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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偶來台政策與實務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署長 謝立功

中 華 民 國 9 8年 1 0月 1 4日

1、本資料之智慧財產權屬著作人所有，經著作人同意登載於本會網站。
2、如有引用本資料，應遵守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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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 由於兩岸交流日趨頻繁，自民國81年迄今，在大
陸地區完成結婚手續並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驗證兩岸通婚的數量已有二十八餘萬對，國人
與大陸地區人民之婚姻關係大多容易因婚姻感情
基礎薄弱、家庭經濟弱勢、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及
家庭地位低落等因素，致衍生諸多問題。

¡ 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在台生活的各項權益，並
落實馬總統所提出「保障婚姻移民享有完整的工
作權與社會權」的人權政策，移民署除秉持「反
歧視」、「民主國家的法治原則」、「保障真實
兩岸婚姻生活權益」、「假結婚杜絕於外」四項
原則，並配合修法，執行推動保障大陸配偶人權
及維護生活權益等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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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一）
歷年跨國通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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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一）
歷年跨國通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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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二）
─外配與大陸配偶人數概況

423,814合計

131,194 (30.96%)女

10,775 (2.55%)男141,969 
(33.50%)

外籍

6,308 (1.49%)女

5,381 (1.27%)男11,689 
(2.76%)

港澳

258,449 (60.99%)女

11,707 (2.77%)男270,156 
(63. 75%)

大陸

人數性別人數

外籍與大陸配偶人數概況(1987.01至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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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三）
外配與大陸人數概況—國籍別(圖) 1987.01至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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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四）
外配與陸配人數概況—居住區域分布(前五名)
1987.01至2009.08

25,17227,60144,97845,14780,812合計

15,7719,40120,7476,85428,62916,34934,86410,28356,99523,817人數

大陸
(含港
澳)

外籍
大陸
(含港
澳)

外籍
大陸
(含港
澳)

外籍
大陸
(含港
澳)

外籍
大陸
(含港
澳)

外籍國籍別

台中縣高雄市桃園縣台北市台北縣縣市
統計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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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外籍與大陸配偶現況（五）
—佔地區總人口比例前5名

341,001388,624 3,857,840 1,970,358 9,860人口數

7,4118,53280,81244,978471外配人數

2.18%2.20%2.10%2.29%4.78%比率

花蓮縣基隆市台北縣桃園縣
連江
縣

縣市
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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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署目前重要政策工作

¡ 為落實人權保障，並逐步放寬對於大陸配偶在臺之工作
權、身分權及財產權，有關「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案已於本
(98)年6月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並奉總統98年7月1日
華總一義字第09800160091號令公布，自98年8月14日起
施行，另亦配合本條例同步修正「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許可辦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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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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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大陸地區人
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茲就
本署執行面逐一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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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陸配偶在大陸未成年親生子女：
（1）14歲以下申請來臺探親之時間為每次6  

個月，必要時可辦理延期，每次6個月
；曾依前項申請來臺者，其年齡在14歲
以上至18歲以下，其停留期間亦同。

（2）14歲以上至18歲來臺探親之時間為每
次2個月，每年可以申請3次。

2.臺灣地區人民之18歲以下親生子女，得申
請來臺長期居留，在臺長期居留前得申請
探親，停留時間為每次6個月，必要時可辦
理延期，每次6個月。

3.大陸地區人民之親生子女，為現在婚姻關
係存續中之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年齡在18
歲以下，得申請長期居留，在臺長期居留
前得申請探親，停留時間為每次6個月，必
要時可辦理延期，每次6個月。

大陸配偶之前婚姻未成年子女，得申請來
臺探親：

（1）12歲以下申請來臺探親之時間為每次
6個月，必要時可辦理延期，每次6個
月；曾依前項申請來臺者，其年齡在
12歲以上至16歲以下，其停留期間亦
同。

（2）12歲以上至16歲來臺探親之時間為每
次2個月，每年可以申請3次。

探親

1. 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個月。
2. 發給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1. 停留期間不得逾六個月，必要時得申
請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六個月，每
次來臺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年。

2. 發給一年至三年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
證

團聚

修正規定原規定事由

停留(團聚、探親、探病)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20條、第24條條文修正草案
簡表 98年8月12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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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入境時由移民署國境隊代保管大陸證
照之規定。

原入境時由移民署國境隊代保管大陸證
照。

代保管大陸證照

放寬為大陸人士來臺全面直接核發入出境
許可證。惟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
之配偶初次來臺或經核需接受面談、按捺
指紋者，須經由指定之機場、港口入境。

原核發大陸人士入出境許可證影本，並持
憑於香港、澳門換發正本後入境。

核發入出境許可證

放寬為其在臺灣地區未育有已設籍之未成
年親生子女者，前項第二款不予許可期間
減為二分之一；其育有已設有戶籍之未成
年親生子女或離婚仍行使、負擔對於該子
女之權利義務者，不予管制。

逾期未滿六個月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一
年；逾期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其
不予許可期間為二年；逾期一年以上
未滿三年者，其不予許可期間為三年
至五年；逾期三年以上者，其不予許
可期間為五年至十年。

大陸配偶因逾期停
留縮短不予許可期
間

放寬為在臺灣地區有三親等內血親，得來
臺探病或奔喪。

原在臺灣地區有二親等內血親。探病或奔喪

一 放寬為在臺灣地區有二親等內血親。
二 放寬為依親階段或其子女經許可來臺
團聚，懷孕七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
後二個月未滿。

三 放寬為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個月，並不
得辦理延期，每年來臺不得逾三次。

一 原在臺灣地區有一親等內血親。
二 原為長期居留者。
三 原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個月，必要時得
申請延期一次，期間不得逾一個月，
每年總停留期間不得逾二個月。

探親

修正規定原規定事由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簡表
98年6月8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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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定居
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98年8月14日修正施行

一、經團聚許可入境後，得申請在臺依親居留。
二、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
日者，得申請長期居留。

三、在臺長期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者，
得申請定居。

四、大陸配偶取得我國身分證時間由8年縮短為6年，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施行前，已符合團聚且每
年合法停留逾183日者，亦得轉換併計為依親居留
或長期居留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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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定居
配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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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一、修正保證人順序限制。
二、修正「妨害善良風俗或妨害風化、妨害婚姻之紀
錄」與「與依親對象無同居事實」等得不予許可
及撤銷廢止許可之事由。

三、刪除已離婚且取得在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之大陸配偶，受其監護之子女每年須在
臺居住逾183日之規定。

四、修正「依親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與「因遭受
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設有戶籍之
未成年親生子女」等情形，視為申請原因繼續存
在；並增列依親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得溯及既
往，可重新申請來臺依親居留之規定。

五、修正依親居留證效期為3年，延期每次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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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定居
配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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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六、修正有數額限制之專案長期居留申請案，隨同申請之未成年子
女年齡認定，以申請時為準。

七、修正下列情形得以社會考量申請專案長期居留：
(一)大陸配偶之親生子女，為現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臺灣人收

養，且年齡在18歲以下。
(二)增列經許可在臺長期居留或定居之臺灣人之大陸配偶之親生
子女，申請來臺探親時之年齡在14歲以下，在臺停留連續4
年。

(三)臺灣人之18歲以下親生子女。
八、增列以專案長期居留申請或隨同申請在臺長期居留之未滿18歲
子女，得申請入學。

九、刪除申請定居須檢附財力證明之規定。
十、修正依親對象死亡且未再婚，長期居留連續4年得申請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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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定居
配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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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其他相關配合修正法規，放寬大陸非婚生之未成
年親生子女申請來臺探親，同時修正申請依親居
留數額為不限，長期居留數額為每年1萬5千人，
但為保障已在臺居留之陸配合法權益，明定98年8
月14日前，已符合長期居留規定，或施行後，經
轉換併計符合長期居留規定者，數額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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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定居
修正放寬大陸配偶於依親居留期間即有工作權，大陸配偶於長期居留期間

可繼承不動產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修正為依親居
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不論在臺有
無未成年親生子女，均視為申請原
因存在，得在臺繼續居住。

依親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
亡，視為申請原因繼續存
在

依親對象死亡，在臺無未成
年子女，須限期10日內離境

4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避免具有歧視
象徵，刪除申請定居時須檢附財力
證明規定。

（刪除）定居檢附財力證明3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刪除離婚且取
得在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之大陸配偶，受其監護之子
女每年須在臺居住逾183日規定。

（刪除）離婚後受監護之子女須在臺
居住逾183日

2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刪除現行依親
居留及長期居留證，延期時繳交全
民健康保險費憑證規定。

（刪除）繳交全民健康保險費憑證1

說明修正規定原規定

陸配權益修正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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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外配權益衡平，修正依親居
留期間工作不需申請許可。工作不需申請許可工作需申請許可8

修正與依親對象無同居事實為申
請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得
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撤銷或
廢止其許可之事由，以增加行政
裁量空間，協助特殊個案。

申請得不予許可；已許可者，得
撤銷或廢止其許可

申請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銷
或廢止其許可

7

修正大陸配偶申請依親居留、長
期居留或定居，臺灣保證人順序
規定，增列申請人有特殊情形，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不受覓保
證人順序之限制，以增加行政裁
量空間，協助特殊個案。

申請人有特殊情形，得不受覓保
證人順序之限制

申請時，應由依親對象或在臺2
親等內親屬為保證人，無依親對
象、2親等內親屬，或保證人因
故無法履行保證責任，且未能覓
前項保證人者，得覓在臺有正當
職業公民為保證人

6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依親居留或
長期居留期間，依親對象死亡且
未再婚，長期居留須連續5年始
得申請定居規定，修正為4年。

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依親
對象死亡且未再婚，長期居留連
續4年得申請定居

依親對象死亡且未再婚，長期居
留須連續5年得申請定居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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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外配權益衡平，修正申請專
案長期居留者與隨同申請之未滿
18歲子女，得申請入學。專案長期居留者得就學（無規定）11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增列因遭受
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
在臺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
女，視為申請原因繼續存在，得
在臺繼續居住。

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
且有未成年子女，視為申請原因
繼續存在

（無規定）10

為與外配權益衡平，修正遺產繼
承規定。

繼承動產金額不限，長期居留者
可繼承不動產

僅能繼承動產200萬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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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及按捺指紋

¡ 為防止企圖不法之大陸地區人民藉由以虛偽結婚為手
段，來臺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對我政府或人
民製造混亂事端，輕則破壞社會秩序，訂定之「大陸
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規定。

¡ 自民國92年9月實施面談制度後，對於假結婚真賣淫之
案件發揮嚇阻效用，本署自96年1月2日起至98年9月30
日止，包括「國境內」(全國各地)及「國境線」(機
場、港口)，共計面談9萬3,007件；其中通過面談計6
萬4,182件，不予通過面談計1萬1,730件，不予通過比
例占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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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婚姻移民人道待遇及工作權保障」政策 ，爰修正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

一、面談對象：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居留、定居之大陸地區人
民(必要時，其在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亦應接受訪談)。

二、申請人及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接受面(訪)談時，應備文件：面
(訪)談通知書(但受理申請當時面談或於國境線上面談者，免
附)；身分證明文件；其他佐證資料。

三、為擴大保障人權，俾利面(訪)談順利進行，接受面(訪)談者為
聾、啞或語言不通者，入出國及移民署於面(訪)談時，得用通
譯或以文字詢問並命以文字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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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談輔佐人：申請人得以書面申請「面談輔佐人」在場與
其資格限制、意思表示之效果及退場機制。

五、實施面談人員以二人一組為原則 ，但指定薦任六職等以
上人員者，得僅由一人實施。

六、臺灣地區配偶或親屬接受訪談時之紀錄製作、保存及實施
方式，準用面談紀錄之製作、保存及實施方式。

為配合「婚姻移民人道待遇及工作權保障」政策 ，爰修正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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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署推動移民輔導相關工作
2003年及2008年外籍配偶生活狀況調查

每月總收入以3萬至未滿4萬元占21.2%最高，其
次為2萬未滿3萬元占17.2%，再其次為4萬未滿5
萬元、未滿2萬元，比例分別占14.1%及13.5%。
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整體而言，每月家庭總收入
約2-4萬元。

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每月收
入狀況

本國配偶健康狀況良好者占91.6%，患病或傷殘
不致影響家居生活占5.5%，生活起居活動困難需
人照顧占1.9%。

榮民、身心障礙、原住民、低收
入戶者約佔受訪者19.7%，無前述
狀況占80.3%

本國籍配偶狀況

高中、高職占40.1%；國中；初中占24.8%；再其
次為專科及大學程度，分別占10.5%及10.2%；小
學占8.2%

高中、高職占35.9%；國中占
34.6%；自修小學占14.7%；大專
以上占13.1%

本國籍配偶教育程度

具有合法工作權身分者共計260,120人，其中勞
動力人口共計145,558人，占整體外籍與大陸配
偶56.0%，其中就業者共計135,134人，失業者達
10,424人，占整體外籍與大陸配偶4.0%；非勞動
人口共有114,562人，占整體外籍與大陸配偶
44.0%。

無工作占64.1%；固定工作占
22.3%；臨時工作占12.3%

工作情形

2008年2003年生活狀況結果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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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緣起

內政部於92年訂定「外籍與大陸配偶
照顧輔導政策及實施方案」及「外籍
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作為我國
執行婚姻移民政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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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與目標

¡ 理念：
1)「符合人權理念，提升國家形象」
2)「維持家庭功能，促進社會安定」
3)「厚植人力資源，強化國家競爭力」

¡ 目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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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共創多元文化社會價值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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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其權益與滿足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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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面臨的問題分析

一.生活適應不良及家庭問題
二.社會支持網絡薄弱問題
三.子女生養教育問題
四.遭受家庭暴力問題
五.身分轉換及權益保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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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八大重點
1.生活適應輔導
2.醫療優生保健
3.保障就業權益
4.提升教育文化
5.協助子女教養
6.人身安全保護
7.健全法令制度
8.落實觀念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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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運作架構(圖)

中央政府
規劃

內政部、教育部、衛生署
勞委會、陸委會、文建會等

地方政府
執行

社會、民政、教育、
衛生等相關局處

定期檢討

修正

NGO
監督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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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經費來源(圖)

落實外籍配偶照顧

每年新台幣
300,000,000元

地方

中央中央

特種基金公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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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基金運作架構

基金管理會
公部門
私部門

申
請

審
核

執
行

考評
核鑑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民間團體

業務計畫用途
1. 辦理醫療補助、社會救助及法律服務
2. 辦理外籍配偶學習課程、宣導、鼓勵
並提供其子女托育及多元文化推廣

3. 辦理家庭服務中心及籌組社團
4. 辦理輔導、服務或人才培訓、活化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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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策進作為(一)

-建置「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系統」

98年3月完成建置「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系
統」，針對外籍配偶於入境後15日內向各服
務站申請外僑居留證，或大陸配偶辦理第1次
團聚延期時，加強實施移民輔導關懷方案，
發放關懷資源袋，並建置更新外籍與大陸配
偶最新之生活狀況及輔導需求，適時轉介相
關單位，提供後續服務，並藉機會接觸其家
庭，輔導其家人應尊重外籍與大陸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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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策進作為(二)
-強化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網絡

外籍與大陸配偶管理、查察、輔導網絡建置與輔導架構

管理面

服務站

專勤隊

輔導面

服務站、外配

及家暴中心

查察面

專勤隊

服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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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策進作為(三)
-強化建置外籍與大陸配偶關懷網絡

1.證件到期日1個月前寄發
辦理延期通知單，證件到
期日1星期前以電話通知。
2.無法聯絡及未於期限辦理
申請延期手續者，轉請專
勤隊訪查。

各縣市
服務站

各縣市
專勤隊

管理
面

查察
面

輔導
面

各縣市
專勤隊

1.訪查過程發現有外配或陸配家庭生活陷入
困境、身心狀況急需協助者，主動提供關
懷並即轉介服務站接續提供案家服務。
2.遇有家暴、兒虐情形者，應即刻通報家暴
中心或113專線，及副知服務站，由移民輔
導人員追蹤後續辦理情形。

各縣市
服務站

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
中心

各縣市
服務站

各縣市
專勤隊

外籍配偶
家庭服務
中心

1.服務站進行外籍配偶初次入境關懷訪
談，有特殊需求者轉介外配中心。

2.服務站接受專勤隊轉介遭遇困難個案
（如遭性侵害、家庭暴力、人口販運、
家庭支持系統功能薄弱、經濟陷入因
境、須職業訓練等），依需求提供服
務，或轉介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家暴
中心

家暴
中心

1.早期發現未按址居住人口，即時告知應向
服務站辦理地址變更登記。

2.對於行方不明或虛偽結婚來臺工作者，應
詳加追蹤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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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努力的方向

¡ 強化服務，防杜非法
¡ 多元宣導，建立共識
¡ 尊重關懷，平等對待
¡ 建立網絡，在地服務



35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