策 

2005 

外事警察實

務學術研討

會論文集 

1. 移民所構成的澳洲，是由很多不同民

族背景的人所組成，除英語是國家語

言外，還有 100 種其他民族裔語言及

260 種土著語言，人口中有一半是在

別國出生或父母中至少一個是在海外

出生。 

2. 澳洲政府引進多元文化主義的思想，

在接納多數移民進入澳洲社會的同時

也表達了對於種族平等、尊重文化差

異的寬容理念。 

3. 對於多樣性的包容是澳洲多元文化主

義成功的關鍵，加上政府政策的配合

使得外來移民豐富了澳洲社會，也帶

來了不同民族的技術與能力，促進澳

洲國力的發展，使得多元文化主義得

以在澳洲發展及落實。 

14 

 

蔡庭榕 論主權與人

權—以婚姻

移民面談為

例 

2006 

憲政時代第

32 卷第 1期 

 

1. 婚姻與家庭團聚權為世界人權宣言所

強調的主體思想之一，亦是基本人

權，政府應詳細廣泛收集正確資訊，

以發現真實，避免因主觀判斷而缺乏

客觀具體事證即拒絕外籍配偶入境。 

2. 基於保障人權，若面談能輔以實地訪

查作為，並進行交叉比對資料，確保

調查品質及其處分之正確性，以保障

人權及提昇行政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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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國內探討移民法制與問題之文獻資料表（續 5） 

編號 研究作者 研究著作 

研究時間 

出版者 

研究發現 

15 

 

邢啟春 從 1996 年美

國非法移民

管制法案探

討有關中國

大陸人民非

法入境來台

的相關問題 

2003 

國立中山大

學大陸研究

所碩士論文 

1. 大陸人民來台的地位與待遇，或有必

要調整現有作法，部分採取參考美國

政府實踐的經驗。即不單是因為居住

地不同而採取片面歧視標準，而視國

家安全、社會經濟條件、政府財政能

力、繳稅貢獻與否、是否犯罪等條件

因素，而作為處理與思考大陸人民在

台法律地位與待遇的方向。 

2. 提高僱用非法入境者雇主的成本。 

3. 成立專責移民機構。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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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際移民理論基礎及發展趨勢 

第二章  國際移民理論基礎及發展趨勢 

自古以來，人類即不斷地為了追求更好的生活環境而移動，或是

自由的或是被迫的遷移，從人口因素言，國際間之人口移動，可說與

世界上人口分佈與經濟發展不平均有關，人口密集而勞動力過剩的國

家，其人民必然往人口稀少而勞動力不足的國家移動，貧窮國家人民

必然往富饒國家移動，而現今資訊網路的發達，交通的便捷，更造成

移民潮的不斷高漲。 

 

第一節 人口遷移演進發展與理論 

全世界有高達 1 億 2,500 百萬人居住在非母國（Martin and 

Jones，1997：56），此數量為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二，也等於日本的總

人口數，而一部人類的歷史亦可說是人口遷移的歷史，例如 15 世紀至

19 世紀間，約有 1,500 百萬之非洲黑人被迫遷移美洲，19 世紀前後，

前有 5,000 萬人離開歐洲前往南、北美洲，17 世紀後，亦有大批中國

閩、粵移民移往臺灣、南洋、北美、澳洲等地。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人口移動更為頻繁且複雜，各國學者專家亦發展出許多理論模型來解

釋蓬勃發展的國際移民現象，每個理論模型各自嘗試使用不同的概

念、參考架構與假設，希望針對蓬勃發展的跨國移民現象，提出較為

適切合理的解釋。 

壹、移民必然性理論 

日本學者矢內原忠雄曾發表的移民必然性理論中，曾就經濟發展

與移民發生的關係，將移民劃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農業國時

代，人口增加少，移民必然也少。第二階段為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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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人口增加快，無法藉由工業產業吸收的人

口，只好向外移民。第三階段為工業化國家，此時商品出口比重大，

工業發展吸收大部分人口，但是人口成長卻也緩慢下來，因此移民人

口並不多。第四階段為利息國初級階段，亦即資本國的初級階段，商

品漸漸轉為進口較多，人口成長雖慢，但卻又面臨經濟結構轉換時

期，企業對外投資帶來的資本移動，使都市有邊際人口發生，故此階

段移民供應大增，但卻因均屬邊際勞動者，不見得能為移入國所接

受，移民也不可能發生大量移動現象。第五階段為資本國，人口增加

少，發生本國勞動力不足現象，轉而接受外國移民。（蘇顯揚，1989：

31）移民必然性理論係純就一國之經濟發展的階段來推斷移民的演變

趨勢，理論尚不夠周延說明非經濟性移民之因素。 

貳、推拉理論（push and pull theory） 

假設人口遷移與移民搬遷的原因是人們可以通過搬遷改善生活

條件的，於是，由遷入地能提供改善生活條件的因素就成為拉力或是

吸引力(pull force) ，而原住地那些不利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為推力或

是排斥力(push force) ，人口遷移就是這兩種力量交互作用而成的。

推拉理論6隱含二個假設，第一個假設認為人的遷移行為是經過理性

的選擇，亦即移民者本身有遷移欲望的存在並依據成本效益的公式分

析計算，衡量一切因素後，符合效益者才決定離開；第二個假設認為

遷移者對原住地及目的地訊息有某種程度的瞭解，由於對客觀環境的

認識，加上主觀的感受與判斷，最後才決定是否遷移，（廖正宏，1985：

2-3）即此理論特色因為強調個人移民的決策及基於理性抉擇與成本

效益的分析。 

                                                 
6推的因素，包括：（1）人口成長壓力，生活條件差（2）就業機會少，所得水準低（3）沈重稅負，

歧視壓迫（4）政治情況不定、社會動盪不安（5）氣侯不佳，天然災害等。拉的因素，包括：（1）

移入國勞動力不足，就業機會多（2）移入國土地貨源豐富，較好的生活條件與環境（3）移入國經

濟蓬勃發展，有較好的待遇（4）移入國政治自由，社會治安良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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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拉理論以傳統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取向，邏輯簡單易於理解，構

成要素侷限於經濟狀況、自然環境、政治局勢等變項中。其缺點為解

釋移民成因過於籠統，其過度強調經濟力的主導，忽略了形塑遷移過

程的其他社會文化因素，也化約了移民者的能動性，（藍佩嘉，2002：

172）亦忽略了雙方政府的移民政策對移民所加諸的限制條件；有些

論者則以為政府干預人民遷徙的自由，是對理性市場運作的干涉，而

且應該避免這種不當的政治干預。（周育仁等，1998：406） 

參、社會資本理論（social capital theory） 

中國大陸與西方社會科學家，已經陸續開始運用法國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的社會資本知識理論概念，來進行人口遷移之研究。

（Becker and Habermas，2000：242）這種「主體--實踐」(agent-praxis)

研究典範，是把人口遷移視為能動的社會與政治主體，他們的行動並

不是完全被既定結構所決定或必然發生既定作用的，個體的社會流動

過程乃是經由形塑社會脈絡來實現的，所強調的是個體所處的相對優

勢位置，以及結構如何再生產的面向。（黃秋龍，2006：75）布爾迪

厄所建構的再生產理論，把個體在場域所處的相對優勢位置，以及場

域如何再生產的，對於解釋人口遷移所伴隨的累進效應，以及其中蘊

含著既有接合又有鬥爭，甚至又欠缺明顯的具體物質制度結構的關

係，會有比較深刻與長期進行觀察的效果。社會資本理論認為家庭連

帶與社群關係網絡是跨國性移民中重要的結構作用過程，對移民有顯

著影響。（Massey，1988：383-413）此理論可解釋移民者作決策的因

素，並且考慮個人所處社會位置可能帶來不同的移民機率。 

肆、新古典經濟學理論 

新古典經濟學者強調均衡並視市場經濟是和諧的、具自我調節的

能力。個人的自由、消費者的決定權與市場機制為新古典經濟學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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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架構，透過供給與需求的相互影響，決定市場價格。他們認為勞工

的國際流動主要是由國與國之間工資的差距所造成的，因為工資的差

異性，在生產要素自由流通的概念下，勞工基於理性考量，追求所得

極大化，由低工資的地區往工資較高的地區移動，如果能夠消除工資

差距的話，勞動力的跨國移動也會隨之終止，也即是說沒有了工資差

距的存在，是不會有跨國勞工移動的現象，可能連城鄉之間的勞動力

流動遷移也不會發生。政府控制遷移流量的方式是，管制或影響輸出

國與引進國之間的勞力市場。其主張國際勞動力流動大部份是有需求

為其基礎的，並且是由已開發國家的企業主親自或是透過代表他們的

政府發動的招募行動。 

新古典經濟學理論在解釋低技術勞工的移動現象是有貢獻的，但

無法有效解釋其他類型的移民現象。其認為勞工的同質性高，具高度

替代性，忽略了專業分工，有其無法取代的價值。技術移民為新的移

民課題，知識工作者本身即為創造財富的來源，也不具有耗損性，對

於移民行為的自我選擇的成分較高，不同於傳統經濟移民者的動機與

結果。（黃詩雯，2002：26） 

伍、世界體系理論 

以華勒斯坦(Wallerstein)的論述為基礎，認為國際移民起源於 16

世紀以來就不斷發展與擴張的世界市場本身的結構問題，邊陲非資本

主義國家受到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的滲透，創造出一群流動的人口，傾

向往國外移民。世界體系理論主張國際移民發展乃是一個逐步擴張全

球市場的政經結構所帶動的結果，其論點建立在六大假設之上。第

一，國際移民是發展中國家形成資本主義市場之自然結果，全球經濟

體系穿透邊陲地區是國際移民的催化劑。第二，勞動力的國際流動隨

著商品與資本的國際流動而來，資本主義的投資在邊陲國家所帶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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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遷，不僅創造出一群無根的、高流動性的人口，同時與核心國家

發展出強大的物質與文化聯繫，誘使國際移民。第三，國際移民特別

可能出現在過去殖民強權與他們早期的殖民地之間，這是因為兩者間

在文化、語言、行政組織、投資、交通與運輸上的聯繫早已建立，並

且在殖民時期就已經發展出免於其他競爭的屏障，於是發展出特定的

跨國市場與文化體系。第四，由於國際移民源自於市場經濟的全球

化，政府是藉由管制企業外國投資活動以及控制資本與商品國際流動

的方式來影響移民的比率。第五，資本主義國家政府不論是為了保護

海外投資，還是為了支持同情全球市場擴張的外國政府，而發動的政

治與軍事干預，一旦失敗，便產生了向某些特定核心國家移動的難民

潮，構成了另一類型的國際移民。第六，國際移民與各國之間工資比

率與就業差距之間的關係微乎其微，相反的，是跟著市場創造的動力

以及全球經濟的結構而發展的。人口遷移因此成為全球勞動力供給與

需求的巨大控制機制。（Weiss，2003：13） 

陸、移民網絡理論 

是一組人際連帶，經由親屬朋友以及同鄉的關係，由早期的移居

者將原居地與移居地的未遷徙者連接起來。移民網絡可以幫助移民者

對移入國的瞭解，降低遷徙的成本與風險，增進國際流動的可能性，

增加遷徙期望的淨報酬率。（朱柔若，2005：5） 

網絡聯繫構成一種形式的社會資本，遷徙者可從中吸取外國就業

的管道，而家庭連鎖移民也扮演了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旦移居者的數

量達到某個關鍵門檻，並能加速與當地融合，促使遷徙的機率增加，

帶動額外的移動，進而更擴大網絡。一旦流動開始， 

可以預期政府很難控制移民的流量，因為網絡的形成過程不在他

們的掌握之中，某些移民政策，像是那些意圖促進移民者與其在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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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屬團圓的政策，通常都會產生與控制移民量的政策相抵觸的效

果，因為這些政策給予親屬網絡下的成員入境的特權，以至於增強了

遷徙者的網絡，而嚴格的移民政策也將遭到人權團體的抵制與攻擊。 

柒、制度理論 

制度論者學者主張一般的移民理論必須同時兼顧結構系絡與個

人行為反映。結構系絡包括了社會、經濟環境以及政治與法律架構，

而移民行為除了移民者本身的考量外，相當程度受社會結構的限制。

透過對制度理論途徑，強調不同政府法律、社會福利制度與各項金融

體制，造成人民不同的決策行為，因而相當程度影響了跨區域的流動

現象。 

制度理論注重各種制度與政策對於移民選擇的相關程度，國家透

過移民政策選擇需要的移入者，但是，政策制訂者往往卻忽略了移民

對於移入的國家也有選擇權。移民申請者可能根據一國移民法令的寬

鬆程度做選擇，而社會福利政策的完善程度以及是否及於移民者也是

考慮移入的原因之一。（黃詩雯，2002：28） 

捌、累積因果律 

因果是累積的，每一個遷徙行動改變了日後遷徙決定所參考的社

會脈絡，而且通常是以一種使額外的流動成為更可能的方式進行。潛

在影響的 6 種社會經濟因素為所得分配、土地的分配、農業組織、文

化、各地區的人力資本分布、以及工作的社會意義。累積因果律的回

饋機制大多存在於非政府能力所及之處，因為國際遷徙所帶來的社

會、經濟、文化變遷給予民眾一項強而有力的內在動力以抵抗輕易的

控制或管制，在國內失業無工作可做的時期，政府會發現很難節制勞

動力的遷徙，也很難招募到當地勞工重回以前是由移民所做的工作。

因為本地勞工已經出現價值轉變，他們拒絕從事移民者工作，以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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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類工作必須留給甚至招募更多的移民來從事這類工作。 

 

第二節 影響國際移民遷移之因素 

壹、移民的定義 

所謂移民通常係指在國外長期居留，並以取得國外居留權為目

標，有的則以國外連續居留一年以上者亦稱為移民（短期移民）。（郭

文政，1989：17）有謂移民乃一國人民因受本國推力之影響，或受他

國有利條件之吸引，經由個人評價後，計畫在他國久居，而採和平、

合法的方式移居至他國的國際移動人口。（楊成安，1994：9） 

在人口學的觀念中，移民被稱為「人口遷移」，指人民從某地區

移動到另一地區。地區的移動有可能是城鎮間或是國家間，在時間可

分為短期的遷移（例如求學、就業）或是長期的遷移（定居為目的所

進行的移動）；國際移民的定義，各學科的界定皆有不同。國際移民

組織（IOM）寬廣的界定是：1.遷移的目的是定居而非暫居。2.同時

還必須在外國居住一年以上。
7
根據該界定，非正常渠道移民雖還沒

有合法居留權，也是國際移民。 

臺灣地區因特殊環境與法令之限制，使得移民的定義相當混淆，

又因政策上承認雙重國籍，國人甚至擁有數國護照，以作為政治不安

定時之退路及生意往來之方便，是故使得移民之定義及數據不易收

集。本文參考先進各國採用狹義之定義，對計畫有久居之意，以取得

移入國永久居留權之人口，稱為移民。 

貳、移民形成的因素 

造成移民的原因很多，有為了逃避飢荒，例如在清末時福建、廣

東地區之移民主要即是為了求溫飽，而在歷史上猶太民族與英國清教

                                                 
7 《全球移民一億五千萬 華人占兩成》，美國〈僑報〉2000 年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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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之移民而言，則是為了逃避政爭與宗教的迫害，至於土耳其、菲律

賓、印度、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之移民，則大都是為了找尋工作機會。

以早期臺灣地區的留學生及技術人員之移民，則為了找尋合適之工

作，及至我國退出聯合國及中美斷交後許多的移民，則是為了政治上

安定的主要因素。 

至於當前自由民主化思想及國際化經濟體系下，移民因素已有多

元化的趨勢，依據聯合國人口專家的說法，影響國際人口移動的因素

可分為兩大項：一為經濟、社會及其他因素，另一為政府有關的政策

（UN，1973：237-245），經分析其從社會、經濟、政治、政策及其

他因素等層面說明移民者決要遷移的因素如下： 

一、社會層面---當前國際移民風潮中，僅為尋求更好的生活品質而

外移者，有愈來愈多的趨勢，尤其在人口眾多之發展中國家，

由於高密度的人口，經濟發展的結果，忽略了土地資源及居住

環境遭受濫用與破壞，居住及生活品質的水準逐漸降低，遂有

愈來愈多的人興起移民之意願。另外政府政策的偏失，導致人

民考慮子女的教育問題，治安情況的敗壞及與國家的福利制度

的健全等亦是考量移民的因素。 

二、經濟層面---純以經濟上的考量而移民者，應屬為數眾多，而自

由性遷移其首要動機則為經濟因素，近年來經濟發展，資訊發

達，而傳統新古典經濟理論的觀點，認為人類之所以離鄉背井

移居異地，主要就是為了追求更合理或更優厚的所得，以享受

更好的物質生活。（Straubhaar，1987：835-839）就業機會及

經濟與外貿的成長，亦是影響移民意願重要因素；亦有不少移

民是為了拓展貿易與直接投資往來方便的理由而取得國外護

照，或意圖在當地開拓市場而定居下來。一國經濟景氣持續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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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就業機會的充足，則必然會吸引就業機會極少的國家人民

前往移民。 

三、政治層面---政治因素引起人民外移，不外是國內動盪，內亂政

爭及國際衝突有戰爭之危險或是極權國家高壓政治的統治手

段，嚴格控制人民言行、集會等政治上的自由，亦會引起人民

外移。例如：前南斯拉夫的分裂，造成 1991 年將近 69 萬的難

民流亡到其他歐洲國家。（周育仁等，1998：410）1991 年海

地政變，並迫害非支持者群眾，使不少海地人民在生命受到威

脅下，以各種方式投奔美國，在人數愈演愈烈之下，造成美國

先是以人道精神接納庇護，而後不得不改為遣返及透過聯合

國，採軍事外交雙重管道之策略，解決海地難民問題。（顏志

榮，1995：2） 

四、政策層面---世界人權宣言云：「每個人有離開任何國家與返回

其國家的權利」（UN，1973：240）有移民意願者雖然能自由

選擇國家，但是得視移入國家之政策而定，國家訂定移民政策

亦須考量本國人口、社會、經濟、政治上的層面而有限制之規

定。例如戰後日本分別與巴拉圭、玻利維亞（西元 1956 年）及

巴西、阿根廷（西元 1963 年）等 4 國訂定移民條約，作有計畫

性的移民。（楊成安，1994：27） 

五、其他因素---其他的因素尚有移民有時被用來作為外交工具籌

碼、自然災難、種族、依親、宗教、及文化等等的因素所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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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移民分類與跨國婚姻發展趨勢 

壹、移民分類 

以申請項目作為移民分類的依據可區分為五種主要的類型： 

一、依親（family union）：主要是基於人道的考量和人權因素使然，

此種移民申請在移入國有親屬作為擔保，為親屬關係的考量，

讓移民進入移入國後與親人團聚，能與當地社會產生緩衝及媒

介作用，從而減輕移民在社會和心理方面的困擾，並有助於連

結新的移民人際關係網路。這是目前美國、歐盟、加拿大、澳

洲等國家開放配額最多的移民種類。跨國婚姻女性移民有持續

增加之趨勢，遂成為有心人士利用假結婚及偽造身分證件的方

式，企圖闖關；各國政府為杜絕不法，遂對婚姻關係的真偽、

婚姻持續時間、申請等待期的長短與親等的限制上，皆有嚴格

的限制。 

二、菁英移民（elite）：此種類型移民是最受各國政府積極招攬的

對象，並往往帶動移入國家的經濟及社會的新契機，移民的申

請主要分為高級技術性的知識人力及擁有相當程度的經濟能力

的商業投資移民兩種。為因應知識經濟的快速發展，技術性移

民的數量未來仍會不斷增加，美國、加拿大、德國、日本、中

國大陸等，皆已研議放寬科技人才申請工作簽證的限制與配

額。而投資性移民不僅為移入國帶來一筆可觀的資金，且往往

需要有投資創業的經驗或預期在當地國的投資計畫以增進當地

的就業機會並能促進經濟成長為考量。 

三、勞工移民（labor migration）：移民勞工其需求量與各國或區域

的經濟發展程度密切相關。已開發國家生育率降低與人口高齡

化的趨勢，造成青壯年勞動人口數量減少，為保持經濟持續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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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成長，以及勞力需求快速擴張，導致本地勞工供不應求，政

府或企業或民間引進外國無技術性或廉價勞工，從事當地的勞

力密集產業亦成趨勢。勞工來源會受地緣關係和特殊的政治關

係影響，當本國勞動力不足時，政府主要引進為無技術性或低

技術性的外國勞工。此類勞工因非屬長久居住類型，不在本文

探討之列。 

四、難民（refugee）：由於宗教、戰爭、政治、種族等原因造成人

民被迫的遷移，除了自然因素形成的難民外，還包括尋求政治

避難者及被放逐者。根據 1951 年在日內瓦由 60 國簽訂了「難

民地位公約」及 1967 年「難民地位的議定書」中，難民是指「因

有正當理由畏懼因種族、宗教、國籍、隸屬於特殊社會團體及

政見不同的原因留在本國之外，並且由於此項畏懼而不能或不

願受其原國籍的保護；或當事人無國籍且基於上述考量留在他

以前經常居住國家以外而現在不能或不願返回原國籍的人。」

難民問題規定任何簽約國，在人道精神的理念下，其處理方式

不得遣返有受迫害之虞的難民，以免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脅，

甚而更進一步給予某種程度之政治庇護。（鄭立民，1995：1-3） 

五、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tion）：世界各地普遍仍存在非法移民8，

其對當地政府帶來直接而嚴重的問題，例如就業、教育、社會

福利、逃稅、犯罪等問題。非法移民的遷移方式有三種：1.偷

渡入境 2.以旅遊合法手續出境，取道第三國偷渡入國 3.合法前

往移入國短期居留，如留學、探親、旅遊、商務、文化活動等，

但長期非法滯留。有學者估計臺灣的非法移民至少 20 萬，日本

30 萬，馬來西亞高達 70 萬，（周育仁，1998：411）中國大陸
                                                 
8 非法移民係指通過非正常途徑進行居住點的遷移，以謀求改變地域身分的移民行為或活動，由於

其不被接受國或地區承認、許可，故被稱為非法。非法移民分成兩大類：合法進入、非法居留和非 

法進入、非法居留。前一類是持有短期簽證合法進入但逾期不歸者，後一類則是非法入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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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有 100 萬人，（郭玉聰，2005：11）美國每年的非法入境移

民估計有 400-500 萬人。 

貳、跨國婚姻發展趨勢 

一、跨國婚姻之背景原因 

跨國婚姻是指婚姻超越了國界以及不同國家的人之間所形

成的婚姻關係，早期的跨國婚姻是具有濃厚的政治性色彩及達

到宣揚國威之目的，例如歐洲各國曾為達到政治性目的，在各

國皇室之間的聯姻；在亞洲地區，亦有中國、波斯、大食、扶

桑等國之間因貿易、宣揚國威等進行的通婚，例如唐朝時西藏

松贊乾布同時迎娶文成公主和尼泊爾公主，金成公主嫁西域等

等（邱寶珠，2004：20），但畢竟是極少數的現象，隨著現今世

界各國文化、經濟、政治、資訊、交通等密切交流，大眾傳播

媒體的渲染，人們思想的轉變，受推拉理論及世界體系理論的

影響，跨國婚姻也有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且為各國移民政策

所重視的議題。 

隨著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的持續改革，

國民經濟日益增強，國民視界逐漸與世界接軌，促使我國與國

際間經貿、文教、旅遊之廣泛交流，使得國人與外國人（尤其

東南亞地區）婚配情形逐年增多。我國自 1987 年解除戒嚴之後

才逐步解除入出國境之管制措施，外籍新娘及大陸新娘等婚姻

移民陸續進入我國，繼而在 1992 年開放大陸配偶來台居留、定

居以及婚姻媒合仲介業者之興起，更促使我國之婚姻移民數量

急速增加，形成半個世紀以來最大的移民潮。依據內政部統計

資料顯示，截至 2008 年 1 月底止，外籍（含大陸）配偶人數為

40 萬 895 人，其中外籍配偶人數為 13 萬 7,477 人（越南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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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最多，其次為印尼、泰國），大陸（含港澳配偶）人數為 26

萬 3,418 人，跨國婚姻人口儼然成為臺灣的第五大族群。（吳學

燕，2004：3） 

臺灣的全球資本投資，也相當程度的催化了國際婚姻市場

的發展，台灣對越南的投資始於 1990 年，也顯現了越南配偶在

台灣僅次於大陸配偶的高數額。而外籍新娘的加入台灣社會，

正面的影響直接而明顯的是結婚率的提昇，免除了很多本地男

性因難尋結婚對象的困擾，其次對於提昇臺灣生育率的直接助

益影響，其三，帶來了多元文化的刺激，豐富了本地的社會，

更促進未來現代化的發展空間。 

二、跨國婚姻產生相關問題 

鑑於跨國婚姻多為家庭經濟處於弱勢及雙方文化差異性產

生價值觀念、語言隔閡、風俗習慣、國家認同種種的不同等因

素，致衍生語言文化的調適、社會支持系統薄弱、缺乏醫療與

優生保健知識、子女教育問題、就業限制導致經濟依賴、婚姻

暴力等社會之議題產生（潘淑滿，2004：32-36）生活上並遭遇

許多挫折與問題，故政府須籌謀策略以為因應，一來可使移入

人口生活正常安定，獲得健康快樂的生活，二來也有利於當地

國居民的融和及提升社會整體的福利。 

學者採社會系統的分析架構，採用四種有效的策略來促進

移入人口成功與改善適應在台生活。除了本身有學習動機的自

助策略外，家庭的協助策略、社會援助策略及政府政策實施對

於合法的移入人口應有輔導策略。（蔡宏進，2006：108-114）

目前政府與民間資源謀求整合，並建立完善的照顧與輔導機

制，以提供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醫療優生保健、保障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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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益、提昇文化教育、協助子女教養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

令制度及落實觀念宣導等八大措施，以協助新移民盡早融入適

應我國生活環境。 

三、跨國婚姻移入之規範 

經由跨國婚姻的女性移民逐漸受到重視且成為持續快速成

長的移民新趨勢，在資本國際化的影響下，較低發展地區的女

子為求取得更高品質的生活水準及社會環境，便有嫁往較高度

開發地區的傾向，並透過近似於市場商品買賣的議價，而有郵

購新娘、跨國婚姻商品化之形成，對於婚姻的價值觀念及基本

權利的行使均有不利之影響。 

然而此種方式的移民申請亦有可能使有心人士以利用假結

婚或是偽造身份證件的方式，企圖闖關。為了保障家屬團聚，

並杜絕不法，各國政府對於婚姻關係的真偽、婚姻持續期間，

申請等待期的長短、與親等的限制上，皆有嚴格的限制，例如

面談機制的實施，等待時間與配額的雙重限制，婚姻媒合仲介

業者之管理…等等。 

 

第四節 移民造成影響層面 

移民在定居國外後，仍然維持與移出國的經濟、政治、社會連帶，

例如穩定而持續的匯款與投資，密切聯繫或交替居住的家庭親友，透

過僑界團體發揮對移出國政治的影響力等等。他們的生活空間是跨國

度的社會場域（transnational social field），而國家與文化的認同

也是雙重多元的。（Basch et al.1994） 

移民基本上是個人追求自己的利益或生活目標的一種行為，也是

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結果，其最顯著的原因在於世界各個地區之間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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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業以及社會福利之間的差異，而眾多的國際移民對國際社會的

政治、經濟、文化、安全也造成了極大的影響和衝擊，成為國際政治

經濟中一個無法迴避也成為備受各國政府關注的問題。以下探討移民

對移出國及移入國產生各個層面之影響： 

壹、人口結構層面 

一、正面效應---對移入國而言，移民人口的平均年齡較輕，可減少

社會老化速率，高生產力移民可提高移入國生產力，合法工作

者可補充人力缺口，平衡社會活動生產力，跨國婚姻的成長，

紓解農家及非都會區失婚青年之婚姻問題，新移民所生子女更

有助於維持我國人口穩定成長的正面效益。 

移民人口的回流，可將國外先進之知識、技術引進國內，

提升國內的技術水準，並可把資金移回國內，是故創造一個良

好的環境，以吸引移民回流亦是一項重要的政策。 

二、負面效應---大量移民可能改變社會的人口結構，可能會出現少

數族群，甚至於改變選民的結構，並進而影響政黨政治，國家

較易出現排外現象及本土化的運動。主流社會對移民能否整

合、吸納，關係到多元文化社會可能遇到的內部種族衝突等各

類問題。 

貳、文化教育層面 

一、正面效應---引進高科技專業人才及民間企業、科技發展機構主

動召募而來的長期居留的外籍專業移民，多是有較高的教育與

技術的中產階級對象，對於本地文化學術水平及科技發展層面

具有提昇的效益。 

二、負面效應---新移民者多為社經地位差、年齡較大及身心障礙之

弱勢跨國婚姻，其多數以傳宗接代及照顧家庭為主，因此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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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度普遍較低，經濟較不富裕，加上語言及文化差異限制

下，恐將會影響其對下一代生養教育問題，其子女學習發展過

程易受排擠與適應困難問題。另外注意到「人才外流」（Brain 

Drain）造成影響國家整體建設及浪費教育經費的問題，這個爭

議點就在於教育究竟是國家的投資或是人民的權利。 

參、社會層面 

一、正面效應---新移民可刺激社會多元文化發展，再創文化新風貌，

有助多元文化發展，外籍與大陸配偶因多數為生育年齡人口，

提高生育率並緩和國人少子化後對教育資源閒置問題。這些日

益增加的外籍配偶對我國社會的影響有正面的影響如下： 

（一）紓解農村及非都會區適婚者之婚姻問題，均衡區域發展。 

（二）擴展國人視野，促進臺灣多元文化社會之發展。 

（三）舒緩我國人口少子化及老人照顧問題。 

（四）增供家庭照顧資源，舒緩老人問題。 

（五）增加我國出生人口率，有助維持我國人口穩定成長。 

二、負面效應---跨國婚姻成長逐漸形成商品化，造成婚姻價值觀偏

差，族群間易生歧見，影響社會融洽。來自中國大陸及東南亞

國家的女性，大多數被賦予傳宗接代、照顧家人的責任，因此

其本身的教育程度或職業技術並不受重視，政府照顧外來移民

人口可能瓜分了社會資源，消耗社會福利，增加社會成本。 

由於人口販運及違法仲介的猖獗，部分新移民出現的「假

結婚、真賣淫、真打工」的問題，以及持用偽造、變造證件、

冒用身分來臺及來台後行蹤不明或非法居留的情況，非法打

工、治安犯罪及賣淫等事件時有所聞，媒體報導及大肆渲染後

更加深了社會治安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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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的文化或生活習慣常與臺灣民眾一般習慣的生活

文化有著明顯的差別，國人對於移民多元文化的不瞭解及偏

見，對大陸或東南亞籍配偶心存成見或多所貶抑，國人要求新

移民們學習融入臺灣的生活與文化，但卻對外籍配偶原生國之

價值觀念與生活習慣拒絕瞭解、認識或予以否定，因而歧見與

衝突多有所聞，且新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以後的國家認同亦

會出現混淆。 

國際移民在移入國之基本人權、公民權、參政權等的保障

顯然與一般國民有所差別，其永久居留、歸化與定居等身分申

請等待配額皆形成居留後的問題。 

肆、經濟層面 

一、正面效應---移入者若為青壯年的經濟活動人口，可補充當地的

勞動力，移民並會負擔當地政府為他們提供的各項服務費用，

且帶來必需之消費性經濟活動，如此產生乘數效果，間接帶動

了經濟成長，對於提升經濟發展有正面的效益。 

台灣早期的移民者常以留學生、就業或依親等方式移居海

外。移民並沒有帶來負面的影響，甚至還有相當大的助益。例

如海外學人在國外累積了相當的知識、技術與經驗後，將高科

技帶回國內，促進經濟更快速成長，或透過國建會做學術演講，

讓學人回國貢獻所學。在貿易方面，藉由海外移民對當地的了

解，創造出外銷市場的璀燦成績，對國家整體經濟而言，亦有

絕對正面的幫助。 

一個國家接受某種類型的移民的政策決定，常與某類移民

的特殊經濟功能有密切的關係。白領的技術移民，為被移入國

的科技與產業發展貢獻良多，創造了更多就業機會；藍領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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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勞工，填補了許多本土居民所不願擔任的工作，尤其在非正

式經濟場域提供生產力與服務。因此移民人口可說是國家的經

濟文化資產而非是負債。 

總體而言，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在 1993 年的年度報

告中分析，國際移民對地主國的經濟成長是有正面的助益，研

究移民的學者也大體肯定移民對戰後歐洲經濟復興的貢獻。（周

仁育等，1998：413） 

二、負面效應---投資移民則是資本與移民一起移出，對移出國必須

注意資本及人才流失的影響。資本家夾帶巨額資金移民國外並

投資的特殊遷出情形，在政策上確有必要做慎重的決定，否則

移出國內部資金可能很快被淘空，則國家經濟勢必一落千丈。

更必要改進移出國投資環境，以緩和人民與產業外移。例如：

臺灣的企業、資金外移中國大陸，已使臺灣經濟日漸處於劣勢，

政策如何挽回人才及資金的回流，乃是當今重要的課題。 

跨國婚姻的熱絡，使得移入國經濟承擔更大的包袱，因婚

姻所產生的衍生性人口
9
往往是經濟的弱勢者，必須仰賴移入國

配偶的扶養，這些龐大的居留者問題與困擾，對社會的資源分

配、醫療保險的負擔，更是削弱了移入國的生產力及經濟資源。 

移民若人數較多，很可能要求政府幫助解決問題，要求政

府編列預算，然而這些預算都是來自國內的納稅國民，可見新

移民不僅會需要政府特別的輔導及照顧，也會增加移入國國民

的負擔。 

 

 

                                                 
9 例如大陸配偶之父母可以來臺依親生活，其父母的大陸孫子女依法也可來臺依親，接下來孫子女

的父母也可來臺；如此造成了移民網絡，也產生了衍生性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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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安全層面 

過去強大國家的移民開拓殖民地，有延伸疆土與開發新的生活資

源及宣揚國威的作用，惟如今此種方式已不再得，因為各國對於移民

的數量及入境後都有較嚴密的管制規定，尤其受到美國 911 事件衝突

的影響，移民與國家安全呈現顯著聯結關係，（朱蓓蕾，2006：97）

已不容易讓移民的數量及身分過於膨脹，以致威脅到移入國本身的安

全。 

移民數額的增加及多元化，使得國家在管理移民層面，由個人、

工商企業團體的交流活動層次提升到國家的層次，政策面及執行面對

於人權及平等原則都需審慎應對。移民本身也會形成移民團體，也會

爭取與移入國國民相同的基本權利和工作保障以及其家庭團聚的配

額，並且也會擴展移民的政治力量，試圖影響移入國的移民決策，甚

而造成種族衝突更進而危害雙方國家安全。 

臺灣地區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兩岸交流互動日益頻繁所衍生的

社會治安問題，主要包括：偷渡、走私槍械、毒品、海上搶劫、刑事

嫌疑犯、通緝犯逃亡至對岸藏匿，兩岸三地組織犯罪等問題，此等問

題究其本質，雖屬於治安層次，不致對國家安全造成立即而明顯的威

脅。但是，當這些非傳統性安全威脅議題轉化、引發或衍生出新的問

題，如毒品走私有害國民健康且影響生產力，中共可能透過偷渡管道

對我方進行滲透、分化、竊密、破壞等，槍械彈藥走私不僅惡化治安、

且可能用於暗殺破壞、影響政局安定。凡此可能導致加重非傳統安全

威脅之程度，甚至提升為國家安全政策的重要議題。 

然而眾多大陸人口移入臺灣其動機不一，複雜性更是超過一般國

家移民政策所能規範的範圍。在認同意識方面，大陸居民長期受到大

中國意識與共產黨獨裁統治的影響，對於臺灣本土意識與歷史文化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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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不可能產生情感上的認同，而中國始終未放棄武力犯臺的立場，大

量的大陸居民在臺不僅容易產生族群間誤解、對立及效忠國家認同問

題，而形成政治上紛擾，更憑添國家安全的重大變數。 

內政部於 2003 年對於「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的資料

顯示，在台的外籍與大陸配偶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行方不明；而警政

署的統計資料亦指出，截至 2006 年 11 月止，來台後行方不明的外勞

人數將近 4 萬人，無法控管的流動人口更潛藏了安全的危機。 

陸、外交層面 

一、正面效應---移民有時作為外交上的工具，有助於增進國際交流，

主要目的是維繫穩定的雙邊關係或是為了全球政經結構的佈

局。例如澳洲吸納了許多亞洲移民，這些新的亞洲移民為澳洲

帶來技術與資金，並提供了充沛的勞動力，提昇了澳洲的經濟

發展，更加深了澳洲與亞洲國家的外交關係更加密切。 

外籍勞工的引進其動機固然是為了解決國內勞力不足的問

題，然而此舉卻具有促成兩國外交關係實質發展的外部效果，

尤其是許多東南亞國家是靠輸出的勞動力所賺取的外匯，為國

家經濟發展的主要來源，因此對於主要勞力輸出國具有相當程

度的依賴。 

二、負面效應---移民在移入國經過一定時期可能會組織政治性團

體，企圖遊說、影響移入國對其母國的外交政策，甚至於企圖

組成反對運動或政黨以影響其內政。 

移民對於個人最大的好處是可以開拓新的工作與生活領

域，若配合得宜，則因此而對個人有更好的工作機會及改善居

住與生活環境而獲得更大的成就感。亦有人把目標放在改善下

一代的教育環境上，亦確實有不少移民者的下一代因而獲得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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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的教育環境與條件而出類拔萃。移民對於社會及國家而言，

有宣揚國威、擴大國力與延續民族文化的效果，移民對於移出

國及移入國皆有利弊得失的影響，是故配合各個國家的人口、

經濟、社會、環境、政治制訂合宜的移民政策，乃一國重要的

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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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我國移民法制沿革變遷及內涵 

臺灣是一個具有長久移民歷史的社會，遠從第 17 世紀的荷蘭人占

據殖民開始，歷經鄭成功收復臺灣；及至中日甲午戰敗，臺灣割讓予

日本；1945 年日本投降，國民政府接管後，1949 年撤離大陸，退守臺

灣發布戒嚴，加強建設積極經營，創造臺灣經濟奇蹟後，近年來為數

愈來愈多東南亞及大陸地區配偶的進入，說明了臺灣是一個多元族群

移民的社會。 

由於各國所處的歷史背景、政治環境、經濟狀況的不同，發展出

的移民政策有依國家定位、所處國際環境及國情需要而各有不同。制

定移民政策時須考量時代背景、政治情勢、科技發展、國際潮流、國

家利益與安全、效率便捷、人權保障與公權力的平衡等等諸多因素。

玆以臺灣地區歷史背景與環境說明移民制度歷經的沿革變遷。 

 

第一節 臺灣地區移民沿革概況 

壹、明清時期－漢人移民基礎的建立 

從荷蘭人占據臺灣至鄭成功驅走殖民期間(西元 1624 年至 1662

年)，荷蘭人除了獎勵中國農民入墾之外，也教化原住民、設立官職、

學校、教堂，以近代性制度及設施來管理其殖民區，外來移民繼續入

遷並定居，對臺灣的開發有某種程度的貢獻。但當漢人移住臺灣的人

數不斷增加後，經濟力量也越來越大，亦造成荷蘭人心存警戒，不免

擔心被漢人所逐，其獎勵移民的目的終究是為了經營臺灣成為「貿易

根據地」。及至西元 1661 年鄭成功率兵攻據臺灣，荷蘭軍隊投降，撤

出臺灣，至此臺灣的開發又進入了另一個新階段。鄭成功時期對於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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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前後共 22 年的治理，奠定了漢人社會的基礎，終至有開發全臺灣

的成就。1683 年清朝消滅鄭氏政權後，即將臺灣收歸版圖，並且大

陸閩粵沿海人民大量渡臺，使得臺灣社會徹底漢化，此時期為臺灣定

型是漢族社會的關鍵時期。至 1811 年的 120 餘年間，臺灣人口的急

速增加約 20 倍，學者研究發現，臺灣人口的成長是以「社會增加」

為主，而非「自然增加」。是故，該時期人口的激增，是由閩粵沿海

地區大量渡臺的外來移民所造成的。(許瑞浩，1988：129-157)。 

清初採消極保守的治臺政策10，因為內地沿海海防的考量，頒布

審驗渡航、限制渡臺的條例，禁止有劣跡者渡臺，不得攜帶及接引家

眷，以及不准跨省遷移等等，但當時沿海窮苦人民無田可耕、無糧可

食的情形下，該禁令非但沒有達到維持秩序與安全的目的，反而迫使

人民冒險偷渡，在清廷長期限制渡臺的政策下，內地人民經由官方途

徑渡臺者為數極少，絕大多數是以偷渡方式移民臺灣。事實上，偷渡

是由閩南社會經濟的「推力」、臺灣地理環境的「拉力」、清政府限制

渡臺政策的「阻力」，這三股力量交互運作下所產生的特殊現象。 

貳、日據時期－日本政府主導移民 

1895 年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中日兩國簽定「中日馬

關條約」，規定中國將臺灣全島及所附屬各島嶼、澎湖列島，割讓予

日本，自此，臺灣成為日本的領土，臺灣的移民史又進入了另一個時

期。日據時期，為防止中國勢力進入臺灣協助抗日團體，即於 1895

年（日明治 28 年）發布「清國人臺灣上陸條例」，嚴格過濾入臺中國

人的身分，該條約的施行，使得中國與臺灣間的往來幾乎完全中斷。

並且對外國人的入境亦是採取嚴格管制的政策。惟日本地狹人稠，人

                                                 
10清初採施琅的建議，實行有限制的移民政策。著名的「渡臺三禁」：不准偷渡；渡海來臺者，不

准攜帶家眷；禁止廣東人渡臺。實施的結果，造成一些奇特的社會現象，例如申請不到合法執照的

人，只好搭乘簡陋船隻冒險偷渡來臺，而禁止攜帶眷屬來臺，亦造成陰衰陽盛的狀況。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005021905348    2008 年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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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壓力相當沈重，農戶平均耕地狹小，農村窮困，迫使日本政府更加

積極尋求殖民地，有福澤諭吉
11
所主張的「臺灣領有論」，認為臺灣地

處熱帶，天然資源豐富，應規劃成為一個「新日本國」，採取嚴厲的

鎮壓政策和同化措施，使臺灣成為「日本本土的延長」，根據他的估

計，臺灣一地便可容納 3、5 百萬的日本內地移住人口，對內地人口

壓力的紓解有很大的助益。（吳密察，1990：83-101）。 

日本政府遂採取確立移民臺灣的獎勵政策，持續鼓勵內地人移民

至臺灣開墾，從 1895 年至 1943 年間，這 48 年間僅遷入約 40 餘萬人，

（楊國霖，2005：36）歸其原因，日本社會大眾對殖民地臺灣屢屢有

著負面印象，日本社會人民卻仍視臺灣為未開發的邊疆地區而不願前

來開墾。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降。遣返作業中

總計遣返陸海軍人員約 23 萬人，其他日本人約 40 萬人，之後隨著臺

灣社會與經濟等等的問題，剩餘留用人員，包括家屬、琉球人、戰犯

等共 36,261 人，也終於陸續遣返，至此日本對臺 50 年的殖民統治完

全結束，亦無任何移民留在臺灣。（蘇瑤崇，2002：18-19） 

參、戒嚴時期－外省籍軍民退守臺灣 

1945 年 10 月 17 日上午 11 時，首批國軍及行政長官官員分乘美

艦 40 餘艘抵達基隆，自此國民政府正式接管臺灣。1949 年 12 月 9

日，國民政府撤離大陸，遷抵臺灣，彼時兵荒馬亂，大量的大陸人民

逃離家鄉到臺灣避難，統計數字估計約有百餘萬人，（陳紹馨，1979：

180）此時來臺接收的外省人掌握了政治資源，雖然臺灣人與外省人

同文同種，但在經過日本人 50 年的統治，文化習俗、思想觀念等各

方面已有相當差異，加上日據時期與大陸之間長期分治，甚少參與彼

此的事務，外省人的政治優勢及公務人員的腐敗及社會問題等等因

                                                 
11 福澤諭吉被認為是日本近代最大的啟蒙思想家，有「日本文明開化的啟蒙者」之譽。（楊國霖，

2005：26）。 

 41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素，爆發影響深遠的 228 事件，造成族群間的對立與仇視。隨著時光

飛逝，第二代逐漸成長，各族群逐漸往來互動頻繁，加上政府所推行

的發揚中國文化政策，交流融合促使族群間的隔閡逐漸消失。 

肆、開放時期－東南亞及大陸配偶移民 

我國自 1987 年政府宣布解嚴，全球化發展之趨勢促使資金、技

術及跨國人口流動驟增，尤其是跨國婚姻移民人口進入高峰期，除了

臺商南向投資地區的婚配增加外，許多男性因社會及經濟的弱勢困

境，間接影響了尋找本地的合適結婚對象，婚姻仲介業者趁機媒介了

本地適婚男性對中國及東南亞籍女性的婚姻。就經濟觀點而言，中國

與東南亞籍的配偶嫁入臺灣，是一種改善經濟條件的最好機會，而本

地也獲得了勞動力及新資源，社會結構與媒介因素交錯在一起，致使

台灣社會在最近十幾年湧入了大量的中國及外籍配偶。2007 年 6 月

底的統計，外籍配偶的人數共計 392,705 人，其中為外國籍者為

136,115 人（占 34.66%），大陸籍者 245,491 人（占 62.51%），港澳地

區者 11,099（占 2,83%）
12
。臺灣地區平均每 3.1 對新人即有 1 對是與

外籍配偶聯姻，每 7.5 個新生兒就有 1 個為外籍配偶所生，顯見外籍

配偶已成為第 5 大族群，其對臺灣社會及人口結構等各層面均有相當

程度的影響。 

 

第二節 臺灣地區移民制度之演進 

壹、戒嚴時期－嚴格管制到逐漸開放 

政府於 1949 年播遷來臺，為加強建設臺灣，加速社會經濟發展，

厚植國力，臺灣省警備總司令部會同臺灣省政府於 1949 年 2 月 10 日

                                                 
12 外國籍又以越南籍人數為最多計有 77,280 人（占 19.68%），其次為印尼籍 26,231 人（占 6.68%），

泰國籍人數為 9,206 人（占 2.34%），菲律賓籍 6,146 人（占 1.57%），柬埔寨籍 4,669 人（占 1.19%）。

入出國及移民署移民業務公用資料庫網站http://www.immigration.gov.tw// 日期:2007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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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臺灣省准許入境軍公人員及旅客暫行辦法」，實施入境管制，

當時的重點在於防止匪諜滲透，同年 5 月 28 日公布「臺灣省出境軍

公人員及旅客登記辦法」，並於 6 月 1 日實施出境管制，此皆依據「戒

嚴法」第 11 條第 9 款
13
執行，臺灣地區入出境管理制度從此開始。故

當時政府對於人民出入國境皆採取嚴格的管制政策，以免資金及人才

的外流影響國家的建設發展。 

1949 年出境人數約有 3 萬多，40 年降為 4,034 人，皆是審核制

度的作用。1957 年 3 月由行政院頒佈「戡亂時期臺灣地區入境出境

管理辦法」，重大事項計有香港、澳門僑胞入境，及滇緬游擊部隊入

境，大陳島、富國島軍民撤退等，還有韓戰義士 1 萬 4 千餘人自基隆

港入境等，出境人數則逐年增加，到 1971 年時已達到 20 萬人次。1972

年成立境管局後，1973 年出境人數已達 34 萬人次，1974 年有 40 萬

人次。隨著國家經濟發展的奇蹟，國民所得持續增加，已阻擋不了國

民隨著世界潮流脈動的趨勢，政府於 1979 年開放國民出國觀光，廢

除出國限於就學、探親、商務等規定，1981 年出境人數已達百萬之

數。（黃鶴仁，2007：15）此一階段，逐漸開放國人入出境之限制，

不但開拓了國人的視野，也提升了我國國際上之地位。 

貳、解嚴後－移入從嚴  移出從寬 

自 1979 年開放觀光及 1987 年解嚴以後，更進一步以開放的態度

面對世界潮流的趨勢，並使臺海兩岸分隔 40 年的局面更密切與頻

繁。國人移出亦有逐年增加的趨勢，多數移往美國，且部分臺灣的美

國留學生完成學業後，便直接申請移民。 

1988 年 8 月的第 2095 次行政院院會中，當時的行政院院長俞國

華曾指示有關部會，著手研擬移民政策，這是政府首長首次對移民政
                                                 
13 依據戒嚴法第 11 條第 9 款規定：「寄居於戒嚴地區內者，必要時得命其退出，並得對其遷入限

制或禁止之。」臺灣省警備總部暨臺灣省政府遵奉總統府亥寒府貳電：「鞏固臺灣、支援戡亂」的

決策辦理，其目的為限制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藉以淨化內部社會秩序及維護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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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有較明確的指示。內政部因此積極蒐集各國移民法規與制度，做為

制定移民法草案的參考。此外，並邀集外交、經濟、國防、法務、僑

委會等政府單位的代表和學者專家，共同成立「內政部移民政策規劃

小組」，提出不同的意見作為參考，並籌組「中華民國移民業務考察

團」遠赴國人較喜歡的移居國和移民制度良好的國家，考察移民業

務。1989 年證照管理條例修正，開放國民入出境，移民主管機關由

以前一直負責的僑委會移殖科轉為內政部戶政司掌管，並於 1991 年

頒布了「移民業務機構管理辦法」，對於辦理移民業務的機構公司予

以規範管理。 

自解嚴後，輿論高倡法治制度及憲法保障人權立國的精神，凡涉

及人民權利義務之事項，均應經立法院 3 讀通過或法律授權。於 1987

年 7 月 1 日總統（76）華總（一）義字第 2360 號令制定公布「國家

安全法」規範管理有關人民入出境應申請許可及不予許可應以書面敘

明理由，通知申請人，並附救濟程序。對於有事實足認為有妨害國家

安全或社會安定之重大嫌疑者，應召集審查委員會審查未經許可事

項，入出境法規有限制人民自由之規定，因此必須審慎處理。（陳清

福，1999：31-33）其後參照民主先進國家及我國國情於 1999 年 5 月

公布之「入出國及移民法」，可謂已完全符合憲政法治之精神。 

移民，對國家而言，是象徵著國力的延伸。在移出方面，對於有

意移居國外且能取得移居國外且能取得移居國家的許可者，政府均准

許移民，惟此一移民政策乃在尊重憲法賦予國民自由遷徙、選擇理想

居所的權利，故並非鼓勵移民，但希望國人能以出外奮鬥的精神，將

聲威宣揚於海外，把榮耀歸於祖國。至於移入方面，採取從嚴的原則，

乃因臺灣地區的人口密度相當高，不宜接納太多外來人口，為避免大

量移入人口影響人口成長的穩定狀態及生活品質，故尚未開放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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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入。 

參、當前－以增進經濟利益及人道立場考量 

世界各國為追求經濟高度發展，符合其國家利益及發展競爭優

勢，對技術移民與投資移民的需求日益迫切，加上衛星通信設備與網

路技術普及化及交通工具的改良等因素，使得跨國界之遷移行為更是

便利；因此，專業人才選擇最能發揮所長與獲得最高報酬的地區，形

成已開發國家人才眾多更具有吸引技術性人才及投資移民移入的優

勢。 

隨著經濟自由化、政治民主化、社會多元化，國民視界與世界接

軌，跨國境婚配情況也形成前所未有之發展趨勢；為符合民主國家人

道精神，對於跨國境婚姻、親屬團聚之事由，政府是以較為寬鬆的移

民政策為其基本特徵，移入人口並建立完善的輔導照顧措施，以積極

輔導融入社會生活為施政主要目標。 

 

第三節 現階段移民相關法令概況 

當前制定移民政策須考量的因素：時代背景、政治情勢、科技發

展、國家安全與利益、國際潮流、人權保障與公權力之平衡等等。根

據領土主權原則，一個主權國家，基於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維護公共秩

序前提下，對於不受歡迎的外國人得拒絕其入國，或強制遣返其出國，

此為國際法所稱「國家之管轄事件」。
14
國家有權決定非本國人民是否

給予進入及居留權利，並考量國內外經濟等相關情勢後，為符合國家

利益並得隨時調整政策的決定。我國移民政策的主要內涵分為： 

 

                                                 
14 一國限制入國之對象應為外國人及無國籍人，世界人權宣言第 13 條第 2 項規定：「人人有權離

去任何國家，連其本國在內，並有權歸返其本國。」戒嚴時期之「黑名單」人士，已隨著國家社會

之進步開放，管制規定之法制化而保障其返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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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入出國及移民法 

一、制定目的 

為符合民意、順應世界潮流，並以建立行政革新、政府再

造之原則，將分屬於各不同機關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事權，予

以整合，且涉及人民權益事項，應以法律規範為宜，並參照民

主先進國家立法例及我國國情需要，建立海外審理、國境線上

查驗許可、國內管理查察三層作業系統，以強化國境管理，於

1999 年 5 月 21 日訂定「入出國及移民法」；其第 1 條規定：「為

統籌入出國管理，確保國家安全，規範移民事務，落實移民輔

導，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律之規定。」

開宗明義規範了入出國管理及移民業務之基本法。 

二、適用範圍 

由於我國政治環境特殊，加上默認雙重國籍，故外來人口

包括大陸地區人民、港澳居民、在臺無戶籍國民
15
及外國人等四

大類，使得入出國管理工作遠較其他國家複雜且繁重。大陸地

區人民及港澳居民之適用於「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

例」及「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等相關法規，而「入出國及移民

法」規範對象包括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臺灣地區無

戶籍國民及外國人。 

三、其立法效益如下： 

（一）提升法律位階，落實大法官會議決釋字四五四號解釋。 

將分屬於不同機關（單位）掌理之業務，予以整合規

範於入出國及移民法，以提升法律位階，符合憲法第 23 條

及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 條之規定，並落實大法官議決釋字

                                                 
15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指具有我國國籍，現僑居國外國民及取得、回復我國國籍未曾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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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4 號解釋意旨，俾資取得限制在臺無戶籍國民入國居

留及設籍之法律依據。 

（二）確立移民政策，落實移民輔導。 

明定國民移居國外，政府應予以保護、協助、規劃及

輔導，並得以國際經濟合作投資、獎勵海外投資、農業技

術合作等方式辦理集體移民，或輔導民間團體辦理。其次

經營移民業務之營利機構，必須具備一定條件與專業人

員，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方能經營，以提升其服務品質，

確保移民消費者權益。 

（三）賦予執法人員司法警察權，遂行維護國境安全。 

為有效管理入出國及移民業務，明定賦予主管機關所

屬辦理入出國或移民業務人員，於執行查緝非法入出國或

移民犯罪調查職務時具有司法警權，遂行維護國境安全。 

（四）加強外籍人口停留及居留管理，確保國家安全。 

為適度管制外籍人口，明定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利

益，依國家、地區擬訂居留、永久居留及定居之數額；申

請居留或永久居留者，除未滿 14 歲者及駐華外交人員外，

應按捺指紋錄存；外國人經許可在我國居留或永久居留之

查察登記事宜；對於舉發違反本法規定事實經查證屬實得

獎勵之規定，以落實外籍人口停留、居留之管理。 

（五）建立外國人永久居留制度，達到人流暢通目標。 

明定外國人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外國籍配

偶或子女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達一定期間，並符合一定要

件者，得申請永久居留，以彰顯政府重視居住我國境內外

籍人士之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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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建立單一窗口服務，落實政府再造目標。 

入出國及移民事權分散，造成民眾洽公不便，應積極

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將入出國管理、證照查驗、外籍人

口之停留、居留及定居管理、移民輔導及國籍行政等事權，

予以整合建立單一窗口服務，以達到提高行政效能及簡政

便民的政府再造目標。 

四、未來趨勢 

衡酌時空背景，現今跨國婚姻人口移入並非政府當初規劃

中所欲吸引之類型，法制面及執行面均無完善的配套措施，而

為強化人流管理、健全移民輔導、吸引高級專業人才、開放投

資移民、落實人權保障、簡政便民及配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之設立，整體建構完善之人流管理及移民輔導制度，有效因

應處理當前全球化、國際化造成人口流動及外來移入人民日益

增多所衍生之各項問題，例如違法停居留、假結婚來臺、移民

輔導、資訊系統整合運用、收容遣送及事權分散等，入出國及

移民法有未盡周延極須補充者及因應業務而需要增訂者，其修

正要點如下：
16

（一）為保障國民遷徙自由，參照司法院釋字第 558 號解釋之意

旨，將國民重新定義區分為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及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僅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須申

請許可。另為維護國家安全，爰增列規定涉及國家安全之

人員，其出國應先經其服務機關核准，並增列未經核准出

國之罰則。又因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入出國已不須

申請許可，為落實入出國查驗，爰提高違反查驗之罰鍰額

                                                 
16 何榮村，2007 年度第 2 次法制作業講習課程，<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修正重點簡介>，入出國及

移民署編，2007 年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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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修正第 3條、第 5條、第 74 條及第 84 條） 

（二）為因應防疫、反恐或其他公益事項，增訂入出國及移民署

於辦理查驗時，為保障公益、防止危害及提供政府施政依

據，得蒐集利用入出國者之入出國紀錄或其他必要資料。

（修正條文第 4條） 

（三）為簡化作業程序、節省行政資源、明確權責劃分，增訂通

緝中或持偽造、變造、冒用證件出國者，得立即逮捕，移

送司法機關；增訂禁止國民出國之各權責機關通知入出國

及移民署及當事人之規定。（修正條文第 6條） 

（四）為防杜以收養方式變相申請居留，增訂被收養者必須與收

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始得申請居留；並適度放寬臺

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得申請居留之資格條件。（修正條文第 9

條） 

（五）為防杜假結婚等非法申請停留、居留或定居案件，增訂入

出國及移民署或其委託之機關（構）得於受理申請案時與

申請人面談，其無正當理由拒絕到場面談者，得不予許可

其申請案。（修正條文第 11 條、第 24 條及第 65 條） 

（六）為簡政便民，增訂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外國人逾期居留

未滿 30 日，且仍具有居留資格者，經依法處罰後，得重

新申請居留；經核准者，免強制其出國，其申請定居或永

久居留，核算在臺灣地區居留期間，應扣除 1 年。（修正

條文第 15 條及第 31 條） 

（七）基於保障人權及公平原則，增訂本法施行前已入國而未能

強制其出國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及無國籍人民，經許可

居留，且該無國籍人民在國內取得國籍者，經在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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連續居留滿一定期間，得申請定居。（修正條文第 16 條） 

（八）為簡政便民，增訂外國人持停留期限在 60 日以上，且未

經簽證核發機關加註限制不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

證入國，或持居留簽證入國，其居留原因變更者，得直接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留。（修正條文第 23 條） 

（九）為吸引高級優秀專業人才及國外資金來臺投資，增訂高級

專業人才及辦理投資移民之外國人，得直接申請永久居

留。（修正條文第 25 條） 

（十）為符合國家利益並兼顧人權保障，增訂外國人於收容期

間，得令其從事勞務，其受收容期限修正為 60 日，必要

時，得延長至遣送出國為止，其涉嫌犯罪經判決有罪確定

者，收容日數得折抵刑期。（修正條文第 38 條） 

（十一）增列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專章：人口

販運是對人類安全的新威脅，亦是我國快速成長中的組織

犯罪、社會治安、公共健康、經濟甚至是外交與政治問題。

隨著全球化的浪潮，我國人口販運的範圍正在快速擴大，

並在國際人口販運系統扮演著輸入、輸出及轉運站的角

色。主要被害人輸入來源為大陸地區與東南亞國家人民。

這些被害人藉由假結婚、外勞仲介、非法偷渡等途徑被欺

騙或被強押來臺，被迫從事性交易或剝削勞力的工作。由

於，我國目前並無針對人口販運問題之專法，亦無依法而

設之被害人保護系統及跨部會統籌機制。因此，本法特設

專章，以期在防制人口販運專法制定前，先就人口販運被

害人在臺停留期間之人權、生命安全給予保障，以因應人

口販運帶來的跨國性挑戰。（修正條文第 7 章第 40 條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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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條） 

（十二）為保障國家安全，加強查察國際恐怖分子、人蛇偷渡集

團，增訂機、船長或運輸業者，應於起飛（航）前通報預

定入出國時間及機、船員、乘客之名冊。乘客之名冊，必

要時應再區分為入、出國及過境。（修正條文第 48 條） 

（十三）為健全移民輔導，增訂納入政府對於移民得予保護、照

顧、協助、規劃、輔導，主管機關得協調其他有關機關（構）

或民間團體提供移民諮詢、講習、語文及技能訓練等服

務。（修正條文第 51 條） 

（十四）為簡政便民，增訂經中央勞工主管機關許可從事跨國人

力仲介業務之私立就業服務機構，得代其所仲介之外國人

辦理居留業務。（修正條文第 55 條） 

（十五）為保障辦理移民之消費者權益，強化移民業務機構之管

理，增訂廣告物、出版品、廣播、電視、電子訊號、電腦

網路或其他媒體業者不得散布、播送或刊登未賦予審閱確

認字號或核定字號之移民業務廣告及移民業務機構應每

年陳報營業狀況，並保存相關資料 5年，對於主管機關之

檢查，不得規避、妨礙或拒絕之規定及相關罰則。（修正

條文第 56 條及第 79 條） 

（十六）禁止跨國（境）婚姻媒合作為營業項目及任何形式廣告：

婚姻本質上不宜做為商業交易標的。民法第 573 條亦規定

「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求權」，顯已

將婚姻媒合之商業契約視為類似違背公序良俗之法律行

為。且當前婚姻仲介在商業機制下，已產生類似販賣人口

之惡劣行徑，更有污名化婚姻移民之潛在效果，故應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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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禁止。目前已登記營業之婚姻媒合業，過渡期間一年

內，仍可處理其營業。本次修正條文施行屆滿一年之日

起，不得再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修正條文第 58 條

至第 61 條） 

（十七）增列任何人不得歧視居住於臺灣地區之外來人口之反歧

視條文。（修正條文第 62 條及第 81 條） 

（十八）為維護國家安全，增訂入出國及移民署人員辦理入出國

查驗，調查受理之申請案件，查察非法入出國、逾期停留、

居留，從事與許可原因不符之活動或工作及強制驅逐出國

案件，得行使暫時留置、面談、詢問、查證身分、查察登

記及使用械具或武器等職權，其職權行使之對象包含大陸

地區人民、香港或澳門居民。（修正條文第 63 條至第 72

條） 

（十九）為綿密入出國管理及移民輔導業務之執行，增訂入出國

及移民署應與其他機關建立協調聯繫作業機制。（修正條

文第 94 條）本次修正案經立法院於 2007 年 11 月 30 日三

讀通過，相關配套措施共需修正及訂正者有 37 項法規，

應於半年內一併實施，對於綿密入出境管理及順應世界潮

流更能有具體的作為。 

貳、國籍法 

一、國籍法意義 

國籍法規之規範者為國籍之取得、喪失、回復等變更事項，

國籍乃是一主權國家與其國民之間一種法律上之聯繫，使個人

之法律地位確定屬於授籍國，而該授籍國家對擁有其國籍之國

民，則取得管轄之權利並負有保護之義務。換言之，國籍係國

 52



第三章 我國移民法制沿革變遷及內涵 

家主權之行使，並涉及重要利益之權利義務關係。這是個人對

國家發生權利義務的根據。從權利方面而言，個人具有一定的

條件，便可享有國籍。對於享有本國國籍的國民，國家即予合

法的保護。從義務面而言，個人享有國籍，對於國家之一切法

令，便有遵守的義務，在原則上，人人均應具有一個國籍，而

世界各國均得考量其國內人口、國情發展、社經環境及各項資

源分配，依其法令決定何人得取得其國籍。 

二、我國國籍法沿革 

我國「國籍法」自 1929 年 2 月 5 日公布施行後，因時移勢

遷，已無法適應現實的需要，於 2000 年 2 月 9 日、2001 年 6

月 20 日、2005 年 6 月 15 日、2006 年 1 月 27 日歷經多次修正

公布，以符合時代需要。為配合國籍法修正公布施行後之執行，

爰針對國籍變更之申請程序及國籍法條文內涵予以補充明定，

於 2001 年 2 月 1 日由內政部訂定發布「國籍法施行細則」，復

於 2004 年 4 月 8 日、2005 年 12 月 30 日修正發布，以適應時

事變遷。其餘相關法規定為 2005 年 11 月 15 日訂定發布、2006

年 8 月 23 日修正發布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力及

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認定標準」；2004 年 6 月 4 日訂定發布、

2005 年 9 月 29 日修正發布之「國籍許可證書及國籍證明收費

標準」；2001 年 1 月 19 日訂定發布、2004 年 6 月 15 日修正發

布之「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核發要點」；2005 年 11 月 28 日訂定

發布、2005 年 12 月 13 日修正發布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

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上課時數認定及測試作業

須知」等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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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籍法規之內涵 

（一）固有國籍---固有國籍者，乃因人之出生，而由法律直接

賦予國籍於自然人，而不以當事人之意志影響其賦予者，

亦稱原始的國籍。通常以出生子女之血統或出生地之因素

而定，是為血統主義及出生地主義。我國國籍法第 2 條規

定
17
，固有國籍之取得係採父母雙系血統為主，出生地主

義為輔，即原則上以當事人父或母之國籍決定其國籍，父

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則以其出生地決定其國籍。 

（二）歸化---本無國籍或原有國籍，因出生後之事實，具備某

種條件，而取得他國國籍者，即為歸化。亦即外國人或無

國籍人依一國之內國法律規定，自願請求入籍，經由內國

政府之核准，而被賦與國籍之謂。其原因有基於親屬關係

而取得國籍，或基於個人意志、國籍法規定之原因而取得

國籍，或基於所居國之領土主權移轉之結果，而取得移轉

之國家國籍而言。歸化分為一般條件的歸化（國籍法第 3

條
18
，即自願歸化）及特殊條件的歸化（國籍法第 4 條至

第 7 條）。 

（三）喪失國籍---係指一國之自然人喪失某一特定國家之國民

身分，即一國民脫離其對國家之忠順關係，基於個人之選

擇放棄國籍；或基於國家之法令剝奪原有國籍者。為尊重

個人國籍自由精神，現行國籍法將有關被外國人認領等當

然喪失國籍之規定，修正為喪失國籍者均須經申請，並經

                                                 
17 國籍法第 2 條：「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1、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2、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3、出生於中華民國領域內，父母均無

可考，或均無國籍者。…..前項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年人，亦適用之。」 
18 國籍法第 3 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列各款要件者，得

申請歸化：1、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每年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留之事實繼續 5 年以上。2、年滿

20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及其本國法均有行為能力。3、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4、有相當之財產

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5、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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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許可始得喪失國籍。  

（四）撤銷喪失國籍---凡經許可喪失國籍後，迄未取得他國國

籍者，得經原屬國許可，繳回其喪失國籍許可證書，申請

撤銷其國籍之喪失，俾恢復其原有國籍。 

（五）回復國籍---凡本國人喪失本國國籍後，已取得他國國籍，

由於個人之意願，而恢復本國國籍者，是為國籍之回復。

另國籍法並未規定申請回復我國國籍者，須喪失其已取得

之國籍。至依自由意志之喪失國籍後其願回復國籍者，與

歸化人喪失我國國籍後再取得我國國籍有別，前者回復國

籍不必辦理歸化手續，後者則須重新辦理申請歸化手續。 

（六）我國默許雙重國籍與擔任公職之限制 

依國籍法第 10 條規定：「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

不得擔任下列各款公職：一、總統、副總統。二、立法委

員。三、行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

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計長。四、特任、特派之

人員。五、各部政務次長。六、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

公使。七、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

員長。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九、

陸海空軍將官。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前項限制，自歸

化日起滿十年後解除之。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國籍法第 18 條規定：「回復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回

復國籍日起 3 年內，不得任第 10 條第 1 項各款公職，但其

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國籍法第 20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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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不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立法委員由

立法院；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

分別由行政院、內政部、縣政府；村（里）長由鄉（鎮、

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

下列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一、公立大

學校長、公立各級學校教師兼任行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

（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

員）及經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立之社會教

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

人員）。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

之人員。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契約定期

聘用之非主管職務。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

諮詢之無給職委員。五、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前項第 1

款至第 3 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不易覓

得之人才且不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第 1 項之公

職，不包括公立各級學校未兼任行政主管之教師、講究、

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

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到）職前

辦理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日起 1 年內完成喪失

該國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但其他法律另有規定者，從其

規定。」 

（七）歸化要件應具備財力證明文件 

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外國人士，依國籍法第 3 條至第

5 條規定，應具備「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

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要件。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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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具備「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

無虞」之要件，並非以財力證明為唯一認定要件，如其係

提憑本人之專業技能或我政府機關核發之技能檢定等相關

證明；或其國人配偶之專業技能或我政府機關核發之技能

檢定等相關證明及我國人配偶擔保其可提供其外籍配偶在

國內基本生活保障無虞等證明文件者，亦得予認定符合國

籍法上開要件，無需檢附財力證明。
19
另有移民團體卻認為

要求提出財力證明才能取得身分之規定是「階級歧視」，婚

姻移民的外籍配偶多屬家境不佳，或屬勞動階層，無法籌

措而甚至是讓仲介趁機借款大賺利息，對以人權立國為口

號的台灣是一大諷刺，進而要求取消所有外籍配偶取得身

分證須有財力證明的規定。
20
國籍法規定係為保障外配家庭

最低生活消費而設，使其不致淪為我國社會福利照顧的負

擔，世界各國皆然，和我國國民所得相當的韓國，其規定

門檻甚至是臺灣的 2.3 倍，即使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也都有

類似規定。 

（八）歸化必須具備我國基本語言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之規

定原因：其一，按世界各國（如美國、加拿大、德國、紐

西蘭、韓國、印尼、越南、菲律賓、新加坡、馬來西亞、

柬埔寨、泰國等國）對於外籍人士（包含外籍配偶）申請

歸化該國國籍時，均訂有須具備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

義務基本常識之規定，主要係為協助外籍人士適應國內生

活環境，以創造多元文化社會。其二，外籍人士欲申請歸

化我國國籍時，即表示對我國有基本之認同，且於我國居

                                                 
19 見內政部 2007 年 8 月 3 日台內戶字第 0960096008 號函。 
20 中國時報，<沒錢就沒身分證 外配：廢財力證明>，2007 年 7 月 26 日，A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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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至少 3年以上，應略具我國基本語言溝通能力及國民權

利義務觀念。其三，加強外籍人士學習我國語言之動機，

以解決因語言溝通障礙或權利義務觀念認知差異所衍生

之相關社會問題，使其能早日適應國內生活環境。其四，

鼓勵外籍配偶參加政府機關開設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

班、補習或進修學校，以協助提昇其教養子女之能力。其

五，協助外籍人士及外籍配偶瞭解我國國民可享有之權利

及應負擔之義務，以保障其自身權益。 

憲法第 3 條明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

民，國籍變更之行為有其獨立超然之特性，國籍法規涉及

外國籍與無國籍人士歸化及涉外問題、我國籍人士之喪

失、回復與撤銷國籍之喪失、華僑國籍之認定及雙重國籍

人士任我公職之限制、國籍制度體例之變革及我國人口政

策之考量等相關事宜，為適應日趨複雜之國內外政經環境

之變遷及接踵而來之大量外籍配偶歸化所衍生之人口政策

等相關問題，其重要性顯而得知。 

參、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政府自 1987 年 11 月 2 日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隨著兩岸互動交

流的關係發展，衍生兩岸相關事務及問題增多。在國家統一前，為確

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福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之往來，

並處理衍生之法律事件，於 1992 年 7 月 31 日制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

區人民關係條例。 

政府在推動兩岸交流政策上，本著安全尊嚴、對等互惠、循序漸

進方式，其目的在促使兩岸民間交流更周延、更有秩序。對於交流所

衍生的問題，也持續檢討現行管理作為，妥善因應，以提升交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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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臺居留乃是以人道精神為主要考量，其政策目標為「生活從寬、身

分從嚴」。而對於申請來臺從事與目的不符之兩岸通婚狀況，除了人

道因素外，就必須考量更周延，研擬防衛機制，以保障合法並阻絕非

法入境的管道。兩岸人民關係條例修正的重點，主要是衡酌整體人口

移入、移民政策及現行相關制度。大陸配偶來臺制度自 2004 年 3 月

1 日起調整為「團聚、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定居」四個階段，大陸

配偶其間之權益各有不同，並可提前取得居留的資格。 

依法完成

結婚手續 

結婚滿 2年或

已生產子女 

依親居留滿 4

年，每年住滿 

183 日 

長期居留滿

2年，每年住

滿 183 日 

團  聚 依親居留 長期居留 
定  居 

給予 2年效期

團聚許可，團

聚滿 4個月應

加入健保 

弱勢經濟

家庭依規

定得申請

工作許可 

毋庸申請即

得享有完整

之工作權 

繼
續
長
期
居
留 

 

圖 3-1  大陸配偶新制圖（2004 年 3 月 1 日後之新制） 

資料來源：（楊家駿，2006：5） 

 

對於大陸人士在臺期間查獲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逾期停

居留、違反善良風俗、通謀虛偽結婚、持偽造證件或虛偽之陳述而造

成之違法案件，並以相當的管制年限作為管理查處措施。但偷渡犯在

受管制入境許可年限屆至再度以臺灣配偶身分申請入境時，依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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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19 條及「大陸地區人民在臺

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14 條、第 27 條、第

34 條，係針對曾未經許可（偷渡）申請來台停留、依親居留、長期

居留及定居已明定不予許可之管制年限，唯並未以偷渡次數為依據。 

 

表 3-1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案不予許可期間之管制年限表 
團 聚 申 請 案 

（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第 19 條） 

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定居申請案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
期居期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14 條、第
15 條、第 27 條、第 34 條） 

1.從事與許可目的
不符之活動 

行方不明 2次或
達 2個月以上 

出境之翌日起 1-3
年內不得申請 

1.從事與許可目的
不符之活動或工
作 

依親居留期間，
有行方不明 2 次
或 1 次達 3 個月
以上 

出境之翌日起不予
許可 1年至 3年 

2.經許可入境，已
逾停留、居留期
限者 

(逾期 6個月以內 

逾期 6月至 1年 

逾期 1年至 3年 

逾期 3年以上) 

出境之翌日起 

 

 

不予許可 1年 

不予許可 2年 

不予許可 3-5 年 

不予許可 5-10 年 

2.經許可入境，有
逾期停留情形者 

 

出境之翌日起 1年
內不得申請。 

但其申請案有數額
限制，且逾期 10 日
以內者，依規定排
至數額時間，每次
延後 1年許可；逾
10 日者，不予許可。 

3.違反善良風俗之
行為(賣淫、脫
衣、陪酒…) 

出境之翌日起 

不予許可 3年至 7
年 

3.違反善良風俗之
行為(賣淫、脫
衣、陪酒…) 

出境之翌日起不予
許可 3年至 5年 

4.有事實足認係通
謀而為虛偽結婚
者 

出境之翌日起 

不予許可 5年至 10
年 

4.有事實足認係通
謀而為虛偽結婚
者 

出境之翌日起不予
許可 3年至 5年 

5.未經許可入境、
持用偽變造證件
或虛偽之陳述或
隱瞞重要事實 

出境之翌日起 

不予許可 2年至 5
年 

5.未經許可入境、
持用偽變造證件
或虛偽之陳述或
隱瞞 

出境之翌日起不予
許可 3年至 5年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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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香港澳門關係條例 

海峽兩岸統一是一個長程目標，然而在三通尚未展開之際，兩岸

經貿與文化交流，實質上已經頻繁地在進行。眾所皆知，現階段港澳

在兩岸經貿及文化交流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中介地位，但政府當局

對港澳經貿政策方針，直到 1994 年 3 月 11 日陸委會公布「港澳關係

條例草案」後，才有所明定，並得以維持、促進及保障臺港澳間的利

益與關係。 

政府制訂「港澳關係條例」的最主要目的，是將港澳區別於大陸

其他地區，為規範與港澳地區的直接關係提供法律依據，故「港澳關

係條例」的第 1 條就明文規定，「為規範及促進與香港及澳門之經貿、

文化及其他關係，特制定本條例」，並強調「本條例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令之規定。但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除本條

例有明文規定者外，不適用之。」。根據港澳關係條例第 4 條規定，「本

條例所稱香港居民，是指具有香港永久的居留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

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外之旅行證照者」，如果不符要件者，

就非港澳條例所認定的「香港居民」，而是外國人。 

港澳關係條例立法基本精神有五： 

一、採用正面管理方式立法，並盡量維持，促進及保障臺港澳間關

係及港澳人民權利。 

二、採用委任立法，以因應港澳情勢之不確定性。 

三、採用罰則相對從輕原則。 

四、納入國際多邊規範精神。 

五、設有情勢變遷條款，以保障臺灣地區及人民之安全。 

伍、外國護照簽證條例 

依簽證在意義上為一國之入境許可。依國際法一般原則，國家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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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准許外國人入境之義務。目前國際社會中鮮有國家對外國人之入境

毫無限制。各國為對來訪之外國人能先行審核過濾，確保入境者皆屬

善意以及外國人所持證照真實有效且不致成為當地社會之負擔，乃有

簽證制度之實施。
21
基於國家主權之入境簽證作為，必須有相關調查、

審理程序，以發現其所提出申請入境之事由，是否與簽證目的相符

合。並依據國際實踐，簽證之准許或拒發係國家主權行為，故中華民

國政府有權拒絕透露拒發簽證之原因。
22

 

第四節 入出國及移民署 

壹、入出境管制組織的歷史沿革與過程 

1957 年 3 月行政院頒布「戡亂時期臺灣地區入境出境管理辦法」

同時統合入出國管理事權之幕僚機關為臺灣警備總司令部入出境管

理處，以軍事機關作為人民入出境管制機關。1973 年 4 月 25 日，政

府為因應社會發展需要，奉行政院核定以「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理

局暫行組織規程」運作，期間歷經開放國民出國觀光、國人赴大陸探

親及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探親、外國人免簽證作業、試辦金馬小三通、

開放大陸地區人民來臺觀光等等。至於機關整合、事權統一及行政效

率、機關職掌應符合國際趨勢等，長久累積的問題已達到相當的共

識，亟需成立專責管理機關遂成為朝野、婦權及移民團體矚目之焦點。 

綜觀世界各先進國家為因應日益多樣且複雜的入出國及移民問

題，並本於事權統一、組織精簡及問題導向原則，中央政府皆設有移

民機構，以統一移民輔導與管理業務。 

                                                 
21 見中華民國（台灣）外交部領事事務局網站 
http://www.boca.gov.tw/ct.asp?xitem=30＆CtNode=37＆mp=1    2008 年 4 月 1 日。                                  
22 對於跨國婚姻移民，面談未通過拒絕說明理由，顯然將國籍、主權看做高於婚姻、人權的想法，

基本上國族與邊界的考慮，早已超越了婚姻人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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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各國辦理移民業務之專責機關 
國別 名稱（中文） 名稱（英文） 

美國 

公民暨移民服務局 
（2003.3.1.美國原
移民歸化署改隸屬於
國土安全部） 

Bureau of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 

英國 
移民與國籍局（內政

部）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Directorate, Home Office 

法國 移民局 Bureau of Immigration 

德國 外國人局（採聯邦制） Auslande Behelder 

加拿大 公民及移民部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 

澳洲 
移民多元文化暨原住

民事務部 

Citizenship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DIMIA） 

紐西蘭 紐西蘭移民服務部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ervice（NZIS） 

日本 入國管理局（法務省） Immigr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香港 
入境事務處（香港特

別行政區政府） 

Immigration Department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中國大陸 
出入境管理局（公安

局） 
 

韓國 
出入國管理事務所 

（法務部） 
Immigration Bureau, 
Ministry of Justice 

新加坡 

移民與海關局

（2003.4.1.前原為

移民與登記局） 

Immigration and 
Checkpoints Authority 
（I.C.A） 
原：Singapore Immigration 
and Registration （S.I.R） 

 資料來源：（吳學燕，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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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國境線外非外國人入國面談、調查，國境線上證照查驗，入

國後停留居留定居、面談、查察、收容遣送、移民輔導業務；納入僑

務委員會（華僑證照）、內政部戶政司（移民）、警政署（外事管理、

收容）、入出境管理局（全局業務）、航空警察局（機場證照查驗）、

各港務警察局（港口證照查驗）、保安警察第一總隊（戒護警力）、保

安警察第四總隊（戒護警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外事

科（課）等機關（單位）之有關人員，規劃成立「內政部入出國及移

民署」，其籌設過程如下： 

一、內政部自 1991 年即開始研議籌設入出國及移民署，並於 1997

年 2 月 25 日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條例」草案及組

織計畫書陳請行政院核議，惟適逢政府組織改造，故暫緩議，

俟中央政府機關組織基準法及中央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完成立法

後，再配合辦理。 

二、2003 年 1 月 22 日行政院基於全球化及兩岸交流日趨頻密，人

員往來衍生管理之迫切需求，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日益增多，

認為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設立有其迫切性，2003 年 12 月，「移

民署組織條例草案」報立法院，社論以警備總部復活為題，設

署之議再受阻。 

三、2004 年冬，「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草案已報立法院，因立

法委員改選，又再度擱置。再值 2005 年 11 月 8 日立法院 3 讀

通過，同年 11 月 30 日總統公布，歷經複雜人事、房舍難求、

多次折衝後，終於在 2007 年 1 月 2 日正式掛牌運作。 

貳、組織架構及掌理事項 

移民署係以服務為導向之文官行政組織，設 4 個組（入出國事務

組、移民事務組、國際事務組、移民資訊組）、4 大隊（專勤事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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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國境事務大隊、服務事務大隊、收容事務大隊）及 4 個輔助單位

（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及政風室），在全國 25 縣市設有服務站，

為民眾辦理入出國手續，並在中正和高雄國際機場、基隆港、台中港、

高雄港、金門、馬祖設有入出境旅客服務站。為服務海外僑民，設有

二十九個工作組，辦理入出境諮詢、服務事項。並賦予未來移民官警

察權、司法權及檢調權，讓移民署成為負責移民管理的主要執行機關。 

 

 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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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架構圖 
 資料來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menu131.asp 

 

入出國及移民署掌理下列事項： 

一、入出國政策之擬訂及執行事項。 

二、移民政策之擬訂、協調及執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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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入國審

理事項。  

四、入出國證照查驗、鑑識、許可及調查處理事項。  

五、停留、居留及定居審理許可事項。  

六、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相關規定之查察、收容、強制出境及驅逐出

國等事項。  

七、促進與各國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之合作聯繫事項。  

八、移民輔導之協調及執行事項。 

九、難民認定、庇護及安置管理事項。 

十、入出國安全與移民資料之蒐集及事證調查事項。  

十一、入出國與移民業務資訊之整合規劃及管理事項。  

十二、移民人權之保障事項。  

十三、其他有關入出國與移民業務之規劃及執行事項。  

參、移民署角色及達成目的 

移民署之核心業務為人流管理，移民輔導及非法移民管理（面

談、取締人蛇組織、人口販運），約可分為 6 大項，為今後移民署主

要角色：（吳學燕，2007：8） 

一、國境管理：強化境外審理、國境線查驗功能，並對移入人口停

留、居留、定居不同階段之積極有效管理。 

二、移民輔導：移民署成為整合及落實執行移民輔導之平台。 

三、營造多元族群文化社會：對新移民文化相關權利採行各種平等

對待之措施，尤其是教學活動。 

四、移入對象管理：訂定接納投資與專業技術人才之配套法規。 

五、總量管制：規範各類移民配額接受數量之可能性與篩選方式。 

六、非法移民管理：強化面談，查察和擴大收容量措施；制定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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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防制人口走私販運行動綱領。 

希望達成七大目的
23
： 

一、加強外來人口停留居留管理。 

二、建構面談查察機制，有效遏阻假結婚。 

三、制定完善移民政策、加強移民輔導及種族融合。 

四、建構完善資訊網絡、提升便民服務及管理效能。 

五、建構完善之難民認定、庇護及安置制度。 

六、收容所法制化，擴大收容量。 

七、統一事權，連貫政策、法令與執行。 

肆、組織功能待改進之處 

移民署的人事編制百分之七十五都是警察，缺失通譯人才的培

養，同時也缺乏監督制度及申訴管道的設置，賦予未來移民官員過多

權力，例如移民官員可隨時進行臨檢，對合理懷疑或有相當理由認為

屬偷渡或非法停、居留的外籍人士，都可逕自進行身分查驗，這個僅

憑「合理懷疑」就可以搜查外籍人士的做法，無疑是侵害外籍移民的

基本人權。 

入出國及移民署成立後，首先發生與警政署管轄權劃分的問題，

而產生了組織法與作用法管轄變更的情事。入出國及移民署成立後，

即具有組織法地位，而應將以往的入出境事務歸其管轄，但實際上執

行入出國之事宜，是以內政部名義對外行文，作用法卻未隨著組織法

作變更，形成了管轄權無法完成實施的情形，入出國及移民署仍屬於

權限代理的機關，其空有提昇機關位階，而未達到提昇位階的目的，

有浪費國家財源之嫌。
24

                                                 
23移民署籌備專區http://www.immigration.gov.tw/immig_news/item5/說明會簡報.ppt#323,9,貳、職掌

及組織架構 。2007 年 06 月 17 日。 
24 司法院大法官釋字 535 號，針對組織法或作用法有較明確的分析，其認為行政機關行使職權，

固不應僅以組織法有無相關職掌規定為準，更應以行為法（作用法）之授權為依據，始符合依法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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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政策係屬人口政策之一環，涉及配合國家發展需要，協助調

整人口結構，提升產業競爭力，維護國家安全，並兼顧人權保障等等

為跨部會統合的一項執行層面，以入出國移民署之層級是否有權統合

各部會來執行，亦是值得觀察的一個層面。 

                                                                                                                                               
政之原則。（蔡震榮，2007：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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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加澳德等國移民制度之特色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人口移動更為頻繁且複雜，每個國家根據其

地理環境、人口結構、歷史背景、經濟發展等因素，而有不同的移民

政策與制度，以因應國家發展及利益、提升國家競爭力之需求。富裕

亞洲國家的新移民潮在過去二、三十年來大多數進入美國、加拿大、

澳洲、紐西蘭…等先進國家，這一批新移民中有許多都是擁有獨特技

術或是具有專業證照的移民，其中甚至大多數是帶有雄厚資本與經濟

資源的企業家，在吸引人才及資金的匯入方面，先進國家必然有一套

作法值得各國參考之處。玆列舉美、加、澳、德等國之移民制度與政

策，做為我國研擬移民政策的借鏡與參考。 

 

第一節 美國移民制度 

壹、美國移民制度歷史背景 

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來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創造了美國多彩多姿

的移民文化，美國文化的特色就是移民文化。美國從十八世紀一直到

十九世紀初，採取自由開放的移民政策，對於外來移民並無特別的限

制。直到 1882 年國會宣布凡是以下各種人不得移入美國：罪犯、精

神病犯、窮困者、文盲、患有某些疾病者、主張無政府主義者與提倡

以暴力方式推翻政府者。1924 年美國採行了移民配額制度（quota 

system），也稱為「種族就源制度」（national origins system），規定亞

洲人不得移入美國，其他國家則依據各國在 1920 年的人數，計算可

以移入美國的配額。1952 年通過「移民與歸化法」（Th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Act），規定凡是共產主義分子或具有極權信念者，均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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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進入美國，已歸化者為美國籍而參加具有前述信念之組織者，應取

消其公民權，同時取消了移民美國的種族限制，不過仍然維持全年移

民總數及移民配額的規定。（吳定，2003：293） 

西元 1965 年時，美國國會所通過的移民法（the Immigration 

Act），使得美國的移民歷史進入了一個新的世代。
25
移民法案湧入大

量移民，出現新的移民問題，也造成國會重新檢討移民法案。1986

年通過了移民改革與管理法案與 1990 年的移民法案。前者禁止雇主

僱用無證明文件的外國人，並實施特赦非法移民，賦予美國公民權；

後者增加了每年核准的移民數量，並廢止了以政治或意識型態考量下

設立的移民限制條例，例如開放共產黨員移民美國。 

移民政策的後續改變始於 2001 年的「911」恐怖襲擊。由於恐怖

分子有一部分是來自於外國持有學生簽證者，也有不少是等待歸化的

綠卡持有人，在制定反恐政策時，收緊移民政策就成為國會的一個手

段。除了整合移民管理執行機關外，積極的作為將簽證過期的外籍人

士驅逐出境，電腦化追蹤外籍留學生的行蹤…等，在美國參眾兩院通

過的“愛國者＂反恐怖主義法案
26
中，對於世界各地人士移民美國，

作了歷史上迄今為止最嚴厲的限制。該移民改革法案包括以國家安全

利益考量而暫停接受外來移民，如此改變了美國的移民國家的文化。 

受到這一法案的影響，整個美國的移民政策以及對待外來移民的

態度都已產生不同的變化。這次的修正將會在反恐怖分子的思惟下嚴

厲打擊非法移民，連同合法移民的利益也將受到牽連，甚至於在取得

公民資格之入籍考試題目，將更為嚴謹地測試外籍人士入籍美國的忠

                                                 
25 新移民法消除原有的歧視態度，並廢止了來源國的配額制度，而給予家庭團聚及具有特殊職 

業技能與訓練的人才移民美國的優先權，並增加合法移民的人數，由原本每年 15 萬餘人增加到 

29 萬人，這項法案採取更人性化及更公平的原則，此後來自亞洲、非洲、加勒比海地區、中東 

和拉丁美洲等地的移民便躍居六成以上，並大幅放寬家庭團聚的移民人數。(監察院，我國移民 
政策與制度總體檢案調查報告，2005 年 6 月，31-33 頁)。 
26 2001 年 10 月 26 日美國國會參眾兩院通過「2001 年提供阻絕恐怖主義所需適當手段以鞏固美國

法案」簡稱「美國愛國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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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度，亦更彰顯了移民政策的緊縮，也是實施這一法案的作為。 

貳、美國移民類別 

美國簽證分為移民類簽證及非移民類簽證，移民簽證是核發給申

請永久居住在美國的外籍人士，即是綠卡持有人。每類根據需求及考

量區分優先順序，並在數量上分配名額。 

一、移民簽證分類
27

（一）親屬移民分為兩種 

1.不受配額限制移民（Immediate Relative）—美國已成年公民

之父母、配偶或未成年單身子女。此類移民因沒有配額限

制，故無等候期。911 事件後之申請程序亦隨之嚴謹，即美

國公民須先向美國移民局申請並批准後，案件轉送至美國外

交部的 National Visa Center 確認申請人的經濟能力及相關背

景調查核准後，再將申請案轉至駐外單位作最後的移民面

談，通過後才予核發移民簽證。 

2.受配額限制移民（Family-Based Preference）—可分為 4 類優

先移民：（1）美國公民的未婚成年子女。（2）持有綠卡者（美

國永久居民）之配偶及未婚子女。（3）美國公民之已成年子

女（即滿 21 歲）且已婚子女。（4）美國公民申請兄弟姊妹。

此類移民因為受到配額限制，通常從提出申請至拿到移民簽

證，需要等若干年。 

（二）就業移民（Employment-Based Immigration）—每年總共

有 14 萬張移民簽證發給此類申請人。此類移民分為 5種： 

                                                 
27 美國簽證區分移民簽證及非移民簽證，一般來說，申請移民簽證的人必須是一份已獲美國移民

局批准的申請書受益人。某些申請人，例如優先工作者、投資者、某些特別移民和抽簽移民等，是

可以自行提出申請書的。其他種類的申請人一定要有一位親人或未來僱主為他們提出申請書。申請

非移民簽證者年滿十四歲到未滿八十歲的申請人須面談及自 2004 年 9 月 13 日起收集生物特徵，含

生物辨識特徵的簽証將可更快捷、更準確地查核旅客的身份，也使旅客入境美國口岸的程序更安

全。美國在台協會網站http://www.ait.org.tw/zh/visa/iv/general.asp。2008 年 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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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優先工作者---科學、文藝、教育、商業和體育各界的卓越人

材；傑出的教授和研究員，及某些跨國公司主管和經理

（28.6%）。 

2.專業人才---持有大學學位的專業人士和在科學、文藝和商業

各界中有特殊才能的人（28.6%）。 

3.專業僱員，熟練和非熟練工人---持有大學學位的專業僱員，

至少有兩年工作經驗的熟練工人和美國現時缺乏的其他勞

工（28.6%）。（非熟練工人限額為 10,000）。 

4.特殊移民---某些宗教工作者、牧師、神父；某些國際性機構

職員，和他們的家人；包括美國政府海外雇員（7.1%）。 

5.投資移民---美國新移民法規定投資移民的投資金額為 100 萬

美元，用於設立一個新的商業性公司，合資和購買，以及擴

展現有的企業，並且雇用至少 10 名美籍或有資格在美國工

作的外籍全職員工，新移民法對於能投資 100 萬美元以及能

創造 10 個以美國人工作機會的外國投資人，每年給與 1 萬

個具有永久居留權的移民名額。其中，至少 3 千個投資名額

保留給在郊區或高失業率區的投資者，在郊區及高失業率區

放寬限制，其投資金額為 50 萬美元。28投資人在領取 2 年臨

時綠卡後成為永久居民。中國大陸的投資移民，已充份利用

了美國的投資移民條例，大量地投資美國。（張元宵，2006：

16）（7.1%） 

    投資指提供資本。資本包括現金、設備、存貨，或其他

實質財產，定期存款、政府公債及其他容易變成現金的證券

以及貨款(貸款不可來自美國境內的銀行)，都可視為資本。

                                                 
28見一方美國外國法事務律師事務所/U.S.IMMIGRATION/美國投資移民(EB5)及其他投資簽證(E 
Visa) http://infolawfirm.com/EB5.html。2008 年 4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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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必須創立一個商業性企業，純粹的房地產投資，買土

地或住宅，坐等升值，是不符合規定的。該企業必須是新的，

購買一項原已存在的企業，也不符合規定，但施行細則定有

變通辦法。所為新的商業性企業，包括下列三種： 

(1)創立一個全新的商業性企業。 

(2)收購陷於困境的企業，加以整頓或重組，並保留原有

員工。 

(3)收購已存在的企業，並加以擴充。新的商業性公司可

由一個人投資，也可兩個人以上的投資者聯合投資。 

（三）抽籤移民(Diversity Immigration Visa Lottery)---緣

於 1990 年通過的Section 203 （c） of the Immigration 

Act移民法，美國國務院每年舉辦一次多元移民抽籤樂透

又稱「綠卡大抽獎」，提供 5 萬個名額給過去 5 年內移民

較少的國家國民。申請者之資格為持有高中程度之學歷或

過去5年中具有至少符合美國勞工部認可2年訓練的工作

經驗，且符合美國政府公布的合格出生地。審查申請資格

後，由電腦隨機性選取，凡被抽中者即可擁有永久居民簽

證（綠卡）。這些簽證允許永久在美國居住及工作，其配

偶和 21 歲未婚子女也自動取得永久居民簽證。
29

二、非移民簽證類別 

非移民簽證類別是申請者計劃入境美國做短暫停留，並在

停留期滿後離開。例如觀光/商務簽證（B1/B2 簽證）、學生及

交換賓客簽證（F，J和M簽證）、短期工作簽證（E，H，I，L，O，

P，Q，R和TN簽證）、過境簽證（C-1 簽證）、空勤及航海組員簽

                                                 
29 見U.S.Department of State網站http://travel.state.gov/visa/immigrants_types_diversity3.html。2008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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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D簽證）等。值得一提是， 1990 年移民法中，美國提供雇

主在雇用外國專業人才短期應聘工作簽證（H-1B、L-1）時，給

予 3 年的短期居留時效，最長可以延長至 6 年，在持有簽證有

效期限內，是可以申請移民，轉換身分為永久居民（即取得綠

卡）。（監察院，2004：37）所謂「專業工作」在移民法的定義

為：這項工作職位需要在此專業領域中至少有學士學位，其教

育、訓練與工作經驗是屬於高度專門的知識，美國移民局認可

的專業工作包括工程師、科學家、教授、會計師、研究人員、

新聞專業人員、醫師或治療師、律師、經濟學者、管理顧問、

金融分析師與電腦程式設計師等。
30

三、政治庇護與難民（Asylum） 

美國政府每年平均處理政治庇護及難民約 100,000 個，申

請人必須證明因種族、宗教、國籍、所參加的社會組織或政治

主張不同，而遭受迫害，且申請人必須證明因上述迫害而產生

有根據的恐懼而不願意或不能返回其祖國或原居住國。（嚴博

文，2007：78） 

美國移民簽證中的親屬移民以親等關係優先次序移民，區

分不受配額限制及有配額限制的簽證種類，符合人道團聚的精

神；就業移民中採取優先次序及配額比率，符合其國家發展及

利益的考量；綠卡樂透抽籤移民的實施，給予一些移民較少國

家的國民無限希望，並符合美國自由、平等、多元化選擇的精

神。 

                                                 
30 這類簽證必須由經移民局核准的雇主主動向勞工部提出申請，且雇主需證明此項工作職位必須

由某領域具有特殊專業知識者方得以勝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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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美國簽證種類表 
移民類簽證 非移民類簽證 

代碼種類 內      容 代碼種類 內   容 

IR-1 公民申請配偶 B-1 商務簽證 

IR-2 公民申請未成年未婚子女 B-2 觀光簽證 

IR-3 美國公民在境外的養子女 F-1 留學學生簽證 

IR-4 美國公民在境內的養子女 F-2 學生配偶與子女 

IR-5 
美國 21 歲成年公民申請

父母 
M-1 非學術性學生 

FB-1 
美國公民的成年未婚子女

及其未成年子女 
H-1B 

特殊技能之專業人士如工

程師 

FB-2A 
合法永久居民的配偶及未

成年子女 
H-1C 

赴醫療專業短缺區域任職

的護士 

FB-2B 
合法永久居民的成年未婚

子女 

H-2A 

H-2B 

臨時性農業從業人員 

臨時性其他從業人員 

FB-3 
美國公民的已婚子女及其

未成年子女 

H-3 

H-4 

接受培訓的外國人 

H-1、H-2、H-3 的配偶子

女 

FB-4 美國公民的兄弟姊妹 I 媒體代表簽證 

E-1 
世界知名人士（不需經勞

工局及應聘書） 
D 空勤簽證 

E-2 

具高學位或特殊才能的專

業人士（不需經勞工局及

應聘書） 

J-1 

J-2 

交換訪問學者 

J-1 的配偶與子女 

E-3 
具有專業技術且非技術性

勞工的移民 

L-1 

L-2 

外派經營管理人員任職 

L-1 的配偶子女 

E-4 
神職人員或宗教工作者之

移民 
C-1 過境簽證 

E-5 

投資移民，可選擇投資美

金 50 萬元或 100 元 

（依美國投資區域而訂）

O-1 特殊技能人才 

EB-1C 
經理級人員由 L-1 再轉換

永久居留 
P-1 運動選手與藝人 

SR 宗教移民 Q-1 文化交流簽證 

DV 
綠卡抽籤移民 Diversity 

Immigration Visa 
K-1 美國公民未婚夫、妻 

  R-1 神職人員或宗教工作者 

  TN 美加墨公民赴美工作簽證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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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美國移民主管機關 

從 2003 年 3 月 1 日開始，美國的移民局組織架構中，國土安全

部整合了相關之國境管理機關，其中所屬之「公民權暨移民服務局」

（Bureau of Citizenship ＆Immigration Services,CIS）承接移民服務、

外國人權利保障、公民權、歸化、庇護等相關業務；「移民及關務執

法局」（Bureau of and Customs Enforcement,ICE）其任務為在美國本土

境內，執行移民及關務之法令，保障美國之公民安全及國家安全，對

於特定之聯邦政府機關之辦公建築物，提供安全維護並於空中及海上

執行與移民及關務相關的法律，遏阻非法移民、防制與移民相關之犯

罪及遣送出境非法外國人等；「關稅暨國境保護局」（Bureau of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CBP）其目標要防止恐怖分子進入美國國境之

內，並將國境線之保衛工作向外展延，國境線上的安全維護，將會是

最後一道防線。（柯雨瑞，2004：162-172） 

美國持續數十年間不斷引入新移民，多數屬於年輕化的家庭，提

供了工業與製造業所需的有力資源投資，國際移民亦促成美國人口持

續成長及改變人口結構，約佔美國人口數五分之一的移民族群相對較

高的出生率，已足以使人口結構金字塔底層不致於迅速變窄，就總體

經濟或社會福利觀點而言，美國由於流動因素而造就的人口組合，簡

直是各主要工業國稱羨的典範。（王淑珍，2006：38-43） 

移民對美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在於移民者不僅增加個人財富，也

提升國家整體的實質所得，而所有外來移民中，持 H-1B 非移民簽證

者，更是造就美國新經濟持續成長的主要功臣。矽谷的技術移民策

略，是近來遭遇人才荒的國家，相當喜歡引以為鑑範例，德國於 2000

年推動綠卡制即為一例，（許雲翔，2006：17）參考至少有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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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矽谷成長動力，由全球各地高素質人才貢獻而來，所有的專業人員

或技術性外國勞工除了經濟上的貢獻外，移民政策因應其經濟發展需

要來制訂，也為美國帶來全新的觀點與特殊的專業知識，來自世界各

國的移民正改變著美國而促使美國更為富足壯大與多樣化。 

 

第二節 加拿大移民制度 

壹、加拿大移民制度歷史背景 

加拿大是一個環境優美、生活富裕、充滿機會的民主國家，期待

並歡迎來自各個不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到此生根茁壯，是世界上面積第

二大國，連續 6 年來，加拿大被聯合國評選為世界上最適於居住的國

家。
31
加拿大係由移民組成的國家，也是少數對永久移民積極規劃的

國家之一。初期吸引美國及歐洲地區富有的農夫到加拿大開墾土地，

加拿大政府於 1869 年首次頒布移民法，明定最高行政首長有權核准

貧窮移民來加拿大發展，1885 年立法限制並規範華人的移入，並徵

收人頭稅（Head Tax）32
，希望減少華人移民的移入，直到 1960 年代

才完全解禁。（吳泓哲，2000：21）在廢除帶有種族歧視的移民接納

政策後，採用無歧視原則，不對單一國家設限，自二次大戰結束，因

為難民及國內勞力市場的需求而逐漸鬆寬，其移民政策是依據國家利

益與社會經濟發展為考量，選擇移民主要的考量是移民者的個人特
                                                 
31 見聯合晚報，＜加拿大在 1992、1994、1995 和 1997 年分別列於第一位＞，2005/08/27，第 6 版。

另聯合國於 2000 年發表「人類發展年指數」報告，經評比的結果，在國民平均壽命、文化程度、

醫療制度、教育、兩性平權、基本購買力及國民所得等平均值，於全球 174 個國家中，獨占鰲頭，

連續 7 年蟬聯排名全球第一位，因此，堪稱為全世界最適合人類居住的國度。(中華移民品質保障

協會，2001：21)。 
32 加拿大曾於 1885 年通過華人移民法(Chinese Immigration Act 1885)，向所有進入加拿大的華人移

民徵收＄50 的人頭稅，用意在阻擾低層華人在加拿大太平洋鐵路(Canadian Pacific Railway)完工後

繼續向加拿大移民，但加拿大仍歡迎負擔地起人頭稅的華人富商移民。在發覺人頭稅並不能有 
效扼止華人移民之後，加拿大政府將稅額在 1900 年和 1903 年分別加到$100 及$500。該稅到1923
年被更嚴厲的排華法所取代。2006 年 6 月 22 日，加拿大政府對百多年前向華裔移民徵收人頭稅，

正式道歉，預料將會賠償受害人及遺孀。據估計，曾經付過人頭稅的華人約有 8.1 萬人，至 2006
年仍存活的只剩下約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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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包括人道因素、家屬團聚以及移民者能為加拿大經濟發展帶來貢

獻為考量。 

從移民人數的變化，顯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逐漸改變，為了提升

經濟能力，偏重吸收外國技術人才，自從 1962 年廢除種族限制的移

民政策後，亞洲人不再受到移民政策的歧視，反而成為加拿大積極爭

取的來源，由於亞洲新興國家的快速崛起，為加拿大提供技術、勞力

與資金，增進雙方貿易關係，而貿易帶動投資，更促進了人員的遷移

行為，加拿大定位為亞太國家，參與區域事務帶動區域內部頻繁的移

民現象。 

貳、加拿大移民類別 

為因應經濟自由化及科技轉變導致世界人口加速流動，制定之

1976 年加拿大移民法，歷經 1989 至 1992 年的多次修正後將移民類

別區分為：親屬團聚類、技術移民、自僱移民、投資移民與企業移民、

難民等類。 

一、親屬團聚---凡 19 歲以上的加拿大永久居民及加拿大公民而符合

資格者，皆可擔保其配偶、依靠擔保人生活的子女、父母、祖

父母、及收養未滿 19 歲的小孩到加拿大定居。在加拿大的擔保

人需要填寫有法律效用的協議「支助擔保」的表格，擔保承諾

由 3 年至 10 年不等同意提供申請人在加拿大居住、經濟上的支

持和照顧，擔保人同時要證明他的經濟能力。 

二、技術移民---是加拿大移民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通常為年輕、

高學歷、通英文且係加拿大勞動市場所需求的人才。加拿大移

民法的規定，其技術移民評分制度依職業、職業培訓指數和工

作經驗等評分決定。對各種職業的資格，移民局訂有關於教育

背景、專業背景、工作內容等方面的具體要求，經過計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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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能夠取得 67 分，並有足夠安家資金，即獲准移民加拿大。 

三、自僱移民---申請資格為申請人本身在其本國境內為一成功專業

人才，如藝術家、音樂家、作家、設計師、運動選手等，申請

人有意願及能力在加拿大建立某項與文化、藝術或經濟有關之

事業，而該項事業須對加國之文化、藝術、經濟有所貢獻，但

申請人須提出其事業計畫以說明其維持生計之方法。 

四、投資移民---目前有聯邦投資計劃、魁北克投資計劃及省提名投

資方案，申請人必須證明自己在申請日前 5 年至移民申請結果

確定前之期間擁有至少 2 年之商業經驗，主申請人與配偶名下

證明是合法取得之淨資產至少加幣 80 萬元，而且必須投資加幣

40 萬元於加拿大政府核准之投資移民基金，期限 5 年，到期後

政府擔保無息償還本金；其所謂的商業經驗係指管理一合格企

業，並持有一定比例的公司股權，或在公司管理至少 5 名員工。

申請者可經由投資計畫，獲得加拿大永久居民的身份, 繼而成

為加拿大公民。
33

五、企業移民---主要目的在於引進符合特定條件，且有意願與能力

的商業人士到加拿大創辦或購買一項對加國經濟有明顯貢獻之

事業，積極參與該事業之經營與管理，並為加國公民或永久居

民創造至少一個就業機會。企業移民申請人在申請日前 5 年至

移民申請結果確定前之期間擁有至少 2 年商業經驗，主申請人

與配偶名下合法取得之最低淨資產為加幣 30 萬元。有別於投資

移民之規定，企業移民申請人所具備的商業經驗僅指管理一合

                                                 
33加拿大貿易投資部負責促進加拿大對台出口與吸引台灣投資人前往加國市場投資。加拿大結合

了各種致勝的優勢，有高教育水準的人力、具競爭力的投入成本與政府政策的支持，讓加國廣受

國際信賴，並成為經商投資的理想地點。加拿大政府提供擔保，投資 5 年期滿無息領回本金，予

投資人較低的整體風險及更大的獲利機會，且符合資格者可轉換公民身分。 

加拿大移民暨公民部網站，http://www.cic.gc.ca/englisg/immigrate/index.ht  2008 年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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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企業，並持有一定比例的公司股權。主申請人與其隨行眷屬

將獲准以附帶條件移民加國，抵加報到後，必須接受加拿大公

民暨移民部之監督，並於報到後 3 年內取消條件。除了有條件

簽證外，加拿大移民局亦針對那些移民前即已在加國成功地投

資創業人士核發無條件之企業移民簽證。 

六、難民---加拿大長久以來受人道主義薰陶為 1950 年聯合國難民公

約及其 1976 年議定書的簽署國，是世界主要接受難民的國家之

一。區分為由海外簽證移民官篩選境外難民，及已到達境內提

出保護申請之難民。由移民及難民局（Immigration and Refugee 

Board,簡稱IRB）舉辦公聽會以決定該難民是否需受保護，加拿

大暨移民部之相關專家覆核申請人各項風險之移除評估，決定

是否符合規定，另魁北克省另有不同適用其難民類移民計劃之

相關規定。
34
   

參、加拿大移民主管機關  

1994 年加拿大公民暨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簡稱 CIC）根據國會法案正式成立，統籌所有的移民事項，

是加拿大的移民主管機關。有四項是其主要的工作任務：一、由全球

流動人口獲得最大效益；二、保護國內或國外的難民；三、對於加拿

大成員的清楚定義；四、妥善管理外國人士入境或申請移民的程序安

排。並欲達成下列目標：一、對加拿大經濟成長提供貢獻；二、豐富

社會、文化內涵；三、保護加國人民的健康、安全與良好的制度；四、

符合國際人道關懷精神；五、協助新移民融入加拿大社會生活；六、

提升國民自信心以及瞭解加拿大公民的權利義務。 

加拿大移民部長必須在每年 11 月 1 日前向國會提出下個年度的

                                                 
34 在魁北克省有 5 人組成之團體及非營利組織等能贊助難民類移民或有類似情形之人士。其受贊

助者及贊助者均需符合一定的審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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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年度計劃，這項年度計劃需經過加拿大聯邦政府與各省、市政

府、社區組織及相關利益團體諮商後，評估目前各方面的需求來制

訂。（監察院，2004：24）移民年度計劃包括括未來一年內的整體移

民規劃與發展移民總數，以及各移民類別所接納的人數。加拿大於

2002 年新增省選計劃（Provincial Nomination Program），即各省與加

拿大公民暨移民部簽約自訂甄選條件，直接遴選並提名有意移入該省

之移民者，以創造省內就業機會，繁榮地方經濟。（王秀鶯，2004：

17）。加拿大政府考量國家需要，並配合各省對移民不同的需求，設

計不同的移民管道，同時兼顧國家安全及利益，並廣納世界各國之菁

英與財富，其嚴謹的移民制度之設計，應可作為我國移民政策及制度

之借鏡。 

加拿大政府採用 3 種政策策工具有效管理其移民接納政策：計分

制
35
、年度移民計劃和移民類別。其設計的計分制度，作為篩選移民

申請者的標準，藉以選出符合加拿大目前需求及對於經濟發展有貢獻

的移民，計分制度的配分會隨著特定技術專長或資金的需求進行調

整，以反應加拿大經濟的現況，透過這項制度增加具經驗的專業人士

移民加拿大的機會，使得技術性專業移民的比例大幅成長，非技術勞

力移民相對受到限制。事實證明加拿大的政策是成功的，商業移民及

技術專業人才的移民比例漸趨增加，且投資移民基金方案由聯邦政府

保證 5 年期滿領回，投資已不具風險且不易引起以往的國際糾紛，也

促使資金源源不斷的挹注，提升經濟發展的動力。 

 

 

 

                                                 
35 評分制是以教育程度、語言能力、職業、工作經歷、就業安排（經勞工局核准的工作職位）、年

齡、適應能力、親屬得分等作為評量的指標，標準配分會隨著不同時期的經濟需求而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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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澳洲移民制度 

壹、澳洲移民制度歷史背景 

澳洲面積近 7 百 70 萬平方公里，約臺灣的 216 倍，與美國本土

大小相當。橫跨三個時區，是典型的地廣人稀國家，屬大英國協一員，

採聯邦制由六個州（昆士蘭、新南威爾斯、維多利亞、南澳、西澳和

塔斯馬尼亞）及澳洲首都與北澳兩個行政區組成。澳洲政府對於經濟

蕭條的政策反應是減低移民吸收量，在經濟擴張之時，便大肆推動移

民政策。澳洲人百分之四十來自海外，大部分移自英國與歐洲各地，

（Burnley，2001：30）在自由黨和國家黨聯盟於 1973 年終止了惡名

昭彰的白澳政策
36
後，1981 年實施商業移民政策吸引傑出的非歐洲裔

人士移民澳大利亞。2003 年推出全新的商業移民法及 2005 年推出技

術移民新政策，降低申請資格快速增加亞洲地區的移民吸納量，並多

元化地接納移民組合。 

澳洲政府對於移民的包容性以及對於種族多元文化的尊重是被

認為是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多元文化政策主要論述在「多元文化澳

洲：多樣性的整合」（Multicultural Australia：United in Diversity,May 

2003），它也是澳洲政府多元文化政策的基本原則與指導方針，特別

強調社區之和諧。多元文化這個詞描繪了當今澳大利文化及種族的多

樣性，2001 年的人口普查顯示，29.2% 的澳洲人出生於海外，在全

澳洲人口中，有 350 萬或 18% 左右的人為第二代澳大利亞人，除英

語是國家語言外，尚有 100 種其他民族的語言，及 260 種土著語言。

（葉琬華，2006：31）文化及各民族的多樣性是澳大利亞寶貴的國家

                                                 
36

在 1880 年代和 1960 年代之間，澳洲透過採用「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 Policy)刻意的從它 

的地理位置隔離了自己。官方叫作「限制性移居策略」。在 1901 年的「聯邦移居限制法案」中， 

有效的基於種族優越性的流行理論，排斥非歐洲的移民。在說英語的和德國的文化中，這種政策 

是有很大的市場。而此種偏見被彼時造作的科學理論所支持。「白澳政策」的目標是，主張社會 

同化，創造人種上同質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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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富，在法律保障下，每一個澳洲人獲得保存與慶祝他們文化、語言

或宗教的權利。所有澳洲人得以自由地表達與分享他們的文化價值，

主要仰賴於遵守公民共有的義務。所有的澳洲人必須對澳洲及人民絕

對的忠誠，同時尊重民主社會的基本架構與原則，包括憲法、議會民

主、言論自由、宗教自由、以英語為國家語言、法律規則、義務承擔

與平等原則。1979 年，澳大利亞「多元文化事務學院」成立，它的

宗旨是提高人們對文化多樣性的認識，增加澳洲社會的凝聚力，促進

族群間的理解與寬容。多元文化主義成了政府的奮鬥目標。多元文化

政策預告了澳洲文化多樣性，消除不平等並教育澳洲公眾多元文化事

實及得到現實的認同。之後並以多元文化為基礎，推動國家語言政策

37(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NPoL)。1987 年由澳洲政府主導的「國

家語言政策白皮書」，指向在雙語言的展現中，蘊藏著極大的知識經

濟、文化等的傳承。為了使第二語言學習有所成長，澳洲聯邦政府投

資 2,200 萬澳幣作為發展澳洲第二語言學習計劃(Australia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Program，ASLLP)以作為基礎的教師訓練、教學資

源。在四年ASLLP 投資期間，各種方針、新方法用在教育的各級學

習之成果是很明顯的。 

1997 年 6 月 20 日移民和多元文化事務部長宣佈「國家多元文化

顧問委員會議」(National Multicultural Advisory Council，NMAC)的任

命，請其提出建議案以供政府往後 10 年的施政方向，確保文化多樣

性是澳洲一種統一的力量。包括多元文化政策的四個面向： 

一、市民責任：要求澳洲人支持保證吾人自由和平等，和使澳洲文

化多樣性得以發展的澳洲社會的基本結構和原則。 

                                                 
37 1987 年 Lo Bianco 發表的第一份官方「國家語言政策」報告書 ，為推廣外語教學提供有力的理

論根據。報告書強調學習外語(LOTE)有以下的好處：消除歧視隔膜，高舉社會公義；配合各民族

社區的需要，增強社會的凝聚力；增進國民文化和智性的發展；促進澳洲對外經濟、貿易、戰略和

科技等方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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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尊重文化：受制於法律，賦予澳洲人表達他們自己的文化和信

仰，並要求他們 去接受他人有相同權利。 

三、社會公平：所有澳洲人受平等待遇和機會，不受歧視。包括種

族、文化、宗教、語言、所在地、性別、出生地，趣味澳洲的

社會、政治和經濟做出貢獻。 

四、生產多樣性：極大化澳洲人因人口的多樣性產生的文化、社會

和經濟的優勢。
38

澳洲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扶持與鼓勵，對移民的包容性以及對於

種族多元文化的尊重，對於有意赴澳投資與發展的成功商業人士與專

業人士創造了良好條件。 

貳、澳洲移民類別 

澳洲接受的移民類別分為： 

一、家庭團聚移民（Family Migration）---分為優先家庭，以移民者

之配偶、直系親屬等團聚為主。另有依特殊原因之特准家庭之

類別。 

二、商業技術移民（Skill Migration）---基於雇主推薦、商業技術、

特殊才能、個人技術、與澳洲技術合作等因素，以移民者之技

能或投資資金為主之類別，是目前最合乎需求者，因此類移民

具最高水準，有利澳洲技術發展及經濟發展，除提高國民生產

毛額和國民收入外，技術移民繳納的稅收，對澳洲政府財政也

有重要的貢獻。澳洲對技術移民的基本要求有年齡、英語能力、

資格、提報技術職業、工作經驗等方面，但留學生在澳洲完成

學位後 6 個月內提出移民申請，則可免去工作經驗的要求，此

亦為留住人才的措施之一。 

                                                 
38奇摩知識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id=1305091708424    2007 年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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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自 1995 年施行的公債投資移民，一直是國人樂於選擇

的移民方式之一，其優點在於：（一）移民申請核准之後再投資，

投資人可完全掌握何時將資金投入，沒有糾紛。（二）全部投資

於州政府控管的政府公債，安全有保障。（三）發放稍高於定期

存款的利息，不只到期取回全額本金，每半年並可坐收高額的

利息收入。澳洲對於投資移民及技術移民亦採用加重計分制

度，其目的係希望透過這套制度吸引符合澳洲所需之特殊專才

及資金，以期對該國經濟發展有所貢獻。而英語未達溝通能力

者，每位需支付澳幣 4,405 元，澳洲政府則提供移民者 3 年內

510 小時之英語學習課程。 

 
表 4-2  澳洲商業技術移民類別表 

簽 證 編 號 移 民 種 類 名 稱 及 資 格 簽證類型及轉換資格 

編號 132 簽證 卓越商業人士（州政府擔保） 

（擁有淨資產至少澳幣 150 萬元、

所投資事業之年度營業額至少澳幣

300 萬元、年齡或在 55 歲以下（除

非州政府豁免）、無英語能力要求）

移民簽證（取得永久居留簽

證後，累計住滿 3年可申請

入籍公民） 

編號 160 簽證 

 

企業主移民 

（投資事業至少 10%股權，直接參與

該事業管理工作、提交商業背景及

創業意圖之報告、年齡在 45 歲以

下，英語能力達職業級水平）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 

編號 161 簽證 資深主管 

（任職於非公營大型企業管理階層

三個最高職位之一、所任職之企業

之年度營業額至少澳幣 5000 萬元、

擁有淨資產 50 萬元、年齡在 45 歲

以下，英語能力達職業級水平）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 

編號 162 簽證 投資公債移民 

（投資澳幣 150 萬元於為期 4年的

州政府公債、年齡在 45 歲以下，英

語能力達職業級水平）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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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澳洲商業技術移民類別表（續） 

簽 證 編 號 移 民 種 類 名 稱 及 資 格 簽證類型及轉換資格 

編號 163 簽證 州/領地政府擔保企業主移民 

（年度營業額至少澳幣30萬元或者

連續 4年任職企業資深經理人、淨

資產至少澳幣 25 萬元、年齡或在 55

以下、無英語能力要求）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公債投

資 4年期滿並居住滿 2年

後，可申請編號 891 或 893

公債類永久居留） 

編號 164 簽證 州/領地政府擔保企業資深主管 

（所任職企業之年度營業額至少澳

幣 1000 萬元、淨資產至少 25 萬元、

年齡或在55以下、無英語能力要求）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 

編號 165 簽證 州/領地政府擔保投資公債移民 

（投資澳幣75萬元為期4年於州政

政公債、無英語能力要求、年齡或

在 55 以下） 

臨時簽證（申請人全家可取

得 4年期多次臨時性居留簽

證，可申請轉換編號 890 或

892 永久居留身分，公債投

資 4年期滿並居住滿 2年

後，可申請編號 891 或 893

公債類永久居留） 

編號 890 簽證 澳洲企業主移民（第二階段） 

持有編號 160 至 165 號等 6種臨時

居留簽證當中任一種簽證 

永久居留簽證（累計住滿 3

年可申請入籍公民） 

編號 891 簽證 公債移民（第二階段） 

持有編號 162 號簽證 

(投資公債期滿4年，至少居住2年）

永久居留簽證（累計住滿 3

年可申請入籍公民） 

編號 892 簽證 澳洲企業主州政府擔保（第二階段）

持有編號160至 165號及457號等7

種臨時居留簽證當中任一種簽證 

永久居留簽證（累計住滿 3

年可申請入籍公民） 

編號 893 簽證 公債移民（第二階段） 

持有編號 165 號簽證 

(投資公債期滿4年，至少居住2年）

永久居留簽證（累計住滿 3

年可申請入籍公民） 

資料來源：作者參考（郭國祥，2006：3-15）澳大利亞移民手冊整理編製 

 

三、特殊資格（Special Eligibility Migration）---基於澳洲國家及社會

之需求，具有特殊傑出才能資格者，必須獲得一個澳洲組織、

或是一位在同樣之領域或運動項目上，具有國家級地位的澳洲

公民或永久居民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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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道收容（Humanitarian Migration）---以國際上難民、協助或

其他特殊原因之類別。 

任何希望永久定居澳洲的外籍人士都必須先提出申請，而且都必

須要有擔保人，而擔保人必須是年滿 18 歲以上澳洲之公民、永久居

民或是合格之紐西蘭公民，而且必須曾經在澳洲居住過一段特定的時

間。澳洲政府於 2003 年 3 月 1 日修正商業技術移民和臨時商務長期

簽證（獨立創業人士）條例
39
，現有的類別和政策已被兩階段移民程

序所取代，至於卓越商務人士仍可直接申請永久居民簽證。其他如公

債投資人、企業主、高階主管等類別則需兩階段移民程序
40
才能成為

永久居民。（朱柔若，2005：7）目前澳洲吸引大部分已開發國家的投

資與移民，主要原因為： 

一、澳洲鄰接亞洲快速成長市場，便利貿易進行。 

二、澳洲政治民主穩定，具現代化防衛力量，包容不同之風俗、種

族與宗教。 

三、高技術、教育水準，能培養高技術熟練的人力，能生產高技術

精密標準產品。 

四、豐富的自然資源、乾淨的環境、科學的控制和管理。 

另外，澳洲政府所採用的另一項比較特殊的吸引外籍專業人才的

措施，是透過留學生的管道。澳洲大部分的外籍學生。都是領取「澳

援」，亦即由澳洲政府獎助開發中國家（Australian Agency for 

                                                 
39 修訂原因是現行的條例下，新移民在抵達澳洲後多選擇特定的城市定居和投資，特別是在雪梨，

導致新移民所引進的資源並無法平均分配。比較修訂的內容如下：1.取消計分制。2.除了特別傑出

的商業人士，可一步到位直接申請永久居留身分外，其餘皆兩階段申請方式。3.強調履行赴澳創立

事業的承諾及居住條件。4.提升州政府提供「擔保」的重要性，使各州政府扮演一定的參與角色，

力求移民人口呈現均態分布。（郭國祥，2006:1） 
40 申請人須由澳洲各州/領地提供擔保，第一階段取得為期 4 年的臨時居留簽證，赴澳居留成功創

業後，最後居留 2 年後提出永久居留簽證的申請，是為第二階段。其目的有二：其一希望申請人

在該提供擔保的州/領地居留後，能把引進的資金和技術平均分散到澳洲各地，可以有效的配合區

域性的經濟發展。其二，透過擔保，申請人也可以盡早與各州/領地建立緊密的聯繫，和善用各地

所提供的資源和資訊，大大的提高了申請人在澳創業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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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usAid）而來的學生。在 1986 年以前，到

澳洲留學的學生都有一定的配額限制，多屬特案獲國際交換學生計

畫。但自 1986 年以後，澳洲因為經濟衰退，教育經費也遭波及，因

此在政策上有所轉變，澳洲政府將教育當做資源，並開始開放大量外

國學生自費留學，以教育吸取資金，這些海外的留學生，大都主要來

自於亞洲地區國家。澳洲政府為了要吸收高品質的移民，除以投資金

額作為申請移民的重要考量，對於有技能的年輕專業人士更是歡迎，

即有資格申請獨立技術移民，取得澳洲永久居留權。 

參、澳洲移民主管機關 

澳洲移民暨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事務部 (Department of 

Immigration and Multicultural and Indigenous Affairs，簡稱 DIMA) 其

目標在於促進移民快速的融入澳洲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主要的職能是

制訂與執行移民、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事務的相關政策，並透過與

「難民整合安置策略」服務的單位訂定合約，對難民提供到府服務。

負責移民與外籍勞動力的政府部門是就業與職場關係部（Department 

of Employment and Workplace Relations）下設經濟與勞動力市場分析

司，出版大量有關澳洲勞動力市場的量化與質化分析報告，每年該部

都會公布澳洲社會短缺的技術人員職務名單，每半年則公布短缺的資

訊通訊技術人員職務名單，政府根據此制訂移民政策與核發工作簽證

的依據。而此兩部會的共同目標是保證在澳洲國內人口充分就業的前

提之下，引進海外具有高級管理才能與專門技術的人才，樂意前往澳

洲就業、甚至移民歸化入籍澳洲。（朱柔若，2005：8） 

澳洲政府為使新移民能夠迅速適應澳洲之生活環境，特別設立許

多服務中心和機構，提供各項方便移民之服務。設置移民中心，提供

住宿、醫療、福利、教育、就業等服務；移民資料中心，提供英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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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語言班、分別因為婦女、老人、青少年辦活動，使用多種語言之

法律協助；設置電話傳譯服務處，提供緊急情況之電話翻譯、翻譯員

到場服務；另有移民主管機構之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澳洲政府相關單

位定期評估移民政策是否能符合澳洲整體利益及社會需求，進而做出

調整或研討出新的移民類別。澳洲實行多元文化移民政策的成效，吸

引了不同文化背景的人力、物力及資金等資源，使移民為澳洲經濟、

社會做出貢獻，其成功經驗是值得作為我們制訂政策上的參考與借

鏡。 

 

第四節 德國移民制度 

壹、德國移民制度歷史背景 

德國，是位於歐洲中部的議會制和聯邦制國家，由 16 個邦組成，

首都柏林，與法國、瑞士、奧地利、捷克、波蘭、丹麥、荷蘭、比利

時、盧森堡共九個國家接壤，是歐洲鄰國最多的國家。德國是歐洲聯

盟的創始會員國之一，也是聯合國、北大西洋公約組織和八國集團的

成員國，是當今世界強國之一。德國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按GDP計

算）、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國和第二大商品進口國。德國人口超過 8200

萬，是現今歐盟成員國中人口最多的一個。 

德國出於民族優越性的傳統意識，對於移民的接受度及認同感大

部分處於排斥的心理，及至 19 世紀末大規模的經濟發展，造成大量

外國季節性勞工進入德國，以填補德國農業社會短缺的勞動力，至第

一次世界大戰為止，季節性的勞工轉為長期勞工，居住在德國成為合

法公民。1933 年納粹上台造成大規模的德國人由於政治、種族因素

逃亡到國外，使得德國流失大量的勞動力，為彌補國內勞動力，德國

在戰爭初期將佔領區的戰俘或勞工強迫引進國內，二次世界大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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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希特勒統治的民族優越論及集權統治使得許多猶太精英逃亡至國

外
41
，同時也喪失約 650 萬至 700 萬的青壯年勞動力。 

納粹德國戰敗後，美蘇兩強間的冷戰，造成 1949 年東西德分裂，

西德公佈「基本法」，成立德意志聯邦共和國，簡稱西德；德國東部

在蘇聯的支持下成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東德，戰後約有 1,170

萬難民
42
回歸西德。另有因為假藉申請政治庇護之難民身分，以尋求

更佳的工作機會和生活條件的經濟難民也不計其數，難民申請程序冗

長，申請期間對於難民的出入和居留所在地並無嚴加控管，如此易造

成經濟難民轉成為流竄至各處的非法移民，眾多難民問題成為德國朝

野政黨擔心爆發社會與政治衝突的議題，而形成政府相當大的負擔。 

1961 年東德以鐵絲網圍清界線劃分柏林的勢力，造成人民恐慌

的逃亡潮，為圍堵東德人口大量流失，終於建築柏林圍牆，以斷絕東

德至西德的工作途徑。西德因為延續「馬歇爾計畫」
43
所帶來的經濟

發達趨勢，自國外引進大量勞工以因應市場需求，並制訂寬鬆的外國

人法，甚至外籍勞工之親屬依親的條件也放寬，並使其長期在德國安

家立業，對於戰後經濟與社會狀態的恢復發揮重要的功用。（洪千雅，

2005：14-16）但到了後來，外國人失業率往往是當地德國人的兩倍，

                                                 
41

德國納粹政權的特點是政治上控制社會的一切方面（一體化，Gleichschaltung），以追求種族（雅

利安人，北歐白種人）、社會和文化的「純淨」。納粹黨通過迫害其認定為不純的事物來達到目

的，特別針對少數人群如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戀者和政治敵人。這種迫害在政權的最後幾年

中達到了高峰。大約六百萬猶太人、一千萬斯拉夫人及各種各樣的其他人被有組織地殺害。這種種

族滅絕的罪行稱為Holocaust（意為「大屠殺」）   
42根據1951 年聯合國通過的《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Convention Relating to the Status of Refugees）
第 1 條的規定，難民是指因種族、宗教、國籍、特殊社會團體成員或政治見解，而有恐懼被迫害

的充分理由，置身在原籍國領域外不願或不能返回原籍國或受該國保護的人。國際法確立的對難

民的保護的原則主要有兩個，即「不推回」原則和「國際團結合作原則」。前者要求，除非有正當

理由認為難民有足以危害其所處國家的安全等其他嚴重情形，任何國家不得以任何方式，將難民

驅逐或送回其生命或自由受到威脅的領土邊界；後者要求，世界各國在難民的接納、安置、援助、

保護，難民事務開支的分攤以及消除和減少難民的產生的根源方面有責任加強團結與合作。 
43馬歇爾計劃（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稱為歐洲復興計劃（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

戰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行經濟援助、協助重建的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

治格局產生了深遠的影響。二戰歐洲戰場勝利後，美國提出憑藉其在二戰後的雄厚實力幫助其歐

洲盟國恢復因世界大戰而瀕臨崩潰的經濟體系，並同時抗衡蘇聯和共產主義勢力在歐洲的進一步

滲透和擴張而提出此計劃。該計劃因時任美國國務卿喬治·馬歇爾而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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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僅增加社會福利的負擔，也成為社會不穩定的亂源之一，而使得德

國成為不歡迎外來移民的國家。 

兩德統一後，全球化跨國際的流動趨勢，擴展了移民的範圍和規

模，德國許多學者、專家及技術人才因資源不足等問題而移往他國，

造成高科技人才的流失，多數的企業開拓並投資海外市場，經濟發展

持續下降，德國政府基於提升國家的經濟發展、考量國家利益等因

素，政策逐漸由封閉而改為開放的趨勢，2000 年德國總理施洛德針

對高科技人才實施的「綠卡政策」，希望 3 年內吸收 2 萬名來自全球

的IT人才，於 2005 年修正移民法，主要也是吸引他國專業技術人才

或是企業家投資，讓德國在科技產業或是資金挹注上增加發展力。 

長期以來歐洲安全與穩定仰賴德法之間微妙的關係，「歐洲共同

體」
44
的創立，顯示歐洲國家整合的決心和其必要性，希望歐洲在經

濟、政治、社會和文化方面融合協調，達成一致性。單一歐洲法整合

歐盟內部經濟步調，取消 12 個會員國間的內部邊界障礙，完成歐洲

共同市場，指的是一個無國界的地區，在該地區內，貨物、人員、服

務與資金的自由流通受到充分保障。申根協定
45
最終目的使相關國家

安全的申根領域邊界規定得以整合，使邊界檢查的手續簡化，透過申

根資訊系統快速取得個人資料，並藉此建立犯罪行為系統，轉而加強

外部邊界管理的權限；此說明了各會員國兼顧歐洲共同體架構下並將

                                                 
44

歐洲共同體，簡稱歐共體，是現在歐盟的前身。歐共體由歐洲煤鋼共同體（又名歐洲煤鋼聯營）、

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三個相互獨立的組織組成，其中以歐洲經濟共同體最為重

要。歐共體由法國、德國、義大利、比利時、荷蘭和盧森堡6 國根據當時簽署的羅馬條約創立於 1957

年 3 月 25 日。根據 1992 年建立歐洲聯盟的《馬斯垂克條約》，歐洲經濟共同體更名為「歐洲共同

體」。 
45

《申根協定》(德語：Schengener Durchführungsübereinkommen)，亦稱《申根協議》、《申根公約》

或《申根公約》，最早於1985 年 6 月 14 日由五個歐洲國家（聯邦德國，法國，荷蘭，比利時，盧

森堡）在盧森堡的一個小城市申根（Schengen）簽署。該公約於1995 年7 月正式全面生效。《申根

公約》的成員國亦稱「申根國家」或者「申根公約國」，成員國的整體又稱「申根區」。 

《申根公約》的目的是取消相互之間的邊境檢查點，並協調對申根區之外的邊境控制。即在成員國

相互之間取消邊境管制，持有任一成員國有效身份證或簽證的人可以在所有成員國境內自由流

動。根據該《協定》，旅遊者如果持有其中一國的旅遊簽證即可合法地到所有其他申根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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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出入境管制政策目標為政府間的合作致力於無疆界流通歐洲。文

化、種族與環境的差異，使德國之移民政策必須因應社會、政治與經

濟的層級與變化，發展出不同階段與目標的移民政策。 

德國為歐洲地區移民人數最多的國家，歐洲優良生活品質與完善

社會福利制度，是吸引移民至當地的兩大要素。由於德國的經濟條件

最具吸引力，因此成為全球偷渡客的目標，形成嚴重的移民問題，考

量國家的經濟發展能力、維護國家的利益，德國政府必須在企業利益

與人民福祉的雙重考量下，制定移民政策。2005 年 1 月 1 日修正之

德國移民法新的架構下，將居留批准、居留授權、居留許可、居留權

力 4 種居留形式
46
重新歸類，依其居留目的為有限期的居留許可與無

限期的居留許可二類。 

貳、德國移民類別 

依其移民法之分類如下： 

一、婚姻依親和家庭團聚：依其移民法分類為 3 種家庭成員，一是

德國人的配偶；二是德國人的未成年未婚子女；三是未成年未

婚德國人前來照料此人的父母一方（是對德國人的優惠，因為

外國人的父母是不能以照料孩子的名義來德國長時間居留

的）。核准為有效期的居留許可，入境即可擁有工作許可，在

居留滿 3 年時，該德國人在聯邦領域的家庭生活共同體繼續存

在的情況下及必須証明具有基本的德語知識能力等資格，可以

延長居留許可或獲得落戶許可。但應注意若家庭團聚者是在德

國領取社會救濟金者，則可能導致拒絕許可或無法改變居留形

式。 

二、技術移民：在德國移民法第 19 條規定，在特殊情況下可給擁有
                                                 
46 居留批准：規定時間、目的、具體工作或學習機構，如學生和廚師、企業工作人員等。居留授

權：效期 2 年，滿 8 年可轉成無限期居留。居留許可：發給來德建立公司的外國人及其家屬，滿 5
年後可轉成無限期居留。居留權力：即是真實意義上的綠卡，亦是永久居留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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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專業水平的外國人頒予落戶許可。所謂「特殊情況下」就

是要真正的高級人才，需要由州有關部門，尤其是勞動管理當

局來審批擁有高級專業水平的專業人才。
47
符合條件者一開始即

給予無限期在德國居留許可，其家屬亦可以獲得在德國的工作

許可。 

三、投資移民：促進外國的業主在德國開辦自己的企業，投資至少

達 100 萬歐元和創造了至少 10 個就業位置的情況下，原則上只

能獲得有限期的居留許可，居留滿 3 年後，假如該外國人成功

地實現了其計劃的職業活動，生活也獲得到保障，政府即頒予

落戶許可。但年齡超過 45 歲的外國人，只在擁有適當的「老年

保障」的情況下，才能獲得居留許可。老年保障指的是比如保

了養老金險，或者人壽險，或者擁有房地產等。 

四、難民：移民法對難民方面也做出了新的規定。就政治避難而言，

在前 3 年將得到有限期的居留權，3 年後如果確定當事人在其

祖國仍然存在可能被迫害的情況，他們將得到無限期的居留

權，並享有工作權。但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將來如果當事人在

離開其祖國時沒有受到迫害，而是後來由於其主觀造成的後發

原因導致自己可能在祖國受到迫害，他便沒有資格申請形式的

避難。 

新移民法保留了容忍居留的規定。如果遣返當事人受阻，

在 18 個月內無法將其遣返出境，那麼將不再每 3 個月延期一

次，而是發給他有限期居留；但如果當事人自己造成過錯，例

                                                 
47 所謂擁有高級專業水平者為：1 擁有特殊專業知識的科學家。2.身處突出位置的教學人士或身處 

突出位置的科研人員。3.具有特殊職業經驗的專家和處於領導崗位的工作人員，其收入至少相當於 

法定醫療保險費衡量界線的兩倍。亦即年收入必須高於 83700 歐元。中國網涉外服務網站 

http://big5.china.com.cn/info/shewaifuwu/txt/2006-08/15/content_7078934.htm。2008 年 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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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假報身份等，他則不會得到居留權。因與歐盟的有關規定接

軌，移民法規定對於那些受到非國家性質迫害和因性別遭受迫

害的人也將受到難民庇護。 

參、移民主管機關  

德國政府依據移民法設立聯邦移民難民局，
48
專門處理移民和難

民事務，並引進加拿大等移民國家的計分制度，作為吸引高素質人才

的工具。申請人必須提出證明並且得到聯邦局認可後，得到移民和難

民適當的照顧，其所執行的任務及職務包括處理移民和難民事務，及

採取嚴格審查庇護申請與驅逐出境的相關規定與執行措施。加快移民

融合是朝野各黨共同關心的問題，境內的外國人和新移民開辦融入德

國社會的各項課程，包括語言、法律、文化和社會知識。無論是在德

國長期居住的外國人還是新移民都有權利、有義務參加這些學習班。

移民與難民局委託私立或公立的單位來辦融合班，並適當收取費用。

如果當事人有義務而又拒絕參加有關課程，或者無故曠課等，將受到

減少失業金和社會救濟金發放的懲罰，甚至可能被拒絕延長簽證。 

德國係一聯邦國家，各邦自主權極高，若基本法未特別規定，各

邦可自設機關，自訂行政程序，以執行聯邦法律，在此原則下，一般

護照及居停留事宜，都由各邦外國人局處理，其隸屬於內政部，國境

管理，則在聯邦設置聯邦國境警察局（又稱國境保護局），隸屬於聯

邦內政部。（李震山，1999：56） 

                                                 
48

德國“聯邦移民和難民局＂（Bundesamt fuer Migration und Fluechtlinge），賦予下列重要的職責和

工作：1.規劃並實施在德外國人和德裔後期返德移民的融入德國社會課程。2.負責外國人管理中心

對在德外國人的登記。3.負責對自願回國的在德外國人，幫助他們返回自己的家園。4.負責對於移

民問題科學研究的運作，包括跟踪研究。5.協調各種來自外國人管理局、聯邦勞工局和德國駐外代

表機構的有關勞工移民的數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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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歡迎高科技專業人才及商業投資移民，為各國移民政策之趨勢，

採取訂定年度配額計劃及計分制度來挑選適合的移民類別是先進國家

移民政策之工具。如何協助移民盡快融入社會生活，應用新資源以發

展國家的競爭力，也是國家善意對待新移民的一種政策作為。綜觀分

析各先進主要移民國家之移民政策，其特色如下： 

 
表 4-3  美加澳德國移民制度之特色表 

國  別 移 民 制 度 主 要 特 色 

美  國 1.親屬移民中以親等關係區分不受配額限制及有配額限制二類，符合

保障人道家庭團聚精神。 

2.提供非移民簽證中專技人士及經營管理人員短期應聘工作簽證可

在有效期限內轉換身分為永久居民之政策。 

3.投資移民分別投資 50 萬美元於郊區或高失業區及投資 100 萬美元

設立一個新的企業以創造就業機會，並至少雇用 10 名美籍或有資

格在美國工作的外籍全職員工。 

4.採行配額制度可使入境移民隨時因應國家安全及社會利益之考量

分配其數額。 

5.特有的抽籤移民給每年移民率低的國家國民，美國每年約接納 100

萬移民，對外來各色人種包容性強，人人享有真自由、平等及受高

等教育的機會，故享有民族大熔爐之稱。 

加拿大 1. 加拿大移民部 CIC 研訂移民年度計劃，包括未來一年內的整體移

民規劃與發展移民總數，以及各移民類別所接納的人數。 

2. 投資移民方案分為聯邦投資移民計劃、魁北克投資移民計劃及省

提名投資方案，投資期限 5年，到期政府擔保無息償還本金，係

為促進區域性的繁榮，政府擔保還款予投資人，較無風險性。 

3. 加拿大聯邦政府為協助新移民，提供資金制訂各項服務方案，各

地方政府制訂符合當地特色的移民協助計劃，以協助新移民盡快

適應當地生活，並針對成人移民提供免費的語言基礎訓練課程。

4. 為有效管理其移民接納政策，其政策工具為計分制度、年度移民

計劃及移民類別。計分制度的配分隨著現況進行調整，藉以選出

符合加拿大目前需求人力素質及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移民。 

5.基於人道考量，每年接收一定比例的難民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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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美加澳德國移民制度之特色表（續） 

國  別 主   要   特   色 

澳洲 1. 實施擔保制度兩大目標：其一，利用州政府或領地政府的擔保制

度，期待申請人在該州或領地定居後，把引進的資金和技術分散

到澳洲各地，以有效配合各區域的經濟發展。其二，透過擔保，

申請人也能早日與各州或領地當局建立緊密的聯繫，並善加利用

各區域所提供的資源與訊息，提高申請人在澳洲創業的成功機率。

2. 擔保人制度與計分制度為其主要評選移民標準。 

3. 吸引外籍專業人才的措施，是透過留學生「澳援」的管道。 

4. 就業與職場關係部與移民暨多元文化與原住民族事務部相輔相成

共同研訂移民政策。 

5. 政府提供協助新移民的福利方案，包括由澳洲移民局補助為移民

提供服務的種族或社區組織、翻譯及各項說明服務、英語教學課

程等。政府政策上的扶助與鼓勵，對新移民的包容性及多元文化

的尊重，對於有意赴澳的移民創造了良好的條件。 

6. 第二階段取得永久居留權身分者擁有一般公民權益，例如有全民

健保及參與選舉權。 

德國 1. 歷經兩次世界大戰及東、西德分裂至統一形成大量的難民潮及移

民回流潮，造成難民庇護及非法移民問題。 

2. 在優越的民族意識、傳統與現實下實施「IT 綠卡計劃」，吸引高科

技人才，保守的移民政策漸趨向開放。 

3. 設立聯邦移民難民局，專門處理移民和難民事務，庇護申請者提

出證明，並得到認可後將安排妥適的照顧及不被認可之驅逐出境

的相關規定與執行措施。 

4. 學習加拿大等國引進計分制度，作為吸引高素質人才的工具。 

5. 首先實施指紋認證系統，在歐洲共同體下申根協定各會員國加強

在移民、難民與邊界管制方面形成網路資源的合作安全網。 

6. 移民需掌握基礎的德語知識及相當的融入課程，以增進入籍後盡

快融入當地的社會生活。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以美國、加拿大、澳洲、德國移民類別的區分，比較整理其資格

及要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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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加澳德移民類別資格表 
  國別 

類別 
美     國 加  拿  大 澳   洲 德   國 

 

 

 

親

屬

移

民 

1.無配額限制：公民之

配偶及父母或未滿

21 歲的單身子女。

申請人需提出供養

切結書（Affidavit 

of Support）保證其

收入達社會福利課

稅標準。 

2.配額限制：公民的未

婚成年子女、永久居

民 的 配 偶 及 其 子

女、公民已成年且已

婚子女。依優先順序

及每年美國政府給

各國的移民配額限

制。 

3.取得有條件的永久

居留權，2 年觀察

期。 

 

1.必須有一位加拿

大公民或永久居

留 的 近 親 做 擔

保。必須承諾 3到

10 年內經濟援助

此位親屬及他的

受扶養親屬。 

2.申請永久居民身

份 者 需 經 過 體

檢，犯罪及背景調

查，對加拿大安全

構成任何風險者

皆不能進 入加拿

大。申請者需提供

居住國警察單位

所發出的証明。 

3.永久居民住滿3年

才能申請入籍。其

人身權利等同於 

公民，但不可選 

舉及投票。 

 

1.澳洲公民及永

久居民為擔保

人制度。 

2.分為伴侶、子

女、父母、其他

親屬移民 4類。 

3.滿 18 歲者要求

具備基本的英

語理解能力，年

滿 60 歲免除。 

4. 移民官有可能

會視個案要求

提出財務保證

書。 

1.3 種家庭成員：

一是德國人的配

偶；二是德國人

的未成年未婚孩

子；三是未成年

未婚德國人前來

照料此人的父母

一方。 

2.須有簡易德語

能力證明。 

3.有期限居留許

可待滿3年即可

獲得落戶許可。

4.政府可拒絕領

取社會救濟金

之配偶居留許

可。 

 

 

 

技

術

移

民 

1.永久性移民方案：針

對高階科學、藝

術、商業專家、技

術性勞工分類，優

先順序之排列且每

年有配額14萬人限

制（含家庭所有成

員）。優先工作類別

不須先取得勞工卡

的核准。 

2.非移民簽證 H1B 方

案：至多停留 6年，

可轉換申請移民簽

證。家庭同行，未

經許可禁止工作。

專業人才類別須取

得勞工卡核准才提

出綠卡申請。 

1. 永 久 性 移 民 方

案：依教育程度、

語言能力、技術、

經驗等給予計分

點數。 

2.每年依據移民種

類規劃，必須至少

1 年的全職工作經

驗，其屬於國家職

業分類的工作層

級 O、A、B。 

3.證明有足夠資金

供其基本生活所

需。 

4.近親成員或可伴

隨申請。 

1.職業須符合澳

洲標準技能及

職業所要求的

學位或執照。 

2.針對不同的技

術、工作經驗、

年齡、英語能

力，給予不同點

數，以總點數計

分，決定許可與

否 

3.資歷須經過專

業之澳洲機關

評鑑。 

4.必須澳洲公民

或永久居民為

擔保人。 

 

1.由勞動管理局

確認工作資格。

2.獲得無限期居

留許可。 

3.同行家屬可獲

得在德工作許

可。 

4.居留許可證及

外國人工作許

可證由外國人

管理局同時審

批。 

5.教育程度及年

收入 10 萬馬克

高薪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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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加澳德移民類別資格表（續 1） 
  國別 

類別 
美     國 加  拿  大 澳   洲 德   國 

 

 

商

業

移

民 

 

 1.商業管理之經驗

及資金要求。 

2.創辦、購買或投資

某一企業，至少創

造一個全職工作。

3.提供一份詳細的

創業計畫。 

4.計分制度。　 

1.企業主、高級管

理人士相當之

淨資產。 

2.3 年內在澳境內

從 事 商 業 活

動，成功地設立

及維持投資事

業。 

4.證明資金來源。

5.擔保加分制度。

 

 

 

 

 

投

資

移

民 

 

1.在一般地區必須投

資 100 萬美金或高

失業區投資 50 萬美

金。 

2.證明投資資金係合

法取得。 

3.必須實際管理在美

所投資之生意。 

4.追求利潤而有風險

的投資。 

5.至少雇用 10 名全職

美國員工。 

6.取得 2年附條件之

臨時綠卡。 

7.每年有 1萬個名

額，3千名保留給鄉

村或失率高的蕭條

區域的投資者。 

1.必須在5年中擁有

2 年成功的管理經

驗。 

2.合法擁有至少 80

萬加幣的淨資產。

3.必須投資 40 萬加

幣給加拿大聯邦

政府，5 年後無息

償還投資人。 

4.必須達到商業評

分 35 分。 

5.區分聯邦投資移

民計劃、魁北克投

資移民計劃及省

提名之投資移民

方案，條件各異。

1.有無州政府擔

保制度其資格

條件不一。 

2.兩階段移民及

計分制度。 

3.投資 75 萬-150

萬澳幣購買為

期4年之政府公

債。 

4.淨資產總值超

過一定數額。 

4.至少 3年的成功

商業及投資記

錄。 

5.有年齡限制及

和具備職業型

之英語能力。 

1 外籍投資者在德

投資，原則上如

果投資額在 100

萬歐元以上，並

創造 10 個以上

的工作崗位，獨

立經營者便可

獲得有限期居

留。 

2.居留滿3年獲頒

予無限期落戶

許可。 

特

殊

移

民 

美國政府海外雇員及

宗教人士 

 

 1.必須與澳洲有

密切關係，或長

期居留身分至

少 9年。 

2.有特殊才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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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美加澳德移民類別資格表（續 2） 
  國別 

類別 
美     國 加  拿  大 澳   洲 德   國 

 

 

 

政

治

庇

護

及

難

民 

1.容許難民在美國受

到居住自由之保障

和依移民法之相關

規定成為其居民。 

2.顧及其國內社會安

定及符合國家整體

利益下，有一定之配

額限制，每年平均處

理 100,000 名難民。 

3.政治庇護申請人在

境內申請不受配額

之限制。 

1.難民須符合國際

難民公約的資

格。由移民及難民

局舉辦公聽會以

決定難民是否需

要保護。 
2.人道主義的考量

及同情而做有選

擇性的收容。 

3.非營利組織贊助

及民間資助難民

者，均需符合一定

的審查條件。 

4.接收一定比例的

難民人數。 

接受經由國際難

民組織核定為難

民與申請庇護者。 

法制上有即基本

法、聯邦國境保護

法、庇護程序法及

外國人法。戰爭難

民與政治難民嚴

格區分，並適用不

同程序，分別不同

機關掌理。就政治

避難而言，在前 3

年將得到有限期

的居留權，3 年後

如果確定當事人

在其祖國仍然存

在可能被迫害的

情況，他們將得到

無 限 期 的 居 留

權。縮短難民審核

時間，在等待期有

完善的控管措施。

抽

籤

移

民 

1.每年配額約 50,000

名額給 5 年內移民率

低的國家。 

2.具有高中畢業文憑

或 5年中有 2年的工

作經驗。 

3.允許永久在美國居

住及工作，其配偶及

21歲未婚子女也可取

得永久居民簽證。 

4.符合政府公布的合

格出生地。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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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我國現行移民相關問題 

第五章  我國現行移民相關問題 

我國地狹人稠，人口密度極高，且自然資源及社會資源有限，而

外來人口在我國居留，涉及公共設施、社會福利及工作機會等生活資

源之分配，並與我國國家利益、人口政策、勞工政策、經濟發展等息

息相關，為避免大量外來人口申請在我國居留或永久居留，以舒緩人

口壓力，並保障我國之人口生態及維護社會必須之生存環境，乃適度

管制外來人口在我國居留數量，並兼顧其居留之權益及人道立場之種

種考量是必要的。（曾文昌，1999：110-120） 

整體移民政策而言，我國目對於外籍人士與大陸地區人民部分事

務仍舊採行雙軌機制，有關外籍人士簽證相關事務是由行政院外交部

負責，而大陸地區人民事務主管單位是行政院大陸委員會，但是大陸

地區人民進入我國國境相關事務之申請與審查及入境後之管理工作，

均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負責。有關外籍人士移民我國，主要依據國籍法

與入出國及移民法之相關規定辦理；大陸、港澳地區人民移民我國卻

是依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及港澳關係條例的規定辦

理，其入出境之審核與管理等相關事務都是由入出國及移民署負責。 

來自不同國家的移民，在理論上應受相同平等的政策規範，在各

項權利上也應該受相同平等的待遇，如受不平等的待遇，則有淪為被

受歧視的爭議。目前兩岸之間政治的對立關係以及兩岸婚姻的不穩定

性，使得大陸地區移民在配額上、等待設籍期間、工作權等方面等比

外國籍移民面臨較大的限制，是一項不爭的事實。 

據資料顯示，迄 2008 年 1 月底止，外籍（含大陸）大陸配偶人數

約有 40 萬 895 人，國人結婚平均每 4 對即有 1 對是聯外通婚。大陸婚

姻移民從 1994 年開放 600 名至現今 2007 年 12,000 名，短短 13 年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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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倍，藉著地緣之利，大量婚姻移民移入對我國經濟、社會等各層面

均有相當程度影響，也衍生了非法婚姻仲介、跨海重婚、瓜分社會資

源…等等問題出現。 

移民制度歷經修正但始終趕不上世界潮流，或有學者專家認為在

欠缺對跨國移民與全球化的認知下，加上國族主義思維，我們的移民

法其實是一整套「移民管制法」，而非「移民權利保障法」。
49
現針對我

國移民產生之問題列舉項目如下： 

 

第一節 適用對象與配額限制 

壹、法制面 

一、外國籍人士居停留、永久居留及歸化制度 

（一）停留---係指以過境、觀光、探親、訪問、考察、參加會

議..等事由，持有停留簽證之普通護照或其他證件，擬在

我國境內未滿 6個月之短期停留，且事實上在我境內連續

居住期間未逾 6個月者。 

（二）居留---係指以依親、就學、應聘、受僱、投資、學術交

流及經主管機關核准或其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之活動為目的，持有居留簽證之普通護照或其他旅行

證件之外國人，擬在境內作 6 個月以上之居留，且入境後

依規定須申請外僑居留證，並按捺指紋錄存，而事實上在

境內連續居住期間超過 6個月者。在合法之停留與居留期

限將屆滿時，而有延長之必要時，依法應申請許可。
50
居

                                                 
49 謂移民現行政策在本土種族主義下，歧視、侵害新移民，且未加深思地預設新移民乃是社會「問

題」、「入侵者」、「資源搶奪者」，未深入理解移民的成因與貢獻。(廖元豪，2006：81-129)。 
50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9 條規定，外國人停留或居留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留或居留之必要時， 
應向主管機關申請延期。外國人於居留期間因依親對象死亡，得申請繼續居留。外國人於居留期 
間內，變更居留住址或服務處所時，應向主管機關辦理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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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除了簽證目的之活動外，不得從事與簽證目的不符之活

動，但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7 條規定中，其在國內之活

動標準範圍為何，並未有明確之標準，執行勤務之人員在

認定時，明顯有困難，倘外國人在我國停居留期間，從事

與申請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工作，主管機關得依法強制驅逐

出國並得禁止其入國，對外國人的人權保障極有不週之

處。 

（三）永久居留（Permanent Residence）---各國對於外國人永

久居留制度常基於國家發展需要及家庭團聚人道因素或

國際間人權考量而建構之制度，我國基於尊重國際規範，

以及國際互惠原則之考量亦於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規

定之。
51
另外對於我國有特殊貢獻者

52
及為我國所需之高科

技人才
53
，主管機關應聘請包括社會公正人士組成審查委

員會審查，經審核許可者，亦同意其永久居留。主管機關

得衡酌國家利益，依國家、地區擬訂第 1 項每年申請在我

國永久居留之配額，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公告之。（至今尚

未訂定出數額）永久居留並非我國人民，權利義務亦有所

                                                 
51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7 年，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國民，其外國籍之配偶、子女在我國合法連續居住 5 年或該配偶、子女在我國合法居住 10 年

以上，其中有 5 年居住超過 183 日，並符合下列要件者，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永久居留：1.年滿 20
歲以上。2.品行端正。3.有相當之財產或藝能，足以自立。4.合法連續居留期間，每年居住超過 183
日。5.符合我國國家利益。同條第 2 項規定，中華民國 91 年 5 月 31 日前，外國人曾在我國合法

居住 20 年以上，其中有 10 年每年居住超過 183 日，並符合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要件者，

得向主管機關申請永久居留。 
52 內政部對具有特殊貢獻或高科技外國人申請永久居留案件審查委員會審查作業要點第 2 點所稱

對我國有特殊貢獻，係指有下列情形之一：（一）曾獲總統府或五院獎章者。（二）曾獲國際比賽金

牌獎章，有助於我國人才培育者。（三）曾獲諾貝爾獎章，有助於我國人才培育者。（四）具有指標

作用，有助於提高我國國際形象者。（五）其他有殊勳於我國者。 
53 我國所需之高科技人才，係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一）在新興工業、關鍵技術、關鍵零組件及

產品有專業技能者。（二）在奈米及微機電技術、光電技術、資訊及通訊技術、自動化系統整合技

術、材料應用技術、高精密感測技術、生物科技、資源開發或能源節約技術及尖端基礎研究等著有

成績，而所學確為我國所亟需或短期內不易培育者。（三）在公路、高速鐵路、捷運系統、電信、

飛航、航運、深水建設、氣象或地震等領域有特殊成就，而所學確為我國所亟需或短期內不易培育

者。（四）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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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 

（四）歸化（Naturalization）---世界各國由於各國國情、國家

利益、法規制度及內外政策的不同，對歸化之條件及程序

有不同的規定。絕大多數國家均規定歸化者須符合某些要

件，例如：年齡、行為能力、住居所之期間、教育程度、

經濟能力、道德品行、政治信仰等等。我國依據國籍法相

關條款分為一般條件的歸化及特殊條件的歸化，歸化後取

得我國國籍，無配額限制，歸化之人民除部重要公職外，

可享有一切的國民權利。 

參酌美國等多數先進國家之相關規定，已將基本語言

能力及瞭解國民權利義務納入外籍人士申請歸化我國籍之

必要條件，訂定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

權利義務基本常識認定標準
54
業於 2006 年 1 月 1 日生效施

行，故自 2006 年 1 月 1 日起，外籍人士（包含外籍配偶）

申請歸化或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者，即須具備「我國

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之要件，其目的

使新移民在日常生活上能與他人交談、溝通，並知曉社會

相關訊息，盡快融入社會生活。 

二、大陸籍人士停留、居留、定居制度 

家庭生活是社會的基礎，而家庭團聚則是促進家庭生活不

可或缺的要素。我國移民主要來自婚姻移民，兩岸婚配又占大

多數，因應社會現況需要及人權團體的呼應，大陸配偶來臺制

                                                 
54

依內政部 94 年 11 月 15 日訂定之「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認定標準」規定，其認定方式有以下 3 種：1.曾就讀國內公私立各級各類學校 1 年以上者。2.曾經

參加國內政府機關所開設之課程（包括各機關自行、委託或補助機構、團體、學校辦理之各種課程）

之上課時數證明：（1）一般歸化者：上課總時數達 200 小時以上者。（2）特殊歸化（如為我國國民

之配偶）或年滿 65 歲者，上課總時數達 72 小時以上者。3.參加下列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

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測試（以下簡稱歸化測試）合格證明：（1）口試 20 題測驗合格。（2）

筆試 20 題測驗合格。 

 104



第五章 我國現行移民相關問題 

度自 2004 年 3 月 1 日起調整為「團聚、依親居留、長期居留、

定居」四個階段： 

（一）團聚：結婚後即得申請來臺團聚，此階段不得在臺灣地區

工作，若非法工作，將會被強制出境及管制再次入境。 

（二）依親居留：結婚來臺團聚滿 2年或未滿 2 年但已生產子女，

可以申請「依親居留」。此階段大陸配偶必須申請工作許

可，符合相關條件下才可工作，如果非法打工，亦會被強

制出境及管制再次入境的時間。 

（三）長期居留：依親居留後滿 4年，每年住滿 183 日及符合積

極要件，即可申請在臺「長期居留」。原則上沒有居留期

間的限制，不須申請工作許可，即可在臺工作。 

（四）定居：長期居留滿 2年，每年住滿 183 日外，經查品行端

正無犯罪紀錄，提出喪失大陸地區戶籍證明、有相當財產

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符合國家利益等積極要件後，

得申請在臺定居。 

考量臺灣地區地狹人稠、社會容納度、整體移民政策等等

各項因素後，內政部得訂定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及定居之數額

及類別，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公告之，以管制調控移入人口。 

三、港澳居民及無戶籍國民 

港澳居民依據「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及居留定居許

可辦法」相關條款規定，向陸委會駐當地機構（香港為中華旅

行社、澳門為臺北經濟文化中心），申請居留至一定合法期間，

即連續居留滿 1 年或居留滿 2 年且每年在臺灣地區居住 270 日

以上者，則可申請定居。 

內政部依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12 條規定，每年核准居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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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得會商主管機關就港澳政策加以考量酌定配額，報請行

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無戶籍國民則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 章及同法施行細則

之相關規定，連續居留滿 1 年，或居留滿 2 年且每年在臺灣地

區居住 270 日以上，或居留滿 5 年且每年在臺灣地區居住 183

日以上者，則可申請定居。僑居越南、緬甸、印尼之無戶籍國

民有居留數額限制，但無定居數額限制。相關來臺人數統計表

如表 5-1 所示，無戶籍國民取得定居許可的人數顯然快速且有

超越大陸地區人民之趨勢。 

 

表 5-1  大陸地區、港澳居民、無戶籍國民〈來臺人數〉統計表 
大陸地區人民 港澳居民 無戶籍國民 

年度 短期停留 
入境 

居留許可 
案件 

定居許可 
人數 

短期停留 
入境 

居留許可 
案件 

定居許可 
人數 

短期停留 
入境 

居留許可 
案件 

定居許可 
人數 

80 9,883 6 1,326 175,252 271 3,703 1,444,830 1,085 4,903 

81 11,975 400 1,200 160,040 868 820 1355,822 2,792 6,450 

82 16,986 361 1,971 157,771 953 1,246 1,150,720 3,845 7,367 

83 19,492 680 4,087 195,028 2,246 1,576 1,002,025 2,406 6,566 

84 37,394 707 4,466 206,488 1,750 1,548 550,649 2,343 5,827 

85 52,405 1,047 3,950 236,623 1,710 1,678 710,002 2,551 5,726 

86 70,423 1,499 3,267 244,310 1,839 1,541 742,165 3,765 6,241 

87 86,544 1,809 3,698 317,283 1,389 1,323 881,845 5,490 7,346 

88 102,725 1,858 3,840 337,602 1,769 1,081 672,875 7,250 8,213 

89 111,334 5,142 5,275 368,678 1,369 1,185 284,928 8,020 11,456 

90 131,901 3,001 3,322 354,412 1,305 726 43,058 5,074 11,475 

91 155,872 7,089 5,929 379,864 1,580 535 78,575 4,408 8,615 

92 133,422 6,948 4,357 267,107 1,694 488 19,679 3,449 7,421 

93 132,109 51,870 7,030 346,214 1,773 502 22,647 7,379 7,470 

94 152,181 29,575 8,127 355,453 1,643 592 24,325 12,263 10,721 

95 221,891 24,228 8,076 354,338 1,682 481 23,255 13,585 15,650 

96 
(1-5 月) 

89,410 7,730 3,321 154,590 283 185 9,514 3,817 7,959 

合計 1,535,947 143,950 73,242 4,611,053 24,124 19,210 9,016,914 89,522 139,406 

說明：1.各項數字皆以人次統計。 

2.短期停留入境人次包括社會交流、文教交流、經濟交流（91 年起含觀光及小三通）人數。 

3.居留許可案件含依親居留及長期居留。 

資料來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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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務面 

一、行政裁量過大，缺乏救濟管道  

大陸配偶及外籍配偶要來台團聚依親，是必須經過許可

的，亦即跨國婚姻的共同生活，是附有條件的，即予行政機關

廣泛而不受約制的判斷權限。例如在外國護照簽證條例第 12 條

中的「在我國境內無力維持生活，或有非法工作之虞者」、「有

事實足認意圖規避法令，以達來我國目的者」、「其他有危害我

國利益、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虞者」；大陸地區人

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19 條中「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

偽結婚」、「有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等條文中不確定法律概念

之意涵，而給予行政機關有過多的裁量權，且作成的行政處分，

可以不附理由拒絕許可入境，
55
憑著行政人員主觀判斷即可掌握

是否准予入境的權利，引發諸多詬病。 

二、法規配套未周全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規定，外國人申請永久居

留必須在我國合法連續居留 7 年以上，而國籍法第 3 條規定，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於我國領域內每年合計有 183 日合法居留

之事實繼續 5 年以上，即可申請歸化；因此，新移民的居留時

間一到，即可申請歸化國籍，致使入出國及移民法形同具文，

規範不全，永久居留階段形成虛設。
56
歸化政策由於涉及我國國

民權利義務的變動，故應採取更為嚴謹的審核政策，而永久居

留制度，特別是對外籍專業人士的永久居留，應該採取較為寬

鬆的政策，才能達到延攬人才的目的。 

                                                 
55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第 12 條第 2 項明文規定「依前項規定拒發簽證時，得不附理由。」；兩岸 
關係條例第 95 條之 3 規定「依本條例處理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往來有關之事務，不適用行 
政程序法之規定」，故拒絕入境可以不附記理由。 
56 中國時報，<增設永久居留 老外歸化過 3 關>，2007 年 10 月 22 日，A7 版。 

 107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三、移民配額限制差別對待 

移民配額之規定，影響外來人口之婚姻家庭生活的權利至

深且鉅，基於衡酌人口移入所衍生社會資源分配、社會福利影

響、就業市場衝擊等等整體效應，行政院指示經濟建設委員會，

擬訂「現階段外籍與大陸配偶移入因應方案」，從人口面、社會

面等不同角度探討移民問題，提出「移入人口適量調節機制」

之政策建議，在我國人口及移民政策擬訂前，暫以「穩定人口

成長」為參考值，依據「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 16 條及第 17 條規定，核算大陸配偶居留或定居數額，建立

預警數量機制。
57

目前外籍與大陸配偶為最大的外來移民人口，而外來移入

人口涉及我國的人口結構、經濟發展、社會秩序、福利資源等

各層面，我國人口密度又高居世界上第二位，為了維持人口合

理的數量，需在整體移民政策架構下，建立人口適量機制是必

要的。政府在兼顧夫妻團聚之權益及基於人道立場之考量，衡

酌各種實際情況，均會主動適時適當調整數額以符合時代變遷

趨勢。內政部於 2006 年 12 月 21 日部務會報中通過修正「大陸

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及定居數額表」，表 5-2

中，依親居留數額比舊制數額多了 5,000 名（舊制為每年 3,600

名或等待配額超過 4 年兩者相加約 7,200 名，新制為 12,000

名），衡酌最近 3 年平均申請依親居留數為 13,000 件，惟考量

至 2003 年開始實施面談後，每年結婚數都逐年下降，故依親居

留數額訂定 12,000 名尚屬合理。
58

                                                 
57酌定數額的法律依據及目的係在配合國家人口政策綱領，緩和人口結構壓力，保障臺灣地區人口

生態，以確保社會安定，維護社會秩序。 
58 內政部全球資訊網，部務會報修正通過依親居留數額比舊制數額多 5000 名，

http://www.moi.gov.tw/pda/pda_news_info.asp?NewsId=2545。2008 年 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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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及定居數額表 
類    別 項            目 每年數額（人）

壹、依親居留 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結婚已滿二年或已生產子女

者。 
一萬二千 

一、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

居留滿四年，且每年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者。

不限 

二、大陸地區人民基於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或

文化考量，經主管機關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

期居留者。 

不限 

三、項目二大陸地區人民除政治考量類別外，其他

類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 
不限 

貳、長期居留

四、大陸地區人民基於社會考量，經主管機關專案

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者。 
三十六 

一、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

居留滿二年，且每年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並

符合定居條件者。 

六千 

二、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於中華民國三十八年以

前結婚者。 
不限 

三、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年齡在七十

歲以上者。 
六十 

四、臺灣地區人民之親生子女，年齡在十二歲以下

者。 
不限 

五、臺灣地區人民及其配偶之孫子女、曾孫子女及

其直系血親，年齡在十二歲以下者，其人數以

一人為限；且以該臺灣地區人民及其配偶為依

親對象者，其次數以一次為限。 

二十四 

六、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年齡在十二歲以下，

其在大陸地區之父母雙亡，或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之父（母）死亡者。 

不限 

七、臺灣地區人民之養子女，年齡在十二歲以下者，

其人數以一人為限；其申請項目並以一種為限。

十二 

參、定居 

八、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滿二年，且每

年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並符合定居條件者。

不限 

附註：一、本數額表所稱臺灣地區人民，如係大陸地區人民轉換身分臺灣地區人民者，
須在臺設籍滿五年。但依類別「參、定居」項目八在臺灣定居之大陸地區
人民，轉換身分為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陸地區十二歲以下親生子女來臺
定居者，不在此限。 

二、類別「參、定居」項目三、項目五、項目七，大陸地區人民與臺灣地區人
民之親屬關係因結婚或收養發生者，核配數額時，其親屬關係應存續三年
以上。 

三、類別「參、定居」項目七所稱其申請項目以一種為限，係指僅能就類別「貳、
長期居留」項目四及類別「參、定居」項目七擇一申請。 

資料來源：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LawList1.asp?NodeID=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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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配額制的美國，對於家庭團聚權的尊重，即使防止假結婚真

居留的考量，也並未採取配額總量管制的手段規範（蔡庭榕，2005：

93），而其移民法制中區分無配額限制及有配額限制的優先順序，及規

定兩年的觀察期59，以防堵假結婚及郵購新娘所衍生的問題，兼顧了人

權及團聚權的因素。我國移民法與兩岸關係條例中都明定主管機關可

以訂定居留的數量配額，60唯主管機關設置總量管制不僅依照國別、地

區有差別待遇，例如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訂定居留數額表61，但外

籍人士、港澳居民部分設定配額卻至今尚未訂定實施，在差別待遇之

下，以國家政治安全的考量而僅對大陸地區人民實施配額制度是否符

合公平原則？是否有遏止受歧視之議論？ 

 

第二節 身分取得與公民權利 

壹、身分取得之等待期間 

外籍人士身分取得均須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及國籍法等相關法

規所規定之各種停、居留期限，外籍配偶自結婚、移入、居留到定居

我國，取得身分證的資格條件，各個階段之申請程序，均要經過一定

期間的等待期。大陸配偶身分的取得，亦是一個移民政策問題，根據

社會成本、文化認同以及國家安全等因素考量，若是大量放寬特定族

群有計畫的投入，必將影響本國的政治生態，是故政策的考量對於移

民的等候時程有其必要性。目前大陸配偶來台須申請團聚、依親居

留、長期居留、定居四階段，到取得身分證明約須 8 年；外籍配偶於

面談通過後來台，即可核發外僑居留證，取得外僑居留證 4 年後即可

                                                 
59 與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合法結婚，即取得附條件永久居民（conditional status）之身分，而結婚 2
年後即可取得正式之永久居民身分。 
60 見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1 條第 2 項；兩岸關係條例第 17 條第 4 項。 
61 見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及定居數額表。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LawList1.asp?NodeID=946      2008 年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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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歸化，比大陸配偶取得身分年限要短且有利；港澳居民及無戶籍

國民約僅需 1 年即可定居設籍，依其身分不同而有不同的規範，如此

亦造成歧視大陸配偶之譏。 

依規定，外國人在我國依親生活，申請外僑居留證者，得以其所

依親屬之居留期間為居留期間，即取得永久居留或歸化為台灣人之

前，居留地位並無保障，如果因遭到家暴或配偶背叛而提出離婚，外

籍配偶會面臨立即遭遣返的命運，有些被迫默默忍受配偶及其家人的

虐待，而無法以離婚取得婚姻救濟，有些新移民的配偶就以居留身分

掌控新移民。在等待期間，為獲得身分而常使等待者備受煎熬
62
。 

在美國法律下，外國人若與美國公民合法結婚，即當然取得「附

條件永久住民」之身分，而結婚 2 年後即可取得正式之永久住民（俗

稱綠卡）身分。若美國公民一方之配偶，若對外籍配偶在取得正式永

久住民身分前，施以家庭暴力或身體上或精神上，則受害者可逕行取

得正式永久住民身分，以此避免正式綠卡等待期內，美籍配偶予取予

求，對於新移民人權的保護措施。 

貳、工作權 

工作權是生活的基本條件，往往也是個人自我實現以及社會尊重

的前提條件。根據「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但書規定
63
，外籍婚姻移民

之就業不受身分證的有無限制，只要有雇主願意僱用，就具有合法工

作的身分。然而大陸配偶必須來台團聚滿兩年後，依親居留期間僅在

極為特殊的條件下，（如：台籍配偶為低收入戶，或年滿 65 歲，或為

身心障礙者），方可取得工作許可投入就業市場工作，且大陸配偶高

等學歷無法認證，影響工作權益。（楊國霖，2005：111）此與絕大多

數大陸配偶本身具有工作能力，且渴望到臺灣來融入社會生活的心理
                                                 
62 外籍新娘血淚又一章，柬埔寨新娘爭取續留臺灣，中國時報，2004 年 11 月 4 日，第A9 版。 
63 就業服務法第 48 條：「雇主聘僱外國人工作，應檢具有關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但雇 

主聘僱之外國人與中華民國境內設有戶籍之國民結婚，且獲准居留者，不需申請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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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產生很大的落差，並造成以非法打工以取得薪資的普遍情形。外

籍配偶卻無須透過雇主向勞委會申請許可，只要取得居留權，即可直

接找工作，但在實務上還是遇到層層障礙。
64
對於臺灣在大量引進外

勞的同時，卻限制真正需要工作的大陸配偶在臺的工作權，人力資源

如何配合調配運用，實在值得政府各部門深思考量。 

參、政治參政權 

有學者認為在全球治理時代，國家對內權威已經逐漸弱化之際，

不應再享有對移民政治參與權之控制，而應容許移民參與國家與社會

的治理，亦即「移民應該享有適當的政治參與權」。（張亞中，2004：

67-90）移民在屬於弱勢的移民團體中，是很難將自己原有社會的文

化重新複製，也不容易在當地國家進行競爭性的民族建構。

（Kymlicka，2003：458）由於移民者本身沒有參政權，他們在整個

社會中是處於弱勢，當社會經濟下滑時，他們往往就成為社會中的代

罪羔羊，種族與宗族的不同也就自然成為衝突的另一種藉口，若有適

度的參政權，將會在政治社會中多一層保障。 

基於人權是一個普世價值，只要是居民都應該在其居住的土地上

就應享有適當的政治參與權，將有助於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分裂予

以整合。參考西歐國家之例，允許未取得定居身分的外籍人士可以參

與次級地方選舉的，（Aleinikoff and Klusmeyer，2002：51）因為地方

性選舉往往直接關係到移民居住地的權益和發展機會，這個權利不牽

涉到國家忠誠或國族建構等問題，即移民者也應該參與社會建構的權

利，或許經由政治的參與，讓他們真正的與移入社會融合，也才稱得

上是真正的「多元社會」。 

 
                                                 
64 外籍配偶尚未取得身分證時，實際上在台灣生活會遇上層層障礙，寸步難行。見廖元豪（2004），

<考試及格才能當臺灣人？--評國籍法修正案關於歸化條件之新規定>，婚姻移民問題及對策研討

會，中華救助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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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財力證明條件 

綜觀世界多數社會安全制度健全之國家，對於外來人口申請永久

居留或歸化時，均有不同的居留年限、語言能力及財力條件等限制，

俾使國家對賦予國籍者，無須負擔經濟救濟之義務，並提醒跨國婚姻

民眾應保障家庭新移民成員入國後基本生活。有關外籍配偶歸化取得

國籍，外國人申請永久居留及大陸配偶申請定居應具備之財力條例係

一致的。
65
港澳居民及無戶籍國民則不需具備財力證明即可定居。財

力證明係申請人得檢附最近 1 年度各類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納稅

證明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基本工資自 2007 年 7 月 1 日起調整每

月 17,280 元，故自 2008 年 7 月 1 日起，外來移入人口申請在臺灣地

區永久居留、歸化或定居時，應備文件中財力證明以基本工資 2 倍計

算，即每月 34,560 元，如以存款，則需為 41 萬 4,720 元以上的財力

證明。 

有些民間團體要求廢除對外籍配偶取得身分時應提憑財力證明

規定之原因，根據研究兩岸的婚姻中，以榮民為對象者佔 25.6％，以

身心障礙及低收入戶為對象佔 29.4％，顯見台灣配偶屬弱勢族群者之

比例不低。（陳小紅，2005：64）大多數跨國婚姻配偶入臺因素是為

幫助弱勢家庭改善經濟生活，唯為取得定居資格而要籌措財力證明，

更增添家庭負擔，甚至有依賴仲介業者予以借貸而形成惡性剝削的另

一種社會問題。 

 

 

 

 

                                                 
65 相關法規參考：國籍法施行細則第 7 條、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第 42 條、大陸地區人民在 

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32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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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婚姻媒合業與移民機構管理 

壹、婚姻媒合業 

一、婚姻媒合產生背景原因 

受到全球化發展趨勢影響，逐漸在亞洲地區形成階層化的

經濟互賴關係，臺灣屬居半核心地帶，而東南亞國家如：印尼、

菲律賓、越南、馬來西亞等國，則處於邊陲地帶，外勞與外籍

新娘就成為填補傳統產業勞動力的不足及家務勞動的主要人力

資源（蕭昭娟，2000：23）。臺灣地區當時因為婚姻市場男多女

少的性別比例不均衡事實，加上我國女性對婚姻觀念的改變，

選擇不婚的比例逐年增加，爰有社會經濟地位較為弱勢的男性

透過仲介公司以金錢向外尋求婚姻的管道，與低度開發國家的

婦女因經濟利益上嫁的快速發展現象，此種因國際政治經濟結

構變遷所產生的婚姻移民現象，稱之為商品化的跨國婚姻。 

全球化人流、物流、資訊等快速的流動，加上兩岸開放交

流後，亦衍生國人與外籍或大陸人民通婚急遽的增加，對我國

人口結構及社會亦造成相當程度的影響。兩岸婚姻中大陸男性

佔 6.6％，女性佔 93.3％，以女性占多數，外籍配偶中以越南、

印尼、泰國為主要集中國際通婚現象，主要是因為這幾個國家

華裔人士多，在歷史文化、生活習慣、地理環境、宗教信仰、

經濟活動等方面與我國比較類似或接近，所以形成國際通婚的

可能性遠比歐美國家為大。 

通婚除了本身結識及移民親屬網絡的介紹外，跨國婚姻經

由婚姻媒合業的撮合，也是國人婚姻最大的產生因素之一，有

高達 85.8％的外籍新娘是經由媒合業者仲介進入臺灣。（王明

鳳，2004：204）國內婚姻仲介存在多年，跨足引進大陸、柬埔

 114



第五章 我國現行移民相關問題 

寨、泰國、越南、印尼、緬甸等國家之女性，但動輒廣告商品

化和物化的趨勢
66
，廣告誇大不實

67
、詐欺、違約不履行契約、

屢遭婦女團體批評有如「人口買賣」，呈現惡質的性別文化。為

產生健全報酬的合法性基礎，越南和泰國雖然禁止商業性質的

婚姻媒合業，然而除非有涉及販運人口或性侵害的刑事案件

外，並無嚴刑重罰的相關規定。（劉保民，2006：1-12） 

婚姻媒合所衍生之問題，除了兩岸在雙方制度上的差異，

婚姻媒合業間缺乏正常有效溝通管道，造成婚媒仲介業難辨當

事人未婚身分之真偽外，金錢對價、藉女性牟利之印象、物化

女性、對女性十分不尊重、被疑為人口販賣、媒合業者素質參

差不齊..等等之問題產生。（鄧學仁，2005：5） 

二、婚姻媒合管理機制 

婚姻媒合在跨國婚姻形成的歷程中，扮演著中介者及社會

守門人的重要角色，且婚姻媒合仲介過程中之金錢對價經常出

現消費糾紛，為防範不法及保護國民權利等因素，政府理應發

揮管理機制。經濟部在 2003 年經跨部會整合，確認內政部為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商業司並配合增列營業項目「婚姻媒合業」
68

以為管理機制。至於違法大陸婚姻媒合廣告依據「臺灣地區與

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89 條第 1項規定，委託、受託或自

行於臺灣地區從事第 34 條第 1 項以外之大陸地區物品、勞務、

服務或其他事項之廣告播映、刊登或其他促銷推廣活動者，或

違法第 34 條第 2 項或依第 4 項所訂管理辦法之強制或禁止規

定，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復依「大陸地區

                                                 
66 媽祖廟前賣女人「外籍新娘 30 萬帶回家 台灣成女人販賣中心」，2004 年 11 月 5 日，第 1 版。 
67 外籍新娘廣告大翻新「電視頻道選秀 保證原裝處女」，聯合報，2004 年 11 月 5 日，第 11 版。 
68 經濟部 2003 年 4 月 11 日公告，JZ99130 婚姻媒合業，指專門從事居間報告結婚機會或介紹婚姻

對象而酌收費用之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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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勞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理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大陸地區婚姻媒合不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內

政部裁處婚姻媒合違法廣告罰鍰並可連續處罰之規定，已有效

減少國內媒體隨處可見商品化的仲介跨國婚姻接觸。唯外籍婚

姻媒合之廣告，卻陷入無法可管之窘境。並啟動面談機制，以

有效防止販賣人口或假藉婚姻之名，入境後違法工作之情形產

生。 

其後，移民團體和婦女團體聯手推動，行政院婦權會決議，

為免女性被「商品化」，要求經濟部商業司刪除公司行號營業項

目中的「婚姻媒合業」。經濟部業於 2006 年 9 月 26 日公告刪除，

即日生效。
69
已登記「婚姻媒合業」業者基於信賴保護原則，繼

續營運或選擇減少營業項目，或依公聽會共識，可能輔導轉型

或朝非營利公益團體規畫。婚姻仲介將走入歷史，婚姻仲介行

為回歸民法第 573 條
70
，居間仲介婚姻可酌收酬勞，但沒有「請

求權」，也就是只能收委託人給的紅包，不能主動要求給付金額。 

三、目前政策作為 

婚姻媒合從業者需有信用、負責任並以完整優質的服務且

對媒合之男女雙方充分瞭解，同時給予婚前心理建設及婚後諮

詢輔導服務，始能促成幸福婚姻與美滿家庭。是故婚姻媒合不

應成為一種行業，應禁止從事營利之商業行為及商業登記，已

辦理商業登記者之業者應輔導轉型為公益性的婚姻媒合服務，

從業人員的管理及訓練也是政府單位的責任與管理行為。 

移民署於 2007 年 3 月 30 日邀請行政院婦權會委員、相關

機關及婦女團體、專家學者召開「研商婚姻媒合專法應行規範
                                                 
69 經濟部 2004 年 9 月 26 日以經商字第 09500620590 號公告廢止「JZ99130 婚姻媒合業」之營業項

目，依據：行政院秘書長 2006 年 9 月 18 日院臺治字第 0950091590 號函辦理。 
70 民法 573 條：「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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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項」第 2 次會議，會議決議：婚姻媒合而約定報酬，係違反

公序良俗之行為，是以婚姻媒合不得做為營業項目，且不得從

事商業廣告，現階段配合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中，針對異國婚

姻媒合不得為營業項目及進行商業廣告部分，先行規範。之後，

立法院黨團協商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朝野已達成共識，

爰於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草案中增列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定

義，以及不得為營業項目、不得要求或期約報酬、不得廣告、

相關處罰及管理等條文。 

落實管理婚姻媒合業建立婚姻媒合業管理法制，避免婚姻

商品化，防杜非法人口買賣，加強輔導婚姻媒合業轉型，是現

階段政策積極的作為之一。入出國及移民法業於 2007 年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禁止婚姻媒合作為營業項目及任何形式廣告，明

定跨國（境）婚姻媒合應朝公益化、非營利化之方向管理。但

對於以非營利組織接替婚姻媒合業者是否可行？且輔導業者轉

型為公益性服務團體，基於商業利益考量，業者意願不高是可

理解的，在此空窗期階段的演變下，是否將轉入地下化經營，

亦是主管機關值得關注的焦點。 

貳、移民業務機構 

一、背景原因及管理機制 

入出國及移民法確立了我國移民政策的方向，明定國民移

居國外，政府應予以保護、協助、規劃、輔導，並得以國際經

濟合作投資、獎勵海外投資、農業技術合作等方式辦理集體移

民，或輔導民間團體辦理。而對於經營移民業務之營利機構，

則規範其必須具備一定的設立條件與專業人員，且需經主管機

關設立許可註冊登記之後，方能承攬移民業務。 

 117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目前政府在移出政策上係採取從寬原則，乃在尊重憲法保

障國人遷徙之自由，凡國人能取得移入國家許可者，即可移民，

無須經政府核准。惟為協助國人順利移居海外及輔導移民公司

合法化經營及提昇其專業及服務品質，政府目前訂有我國現階

段移民輔導措施、移民業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輔導管理辦法等

法規，作為推展及管理移民業務之依據。 

依據移民業務機構及其從業人員輔導管理辦法之規定，經

營移民代辦業務須先依法申請公司設立登記，並取得主管機關

核發之註冊登記證及地方政府申請營利事業登記證後，始得營

業。移民專業人員則須經過主管機關辦理之訓練及測驗合格

後，取得主管機關之移民專業人員資格證明書始得應聘。為防

止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並收取一定金額之移民保證金質押

於主管機關以處理移民消費糾紛之用。為防止廣告誇大不實，

訂定移民團體審閱確認移民業務機構刊播移民廣告作業要點以

為規範，設立內政部違法移民業務審查小組審議及裁罰非法移

民業務及媒體誇大不實的移民廣告，以保障消費者權益。 

二、目前政策作為 

自 1989 年 7 月護照條例修正公布並實施後，因取消出國事

由欄，國人移民無須再經政府核准，故目前臺灣地區每年移居

國外之確切人數甚難精確統計。根據國人移居國外人數從各主

要移入國家的相關統計資料估算，臺灣移出人口從 1989 年至

1997 年間平均每年移民 2 至 3 萬人，目前 2007 年間移出人口

僅 7,453 人，顯示我國移民潮正逐年下降，而移居的國家，則

以美國、加拿大、澳洲、紐西蘭等國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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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我國人民移居國外人數統計表 
 單位：人 

      國

別 

年別 

美 國 加拿大 澳 洲 紐西蘭 新加坡 巴 西 阿根廷 巴拉圭 南 非 合計 

民國 78 年 13,974 3,388 - - 166 4,440 - 33 460 22,461 

民國 79 年 15,151 3,681 2,988 2,118 184 111 446 119 1,382 26,180 

民國 80 年 13,274 4,488 3,219 436 166 54 633 306 1,959 24,535 

民國 81 年 16,344 7,456 1,943 2,827 112 89 382 163 986 30,302 

民國 82 年 14,329 9,867 744 3,601 129 133 203 204 1,471 30,681 

民國 83 年 10,032 7,411 886 7,573 146 185 434 231 584 27,482 

民國 84 年 9,377 7,691 1,593 12,325 167 233 2,618 778 247 35,029 

民國 85 年 13,401 13,207 1,979 664 199 176 747 432 244 31,049 

民國 86 年 6,745 13,303 1,457 541 202 171 675 182 182 23,458 

民國 87 年 7,097 7,174 1,405 361 146 976 186 204 329 17,878 

民國 88 年 6,714 5,463 1,178 531 76 1,055 140 159 133 15,449 

民國 89 年 9,040 3,359 1,114 666 88 278 65 125 219 14,954 

民國 90 年 6,251 3,118 891 716 106 200 135 108 153 11,678 

民國 91 年 5,545 2,910 1,715 1,296 - 315 149 71 113 12,114 

民國 92 年 4,956 2,158 999 261 - 80 - 55 149 8,658 

民國 93 年 5,002 1,988 806 73 - 70 - 20 113 8,072 

民國 94 年 4,535 3,090 776 17 - - - 8 203 8,629 

民國 95 年 4,059 2,121 752 227 150 45 77 22 - 7,453 

合  計 165,826 101,873 24,445 34,233 2,037 8,611 6,890 3,220 8,927 356,062

           資料來源：內政部戶政司請我國駐外館處及有關國家駐台機構提供統計表加上作者彙整民國 95 年資料      

 

移出人數銳減，相對的移民業務機構服務家數也呈現遞減

的趨勢，比起早期因移民而產生的金錢及後續服務的糾紛也相

對減少，但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條文第 56 條第 7 項出現主管機

關參考市場價格擬定收費數額表後公告之條文，對於政府機關

協助業者產生聯合行為，侵害消費者權益及妨害市場公平競爭

之機制，顯現出立法者思慮不周之窘境。 

有些移入國家以投資方式吸收移民為主要途徑，其原因在

於目前有些國家經濟處於不景氣狀態，為了吸引外資以刺激其

經濟發展，並創造就業機會。美、加、紐、澳等國均有投資移

民的配額，提供各國有興趣的移民者申請，其配額會隨著國內

經濟發展和社會需要加以檢討修正。國內提振經濟之時，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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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業務機構從事辦理移民業務，若能政策鼓勵亦吸引資金及人

才進入國內，惟據訪查資料顯示，移民業務機構多從事移出之

業務，竟無從事移入業務之規劃，對於入出國及移民法規範後

無配套法規以吸引所需人才來臺，亦是政府政策上需多加考量

的方向。 

政府在輔導國人移出機制而建立人才回流的方面，仍嫌不

足，根據筆者訪問多家移民業務機構，建議政府參照日本及大

陸等國，建立積極輔導移出國民下一代之基礎教育體制，在學

習吸取國外經驗及實務後，作為有朝一日連結建立人才回流機

制之基礎。 

 

第四節 非法移民及難民問題 

壹、非法移民 

一、非法移民之影響層面 

隨著安全概念之轉變，安全威脅（security threat）的意

義及內容會因不同主體（區域、國家、團體和個人）的關注重

點而有所差異。軍事武力已非造成國家安全的唯一威脅，安全

威脅來源可能多元化、形式多樣化、類型多變化，各國目前以

環境安全、經濟安全、跨國犯罪、人口移動等四大議題，作為

非傳統性安全威脅的主要代表。（ Terriff，1999：115-168）

非法移民、恐怖主義、跨國犯罪集團雖不至於有立即且明顯的

安全威脅，但若未及時妥善處理，則將可能擴大或造成潛在的

危機。 

外來人口持用偽造護照、變造證件、冒用身分來臺、非法

打工、偷渡入境、逾期停居留、冒領各種公法給付等問題層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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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窮，尤以大陸地區人民為甚
71
，自解嚴後，即不斷從空中、海

上前仆後繼、絡繹不絕，非法移民對於我國家安全、國境管理、

海防、社會秩序均帶來鉅大衝擊，亦造成國際性問題。（沈道震，

2002：8）外來人口亦有利用虛偽結婚之手段達到來臺目的，大

多數非法來臺者，其目的若僅係單純的打工賺錢
72
的誘因，對臺

灣經濟影響利弊互見，若非法移民非經正式管道入境，若彼等

罹患傳染性疾病，衛生、檢疫機關完全無法掌握疫情，則很容

易引發潛在安全。 

大陸地區 臺灣地區 

兩岸關係之凍結 

人民貧窮 

生活水準低 

認知偏差 

法律觀念淡薄 

語言文化相同 

地理位置近 

勞動力人口不足 

經濟發達人民高所得 

生活富裕 

就業市場結構之改變 

臺灣四周環海地理特性 

法律處罰不夠嚴謹 
兩岸關係之解凍 

推  力 

拉  力 

 

圖 5-1  大陸人民非法偷渡來臺誘因圖 

資料來源：（唐國強，2004：45） 

 

二、法令處罰依據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5 條規定，國民入出國，應向主管

機關申請許可，未經許可者，不得入出國。同法第 54 條規定，

未經許可入出國或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者，處 3 年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9 萬元以下罰金。在台無戶籍國

                                                 
71 尤其建福地區因偷渡而惡名遠播海內外，甚至有「美國怕長樂、日本怕福清、臺灣怕平潭」、「蛇

頭比鋤頭多」順口溜的流傳，人蛇集團的成員在當地視為受人尊敬的商人而非罪犯，並且經常捐款

改善當地的基礎建設，被人崇拜，視為風氣，是故偷渡活動甚為猖獗。 
72問卷調查之 421 位大陸偷渡犯對象，有 397 位表示來台賺錢，其餘為自由、家人團聚及被騙來 
台等。（陸委會，199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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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或外國人，如未經許可入國者，同樣依入出國移民法論處；

另兩岸關係條例中第 15 條第 1 款明文禁止之行為，違反者依同

法第 79 條第 1項規定，得處以 5年以下有期徙刑、拘役或科或

併科新臺幣 50 萬以下罰金。以之為常業者，得處以 1年以上 7

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下罰金。對於人蛇

集團、以載運非法移民之船舶、航空器及其他運輸工具私行運

送者或僱用非法移民者皆依法懲罰，唯非法移民前仆後繼、冒

持偽造身分並偷渡手法不斷的推陳出新，造成行政機關查緝打

擊非法已面臨新的挑戰。 

三、目前政策作為 

外來人口從事非法偷渡、冒用偽造身分入境及逾期停留等

皆造成鉅大影響且受到侵害最深。防範之道除機場港國境線上

加強證照查驗工作，發現持偽變造證照者，即經過必要之偵訊

程序後，原機遣送出境，以免入境後造成收容、遣返困擾。境

內對逾期停留之外籍人士加強訪查，並對僱用非法工作者，處

以重罰，方收嚇阻之效。現今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20 條規定，

對於非法僱用大陸人民工作之雇主，應負擔強制出境所需之費

用。而實務上，法官認為雇主係觸犯藏匿人犯罪，多准以易科

罰金，處罰輕微。 

外交部及駐外館處於審核外籍配偶簽證時進行面談，如發

現有假結婚嫌疑者，可當場拒絕。於核發停留簽證入境後則由

主管機關訪查，對於未按址居住、行方不明或有可疑行為者均

納入電腦註記加強查察或協尋；經查確有假結婚情事者，函請

外交部拒發居留簽證。至於大陸配偶假結婚過濾方式，自 2003

年 9 月 1 日起對申請來臺大陸籍配偶，實施「境外」、「國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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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境內」三層面談機制，警政署亦訂定「安偶專案」，通函

各縣市警察機關從 2003 年 10 月 1 日起，對大陸配偶展開全面

查察。面談及訪查機制執行後從實際申請案件之驟降
73
，已明顯

對合法入境之非法移民產生嚇阻成效，阻絕了部分非法移民的

途徑。  

貳、難民問題 

一、難民之定義 

難民產生有多種因素，一般而言分為政治性難民及經濟性

難民兩類。按照國際慣例，政治性難民多予以接納庇護，其身

分須提出證明其受母國之嚴厲政治迫害，如被遣返回國，必遭

政治報復；另一類為經濟難民，因受不景氣之苦，為謀改善生

活環境而非法偷渡他國，造成大量難民湧現的情形。大量經濟

難民使得一些原採寬鬆政策接納難民的國家，紛紛修改難民收

容法令，而採取較為嚴謹閉關政策以為因應，例如德國、法國、

瑞典…等國。 

1951 年難民地位公約及難民地位議定書，揭櫫國際社會對

難民問題之重視，我國為國際社會一員，自應依據上述公約承

擔難民庇護之義務，且以往亦有處理之經驗，例如 1975 年間曾

接納越高寮難民約 3,939 人，1976 年仁德專案曾接納越南難民

約 6,769 人，1977 年我政府成立「處理中南半島海上漂流來臺

難民專案小組」，並委託救總成立「中國大陸災胞救濟總會中南

半島難民接待中心」，在澎湖白沙鄉講美村營區作為難民營舍，

擴大收容，海漂專案接納中南半島難民約 2,098 人，已顯示我

國對於難民之處理不遺餘力。（張增樑，1995：6-8） 

                                                 
73 2003 年申請大陸配偶獲准入境總計 30,903 人，2004 年申請大陸配偶入臺人數為 18,347 人，2005
年為 17,778 人，人數驟降，面談機制顯然發揮作用。（謝立功等，200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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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難民問題雖基於人道主義，然各國在處理上仍有不同

程度的政治考慮，即尚需顧及與難民產生國的關係。例如未來

大陸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如以宗教（如海外藏人）、社團（如

法輪功人員）、政治意識（如民運人士）等理由向我國申請庇護，

勢必會增加兩岸之間的敏感度。
74
對於難民之處理，亦須衡量自

己國內的承受能力，例如大量的非法移民藉以政治庇護為名欲

獲得居留權，會造成國際上接受國社會沈重的負擔。我國地狹

人稠，社會資源有限，政治環境特殊，對難民的接受如無適當

限制，將造成我國處理上極大的困擾。 

二、難民制度適用對象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7 條第 4 項
75
及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留許可辦法」第 19 條第 3

款規定，基於政治考量，大陸地區人民如有「領導民主運動有

傑出表現之具體事實及受迫害之立即危險者」，經主管機關內政

部認為確有必要，得專案許可申請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另依

「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 18 條及「香港澳門居民進入臺灣地區

及居留定居許可辦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對於因政

治因素而致安全及自由受有緊急危害之香港或澳門居民，得提

供必要之援助，或經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會同有關機關審查通過

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留。另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 條

第 1 項規定，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因僑居地區之特殊狀況，

必須在臺灣地區居留或定居者，由主管機關就特定國家、地區

訂定居留或定居辦法，報請行政院核定，不受第 9 條（居留條

                                                 
74 如六四天安門事件後，大陸民運人士唐元雋、徐波等多人偷渡或持偽變造護照至臺請求政治庇

護，經協調處理已經聯合國批准以難民身分安排至美國、瑞典或其他第三國。 
75 內政部得基於政治、經濟、社會、教育、科技或文化之考量，專案許可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長期居留，申請居留之類別及數額，得予限制；其類別及數額，由內政部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後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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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第 10 條（定居條件）規定之限制。 

故對於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及臺灣地區無戶籍國

民因政治理由或特殊狀況入境之處理已有法律規範機制，故實

際上訂定難民法適用之對象乃是外國籍人士
76
或是無國籍人士。 

三、目前政策作為 

依據行政院人權保障推動小組 2002 年 7 月 31 日第 6 次委

員會會議決議，我國應制定庇護法，建立難民制度，以明示我

國人權立國的理念。似可參考德國做法，法律中增設安全第三

國、安全源出國
77
（李震山，1995：59-60），其處理難民事務，

有完整之法制因應不同種類之難民，即基本法、聯邦國境保護

法、庇護程序法及外國人法，環環相扣，具法治先進國家之宏

模。
78
亦可參酌他國立法先例，及 1951 年難民地位公約、1967

年難民地位議定書，以不予刑罰、不予遣回
79
等原則，但如涉及

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時，均可拒絕適用。 

我國現今對難民之處理原則係不接納亦不庇護之政策
80
，但

為加入國際社會之一份子，期許貢獻一份心力於國際人道精神

                                                 
76 2003 年 7 月 30 日凌晨，北韓女子搭乘巴拿馬籍貨輪「標準輪」抵達高雄港，請求政治庇護。經

我外交部聯繫駐台北韓國代表處官員查證確為北韓難民後，協助該女過境轉機，以便前往仁川接受

政治庇護。參見東森新聞報＜以北韓難民名義出境 朴榮實抵達南韓仁川接受政治庇護＞

http://www.ettoday.com/2003/08/01/331-1491556.htm，2008 年 3 月 14 日。 
77安全第三國是指難民入境前所居留非其母國之國家，各該國之政經現況，皆不至於對外國人政治

迫害之情形產生，並由安全第三國分擔接受難民之責任。安全源出國是指難民所源出之母國，原則

上拒絕庇護，理由是各該國家之政經水準不差，應自行處理國人之問題，除非有特殊事實與證據，

可作例外處理。 
78 其難民處理程序為：難民入境時，由國境警察把關，入境後之難民認證工作由聯邦難民認證局

負責，在尚未被認可為難民前之居留、簽證，由外國人局負責。若不被認可難民身分，出境之決定

由外國人局作出，執行與強制則由各邦警察配合國境警察處理。外國人法亦課予運輸公司在一定條

件下有運返旅客之義務；戰爭難民則由國際協定及各邦外國人局處理，不由聯邦難民認證局主掌，

以示有別。（李震山，1995：39-67） 
79 難民地位公約第 33 條第 2 項規定，如有正當理由，認為難民足以危害所在國之安全，或者難民

已被確定判決，認為犯過特別嚴重罪行，從而構成對該國社會的危險，則該難民不得要求本條規定

的利益。即是指禁止驅逐出境或遣返。 
80 見「外國船舶及人民海上非法入境案件處理聯繫作業要點」即採行不收容、不准登岸、即行驅

離為原則之方式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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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難民之救助，宜訂定明確的難民處理規範並兼顧基本人道之

照顧，以維護我國國際之形象。難民的接納，亦是整體移民政

策的一環，基於彰顯我們對人權的高度關懷與尊重，目前難民

法草案，行政院已通過並核轉立法院審議中，相信難民法通過

後，不但與世界人權體系接軌，且落實了我國人權治國的理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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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我國移民制度之建構 

全球化的趨勢增加了人與人的互動頻率，人口跨國界的自由流

動，追求各種經濟機會，以求在另一個社會立足；各個國家也不時修

改移民相關的政策與法律，以因應全球化所帶來的各種移民相關新情

勢。由跨國婚姻所構成的移民，原本非政府規劃中所欲吸引之移入人

口類型，故此類移民進入我國後，隨即面臨相關法規制定不全，執行

機關權責混淆而導致渠等無所適從的窘境。（謝立功、邱丞燁，2005：

67）且隨著移入數量之增加而日趨嚴重，產生諸如社會適應、家庭、

勞動權等問題亟待解決。鑑於國際間人口流動頻繁，為因應國家產業、

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等需要，有必要明定移民政策，以作為規劃或

執行相關移民措施之指導方針。 

西元 2003 年 9 月行政院召集研商內政部所報「中華民國移民政策

綱領」草案
81
相關事宜會議，決議由經濟建設委員會負責研擬經濟性移

民部分、大陸委員會負責大陸地區人民移民部分、內政部負責非經濟

性移民部分；同年 10 月內政部彙整後，邀請國家安全局等機關成立專

案小組及相關領域專家學者分別召開 3 次會議研商完竣「現階段移民

政策綱領」，並訂定 5 大策略、11 項措施，以及成立移民專責機關以統

合辦理入出國及移民業務。但移民政策係屬人口政策之一環，應配合

人口政策進行調整。行政院旋於 2006 年 6 月 7 日第 2992 次院會通過

「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領」，並於同年 6 月 14 日函頒實施。目前各相

關部會也積極著手研訂人口政策白皮書及實施計畫
82
之研究，以為現階

                                                 
81 見內政部民國 2003 年 11 月 3 日台內戶字第 09200654802 號函。因移民政策係屬「中華民國人

口政策綱領」之政策內涵，由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協調有關機關負責執行。 
82 「人口政策白皮書及實施計畫之研究」由內政部於 2006 年 9 月委託國立政治大學辦理，分為「因

應我國少子女化社會對策之研究」、「因應我國邁入高齡社會對策之研究」、「我國移民人口政策研究

及因應對策」及「我國人口政策白皮書之規劃與研究」等 4 項子計畫，目的為研究臺灣目前所面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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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執行之依據。 

第一節 建構法制成效---開發人力資源 

壹、衡量國內人口、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訂定適宜之移民政策。 

一、移民政策核心內容目標為： 

（一）引進國家所需人力，提升人口素質，增進國家利益。 

（二）尊重人權，塑造包容多元文化社會環境。 

（三）強化移入人口管理機制，保障國家安全。 

（四）輔助有意移居國外之國人，開展國民外交。 

二、移民政策策略為： 

（一）建立移入人口適量調節機制 

1.基於經濟發展需要，積極鼓勵經濟性移民移入定居。 

2.配合人口政策調整移入人口適量調節機制之參考值。 

3.基於人權及人道考量，根據參考值核算非經濟性移入居留定

居數量，建立時點管制，且依實際狀況，建立預警數量機制。 

（二）創造包容多元文化社會機制 

1.積極輔導合法移入人口與社會融合，並保障其權益。 

2.配合多元文化社會發展，務實調整教育資源與內涵。 

3.以包容、接納、平等對待的積極態度，正視台灣社會多元文

化結構，肯定不同文化族群價值，積極接納外來移民，重視

多元文化社會所創造的新價值。 

4.建立社會對兩性平權及婚姻價值的尊重。 

5.開發新移入人力資源，創造國家新生產力。 

（三）完善移入人口管理機制 

                                                                                                                                               
的相關問題，並提出具體可行的政策建議，經行政院 2008 年 3 月 10 日院臺治字第 0970082951 號

函核定。 
。 

 128



第六章 我國移民制度之建構 

1.建立完整移入人口統計資訊管理系統，強化移入人口行政管

理及服務品質。 

2.落實入境者追蹤，確實掌握移入人口狀態及動向，主動規劃

適切輔導與協助，並加強收容遣送作業，防杜非法。 

（四）建立婚姻媒合及強化移民業務機構管理機制 

1.建立婚姻媒合業管理法制，避免婚姻商品化，防杜非法人口

買賣。 

2.強化移民業務機構之管理，保障辦理移民之消費者權益。 

（五）建立移出人民諮詢、協助與保護之輔助機制 

三、移民政策措施為： 

（一）鼓勵經濟性移民 

（二）建立非經濟性移民時點管制及預警數量機制： 

（三）建立移入者及其配偶完整之終身學習體系，積極提供生活

照顧輔導、語言教育，以提升其教育文化程及協助其教養

子女。 

（四）重視移入人口子女教育發展問題，適時調整教育資源區域

分布、師資及教材內涵。 

（五）保障移入人口及其子女權益，以包容、接納、平等對待態

度，建構多元文化社區發展環境，消弭社會歧見。 

（六）開發新移入人力資源，提供相關就業與創業技能訓練，協

助新移入人力提升就業、創意及創業能力。 

（七）連結內政部戶政、警政及境管資訊系統，建立移入人口資

訊平台，統整之各部會相關資料庫，並定期維護，以掌握

移入人口動向。 

（八）落實入出國管理，並與戶口查察結合，強化入境後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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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及通報作業。 

（九）加強違法停居留之收容遣送作業---收容處所區域化、法

制化。研修「入出國及移民法」，增訂外來人口於收容期

間，得令其從事勞務，以保障其權益。 

（十）加強規範管理婚姻媒合業及移民業務機構。 

（十一）提供國人移出國外之協助輔導措施---主管機關得協調

有關機關，依據移出國人之實際需要及當地法令，協助設

立僑民學校或鼓勵本國銀行設立海外分支機構。駐外使領

館、代表處（團）或辦事處適時瞭解移出國外國民生活動

態，提供必要之協助與輔導，以維護其合法權益。 

移民對移入國有提供生產力及服務的功能，或對科技及產業

貢獻良多，亦創造更多的就業機會，因此先進國家皆將移民視

為國家的資產，建構完善的移民制度以符合國家利益及增進國

際競爭力乃刻不容緩之課題。學者在規劃移民政策白皮書時之

形成架構如圖 6-1 所示，以移民法制及執行機關為基礎及根據。 

 

 

 

 

 

 

 

 

 

 

 

 

 

 

 

入出國及移民署 

組織條例 

入出國及移民法 

（修正草案） 

移民政策白皮書 

（協調說明） 

國家發展 

公民意見 

（考量因素） 

政策協調 

社會共識 

（預期目標） 

現階段移民政策 

 

圖 6-1  移民政策架構圖 
資料來源：（蔡青龍，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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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移民主管機關之功能 

美國從 911 事件中的慘痛經驗，才體認維護國家安全的基

礎是建立在管理外來人口的課題上，並統合移民國境管理機

關，加強對移民的管理工作。我國於 2007 年 1 月 2 日成立入出

國及移民署，依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明定功能及職掌是負責

移民管理的主要執行機關，其所管轄移民人流管理、移民輔導

及非法移民管理（查察、面談、取締人蛇組織、人口販運等）

之事項，原大部分範圍屬於警察機關之權責，並與現行警察法

之業務範圍即有高度重疊性。
83
機關間管轄權限、任務範圍，有

其劃分之必要，否則權責不清，易造成機關間執行困擾及爭功

諉過之情形。依行政程序法規定，各機關管轄權劃分各依據相

關之行政法規而定，在管轄競合情形下，為求避免任務過於重

疊，浪費行政資源及發生權責不清情形下，宜由行政機關相互

之間共同協調訂定職務聯繫辦法及各機關之相互尊重與請求協

助以為解決。（許義寶，2006：138-150） 

入出國及移民署為統合移民業務之主管機關，其具體業務

職掌事項範圍，與警察機關管轄上如何劃分，有釐清與共同訂

定職務協調聯繫辦法之必要；至於移民議題之跨部會整合
84
宜與

相關單位建立緊密而有效之分工連繫並配合辦理。移民署之編

制人員應強化移民相關業務之訓練，方能有效查緝非法，以保

障合法。 

 

                                                 
83 警察法第 5 條規定中，有關外事警察業務及管理出入國境及警備邊疆之國境警察業務，及國際

機場出入國境之安全及物品檢查部分，涉及國家安全及防止外來危害之任務，分別與警察、移民及

海巡機關的任務，均有相關。 
84 移民輔導政策與人口販運議題，至少牽涉內政部、外交部、勞委會、司法機關、人權團體等機

關（構），這些議題須要跨部會整合，並非移民署能單獨解決的問題，在過程中仍必須與警察機關

及司法部門、保護安置機構等保持緊密連繫，如何分工及整合是一大課題。 

 131



我國移民法制之研究 

貳、開發新人力資源 

在全球化及知識經濟的潮流下，知識成為經濟成長最主要的來源

之一，擁有知識的科技或技術人才亦成為全球競相爭取的對象。因

此，目前高科技產業快速發展的環境中，科技相關人才的不足乃是世

界普遍的現象，而科技人才的移動也成為更受矚目的議題。世界先進

各國莫不訂定更積極的移民政策以爭相吸引或引進專技人才，以美國

為例，從 1990 到 2000 年間，約有 90 萬的高階專業人士持H-1B簽證

進入美國工作，這個數目約占美國全部資訊產業人力的六分之一。其

中印度籍與中國籍人士的移民企業網絡不只支撐了矽谷快速變遷的

科技產業，而且也鑄造了美國與急速成長的海外市場的強固關係。在

2001 年美國更進一步增加外國高科技工作者的簽證名額至每年 19 萬

5 千人，這項放寬措施為企業在 3 年之內增加近 60 萬的高科技人才

供給。（龔明鑫，2003：74）澳大利亞也同樣增加技術人員的簽證，

主要在資訊科技與遠程通訊等產業的人力短缺，自 1999 年開始，外

國留學生於畢業後已不再要求其必須離境兩年後方能申請居留。德國

向來採取封閉態度，在因應全球化趨勢下，2000 年開放的 5 年綠卡

計畫，以徵求高資訊科技人才，估計仍有工作缺口，德國政府勢必修

改移民法規以因應國內之需求。其他如韓國實行的「金卡制度（the 

Gold Card system）」
85
；日本的「e-Japan」計畫

86
；新加坡政府有計畫

地推動專業技術移民，成功從國外吸引技術，據統計，擁有永久居留

身分的新加坡技術移民，在 1990 年占總人口的 3.6%，2000 年擴增為

7.2%，為國家經濟注入了活力，主要來源國為美國、英國、澳洲、日

                                                 
85 金卡制度是韓國企業從海外招聘的人才條件是在所應聘專業領域工作 5 年以上，或者獲得所應

聘專業學士以上學位、在所應聘專業領域工作 2 年以上。經由韓國法務部批准，一類是普通技術

人才，另一類是高級技術人才，分別獲得 2 年和 3 年的工作簽證，並可延長簽證期，最高可達 10
年的居留期，由外國人出入境管理所負責出入境管理。 
86 日本在 1989 年修正移民法，使高科技人員能夠無限期的持有「暫時性」簽證在日本工作。使持

高科技簽證進入日本工作的人數劇增，在 2001 年公布的「e-Japan」計畫中，日本政府具體地表示

在 2005 年前，日本應可吸引 30,000 名傑出的IT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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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韓國，除了容易獲得永久居留權與歸化為公民外，還可攜入家

屬、購買國宅等，權利與一般公民幾乎相同，只差沒有選舉權。
87
英

國於 1998 年發表競爭力白皮書（Our Competitive Future：Build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承認英國在資通科技上的弱點並結論要檢查

「是否有降低移民障礙之空間，以避免阻礙企業家與技術專家前來或

居住英國」。（Rollason，2002：333）（轉引自龔明鑫，2003：74-75） 

臺灣早期出國留學的人才流失在 1990 年代轉向人才回流，關鍵

性地支撐了臺灣資訊業的高度發展，但是臺灣與世界各國一樣，處於

全球性科技人力資源供不應求的趨勢，在許多領域，學界培育之科技

人才無論在數量或素質上並不能全然符合產業界的需求
88
。而頂尖人

才的缺乏亦是重要問題。 

根據我國外僑居留統計資料顯示，目前居留在台的外籍白領工作

者以教師、商務人員及工程師是主要類別，工程師引進人數雖呈增加

的趨勢，但仍與人才缺口相去甚多。另外海外投資大都會帶動技術人

力的移動，例如，我國大規模對中國的投資，也會造成技術人力的流

入中國；世界各國爭相吸引專技人才，也造成我國人才的流失。以目

前資料顯示，台灣提供的工作機會多集中於外籍專業教師，外籍白領

工作者來台不多，而其他工作誘因則是非常有限的。 

 

 

 

 

 

 

                                                 
87見聯合報，<引進移民活化經濟？衝擊就業！>2007 年 7 月 13 日，A16。 
88 根據行政院科技顧問組委託工研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產業調查，民國 93-95 年

所需人才缺口合計約 6.2 萬人，不足缺口達 2.3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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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  外僑居留職業別 
類  別 

年度 
商務人士 工程師 教   師 

85年 男 

女 

2,532

167

950

26

1,438 

563 

86年 男 

女 

2,832

202

1,063

30

1,526 

643 

87年 男 

女 

3,126

251

1,615

41

1,747 

797 

88年 男 

女 

3,574

260

1,831

59

1,966 

910 

89年 男 

女 

3,756

293

1,943

77

2,521 

1,291 

90年 男 

女 

3,741

312

2,189

80

2,929 

1,506 

91年 男 

女 

4,628

359

3,283

133

3,861 

2,115 

92年 男 

女 

3,692

342

3,018

127

3.949 

2,009 

93年 男 

女 

3,831

376

3,162

157

4,508 

2,323 

94年 男 

女 

3,519

359

2,952

165

4,537 

2,093 

95年 男 

女  

2,907

290

2,350

150

4,357 

1,828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http://www.npa.gov.tw/NPAGip/wSite/public/Attachment/f1170656426614.xls 

 
目前臺灣雖然已訂定了較積極的人才引進政策（挑戰 2008：國

家發展重點計畫）
89
，2006 年 6 月 14 日修正核定「中華民國人口政

                                                 
89 我國加入WTO後，為因應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挑戰，於 2002 年 5 月在行政院 2785 次會議中先定案，

由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推出『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預計在未來六年內，發揮促進經濟成

展、創造就業機會、提升生活品質等多重效益，並可強化農、漁民及勞工等弱勢團體福祉與權益。此計

畫目的在對「未來」做強力投資，厚植國力的建設，藉由投資人才、研發創新、全球運籌通路與生活環

境等四項主軸，選定了十大重點落實推動，加速打造台灣邁向綠色矽島之路，其十大重點投資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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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綱領」中，特別強調應積極規劃經濟性及專業性人才之移入，係當

前重要移民政策規劃之重點，同時研擬「人口政策白皮書」內專技及

投資移民相關措施，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第 25 條條文
90
，擴大申請永

久居留的對象為「外國人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及「在文化、

藝術、科技、體育、產業等各專業領域，參加國際公認之比賽、競技、

評鑑得有首獎者」，允許投資移民與專業人才移民，不必再受合法居

留 7 年期間限制，放寬為只要經過審查機制就可直接申請永久居留。

惟應避免放寬資格可能出現「假科技、真外勞」的流弊及降低國內企

業自行培訓的意願。（辛炳隆，2005：75）對於推動整體建構專技移

民及投資移民之適當環境、加強建構海外人才創業投資的措施、營造

吸引長住的優質生活環境、優良的子女教育體系、研訂優遇延聘辦

法、加強國際交流與合作等配套措施、以提高跨國企業及菁英人才來

台投資與工作意願，仍有努力的空間。另外對於有高學歷及技術之新

移民，應建立人力資源資料庫，配合政策之修訂，有效運用融入社會

資源以提昇國家之競爭力。 

 

第二節 移民照顧輔導---促進多元文化 

壹、國民移出輔導 

憲法保障人民遷徙自由，對於國民取得移入國許可後，皆予以尊

重准許其移民，並對於僑居國外之國民，有扶助、保護其經濟事業發

展之規定
91
。我國近年移出人口似有漸漸趨緩之走勢，國民移出國家

選擇，仍以美國與加拿大比例為高，在 1991 年至 2006 年間，我國國

                                                                                                                                               
可參考http://2008.gio.gov.tw/about2008.asp，以玆瞭解。 
90 2008 年 12 月 30 日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8 項規定：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利益，依不同

國家或地區擬訂外國人每年申請在我國居留或永久居留之配額，報請行政院核定後公告。但因投

資、受聘僱工作、就學或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而依親居留者，不在此限。 
91 詳見憲法第 10 條及第 151 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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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移往美國(45%)、加拿大(31%)者即占所有移出人口之 76%，其次，

為紐西蘭(10%)及澳洲(7%) (見圖 6-2)。 

紐西蘭 
10% 澳洲 

7% 

加拿大 
31% 

 
美國45% 

 

圖 6-2  我國國民移出概況(1991--2006) 

                       資料來源:（呂寶靜，2007：28） 

 

現階段政府對於規劃移往國外國民之輔導，係以保障國民在接受

移民服務過程中法律上的權益，並隨時蒐整、編印世界各主要國家移

民資訊供國民參考，期透過對提供移民資訊以及對移民業務機構之管

理與輔導，協助國人完成移往海外發展之規劃，保障其遷徙過程中應

有權利，並儘速於移住地安居，進而達成透過國民外交，以延伸我國

國際友誼之目標。 

政府應對國人移民的諮詢管道與資訊服務加強與整合，專責機構

（如經濟部、僑委會、教育部、外交部）過於分散，若可設立單一窗

口或與民間組織合作，統一受理諮詢服務與心理輔導將更為理想。一

則可讓移民者抵達移居地後，宣揚國家政策之美意。其二，能減低移

民在海外的風險及適應困難。我國僑民在到達移居地後，應增加海外

僑務服務面向
92
，以促進僑胞之向心力。其三，積極建構海外華語文

教育資源通路，建立下一代的基礎教育資源，導致往後人才回流的機

                                                 
92 海外服務項目為：1.就業服務 2.資產管理 3.房地產資訊 4.子女教育 5.英語學習 6.口譯 7.文件翻譯

與書寫 8.法律諮詢 9.移民心理輔導 10.僑生返國就學資訊 11.臺灣經濟現況資訊服務 12.回流協助 13.

其他，如能依實際需求提供具體服務，相信將提高僑民與政府的信心與向心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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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國內流浪教師充斥，若能充分利用，不但解決國內外師資問題且

可宣揚國威。其四，擴大吸引僑胞返鄉投資，促進移民回流優惠措施。

在全球化趨勢下，移民往返移居地與原居地之間的頻率將會增加，這

些在國外經商，受教育甚至從政的海外僑胞，在資金、經驗及拓展第

二外交上，是政府的重要資金與人力資源，政府對於回流移民多加關

注，對國家整體經濟而言是有助益的。（徐榮崇、姜蘭虹，2005：11）

相對於日本及大陸對僑民及僑教的服務，我國顯然有加強的空間。 

貳、移入照顧輔導 

依據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自 1987 年 1 月至 2008 年 1 月底，外

籍配偶總人數為 40 萬 895 人，其中外籍配偶人數為 13 萬 7,477 人，

大陸（含港澳）配偶人數為 26 萬 3,418 人。
93
政府對於移入人口應慎

重制定輔導政策，一旦決定接納外來人口後，就應有合適的政策助其

能成功適應在台生活，包括社會性及經濟性的生活等。（蔡宏進，

2006：112） 

為強化入國前之輔導，提升外籍配偶之自身權益認知，利用申請

簽證或入國許可之際，提供該國語文版本的「外籍配偶入國前輔導手

冊」，使其知悉來臺後之相關權利及義務。入境後政府為協助輔導外

籍配偶早日適應我國生活環境，與國人共組美滿家庭，避免因適應不

良而衍生各種家庭與社會問題。於 2003 年 5 月 7 日訂定執行「外籍

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依生活適應輔導、醫療優生保健、保障就業權

益、提昇教育文化、協助子女教養、人身安全保護、健全法令制度及

落實觀念宣導等 8 大重點工作，訂定 56 項具體措施，分由內政部、

教育部、外交部、法務部、交通部、財政部、行政院衛生署、新聞局、

文化建設委員會、勞工委員會、大陸委員會、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
                                                 
93外籍配偶中又以越南籍人數最多，其次為印尼、泰國。 
http://www.immigration.gov.tw/immigration/FileSystem/news_doc/各縣市外籍配偶人數與大陸(含港

澳)配偶人數.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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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等中央 12 個部會及地方政府等相關機關積極辦理，並希望透過

政府及民間資源的整合，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尊重多元文化社會

價值，提供必要協助，使外籍配偶逐漸適應與國人共創美滿婚姻生

活，融入社會並能有效提升我國家之競爭力。 

為因應移入人口，政府於 2005 年 1 月 1 日開始，除原有政府計

畫會計預算外並每年輔助 3 億元，為期 10 年，成立「外籍配偶照顧

輔導基金」加強照顧輔導工作，以提高外籍配偶教育水平與素養，改

善外籍配偶照顧輔導網絡，達成融合新血，開發新移入人力資源，共

建和諧多元文化新社會，並建立家庭暴力防治網絡，以保護外籍配偶

人身安全及基本人權，以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94

各縣市政府除執行「外籍與大陸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相關事宜

外，加入「外籍配偶生活適應輔導實施計畫」、「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

金」、訂定「外籍配偶生活輔導、語言學習及子女課後照顧實施計畫」

等業務，結合各級政府及民間團體的努力，期望能以「和諧共存、文

化學習」態度與「尊重包容」的胸襟，接納與幫助新移民順利融入社

會生活，使臺灣能邁向多元包容、族群平等、理性與關懷的和諧社會。 

參、多元文化 

新移民的移入，給臺灣帶來新的元素，臺灣原本是多族群文化組

成的社會，
95
伴隨著全球化的思潮與地球村的來臨，透過多元文化的

實施，讓少數族群與弱勢族群的聲音被尊重與容納，因為它們是構成

多元文化的重要一環，憲法增修條文中
96
亦對族群多元文化持肯定態

度並應予積極維護及發展。但臺灣面臨多元文化的進入，亦有諸多瓶

                                                 
94 見內政部政績資料庫，議題編號：07.01.014，劉保民，2006 年 11 月 17 日。 
95 臺灣的原住民在政府登記下有 12 族，更早在 1650 年代荷蘭統治時期，曾經超過 49 個種族生活

在這個島上。見吳錦發，臺灣多元文化的另一種思維，雲林縣政府文化局「文學名家講座系列活動」， 
http://www.cca.gov.tw:9090/autocue/comment/culture_comment_template.jsp?comment_id=1110163609
104。   2005 年 3 月 4 日。 
96 憲法增修條文中第 10 條第 11 項規定，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語言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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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待突破。97

經由跨國婚姻形式移入臺灣之女性移民面臨諸多生活上的困

難，例如有溝通問題、精神壓力、家庭暴力與婆媳相處問題、親職教

育問題及社會關係疏離等等，（李瑞金、張美智，2004：102-103）而

社會上通常對其隱含著歧視與標籤化的種族成見，
98
其所面臨的不只

是識字的問題，文化內蘊的價值而產生困擾或認知與情緒的衝突，更

是左右適應的關鍵。（何青蓉，2003：106-112） 

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是多個差異文化並存的社會，會隨著歧視對

待而產生衝突，也會隨著同化、整合而減低其差異性，透過政府政策

的介入，當不同種族的文化和利益在法律和制度框架內的平等得到真

正的確立，多元文化才不失其為正當，（葉琬華，2006：22）但最終

的目的則是維持國家團結及穩固。藉由政府的力量，教導民眾肯定文

化多樣性的價值，尊重文化多樣性下的人權，增加人民選擇生活方式

的可能性，進而促進社會正義與公平機會的實現，使不同的族群可以

處於更平等的地位，對國家的穩固及團結將更有效能。 

多元文化是我們的基本國策，創新多元文化社會機制，以包容、

接納、平等對待的積極態度，正視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結構，肯定不同

文化族群價值，積極接納外籍與大陸配偶，重視多元文化社會所創造

的新價值。政府政策應實施多元文化教育，不但在教育新移民的同

時，亦教育國人對承認多元文化的尊重態度是同等重要的。 

美國文化政策，自融合中走向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Act），澳洲推動多元文化主義，促進族裔的語言與文化傳統，確保多

                                                 
97 政治大學越南語文講師陳凰鳳小姐表示臺灣面對多元文化的瓶頸為 1.獨厚歐美的國際觀。2.不貼

切的地理教育。3.矛盾的大中國情結。4.國際關係捨近求遠。5.國資訊不足的媒體。6.不實際的外文

環境。7.不均衡的外語教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97 年度移民輔導教育訓練北區場次） 
98 臺灣社會以「外籍新娘」、「洋媳婦」、「買賣婚姻」、「大陸妹」、「ΔΔ新娘有餘毒」等稱謂刻意

區分非我族類，指責新移民「素質不佳」的種族成見，使得外籍配偶受到許多不平等的待遇及污名

化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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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化成為正面的社會力量，透過制度化的管道，鼓勵多元文化的發

展，實施尊重文化多元的民族平等政策，（龔宜君，2004：12）在國

家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成功地展現族群間彼此和睦，各族不但保持各

自文化特徵，同時確立了對國家高度的認同感。例如澳洲在鼓勵推廣

多元文化廣播或電視節目上，以人口規模等因素，提供多種特定語言

節目，一方面可宣導政府制訂政策的說明，讓移民獲取相關資訊、瞭

解社會資源，一方面可讓新移民解以鄉愁，並讓國人觀賞不同的文化

節目以消弭隔閡偏見，促進社會融合與發展。 

整合政府及社會資源，建構多元照顧輔導措施，平等對待外籍配

偶，落實保障其權益與需求。從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強調我們對於各

種不同的文化內涵都應給予肯定、尊重，甚至能相互欣賞和學習，才

能把台灣建設成一個文明高尚的社會，對於國家的認同及發展亦更有

助益。 

 

第三節 面談指紋建檔---防堵非法入境 

壹、面談管理機制 

一、面談管理機制緣由 

目前大多數工業民主國家對於移民的管制機制，大都採取

面談、簽證及生物特徵建檔管理。我國外交部及駐外館處依據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之相關規定，在受理外籍人士申請簽證時，

應衡酌國家利益、申請人個別情形及其國家與我國關係而決定

准駁。另依據「外國護照簽證條例施行細則」第 5 條第 3 項之

規定，外交部及駐外館處得要求申請人面談、提供旅行計畫、

親屬關係證明、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無犯罪紀錄證明、財力證

明、來我國目的證明、在我國之關係人或保證人資料及其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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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所需之證明文件。故基於上述法定目的及授權，亦得依法進

行面談。 

我國為解決兩岸利用假結婚所帶來的社會秩序與國家安全

所產生的不利影響，於 2003 年 9 月 1 日起，依「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0 條之 1
99
、「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

地區許可辦法」第 4 條、「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

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8 條及「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

灣地區面談管理辦法」第 3 條規定，對首次來臺之大陸配偶實

施面談工作，由於面談機制對遏止兩岸婚姻異常的現象及違法

情況發揮效果，同年 12 月 1 日起，改為全面對大陸配偶申請來

臺實施「境外」、「國境線」、「境內」三層面談制度。 

由於在大陸並無分支機構，而且在港澳兩地實施面談實務

上也有困難，無法實施境外面談；因此在桃園中正機場、高雄

國際機場及小三通的水頭、頭澳港口，於大陸配偶下機（船）

尚未入境通關前即實施「國境線」面談，若有事實足以確認係

通謀虛偽結婚，來臺賣淫或打工者，將立即予以撤銷其入境許

可，逕行強制出境，以達威嚇效果；若涉嫌可疑但查無實證者，

先行核發停留一個月效期的短期在臺旅行證，並以書函通知在

臺配偶，應親赴各服務站安排二次面談。 

外籍配偶之面談方式與大陸配偶不同
100
。外籍配偶於我駐

外館處對於以結婚來臺申請居留簽證之案件，結婚雙方需親自

                                                 
99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0 條之 1 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

聚、居留或定居者，應接受面談、按捺指紋並建檔管理之；未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不予許可其

團聚、居留或定居之申請。其管理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因而訂定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

臺灣地區面談管理辦法」及「大陸地區人民按捺指紋及建檔管理辦法」以資運用。 
100 大陸配偶面談方式分為 1.於受理來臺申請案時，先對在臺配偶進行面談，發現可疑，申請案不

予許可，大陸配偶即不能來臺。2.缺乏證據而許可發證者，大陸配偶抵臺時於國境線上面談，面談

資料與在臺配偶交叉比對，相符者許可入境；不符者拒絕入境，並遣送出境。3.對經面談後仍有可

疑而無法立即辨明者，先許可其入境停留一個月，並交轄區警察局進行家戶訪查，將訪查資料二度

面談處所參考，並依規定進行二度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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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駐外館處接受面談。外交部自 2005 年起駐外代表處亦實施外

籍配偶境外訪談嚴格審核，除將集體面談改為個別面談，並限

制每日審查數量。 

 

表 6-2  外籍配偶及大陸配偶面談機制之比較表 
項
目 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 

法

規

依

據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第 12 條  

 

外國護照簽證條例施行細則第5條第 3

項 

行政程序法 

第 36 條  應依職權調查證據 

第 38 條  製作筆錄 

第 39 條  要求陳述意見(面談) 

第 43 條  依倫理及經驗法則判斷事

實之真偽及通知當事人 

1.「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

第 10 條之 1； 

2.「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法」第 4 條； 

3.「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

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法」第 8條； 

4.「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

管理辦法」第 3條規定，對大陸配偶

實施面談制度。 

 

程

序 

1.外交部及駐外館處得要求申請人面

談、提供旅行計畫、親屬關係證明、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無犯罪紀錄證

明、財力證明、來我國目的證明、在

我國之關係人或保證人資料及其他審

核所需之證明文件。 

2.簽證係由外交部所核發，或由其所授

權之使領館或授權機構核發。海外簽

證官員的審查機制，針對申請人提出

文件資料進行審核外，面談及電話查

訪之作為外，必要時會進行實地調

查。「得」面談，入國後是否明確追蹤

查察或面談，並未受注意。以致跨國

婚姻仲介業者亦可能利用管道造就

「假結婚」之外國籍配偶入境非法工

作。 

 

國境線上面談：通過則許可入境。 

可疑但無具體事證：2次面談。 

不通過：遣返。 

1. 境內面談： 

（1）申請案面談：依預約時間接受面談，

通過許可，大陸配偶於機場港口接

受面談。 

（2）2 度面談：入境可疑但無具體事證，

入境 1個月屆滿前 5 日，偕同台灣

配偶於指定服務處所面談。  

（3）延期面談：受理申請案延期，可疑

立即面談。 

※2次面談：大陸配偶於入境 15 日內，

持入出境許可證向居住地警察分駐所

辦理流動人口登記。面談時，臺灣配偶

應同時到場配合接受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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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外籍配偶及大陸配偶面談機制之比較（續） 

項
目 外籍配偶 大陸配偶 

國

境

線

上 

 

國境線上對外籍配偶並未實施面談機

制。 

國境線上面談執行遣返之法令依據 

1.「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18 條第 1項

第 1款  未經許可入境者。 

第 3款  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

動或作者。 

2.「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法」第 19 條第 1項： 

第 7款  有事實足認係通謀而為虛

偽結婚 

第 9款  有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 

第 10 款 患有重大傳染性疾病 

第 11 款 曾於依本辦法規定申請

時，為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

要事實得不予許可，已許可

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並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3.「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

管理辦法」第 10 條
101

 

救

濟

方

式 

1.外交部對於外國人之申請簽證，所為

否准之決定，為國家主權行為，對其

不得聲請不服或訴願。 

2.可再次提出申請，以提供行政機關就

原處分之妥適再次進行自我審查之機

會。 

 

1.人民陳情應受理重新審查，如認陳情合

理，行政機關應另為適當之處分或適法

處分，或再次辦面談或補件說明或重新

提出申請等作為。 

2.大陸配偶暨處分相對人，不服內政部撤

銷許可之處分，可依「訴願法」第 14

條及第 58 條規定，於本處分書到達之

次日起 30 日內，提起訴願。 

 

資料來源：作者整理 

 

 

 

                                                 
101 大陸地區人民接受面談，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其申請案不予許可；已許可者，應撤銷或廢止其

可： 
一、 無正當理由拒絕接受面談。 
二、 其臺灣地區配偶未接受或未通過訪談。 
三、 經面談後，申請人、依親對象無同居之事實或說詞有重大瑕疵。 
四、 面談時發現疑似有串證之虞，不聽制止。 
五、 經面談及其他相關佐證資料，無積極事證足認其婚姻為真實。 
六、 經查有影響國家安全、社會安定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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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談機制之運作成效 
政府於 2003 年 12 月 1 日起全面施行大陸配偶面談制度

後，海基會婚姻公證書驗證的統計數量即有下降情形，自 2003

年面談前的3萬9,940件，降至2萬6,417件，但僅有1萬0,642

人入境辦理結婚登記。此外，2003 年大陸配偶首次申請入境人

數為 28,598 人，至 2004 年明顯降低為 16,347 人，減少 1/3，

實施面談過濾申請案件已產生嚇阻作用（吳振吉，2005：14）；

至於 2005 年結婚公證書為 2 萬 5,630 件，僅有 1 萬 4,258 人入

境辦理結婚登記，顯見面談實施具有相當成效，已使婚姻真實

性逐漸呈現。面談機制之實施，有效防止非法入境，防範大陸

人士偽冒身分、假結婚來臺打工、賣淫，對企圖以假結婚方式

來臺之大陸人民及人蛇仲介集團，由日益減少婚配情形，已產

生明顯的嚇阻作用，並印證面談機制已發揮實質功效（見圖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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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女性大陸與外籍配偶每年新增結婚登記人數 

資料來源：（呂寶靜，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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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係行政調查性質，涉及自由心證及人權議題，面談官

員具有相當高的裁量權，雖屬於公權力的強制作為，面談內容

應著重於結婚事實、經過、家庭成員與狀況及發掘真實和證據

之方法，基於人權保障原則，執行法律時，仍宜以「無罪推定」

原則之精神，並落實程序保障機制，以期勿枉勿縱。但對於面

談對象日漸刁鑽、受面談人有備而來應訊，如人蛇集團的面談

「教戰守則」、人蛇仲介集團企圖以各種不法方式，勾結不肖面

談官牟取不法利益產生風紀問題 ，不得不多加防範。 

國境線上之面談機制對於未通過面談之大陸配偶，逕予強

制出境，可遏止假結婚來台之大陸配偶在台規避面談並逾期停

留之情況，但防範面談官員擴大其行政權力，逕予遣返造成糾

紛，曾有婦女團體建議應予大陸配偶先行入境再進行實際家庭

訪查，以避免行政權力之濫用。美國在白 1996 年修正的移民改

革責任法，其中授予移民局機場港口有執行「快速遣返

（expedite removal）」的權限，逕行將未通過面談查驗之外籍

人士逕行強制出境，如此作為有減少境內收容遣返的人力及資

源的運用。 

我國實施面談機制之目標在於防堵非法移民之進入，阻卻

不法於境外，減少社會犯罪及降低治安成本。所以面談公權力

係確保國家社會安全之必要手段，但執行過程仍要求承辦人尊

重人權、保護隱私，務求兼顧國家安全與人權，保障合法婚姻，

維護社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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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紋按捺作業規定 

一、相關法令依據 

為防堵外來人口被強制出境後，更改姓名、出生日期，改

嫁（娶）臺灣配偶，一再矇混入境的犯罪技倆，
102
按捺指紋資

訊系統建置完成可有效防止非法入境。其相關法令依據如下： 

（一）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10 條之 1。 

（二）大陸地區人民按捺指紋及建檔管理辦法。 

（三）大陸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可辦

法第 27 條。 

（四）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64 條。 

（五）入出國及移民法施行細則第 60 條。 

（六）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強制出國處理辦法第 2 條。 

（七）大陸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收容處所設置及管理辦法第

9 條。 

（八）大陸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強制出境處理辦法第 7 條。 

在按捺指紋後宜加以送指紋比對，以防止大陸配偶在偷渡

遣返或強制出境後，利用整容、改名等方法再度假結婚來臺。

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第 90 條條文規定，擴大外來人口於入國

（境）接受證照查驗或申請居留、永久居留時，入出國及移民

署得運用生物特徵辨識科技，蒐集個人識別資料後錄存。以目

前只實施外勞及大陸配偶按捺指紋建檔管理的情況，全面實施

應有其難度。 

二、其他國家實施指紋按捺情形 

受全球反恐趨勢影響，各國爭相研議外籍人士入境時實施
                                                 

102利用兩岸難以互相查核確認身分而進行不法之活動，訪問移民署盧姓官員稱：兩岸缺乏證件

辨識管道，國安已呈漏洞，不法分子運用假身分證件掩飾真實身分現象已很普遍，如破獲之

擄人勒贖及中國殺手等多案，指紋建檔全面活用之後，應可發揮揪假身分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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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捺指紋的措施，以全面建立反恐資料庫，對於外來人口進入

我國實施按捺指紋，在身份確認的準確度與查驗通關的速度

上，有其正面的意義。此外對於居留停留管理上，可以讓執法

人員，透過比對指紋資料庫的諮詢，快速查察所需之資料，以

達成外來人口的管理目的。 

 

表 6-3  各國及地區辦理外國人居留或永久居留實施指紋按捺規範一覽表 
國別及 
地區 

指紋按捺 
相關規定 

所需證件 按捺方式 按捺地點 

美 國 申請居留或永久居留時

需按捺指紋 

護照及通知書，費

用美金 70 元。 

電子掃描按

捺雙手 10 指

之指紋 

國土安全部公民

及移民服務局分

局；境外駐外使

領館。 

日 本 申請居留需按捺指紋係

1952 外國人登錄法規

定，自 1992 年 6 月廢除

以簽名代替，911 恐怖攻

擊後 2006 年 5 月修訂

(特別永住、16 歲以下、

外交及公務、機關邀請

及法務省另有規定者等

除外)一律採集指紋及

顏面攝影。 

 電磁式指紋

採集機 

 

新加坡 取得永久居民身分證報

到時，依移民法與國民

登記法辦理指紋按捺，

一般居留不需按捺指

紋。 

護照及核准通知信 右手大拇指 移民與關卡局總

部「永久居民服

務中心」 

香 港 申請身份證時需按捺指

紋，若申請居留或永久

居留並不需要按捺指

紋。 

獲准逗留超過 180

天成年人，均須在

抵港 30 天內申請

登記身份證，連續

住滿 7 年可申請居

留或永久居留。 

申請身份證

時，掃描左、

右手拇指指

紋。 

任何一間「人事

登記辦事處」辦

理，但來港工作

居留限觀塘辦事

處。 

澳 門 為取得身份證，申請良

民證，辦理勞工證及申

請臨時身分等各項證件

時需按捺指紋。 

身分證(永久居留

權)，臨時身分證(1

年期居留權逐年延

續)，良民證(一定

效期居留權) 

油墨按捺 治安警察局出入

境事務廳櫃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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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各國及地區辦理外國人居留或永久居留實施指紋按捺規範一覽表（續） 

國別及 

地區 

指紋按捺 

相關規定 

所需證件 按捺方式 按捺地點 

巴 西 申請居留或永久居留時

需按捺指紋。 

經公證之護照首頁

影本，獲准居留政

府公告影本，照片

及出生證明，申請

表。 

10 指三面均

需按捺 

各州聯邦移民總

局外僑證照處 

巴拉圭 外僑向移民局申請居留

證時不需按捺指紋，取

得居留證後，向警局申

請市民證時掃描拇指指

紋於市民證上。 

 以黑色油墨

捺印 10 指指

紋於個人資

料檔案卡上

存檔 

警察總部證照處

南 非 申請居留或永久居留需

要按捺指紋 

21 歲以上申請者

備表格 

10 指及掌紋

均需按捺 

移民局區域辦公

室 

泰 國 外國人居留時無需按捺

指紋，申請永久居留權

時需按捺指紋送皇家警

察總署查是否有犯罪紀

錄或違反移民法之規

定。 

分依親，投資，工

作，專業人士申請

等證件所需不同 

油墨按捺 移民總局或居住

地之地方移民局

菲律賓 因前年移民局大樓受祝

融之災波及重整中 

護照、2X2 白色背

景彩色相片 

10 指(黑色

油墨)按捺 

移民局局本部

(馬尼拉) 

馬 來 

西 亞 

外國人申請永久居留或

外籍學生及外勞申請居

留時需按捺指紋。 

護照、許可通知書

及工作許可通知書

申請永久居

留者按捺雙

手大拇指；外

勞需按捺 10

指指紋 

原受理永久居留

申請案之移民

局；外勞在駐外

館處。 

越 南 除非歸化入越南國籍始

須按捺指紋，申請居留

或永久居留時不必按捺

指紋。 

 10 指按捺  

加拿大 法律無明文規定須按捺指紋，如申請永久居留時移民局會要求申請人附指紋卡

來比對無犯罪資料。 

印 尼 無需按捺指紋，僅公民申請護照時規定需至各移民局按捺指紋。 

韓 國 外國人申請居留或永久居留至 2004 年 1 月 1 日起，不須再按捺指紋。 

澳  洲 

紐西蘭 

法  國 

無指紋按捺規定 

資料來源：作者參考入出國及移民署駐外單位蒐集之資料整理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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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防制人口販運---落實人權保障 

壹、防制人口販運問題 

一、人口販運之定義及緣由 

全球化人口移動潮流，所帶來的「人口販運」問題，是目

前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難以忽視的重大挑戰。臺灣由於經濟繁

榮且海島地理情形特殊，隨著兩岸的開放及全球化人口移動潮

流，已成為東南亞地區婚姻移民和勞動人口的輸入國。近年來

不法人蛇集團進行非法偷渡或販運所創造的巨額利潤更引起國

際犯罪組織以企業化的經營方式，結合了更多的犯罪和暴力，
103

嚴重傷害人權、影響治安，對我國國際形象之影響極為重大，

且成為全球各國國家安全的巨大威脅，亦使得各國在人口販運

問題的預防與查緝工作越顯困難。 

人口販運係指為剝削目的而透過暴力威脅或其他形式的強

迫手段，例如誘拐、詐騙、詐欺、濫用權力或利用弱點或藉由

收受酬金或利益取得另一人同意對其擁有控制權等方式，進行

召募、運送、讓渡、窩藏或接受人員的情事。由於兩岸關係複

雜、地緣及社會結構因素，致使偷渡來臺、虛偽結婚、人蛇集

團、人口販運等情形交錯存在且大幅增加。 

根據美國國務院於 2006 年 5 月出版「2006 年人口販運報

告」之資料，臺灣被指稱是以性剝削和強迫勞動為目的之人口

販運來源地、中轉地與目的地。美國將我國政府對打擊人口販

運所作之付出與努力，尚不足以充分證明對人口販運問題，提

                                                 
103 2003 年 8 月 26 日在苗栗通宵外海，偷渡船蛇頭船長因為逃避追緝，罔顧人命，強行把偷渡的

26 名女子推落大海，造成 6 死的慘案，震驚社會。聯合報，2003 年 8 月 29 日，A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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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持續有效及重要之打擊與防制措施，而列為第 2 級特別觀察

名單（Tier 2 Special Watch List）
104
。觀察臺灣人口販運的

現況，美國司法部助理副部長貝克（Grace Chung Becker）指

出，臺灣人口販運問題很嚴重，與美國最大不同是，臺灣跨國

婚姻與人蛇集團嚴重掛鉤，合法入境卻被迫賣淫，在美國，大

多數是非法入境之後，再被人蛇集團誘騙。對於美國政府打擊

人蛇，首先要保護受害人，並指出臺灣政府對受害人保護仍不

足。
105

我國現行刑法第 296 條、第 296 條之 1
106
及兒童及少年性交

易防制條例第 23 條至第 25 條對於人口販運均設有處罰規定。

但刑法 296 條之 1 條條文中雖有買賣與質押人口等處罰規定，

因其構成要件嚴謹，故所犯未符該構成要件者，法官常以妨害

自由或偽造文書論處，使得人口販子僅受輕微懲處，未達嚇阻

之效果。此外，對於取締非法入境的受害者予以遣返處置，不

                                                 
104在「2006 年人口販運報告」之中，世界各國對打擊人口販運所作的努力，被美國國務院分為 3 級，

而美國對於各國之分級基準及標準，則以美國「2000 年人口販運及暴力犯罪人保護法」（Victims of 

Traficking and Violence Protection Act of 2000）為準據法。第 1 級是完全遵從最低標準，第 2 級是未

完全遵從最低標準，但已作出相當努力，企圖達到上開法律之最低標準，又分為一般觀察名單及特

別觀察名單，主要是因為未能提供充分之證據，用以證明曾在 2005 年就打擊人口販運之議題，提

出重要之防制措施。我國雖有充分之行政及司法資源，對於人口販運的受害者保護仍嫌不足，尤其

對於受害者會被送往面臨迫害或懲處的國家，臺灣並未提供合法的替代處理方案。美國國務院「人

口販運問題報告」將臺灣降到第二級觀察名單，嚴重衝擊臺灣形象。見美國在台協會網站：

http://www.ait.org.tw/zh/news/officialtext/viewer.aspx?id=2006060502。2007 年 6 月。 
105臺灣執法單位所面對的挑戰是獨特的，必須辨別出哪些婚姻是正當的，哪些又是幌子。臺灣國際

勞工協會秘書長顧玉玲指出，政府應給予受害人「長期居留權」和「工作權」，並予以「除罪化」。

婦女救援基金會執行長高小帆則批評說，現在內政部指示所屬機關的協調機制，還是以案件偵辦為

主，還有受害人在台期間受到粗暴待遇，並沒有被當作受害人。中國時報，<假結婚真賣淫 人蛇

讓台灣矮一截>，2007 年 4 月 13 日，A5。 
106 刑法 296 條規定：使人為奴隸或使人居於類似奴隸之不自由地位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

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刑法 296-1 條規定：買賣、質押人口者，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金。意圖使

人為性交或猥褻之行為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七年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金。以強暴、

脅迫、恐嚇、監控、藥劑、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犯前二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

一。媒介、收受、藏匿前三項被買賣、質押之人或使之隱避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得

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金。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四項之罪者，依各該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第一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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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缺乏人道的安置庇護，對於隱藏於後的犯罪集團更是無法約

束。 

二、落實執行防制人口販運行動計畫 

為展現我國打擊人口販運犯罪案件之決心，在婦女與社會

團體的努力之下，行政院建立跨部會聯繫協調機制，於 2006 年

11 月 8 日頒布「行政防制人口販運行動計畫」，主要目的為檢

討我國現行相關法治，整合各部會力量，落實保護

（Protection）、預防（Prevention）及起訴（Prosecution）

之 3 大面向整體防制策略及 25 項具體指標。防制的策略包括：

加強保護被害人、預防人口販運案件之發生以及積極查緝人口

販運犯罪等，透過此一跨部會機制的合作，政府展現了在積極

防制人口販運的決心與行動力，並由「行政院防制人口販運協

調會報」持續追蹤管考各部會權責辦理事宜，協調會報通過「防

制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研訂被害人安置標準作業程序，

另也要求各部會對於人口販運議題需加強教育訓練與宣導等事

項。有關執行防制人口販運行動計畫各面向之成效如下： 

（一）保護層面：給予被害人適當之安置處所、確保其人身安全、

免除相關刑罰及行政罰及給予適當之諮商與輔導等作

為。另已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增列第 7章「跨國（境）

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專章，為進一步有效打擊人

口販運犯罪。 

（二）預防層面：加強國人對人口販運議題之認識瞭解、強化外

來人口對其權益之認識、檢討現行外勞政策與制度等作

為。 

（三）起訴層面：專人專責積極查辦人口販運案件、對加害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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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求刑及強化各機關橫向聯繫協調等作為。 

2007 年 6 月 13 日美國國務院公布「2007 年人口販運報

告」，我國從「第二級觀察名單國家」提升為「第二級名單國家」，

顯示我國政府在打擊人口販運犯罪集團付出的努力已展現出具

體的成效，美方對於我國政府訂定防制人口販運行動計畫，並

建立跨部會的機制表示肯定，尤其是在人口販運案件的起訴、

判決以及處罰方面有明顯的作為。報告中亦肯定外交部對於防

範跨國人口販運所做的政策改變，包含外籍勞工不需透過仲介

業者而直接申請來臺工作，以減低可能的剝削情形；同時也取

消了婚姻媒合仲介業者的商業登記申請等。 

在 2008 年 6 月 5日美國國務院公布人口販運報告中，我國

評等相同列為「第二級名單國家」，在這份最新報告中，美方對

於我國政府加強查察及起訴人口販運案件，通過修正「入出國

及移民法」使防制人口販運有法源依據，為加強防制人口販運

核定「防制人口販運執行計畫（2008-2010 年）」，並編列預算

新台幣 3.9 億元以落實保護被害人，及積極進行各項預防宣導

等之政策作為表示肯定，並給予未來工作多項建議。 

三、未來展望 

人口販運對人權之戕害無法見容於國際社會，我國對人權

重視與維護一向列為政府重要施政目標。防制人口販運牽涉層

面廣泛，事涉各部會權責，必須有效統合協調各部會全力執行。

藉由政府與民間的資源先行整合，有效打擊人口販運之不法犯

行，預防並減少跨國犯罪與社會治安問題的產生，加強救援與

照護人口販運受害者媒體宣導，可教導民眾維護與彰顯人權之

重要性，並學習互相尊重，減少歧視的態度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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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對於防制人口販運極為重視，惟人口販運並非單一問

題，防制工作亦面臨諸多困難，例如人口販賣被害人之辨識及

事實調查，其中從事家事工作之家庭類外勞，雖已建構輔導網

絡、提供免付費之申訴管道以及於機場建立申訴服務機制，惟

因違法事證難以取得，仍有認定之困難。 

人口販運防制是跨越國境的工作，對外而言，需國際間情

資交流、相互支援；對內而言，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第 7 章為

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專章，此亦是一項跨部

會且須長期投入的工作，基此，內政部結合勞委會等相關部會，

制定「防制人口販運執行計畫(2008-2010 年)，加強被害人庇

護安置、收容、遣返及國際合作等面向，相信藉由執行計畫之

落實推動，必能提升我國防制人口販運之整體作為，繼續改善

我國國際形象。 

貳、收容遣返與人權保障 

一、現行收容法制規範 

（一）有關外籍人士收容係依據「外國人入出國境及居留停留規

則」第 24 條規定，外國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暫

予收容： 

1.受驅逐出境之處分而尚未辦妥出境手續者。 

2.非法入境、逾期居留或逾期停留者。 

3.受限令出境之處分而有藏匿之虞或其行為有違反我國法令

者。 

4.其他有事實足認有暫予收容之必要者。   

（二）大陸人士收容係依據違反「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 18 條

第 1 項內容規定，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有下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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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之一者，治安機關得逕行強制出境。但其所涉案件已

進入司法程序者，應先經司法機關之同意： 

1.未經許可入境者。 

2.經許可入境，已逾停留、居留期限者。 

3.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工作者。 

4.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行為者。 

5.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者。 

前項大陸地區人民，於強制出境前，得暫予收容並得

令其從勞務；或是國境線上未通過面談隔夜遣返；二度面

談(境內)未通過，交由轄區警察局收容遣返；或經法官、

檢察官責付而收容，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 

二、收容現行爭議點 

以現行法理基礎，收容一方面是為了完成強制出境目的而

採行的暫時性拘束人身自由之措施，係屬單純的行政措施，與

刑事程序上逮捕、拘提、羈押有區別之分。另一方面，收容涉

及人身自由之剝奪，本質上應受到憲法優位性原則之支配。（簡

建章，2005：134） 

在不確定法律概念下，若沒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戶

籍，並拿到身分證，就隨時可能因廣泛且不公的事由被驅逐出

境。例如「有危害我國利益….之虞」、「從事與居留目的不符之

工作」、「危害國家安全」、「觸犯社會秩序維護法」
107
等，行政

機關得單方逕行決定並執行驅逐與收容處分，事前無須經司法

機關之裁決，對於人民權利之侵害極為嚴重。有關收容制度在

程序上的缺點是：均由行政機關單方、片面做成決定，而非法

                                                 
107 見兩岸關係條例第 18 條規定：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工作者及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行為

者，大陸配偶若查獲聚賭、賣淫、非法打工，亦要付出被驅逐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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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且收容之期間均無上限。移民法雖然有 15 日之限制，但無

延長次數的限制；收容與驅逐之行政處分，均未設計較為中立、

公正之裁決程序；甚至連一般行政處分所適用的極簡單行政程

序保障都明文排除。 

移民法制涉及國家主權的維護與安全的保障，通常容許主

管機關擁有較大的彈性，對侵害權利重大之驅逐與收容處分，

亦應有最低標準的程序保障。例如美國境內之外國人，均受憲

法正當程序（Due Process）條款之保障，除自願離境外，驅逐

出境應給予聽證機會。移民法並規定應由獨立之移民法官審理

禁止入境與驅逐出境之事項。（廖元豪，2006：94）正當程序之

保障，應無區分本國人及外國人之必要，憲法規定之身體自由

之保障應屬於普世適用的人權，而行政程序禁止恣意之原則，

也不應受處分人之身分不同而有所差別。從保障人身自由的角

度上，亦不容許無限期的收容及凌虐事件。
108
。 

三、遣返作業 

（一）收容外國籍人士原因若消滅時，收容所應對被收容人代為

辦理入出國手續，包含機票、護照、繳回外僑居留證…等

手續完備時，則予以戒護遣返出境。收容期間外國人得執

行加速遣返作業
109
程序，以減輕收容困境。 

（二）大陸人士之遣返作業係共識於金門協議。1990 年間，由於

兩岸緊張的情勢，大陸同胞非法入境遣返作業係由國防部

負責，採取原船遣返的方式辦理。其中於 1990 年 7 月 21

                                                 
108 移民署臺中市專勤隊科員馬韻傑爆發凌虐女收容人事件及外勞被打成腦震盪，這種行為已違反

世界人權宣言和公民政治權利國際公約，政府一再強調是講求人權的國家，不應出現此種行為。蘋

果日報，2007 年 10 月 16 日，A1 版。 
109收容外國人主動函文催促遣送事宜：（1）收容期間逾 1 個月以上（有返國機票、證照有效、罰鍰

繳納完畢且無涉刑案者）。（2）心神喪失或罹患重大疾病，收容將影響其治療或有危害生命之虞者。

（3）懷孕或罹患傳染病者。（4）年幼、衰老或身心障礙致不能自理生活者。（5）其他有事實足認

為有影響收容管理秩序之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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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被我方依原船遣返原則處理之「閩平漁 5540 號」漁船，

發生 25 名遣返者囿於狹窄的船艙，以致於窒息死亡的慘

劇，遭大陸媒體嚴厲抨擊臺灣軍方違反人道精神，並經由

大陸紅十字會組織來電請求查明真相，接著發生「閩平漁

5202 號」漁船斷裂，僅救起 29 人，失蹤 21 人事件，遣返

大陸偷渡客再度成為社會批評的焦點。（沈道震，2002：

43-46）當時國防部長陳履安先生有意藉由兩岸紅十字組

織的管道妥善處理大陸同胞非法入境遣返問題，遂於 8 月

15 日由國防部召開之「改進大陸同胞非法入境遣返作業研

討會議」中，達成以紅十字標誌與旗幟，委請紅十字會全

程參與見證國防部遣返作業的協議，成為兩岸紅十字會簽

署金門協議的依據
110
。 

（三）收容、遣返執行上常見之問題： 

1.各處理中心經常人滿為患—面對源源不絕的大陸偷渡客，警方

加緊查緝時，各處理中心經常人滿為患，且有進無出的窘

況，更增加無處收容之困境。 

2.遣返主動權受制於中共—兩岸關係若因政治及其他糾紛，處於

低潮期時，對方即藉故遲延遣返作業。 

3.部分偷渡客收容時間過長—依程序規定遣返名冊須洽請對方

協助查核身分資料，部分偷渡客害怕遣返後遭大陸處罰，

用假姓名及假地址應訊，拖延查核時間，甚至收容時間有

達 7 年之久者。
111

                                                 
110

金門協議是源於特殊的、複雜的兩岸關係下，經過兩岸雙方協調、取得共識、用以解決敏感但

卻又極為重要的非法入境者以及刑事嫌疑犯遣送問題。紅十字會是一個中立的國際性人道組織，為

兩岸所共同接受的民間單位，扮演見證遣返的角色與發揮居中協調聯繫之功能，其遣返過程的主導

者，仍為雙方政府部門之業管單位。紅十字會基於人道立場參與見證遣返作業，並接受政府委託，

依法源規範辦理。 
111 大陸籍陳x強，係故意連續多次提供不實之姓名及地址，拖延雙方查核身分資料之時間，致收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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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容時間過長，易滋事端---尤其是逢年過節，所謂每逢佳節

倍思親之時，歸鄉遙遙無期，情緒不穩稍受煽動，則發生

鬧房、絕食抗議、自殺….等情形，另外對於涉案者司法

機關宜速審速結，切勿拖延懸宕，以免橫生枝節，徒增收

容、遣返之困擾。 

 

表 6-4  歷年收容遣返大陸偷渡犯統計表 
 

製表日期：2007 年 5 月 31 日 

收容人數 遣返次數及人數 
年度 

男 女 小計 梯次 男 女 小計 

81.7~12 2,749 155 2,904 12 1,698 114 1,812

82 5,684 260 5,944 25 5,709 277 5,986

83 3,056 160 3,216 23 4,514 196 4,710

84 2,094 154 2,248 7 1,332 95 1,427

85 1,449 200 1,649 10 2,072 178 2,250

86 1,071 106 1,177 6 1,052 164 1,216

87 1,183 111 1,294 5 1,030 91 1,121

88 1,656 116 1,772 6 1,092 74 1,166

89 1,201 326 1,527 7 1,083 147 1,230

90 872 597 1,469 12 1,269 679 1,948

91 826 1,206 2,032 9 794 608 1,402

92 538 2,920 3,458 14 680 1,557 2,237

93 706 1,077 1,783 9 330 1,110 1,440

94 936 177 1,113 14 745 1,607 2,352

95 747 87 834 9 925 671 1,596

96 162 21 183 3 341 120 461

合  計 24,930 7,673 32,603 171 24,666 7,688 32,354

說明：大陸地區人民非法入境之收容、遣返，係自本部 1992 年 7 月 1 日接辦﹝國防部﹞業務起計。 

 

資料來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 

 
                                                                                                                                               
了 7 年又 15 天才遣返離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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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收容遣返程序，係為對於人身自由之剝奪，由行政機關加以

認定執行，不符合法治國精神。雖然行政程序法明文排除了外籍人士

及大陸地區人民之適用，但人身自由屬於憲法保留，應該給予相對的

救濟程序。在辦理遣返作業受限於兩岸金門協議下，宜本於互信、互

助、互利的信念，共同研商另闢更為周延的遣返新管道，以因應解決

收容爆滿及緊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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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論 

政府為能有效制定合適的移民政策，對移民現狀必須先能深入瞭

解，予以掌握。隨著全球化的浪潮，因為合法及非法途徑所形成的新

興移民，已經成為工業先進國家所面臨的重要課題，受到國家安全及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治安等的影響，各國紛紛制訂不同的移民

政策以為因應。本文提出研究發現，並試提出建議解決之道，以供後

續研究及提供參考改進。玆分述如后：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壹、跨國婚姻成為新移民移入的主要途徑 

全球化是跨國婚姻成因之一，臺灣變成大陸地區及東南亞地區異

鄉女子的新夢土，而婚姻是她們奔向臺灣的主要途徑。兩岸政策上的

開放，使人民之間交流更頻繁，促成兩岸婚姻驟增之現象；東南亞跨

國婚姻之形成，是南向政策與國內邊陲地區男性無法在婚姻市場尋得

適當對象，透過婚姻仲介而使得跨國婚姻越趨成長。政府在保障家庭

團聚權益及人權團體的壓力下，對於跨國婚姻的新移民數量將越來越

趨放寬。 

貳、採行制度之不同係因移入數量及特性之懸殊性 

目前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所採行制度不同，係因數量及移入制度

整體考量。因為大陸與外籍配偶移入數量及特性的懸殊，政府對於大

陸或外籍配偶取得台灣地區人民身分制度之設計，考量衡酌兩岸關

係、國家安全及我國社會實際需要及人口結構變化、社會資源的負擔

等均會造成不同程度的影響而出現差別待遇。以移民法制規範而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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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外籍人士之權益不如本國人，大陸地區人士的權益實不如外籍

人士，而難民的權益更為次等。 

參、移民類別未來趨勢與國家之移民政策息息相關 

全球化時代資金及人員可以快速流動的特性，先進國家皆調整制

度篩選對其經濟發展有貢獻之移民申請者之標準，以創造就業機會及

繁榮經濟，並設計提供方便入境手續、優惠措施與就業的方式作為政

策訂定的方向。此類新移民的進入，不但可以縮短培養人才的時間，

有利增加就業機會，促進經濟發展，亦可以快速提升國家的競爭力。 

肆、發展多元文化教育是達到互助雙贏的最好策略 

移民政策考量不同的需求層面，對社會所帶來的衝擊影響及國家

發展的利益，政府應積極輔導協助新移民盡快融入社會生活，發展多

元文化教育，教育社會大眾尊重文化差異，建構一個多元文化並存的

移民國家，是達到互助雙贏的最佳策略。 

伍、移民政策缺乏完整性及全面性 

移民政策的制訂是考量國家整體發展而為一項跨部會層級協調

合作的完整措施。目前大陸地區人民入境是由陸委會主導，高科技人

才的引進屬於國科會、教育部、青輔會等職權，至於外籍企業的經理

人員、管理階層與外勞的引進為勞委會的職掌，逃逸外勞、逾期停留

及非法移民之查緝為入出國及移民署之業管，僑務委員會負責僑民之

輔導事項，由各部會自行擬訂職權劃分的標準，亦無適當的政策執行

評估引以為鑑，此從查緝不完的逃逸外勞即可得知外勞政策的管理窘

境。至於執行機關入出國及移民署是否有統合各部會移民業務能力，

亦是成立後的一個觀察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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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建議 

回顧先進國家頻繁修正移民制度以順應時代的潮流及符合國家發

展的利益，並提昇國家競爭力。依據本研究及歸納之結論，研究者提

出下列建議如下： 

壹、研訂配套法制作業並宣導移民政策白皮書 

全球化的浪潮下，以往「移入從嚴，移出從寬」之移民政策已不

敷時代潮流，人流之快速移動且多元化主義的盛行，政策制訂方面，

政府除積極研訂難民法以建立符合國際人權法制之標準及相關移民

配套法制作業外，依據現階段我國人口政策綱領之內涵中，加強宣導

移民政策白皮書，將移民對策目標規劃為掌握移入發展趨勢、深化移

民輔導、吸引專業及投資移民、建構多元文化社會、強化國境管理、

防制非法移民等六項對策，期建構一個兼容並蓄、多元繁榮之安定新

社會，並為行政機關政策執行之依據。 

貳、輔導與管理並重保障合法取締非法 

為避免異常婚姻，防杜非法人口買賣，除加強面談及訪查機制

外，並獎勵民眾合作檢舉，期以全民共同參與取締非法。婚姻仲介不

應是一種行業，而應是美事一椿，禁止跨國婚姻商品化廣告並積極輔

導現有的婚姻仲介業者轉型。政府應建立社會對兩性平權及婚姻價值

的尊重，並積極加強輔導新移民融入社會生活。 

參、將移民的消極政策改為積極性政策 

台灣的人口組成，已經從封閉系統進入開放系統，非法移民前仆

後繼冒著偷渡危險來臺非法打工，不如創造一個「多階段臨時性簽證」

的身分合法的容納他們，政府合理收取簽證、服務、登記、擔保等費

用，不但可增加國庫收入，由合法管道出入國境，亦必減少偷渡的成

本及風險，於效期屆滿前，應鼓勵其與本國連繫並返國，以符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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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流移動的趨勢。 

對於新移民中不乏年輕、具有學經歷的專業人才，尤其是大陸地

區人民入境後工作權及學歷認證，受到限制，政府宜建立人力資源資

料庫，以應用其專長特點，發揮所長，以充分利用人力資源。 

對於執行機關應從舊有體制蛻變，提升組織管理協調聯繫及輔導

移民之功能，加強移民官員專業訓練及執法知能，並注重基本人權、

多元文化、族群平等觀念的建立，以提昇我國國際形象。 

肆、肯定不同文化族群發展多元文化的新價值 

多元文化論主導下的移民政策，即是國家應該透過一系列文化多

元性的政策與計畫，是對於少數團體權利的尊重與保障，認同文化的

差異性，並完成制度上的公平與正義，讓移民能夠很快地融入社會。

以包容、接納、平等對待的積極態度，正視台灣社會多元文化結構，

肯定不同文化族群價值，積極接納外籍與大陸配偶，重視多元文化社

會所創造的新價值。例如澳洲訂定「融合日」，國民統一穿橘色衣服，

以示尊重與融合。 

伍、設立單一窗口擴大移民回流服務 

在全球化的趨勢下，遷移的觀念已有所改變，移民不再只是單

向、單次的移動，往返於移居地與原居地之間的頻率將會增加。同時，

這些擁有經濟實力的中產階級及其子女，在國外經商、受教育甚至從

政，無論在資金、經驗及拓展第二外交上，不啻是政府的重要資金與

人力資源，因此政府加強對於回流移民的關注與輔助，對於國家整體

經濟或外交面向而言是有助益的。政府於移出政策規劃時，可設立「單

一窗口」統一辦理僑民之諮詢服務與綜合輔導事項。一則可讓即將移

民者於受惠後抵達移居地能宣揚國家政策，能減低移民在海外的風險

及適應困難，再則移居海外的台灣移民對於子女的教育極為重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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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華人文化對於家庭與國族的重視，政府應有政策性措施協助其下一

代仍能學習華語文及對中華文化有一定的認識，以加強僑民之向心

力，擴大回流服務，並建立動態資料庫。 

移民政策亦應提昇為保僑護僑的戰略目標，例如中共除了編制龐

大的僑務工作組織，更甚而將僑務工作提升至戰略層次，並且列為國

家級重點工作之一，由戰略到戰術，由人才、資本吸收到留學生照顧、

聯繫，由一般僑民到特定的台胞都曾觸及，此一事實，政府應有更好

的戰略及戰術對應，莫不可等閒視之。 

陸、善用移民市場機制 

企業往來國際頻繁，往往比政府對於全球移民經濟市場有更敏銳

的察覺力。對於各先進國家因應世界潮流及國家發展所採取之移民制

度的最新變革及策略，有深入接觸並多所瞭解；部分移民業務機構並

參與合作特定先進國家的商業移民政策中，擁有豐富的移民市場經

驗，對於吸引資金、跨國際人才的流通及移民相關優惠制度的實施，

政府應該多加重視雙方互動關係，並進一步請其提供意見，以為政策

修訂之參考。 

柒、研訂不同居留移民類別刺激經濟景氣創造國際知名度 

創造臺灣國際知名度，吸引存款達到一定數額之居留消費移民名

額，或給予國際間及大陸發達各省符合資格條件者抽籤移民之名額。

例如吸引國際知名人士投資大師羅傑斯或吸引國際知名藝人等來臺

投資並居留本地，一方面可以促進消費，刺激經濟景氣，另一方面滿

足其對於嚮往「自由寶島臺灣」的好奇心，達到臺灣是國際村的美好

聲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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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展望 

臺灣受到與大陸糾葛不清的歷史因素影響，有關移民政策的規範

與管理機制，一直呈現紛亂不一致的現象。往往移民政策就會落入國

家認同的爭論中，在面對全球化跨國人口流動的發展趨勢下，移民議

題多且廣泛，臺灣必將重新檢視過去的歷史包袱，為提升國家競爭力

而重新建構出一個適切性的移民政策，如何整體性的研究將是一個未

來重要的課題。 

壹、政策制訂方面 

一、移民政策涉及國家利益的各個層面，移民議題多且廣泛，移民

政策之規劃應有前瞻與挑戰性，能使國家力量向外發展的移民

政策，才堪稱有效的移民政策。若未來研究能夠延伸深入社會

福利、文化、經濟、政治，甚至外交等各個層面，將會更為恰

當。 

二、婚姻產生的人口不應該是以政策、配額來管制的。以人權為主

要考量時，即不應設有限制性配額。而婚配移民可能是勞動力，

或者成為依賴人口，目前政府將其歸類於非經濟性移民，定期

檢討並動態調整大陸配偶居留定居條件，並計算出最合理的配

額，則不無疑義。移民計畫經濟的思維或者採取計分制度的實

施，吸引高素質、年輕化及高生產力者列為優先考量其順序，

將會是另一個未來研究的課題。 

三、若觀察移民政策執行情況，則不難發現這整個系統是處在一個

割裂的情況下，因為幾乎所有主要的移民相關服務都不只是由

一個執行單位所責責，其幾乎橫跨了行政院轄下所有單位，例

如內政部、外交部、經濟部、財政部、教育部、僑委會等等，

這不僅使協調工作變得相當困難，權責更不易劃分清楚。而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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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論 

政部下設「入出國及移民署」來統整負責整個移民事務，未來

評鑑其是否有統整跨部會移民事務的能力，將會是深入研究的

課題。 

貳、跨國際安全層面 

一、有鑑於非法移民、人口販運議題錯綜複雜，非單一部會權責，

防制管理工作亦需長期投入及國際共同的合作。駐外人員在搜

集犯罪情資，安全過濾調查及入境前和遷出後之移民保護輔導

方面，推展安全及輔導網絡於境外，將是另一個深入研究的方

向。 

二、仿照德國之於歐盟發展指紋認證系統，使各國了解合作與管理

移民的重要性，臺灣實施按捺指紋建立資料庫及外僑 IC 晶片

卡，對於提供區域、國際間合作資訊交流及防範犯罪、非法移

民等問題，有實質上的助益，唯未來如何配合推動我國成為區

域性及全球性安全網絡的一環，尚有研究發展合作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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