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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主任委員 序 

兩岸簽署的各項協議，為兩岸和平與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兩岸自

97 年 6 月恢復制度化協商迄今，已經簽署了 21 項協議，範圍涵蓋觀光、

海空運、金融、經貿、食品安全、醫藥衛生、智慧財產權保護、司法互

助等各個層面，與民眾的切身權益息息相關。而「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

協議」，早在 82 年 4 月 29 日，在新加坡舉行第一次「辜汪會談」時就已

簽署，近 22 年來為兩岸人民往來及交流，提供最實際的助益，其歷史意

義與社會功能，堪值重視。 

本會依兩岸條例規定，為兩岸事務統籌處理機關，為使兩岸人民及

相關機關，對兩岸文書使用與文書驗證制度，有更完整的認識及實務指

引，特於 101 年 4 月，委託東海大學法律系鄭雲鵬助理教授編纂「辦理

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並由本會印製出版，主動寄送相關

實作機關參考。 

手冊出版後獲得極大迴響，相關實作機關均予肯認其實用價值，出

版迄今已被陸續索取一空，爰有再版加印之必要。為此，本會特再委託

鄭教授編纂更新，除維持原手冊重要內容，包括對於兩岸公證與文書驗

證制度的全面介紹，對於出生、結婚、死亡、繼承、投資、就醫、就學、

稅務、訴訟等兩岸人民往來各種層面之實例解析外，並新增近期重要法

規及兩岸公驗證規定之最新資訊。希望本手冊之再版，能夠繼續提供兩

岸人民及相關機關實作上的助益，也有助「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

成效的進一步深化，值此再版付梓之際，特為之序。 

最後，對鄭雲鵬教授於手冊編纂再版期間的付出與用心，及相關機

關給予的指導與協助，在此併致上最深的謝意。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主任委員  

夏立言  謹誌 

中華民國 104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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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者 序 

本手冊初版於民國 101 年 4 月付梓發行，是迄今為止，國內少數專

就兩岸間有關公、認證與文書驗證編寫之實務參考書籍。 

本手冊除發送國內各法院公證處、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戶政、移民、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等相關單位，作為辦事參考指南外，並透過海基

會轉送各臺商團體，以及利用大陸地區各省、市公證協會來臺參訪之便

致贈本手冊，於是國內各相關機關紛紛來函索取，大陸地區各有關單位

亦對本手冊感到興趣，一時之間，洛陽紙貴。尤其前（102）年適逢「兩

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簽署二十周年，本手冊之出版，更顯其特別的紀

念價值。 

然本手冊之出刊，本人實不敢居其功，今因兩岸政策法令變動而增

修本手冊，端賴以下眾人之力，方得完成：臺灣方面，如有前士林地院

公證處張滋偉主任、前臺中地院公證處陳曼里主任、陳心儀、吳宜勳、

白司偉、連宏仁等諸位公證人參與座談，提供寶貴意見，並有臺北地院

公證處林尚音主任、陸委會前副主委劉德勳教授，以及海基會、移民署、

陸委會等人員參與審查，使本手冊更臻完美。在大陸地區方面，有前「中

國公證協會」副會長劉疆先生、山東省公證協會李超先生、濟南市公管

處傅竹義處長、濟南市泉城公證處、濟南市民政局及房產交易中心人員、

青島市市中公證處冷春主任、青島市房產交易中心人員、福建省公證協

會公管處杜雲處長、鄭亞拉秘書長及協會各級幹部、閩江公證處等，在

本手冊增修研究計畫中協助安排相關工作，並提供各項人力物力。另外，

助理孔繁真小姐負責文稿繕打，操持計畫一切行政事務，備極辛勞。以

上均在此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最後，如果本手冊能在海峽兩岸公證與文書驗證的實務運作佔有一

定的歷史定位，尤應感佩主辦機關的灼知睿見。 

鄭雲鵬 謹識 

中華民國 104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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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兩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增修之研究 
 
 

摘 要 
 

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於民國 101 年 4 月所出版的「辦理兩岸公、認證

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係以海峽兩岸所簽署的「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

協議」為基礎，以生活化情境及一問一答之方式，就辦理兩岸公、認證

與文書驗證之流程及手續作深入淺出之說明。惟隨著兩岸交流的進展及

政策法令的變動，手冊的內容亦有加以增修之必要。本研究主要係根據

現行最新的法令增修手冊的內容，以提供作為民眾及有關機關辦事的參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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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自民國 76 年政府開放兩岸探親以來，隨著兩岸人民往來愈益密切之後，

產生許多與民眾便利和權益切身相關之問題。在兩岸人民往來之過程中，面臨

許多關於婚姻、遺產繼承、收養、贈與、購建房屋、投資經商貿易、就業就學

等民、商事問題，均與民眾權益有切身之關係。而在主管機關之立場，相關問

題之處理與解決，第一步驟即在確定事實狀態，以進一步釐清當事人之權利義

務關係。為確定事實狀態，最佳之工具即在於文書之證明。 
 
    惟兩岸隔絕已久，相關證明文書取得不易，真偽不明，如有居心不良人士

偽造相關當事人文書，不僅損及當事人之權益，更可能造成國家社會之損失。

於是兩岸在 1993 年 4 月 29 日「第一次辜汪會談」所簽署的四項協議中之「兩

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即在解決此一問題。在該協議中，同意雙方文書之

承認係以公證文書作為基礎，蓋公證制度係為預防將來之紛爭，就私人法律生

活間所生之法律行為、私權事實及文書，由公權力機關加以介入，給予公的證

明，而使此種公權力之證明，具有高度之證據力及明確性，透過公證人作成的

公證文書，可以使兩岸文書之公信力首先獲得確保。緊接著，透過相互寄送涉

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亡、委託、學歷、定居、扶養親屬及財產權利

證明書等公證文書副本，以供核對，在查驗文書之真偽上，就可以「比對」方

式加以確認，不必再以「函查」方式辦理，可以更有效地為民眾提供快速便利

的服務。對於公證書以外之文書，雙方也同意個案協商，並提供協助。該協議

簽訂後，對於長期以來困擾兩岸之文書查證問題，得以順利解決。 
 
    按自兩岸兩會簽署「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後，目前雙方同意相互寄

送涉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亡、委託、學歷、定居、扶養親屬、財產

權利證明、稅務、病歷、經歷及專業證明等公證書驗證類別，已多達 33 項。

而自民國 82 年 6 月起至 102 年 12 月底為止，海基會寄送我公證書副本至大陸

地區之總數為 1,157,449 件，而大陸地區公證書副本寄至海基會之總數則為

1,880,754 件，兩端累計達 3,038,203 件，可見兩岸公證文書相互驗證使用情形，

已逐漸從單向轉為雙向，亦即，過去多數為臺灣地區民眾在臺灣地區公證機構

辦理公證文書持往大陸地區使用，已轉為臺灣或大陸地區民眾在大陸地區公證

機構辦理公證文書在臺灣地區使用，且文書驗證業務已成為行政院大陸委員會

委託海基會處理兩岸事務中之重要中介業務，並為兩岸文書往來使用上建立制

度化之機制。 
 
    惟在實際運作上，因兩岸公證體制及文書驗證之機制、規定及作法之不

同，尤其是大陸方面各地法令不一致，資訊與行政程序不透明，致有民眾申辦

案件常遭阻礙，產生民怨與困擾，甚至影響人民之權益；另一方面，民眾所亟

需者，係就辦理兩岸公、認證及文書驗證有一全面性、完整性、系統性之參考

指南，使其能迅速獲得相關資訊，而不致手足無措，然坊間參考資料之闕如，

即或有關於公、認證實例解析之書籍，亦多因歷時老舊或僅就單方面制度之論

述，此即為本手冊之所以編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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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冊內容主要包括三大項目，一為兩岸的公證制度；次一為兩岸的文書

驗證；再次為實例問題解析，並以一問一答之方式加以解說。兩岸公證制度之

重點，主要分從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與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加以探討。均包

含：（一）辦理文書公證之一般流程，如受理機關、應備文件、費用收取標準

等一般民眾較關切之問題為主；（二）常見臺灣地區持往大陸地區使用之公證

文書與常見大陸地區持往臺灣地區使用之公證文書類型，並附以相關的文書格

式，以供民眾參考。 
 
    兩岸的文書驗證亦分從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與大陸地區的文書驗證加以

探討。均包含：（一）臺灣地區文書驗證的機構海基會及大陸地區的文書驗證

的機構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協會，其驗證流程、費用收取標準等項；（二）

大陸地區因區域遼闊，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協會之規定作法不一，故

以與臺灣地區民眾往來較密切之省、直轄市為主。 
 
    實例問題解析方面，則以與兩岸民眾有關的權益問題為中心，包含結婚、

離婚、出生、收養、死亡、繼承、居留、定居、入境停留、社會交流、專業交

流、商務活動交流、醫療服務交流、身分、投資經商、財產權利、就學、專業

證照、公法給付、稅務、訴訟及其他等項，一一以設例方式加以解說。又為避

免失之過泛，在實例問題上以基本性、通案性之問題為主，使用者如有特殊個

案問題，可利用本手冊所提供辦理相關事項機關之電話、網路資源等向有關機

關查詢，以利手續之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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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 
 

一、基礎篇 
 

問題一：為什麼要辦理公證或認證？ 

【解說】 

公證或認證的目的都在於保障人民的私權，避免糾紛，減少訴訟的發生。

現代社會複雜，人與人間的關係密切，涉及權利義務的事項，每有爭執，甚至

涉訟。如果能事先辦理公證，雙方權利義務分明，就可免除糾紛；萬一將來涉

訟，公證書依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推定為真正，除有反證外，能證明法律行為的

作成及私權事實的存在，而經過認證的文件，其簽名或蓋章的真實性，除有反

證外，當事人不得否認；公證書上載明應逕受強制執行者，如對方不履行時，

可憑公證書直接向法院聲請強制執行，當事人不必另行起訴，請律師打官司。

尤其，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本手冊均簡稱為兩岸人民關

係條例）第七條及其施行細則第九條規定，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經財團法

人海峽交流基金會（本手冊以下均簡稱海基會）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而其實

質證據力由法院或有關主管機關認定之。 

 

問題二：公證與認證有何區別？ 

【解說】 

    臺灣地區的公證人權限分為公證與認證二元制，與大陸地區之公證一元制

不同。所謂公證，係公證人就請求證明之法律行為或有關私權之事實作成公證

書，證明該法律行為之作成或該項事實之存在。所謂認證，則是公證人就請求

認證之文書，證明該文書之作成或形式上為真正。 

    由於公、認證程序均先由公證人為人別確認，繼之由公證人親自接觸公、

認證之事項，再由公證人憑其體驗方式客觀記錄，作成書面予以證明；二者確

有相似之處。但就實際層面而言，公、認證程序仍有所區別，大要如下： 
 
一、證書製作格式不同： 

雖然公證書及認證書均是由公證人所製作，但是擬認證之各類公、私

文書，則由聲請人提出。另認證書有採直接註記之作成方式，以求簡便。 
 
二、得附強制執行效力不同： 

依公證法第十三條規定，對於特定事項（例如特定金錢給付、租屋之

返還等）得載明逕受強制執行者，僅限於公證書。認證書則不得為此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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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費用收取標準不同： 

認證費用之收取，乃依作成公證書所定費用額減半收取。 

在實際運用情形，由於認證標的範圍，除了私文書之簽名認證外，尚包括

公文書原、正本之認證、公（私）文書繕、影本之認證及翻譯本認證，能符合

國內外往來日益頻繁之各項需要，因此，實務上運用範圍較公證為廣。於兩岸

使用之文書，亦常以認證程序，由公證人以直接註記方式作成認證書，已行之

有年。至於，欲證明事項究竟以公證或認證方式為之，主要是根據聲請人之需

求、使用地區、使用目的等，並由公證人審酌相關資料、公證實務後作成。 

 

問題三：哪些事件可以辦理公證或認證？ 

【解說】 

    公（認）證範圍甚廣，只要是涉及私權的法律行為及事實，以及有關涉及

私權的法律行為及事實所作成的私文書及公文書原本、正本、影本、繕本及翻

譯本，都可以辦理公證或認證，但公文書原本、正本的認證須表明持往境外使

用，方得辦理。常見的有關於買賣、贈與、租賃、和解、保證等契約；有關物

權的取得、設定、喪失或變更等行為；關於認領、監護、收養同意、結婚書面、

離婚書面等親屬行為；關於訂立遺囑、撤回遺囑，及其他處分遺產的行為；其

他涉及私權的事實。 

    至於在關於兩岸人民之間的權利義務事項，即依兩岸簽署之「兩岸公證書

使用查證協議」，包括涉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亡、委託、學歷、定

居、扶養親屬、財產權利證明、稅務、病歷、經歷以及專業證明等十四項文書，

均可以辦理公（認）證。本項公（認）證書，由各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出

具後，正本發給請求人，副本交由海基會寄送大陸各省（市、自治區）公證（員）

協會，再由大陸各省（市、自治區）公證（員）協會負責驗證。 

 

問題四：在臺灣地區須到何處辦理公（認）證？有無管轄區域的限制？ 

【解說】 

    在臺灣地區，民眾如須辦理公、認證業務，可向各地方法院公證處或民間

公證人事務所提出聲請，由法院公證人或民間公證人予以辦理。為力求普及便

民，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公、認證事務原則上是沒有轄區的限制，民眾可以依

其方便或意願向任何地區之公證人提出聲請。除非有正當理由，否則，公證人

不得無故拒絕公、認證之聲請。 

 

問題五：什麼是民間公證人？民間公證人作成的公證文書效力如何？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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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補充修正 

    臺灣地區的民間公證人是經司法院遴任，從事法定公證事務之人員，其所

從事的公證事務與法院公證人完全相同。民間公證人執行職務作成之公證文書

依法視為公文書，與法院公證人作成者亦有完全相同之效力。此外，民間公證

人辦理公證事務的程序、收費標準等亦與法院公證人並無不同。 

 

問題六：在臺灣地區辦理公（認）證的時間有無限制？ 

【解說】 

    臺灣地區辦理公（認）證事務的時間，原則上依一般法令之規定，即上班

時間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三十分；但如果當事人或公證

人認為必要時，亦可於法令所定時間外辦理。因此，當事人有必要時，可以向

公證人聲請於例假日或夜間辦理，公證人則可以依法加收二分之一公證費用。 

至於，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所需時間（即出證時間），則視個別證明事項之性

質或繁簡難易程度而定，但應以隨到隨辦、妥速為原則。 

 

問題七：臺灣地區一般辦理文書公（認）證的程序如何？ 

【解說】 

一、辦理流程簡圖： 

提出聲請     公證人收件    公證人審查    公證人闡明     

         a.公證人作成公、認證書→收取公證費用→交付公、認證書→後續行政作業 

 
              b.未作成公、認證書（含公證人拒絕聲請、聲請人撤回等）→※異議 

 
    ※異議：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認為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有違法或不當者得異議。 

 
二、說明： 
 
（一）當事人或關係人提出聲請： 

當事人或關係人如有法律行為或涉及私權事實或文書欲公、認證者，

可以就近或依其意願向任何地區之法院公證人或民間公證人聲請。 
 
（二）公證人應就內容予以審查及必要之闡明： 

公證人受理後，除先就一般要件（如當事人是否適格；證明內容是否

為公、認證標的；人別同一性確認；有無迴避必要；代理是否合法；

費用之核算等）予以審查外，對於證明事項應為合法性之審查。按依

公證法規定，公證人對於違反法令或無效之法律行為是不能予以公、

認證，以符合真實合法原則。 
公證人應運用實際體驗、職權探知及闡明等方法行使審查。尤其是透

過充分闡明來探求當事人真意及澄清事實真相，並向當事人說明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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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效果，對於聲請公、認證內容有不明瞭、不完足或顯失公平者，應

發問、曉諭，使其敘明、補充或修正。 
 
（三）公證人出具公證文書或拒絕聲請： 

公證人於充分審查後，對於證明事項予以證明者，作成公證書或認證

書並交付予當事人。如遇有證明事項不合法，或要件不完備逾期未補

正者，公證人可以依法拒絕。當事人亦可於公證人完成職務前撤回聲

請，但應依法繳交二分之一費用。 
 
（四）公、認證程序完成後之後續作業： 

1、大陸地區使用之公證文書副本應寄送海基會。 

2、公證人對於卷宗有依法保存一定期間之義務，當事人、繼受人或法

律上利害關係人如有需要，可依法向公證人聲請閱覽、抄錄。 

3、當事人或利害關係人，認為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有違法或不當者，

得提出異議。 
 
（五）公證人出證時間： 

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所需時間（即出證時間），則視個別證明事項之

性質或繁簡難易程度而定，但應以隨到隨辦、妥速為原則。 
 
問題八：臺灣地區一般辦理文書公（認）證應準備哪些文件資料？ 

【解說】 

一、身分證明文件及資格證明文件： 

聲請人（當事人本人及代理人）皆應出示有效之身分證明文件，俾

公證人為人別之確認。 

（一）自然人方面，臺灣地區人民應出示國民身分證或駕照、護照、健保

卡等身分證明文件。非本國人（大陸地區人民或其他外國人）者，

應提出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例如入出境許可證、居留證等）。 

（二）聲請人如果是公司，應提出經濟部核發最新的公司設立（變更）登

記事項表正卡或抄錄卡（公司執照及營利事業登記證已經停止核

發，不能再作為證明之用）；如果是法人，應提出法院核發的法人

登記證書；如果是商號，應提出縣市政府核發的商業登記抄本；如

果是其他團體，應提出主管機關核發的設立、開業等證書。 

（三）如果請求人不識字或眼盲者，或依據其他法律規定（例如遺囑公、

認證），必須指定見證人到場者，見證人也必須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二、經證明的授權書： 
如果聲請人本人並未親自到場，委託代理人聲請時，除須提出上項

證明文件外，尚須提出授權書，授權書並應依下列方式證明之（公證法

第七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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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過公證人的公證或認證。 

（二）經過相關公務機關（例如村里辦公室或聲請人服務的公務機關等）

證明。 

（三）經過中華民國駐外使領館或代表處或海基會驗證（聲請人在境外者

適用）。 

（四）聲請人如果是外國人或居住境外之人，經該國駐中華民國使領館或

經該國授權之機構（如代表處、辦事處、美國在臺協會等）或經該

地區有權機關授權之團體證明。 

（五）提出最近的印鑑證明書。自然人方面，係由戶政事務所核發；公司

須提出三個月內公司設立（變更）登記事項表抄錄卡，如為首次設

立的公司，則提出六個月內公司設立登記事項表正卡；其他法人團

體，則為由法院或其他主管機關核發的印鑑證明書；如無主管機關

核為印鑑證明書時，則可提出負責人的戶政印鑑證明書。並注意授

權書所使用的印章，須與印鑑證明上的印文相符。 
 
三、需要辦理公、認證的私文書或公文書正本或影本： 

例如契約書、單身事實聲明書、親屬關係聲明書、警察刑事紀錄證

明書、醫師執照等是。 
 
四、相關證明文件： 

公、認證程序之聲請主要是基於當事人有證明之需求，至於擬證明

何種事項或何種文書，宜先向需用地區之機關或單位詢明，如有特定文

書或資料擬請公、認證，則應向公證人出示，憑以辦理；亦可先以電話

或傳真方式與公證人聯繫，以便備齊相關資料。一般而言，前往大陸地

區涉及身分、繼承事項，應提出身分證、戶籍謄本等佐以證明；涉及財

產者，則提出房產證明為宜；涉及公司業務者，則多以公司登記證明書、

公司變更登記表等證明。如前往就學、執業者，則應提出相關學、經歷

證明或證照等。 
 
問題九：臺灣地區文書的公（認）證可否授權代理人辦理？ 

【解說】 

公、認證程序之辦理，原則上可以授權代理人辦理，但是依法律之規定或

事件之性質，必須由當事人親自到場辦理者，則不可授權他人辦理。例如遺囑、

身分行為或須親自到場簽名、具結等事件，不得委由他人代理。此外，對於授

權辦理之事件，公證人認為有必要時，可以通知當事人本人到場，本人不到場

時，公證人得拒絕辦理。如以代理方式辦理時，代理人應依法提出授權書，該

授權書須依上一題所述方式證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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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十：臺灣地區公證費用如何計算？ 

【解說】 

一、公證費用之收取，應依費用法定原則： 
亦即公證費用種類及數額之收取應完全依照公證法規定，公證人不

得任意增減數額或與當事人為不同之協議。亦即，禁止超收、短收、打

折、給予回扣等。 
 
二、基本費用： 
 
（一）臺灣地區公證法規定徵收費用之標準有二： 

一為定額收費，一為按事件之標的金額或價額之比率計費。前者

是指對於標的價額不能算定或特定證明之事項，明定公證費用額為新

臺幣（本題下同）1,000 元，認證費用為 500 元。後者則是對於標的有

金額或價額者，採分級基準計費，20 萬元以下為第一級距，公證費為

1,000 元，認證費為 500 元；20 萬元至 50 萬元為第二級距，公證費為

2,000 元，認證費為 1,000 元，以此類推，不同級距則是按標的金額或

價額分級規定其不同之基準計費（請參見本手冊附錄公證費用標準

表）。以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之授權書、單身證明、親屬關係聲明等

私文書之認證，或如戶籍謄本、無犯罪證明等公文書認證，或如身分

證、學歷證照等繕、影本認證，均屬定額收費情形，認證費為 500 元

（如有附記外文之文書為 750 元）。如涉有標的金額或價額者，例如房

產買賣合同、股權轉讓合同等，則按標的金額或價額採分級基準計費。 
 
（二）其他常見法定加收或減收費用情形： 

1、公證書載明逕受強制執行約定，加收二分之一。  

2、法令時間外辦理公、認證，依公證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加收

二分之一，加收部份最高不得超過 5,000 元。 

3、於病榻前或類似場所辦理公、認證，加收 2,000 元。 

4、外出至現場實際體驗費用，按時加收 1,000 元；外出日費旅費。 

5、閱覽費 200 元；繕（影、節）本費，每份 200 元；以外文作成公

證書或認證文書之翻譯本，依公證法第一百二十五條規定，加收

二分之一，加收部份最高不得超過 10,000 元；郵電費。 

6、公證人已經著手執行職務，因聲請人撤回而停止，或因可歸責聲

請人事由致未完成職務，依公證法第一百二十六條規定，收取半

數費用，最高不得超過 5,000 元。 

 

問題十一：當事人辦理持往大陸地區使用的公（認）證書，臺灣地區

的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何時將文書送到海基會？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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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在臺灣地區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辦妥持往大陸地區使用的公（認）

證書後，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均會按規定主動將 2 份副本寄送海基會，當事人

無庸親自送往海基會。依「法院及公證人辦理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注意要

點」第六點第七項規定，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人應於作成後七日內製作副本

兩份寄送海基會。當事人在辦理公、認證時，應告知公證人文書所欲持往使用

的大陸地區省、自治區或直轄市，以方便後續海基會寄送大陸地區。當事人對

於寄送的時間如有疑問，可向各該承辦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及海基會查

詢。又由於臺灣地區各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人寄送時間不同，當事人申辦公

（認）證書後，由法院及民間公證人寄交公（認）證書副本至海基會，海基會

再轉寄大陸地區各省（市、自治區）公證（員）協會，約一個月寄達。 

 
問題十二：如何查詢法院公證處及民間公證人之資訊（如地址、電話

等）？ 

【解說】 

可上司法院網站（網址：www.judicial.gov.tw）查詢，民間公證人部分，可

點選首頁「業務綜覽」中之公證業務區；亦可點選首頁「所屬各機關」中各地

方法院之網址查詢；法院公證處部分，可點選首頁「所屬各機關」中各地方法

院之網址查詢。亦可打電話向各地方法院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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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的公（認）證

書辦理程序篇 
 

文書一：單身事實聲明（宣誓）書（參見下篇格式一） 

【解說】 

一、用途： 
主要用於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配偶結婚，或在大陸地區買賣房

產使用，即俗稱「單身證明」。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本人必須親自到場，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 

（二）從未結婚者：當事人一星期內所請領之戶籍謄本 5 份。（※注意戶

籍謄本記事欄不得省略）。 

（三）配偶已死亡者：戶籍謄本 5 份，另向當初登記配偶死亡的原戶政

事務所，申請死亡證明書 5 份。 

（四）已經離婚者：戶籍謄本 5 份，另向當初登記離婚的原戶政事務所，

申請發給離婚協議書影本 5 份，或離婚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

謄本各 5 份。 

（五）發給當事人兩份認證書正本。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

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三、注意事項： 

（一）大陸地區「婚姻法」第六條規定結婚年齡，男不得早於二十二周

歲，女不得早於二十周歲。 

（二）單身事實聲明（宣誓）書必須由本人親自到場辦理，不得委託他人

代理。如本人在大陸地區（或國外），由其親屬來聲明時（指聲明

書是由到場之親屬當聲明人），要請其先自行確認大陸當地是否接

受非本人聲明的單身事實聲明；如其已確認可以，則由其親屬（通

常須為父母、兄弟姐妹）攜帶上述證明文件及親屬自己的身分證、

證明親屬關係的戶籍謄本、印章到場。 

 
文書二：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聲明書（參見下篇格式

二）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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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途： 

主要用於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配偶辦理結婚登記。因為大陸地

區自 2003 年 10 月 1 日起施行「婚姻登記條例」，依據該條例第五條第二

款的規定，辦理結婚登記的臺灣地區人民除了要提供本人的有效通行

證、身分證外，另應提出經公證的本人無配偶以及與擬結婚對象沒有直

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的聲明。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本人必須要親自到場，攜帶國民身分證、私章。 

（二）提供大陸地區結婚對象的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三、注意事項： 

（一）無血緣關係聲明書必須由本人親自到場辦理，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如本人在大陸地區（或國外），由其親屬來聲明時（指聲明書是由

到場之親屬當聲明人），要請其先自行確認大陸當地是否接受非本

人聲明的無血緣關係聲明；如其已確認可以，則由其親屬（通常為

父母、兄弟姐妹）攜帶上述證明文件及親屬自己的身分證、證明親

屬關係的戶籍謄本、印章到場。 

（二）大陸地區的結婚對象如果已經確定，單身聲明書及無血緣關係聲明

書，可以合在同一個文件辦理（參見下篇格式三），費用僅收 500
元。否則程序上應先辦單身聲明書，再辦無血緣關係聲明書。 

 
文書三：離婚事實聲明書或配偶死亡聲明書（參見下篇格式四～五） 

【解說】 

一、用途： 
大陸地區配偶與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辦理離婚，或臺灣地區配偶不幸

死亡時，供大陸地區配偶回大陸註銷戶籍，回復單身。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大陸地區配偶本人必須親自到場，攜帶居留證、大陸地區身分證或

大陸地區核發之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私章。但離婚聲明書可由臺

灣地區配偶聲請，臺灣地區配偶須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及私章。 

（二）配偶死亡聲明書：臺灣地區配偶除戶之戶籍謄本 5 份，另向當初登

記配偶死亡的原戶政事務所，申請死亡證明書影本 5 份。認證費用

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三）離婚聲明書：戶籍謄本 5 份，另向當初登記離婚的原戶政事務所，

申請發給離婚協議書影本 5 份，或離婚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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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各 5 份。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

的郵電費。 

（四）為證明已與臺灣地區配偶離婚，或臺灣地區配偶死亡的事實，亦可

依本手冊第二章文書十五各式公文書、證照的正本或影本的方式，

辦理戶籍謄本、戶政事務所出具之離婚證明書正本、離婚協議書影

本、離婚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謄本及死亡證明書影本的認證，

各式文書均須各準備 5 份，認證費用按文書種類，每項文書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至於需依何種方

式辦理，當事人宜先向大陸地區相關機關詢明。 

（五）大陸地區配偶如已離臺返回大陸，可在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委託書

公證，並經海基會驗證後，授權臺灣地區親友依第四項方式辦理。 
 
文書四：無子女聲明書（收養同意書）（參見下篇格式六之一～之二） 

【解說】 

一、用途：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陸地區人民為養子女之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本人須親自到場辦理，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提出全戶戶籍謄本 5 份。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三、備註： 

（一）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五條第一、二款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有

親生子女或養子女，不得收養大陸地區人民為養子女；亦不得同時

收養兩人為養子女。但依大法官會議 712 號解釋意旨，其中有關臺

灣地區人民收養其配偶之大陸地區子女，自民國 102 年 10 月 4 日

起，法院仍應予認可，是應注意。並分別情形適用下篇格式六之一

～之二。 

（二）在大陸地區辦理收養手續完畢後，仍須經臺灣地區法院之裁定認

可，始生效力。至於申請養子女的定居，相關手續請參見本手冊「實

例解析」、「柒 居留、定居篇」問題二。 

 

文書五：定居聲明書及配偶同意書（參見下篇格式七） 

【解說】 

一、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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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人民定居大陸地區之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欲前往大陸地區定居的當事人及配偶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親自

到場。 

（二）檢附全戶戶籍謄本 5 份；如為就養榮民，檢附就養給付證明書影本

5 份。 

（三）認證費用：定居聲明書新臺幣 500 元；配偶同意書新臺幣 500 元。

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文書六：授權委託書（參見下篇格式八之一～之四） 

【解說】 

一、用途： 

當事人本人如果無法親赴大陸地區處理各項事務，必須辦理授權委

託書公（認）證。一般而言，常見委託內容有： 

（一）處理在大陸地區不動產，例如出租、出售、抵押貸款等事項； 

（二）在大陸地區進行訴訟； 

（三）委託辦理繼承相關手續。 

（四）委託處理其他相關手續。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本人須親自到場辦理，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授權委託人如果

是公司、法人或其他團體，另須提出資格證明文件。 

（二）因大陸地區係以夫妻共同財產制為法定財產制，若以配偶身分同意

並授權另一方在大陸地區處理房產處分事宜時，須辦理同意及授權

書，此時應由配偶親自到場，攜帶身分證證明文件、私章、戶籍謄

本 5 份。 

（三）授權內容如係有關處理大陸地區財產時，另須提出大陸地區財產的

相關資料（如房產證、股票等），以供核對。 

（四）授權委託書可以辦公證，也可以辦認證。公證費用新臺幣 1,000
元；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

電費。 
 

三、注意事項： 

（一）受託人（被授權人）的個人資料，請委託授權人自行查明。 

（二）授權書的授與權限範圍，例如是否包括簽約及受領款項、有無訴訟

上特別授權、得否轉委託、授權期限等，請委託授權人自行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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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問明大陸方面提供制式表格，以免不合承辦單位的規定，被退

件重辦。 

（三）雖然大陸地區的夫妻財產採共同財產制，但有配偶之人處分大陸地

區的不動產，是否須得另一方的同意並授權，各地作法不一，仍請

當事人向大陸地區當地房產登記機關詢明是否須附配偶同意。 

 
文書七：婚姻狀況（事實）聲明書（參見下篇格式九） 

【解說】 

一、用途： 

主要用於臺灣地區配偶處分大陸地區房產及證明夫妻關係等。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夫妻兩人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親自到場。 

（二）檢附戶籍謄本 5 份及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的結婚證書影本 5 份或結

婚證明書 5 份。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四）為證明夫妻關係存在的事實，亦可依文書十五各式公文書、證照的

正本或影本的方式，辦理戶籍謄本或戶政事務所出具之結婚證明書

正本、結婚證書影本的認證，各式文書均須各準備 5 份，認證費用

按文書種類，每項文書中文作成者新臺幣 500 元，外文作成者新臺

幣 75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至於需依何種

方式辦理，當事人宜先向大陸地區相關機關詢明。 
 
文書八：親屬關係聲明書（參見下篇格式十） 

【解說】 

一、用途： 

主要用於臺灣地區人民繼承大陸地區遺產、定居等。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聲明人應親自到場辦理，並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所需文件如下： 

1、最早期除戶前全戶戶籍謄本（手抄本，可證明繼承人共有哪些

人）5 份。 
2、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證明死亡日期）5 份。 
3、全體繼承人現在戶籍謄本 5 份。 
4、被繼承人之父母如在臺灣有戶籍者，也要申請戶籍謄本（因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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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配偶、子女均為大陸規定之法定繼承人）。如父母已過世，

要申請父母之除戶戶籍謄本（證明死亡日期）5 份。 
5、大陸遺產標的物之證明文件（如房產證、存摺帳戶等）。 
6、以上是辦理繼承時所需的親屬關係聲明書所提出的文件，如果

僅是證明聲明人與特定某人的親屬關係，則僅須提出聲明人與

該特定某人的戶籍謄本。 
7、如大陸承辦單位有特殊要求其他證明材料或文件內容者（例如

繼承系統表等），另依大陸規定辦理，請自行確認或自備大陸方

面所需之文件。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如

相關戶籍謄本等證明文件亦要個別認證，則每種文件各收新臺幣

500 元）。 
 

三、注意事項： 

大陸地區「繼承法」第十條規定，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配偶、子女、

父母；第二順位繼承人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文書九：放棄繼承聲明書（參見下篇格式十一） 

【解說】 

一、用途： 

繼承開始後，法定繼承人可以就大陸地區之遺產處理前作出放棄繼

承的表示，通常係辦理「放棄繼承聲明書」認證。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聲明人應親自到場辦理，並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二）另準備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 5 份。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50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三、注意事項： 

（一）在臺灣地區已經依法定程序，向法院辦理拋棄繼承，並准予備查

者，因臺灣地區法院的裁判仍須經大陸地區法院的認可程序，手

續比較繁複，所以建議還是再辦理放棄繼承聲明書認證。 

（二）如果放棄繼承人為未成年人，而其父或母同為繼承人時，依臺灣

地區民法之規定，應先向法院聲請選任特別代理人，以特別代理

人為未成年人之法定代理人來辦理本項聲明。 

 
文書十：公證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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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一、用途： 

當事人在大陸地區留有財產，如果有意指定身故後財產分配方式，

則可選擇在臺灣地區預立遺囑。公證遺囑，是由公證人按照遺囑人口述

的意旨加以筆記的遺囑方式。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遺囑人及另外二位見證人共三人，全體均須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

件、印章到場親自辦理，不得委託他人代理。 

（二）財產權利及價值證明文件，如：（1）建物權狀（或建物登記謄本）；

及房屋稅單、土地權狀（土地登記謄本）；（2）存摺或存單；（3）
國稅局核發之財產歸屬資料清單；（4）稅捐機關申請全國財產稅

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等。 

（三）戶籍資料：可以看出有那些法定繼承人之戶籍謄本（早期除戶前

全戶戶籍謄本手抄本）及立遺囑人、繼承人、受遺贈人之現在之

全戶戶籍謄本各一份。（戶籍謄本記事欄不得省略）。 

（四）公證費用依遺囑內容所處分財產的標的價額計算（參見本手冊附

錄公證費用標準表）。如果要求公證人到醫院或自宅辦理時，加收

新臺幣 2,000 元、差旅費及病床前加收費用。 
 

三、注意事項： 

（一）遺囑人必須意識清楚，且能完整地、自行用言語表達其欲辦理之

事項及遺囑全部內容，他人不得提示。 

（二）未成年人、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繼承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

親、受遺贈人及其配偶或其直系血親、為公證人或代行公證職務

之人之同居人助理人或受僱人，以上之人不得擔任見證人。見證

人必須會簽名。 

（三）遺囑之內容不得侵害各繼承人之特留分，遺囑內容倘違反特留分

之法律規定，公證人應於公證書記載違反特留分之法律效果（行

使扣減權）。 

（四）依法院及公證人辦理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注意要點第六點第

八款規定：遺囑公、認證事件，除請求人以言詞或書狀聲明願意

公開或於公、認證遺囑作成後死亡者外，依公證法第九十八條規

定，不得寄送副本。 
 
文書十一：自書、代筆遺囑認證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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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途： 

當事人在大陸地區留有財產，如果有意指定死亡後財產分配方式，

則可選擇在臺灣地區預立遺囑。如果遺囑人會寫字，可以自書遺囑請求

認證；或請他人代筆，以代筆遺囑的方式辦理認證。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不論自書或代筆遺囑，遺囑人須親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到

場親自辦理，不得委託他人代理。自書遺囑不須見證人，代筆遺

囑除代筆人兼見證人外，另須定見證人二人以上，見證人亦須親

自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到場。 

（二）所需文件與公證遺囑相同。遺囑人並須提出自行書寫的遺囑或由

代筆人書寫的遺囑至少 3 份。 

（三）認證費用依遺囑內容所處分財產的標的價額計算，並按公證的計

算方式減半徵收（參見本手冊附錄公證費用標準表）。如果要求公

證人到醫院或自宅辦理時，加收新臺幣 2,000 元及差旅費。 
 

三、注意事項： 

與公證遺囑相同。 

 
文書十二：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 

【解說】 

一、用途： 

主要係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定居、入境、工作、醫師換照等之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當事人應先向各縣、市警察局外事課申請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 5
份，申請處所及程序向各縣、市警察局外事課洽詢。 

（二）當事人或關係人（配偶、子女、父母、兄弟姊妹等親屬）攜帶身

分證明文件及印章到場。當事人也可以授權代理人到場，檢附授

權書與印鑑證明書。 

（三）當事人的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如果只有一份，可以辦影本認證。 

（四）為防公文書有偽造或變造之情形，並充分發揮預防司法之功能，

公證人依公證法施行細則第七十五條第二項規定，公證人應以行

文、親自前往或其他適當方式向作成名義之機關或公務員查證。 

（五）認證費用中文作成者新臺幣 500 元，外文（或中英對照）作成者

新臺幣 75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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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十三：在職證明書 

【解說】 

一、用途： 

臺灣地區人民參加大陸地區專利師證照考試、就業任職之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當事人應先向任職單位申請在職證明書 5 份。 

（二）由當事人聲請認證時：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並須與公證

人約定時間，到任職單位查證在職證明書的真正。 

（三）由任職單位提出聲請時：應由任職單位法定代理人或負責人到場，

提出法定代理人或負責人個人身分證明文件及任職單位資格證明

文件、大小章。如委託代理人（第三人或當事人）到場，除上述

文件外，應另提出授權書及證明文件（如印鑑證明書或三個月內

公司設立、變更事項表抄錄本）。 

（四）不論由當事人或由任職單位提出聲請，均須檢附向勞保局申請列

印的投保資料 1 份或任職單位的薪資扣繳憑單等證明文件，以核

對在職證明書上的任職期間是否正確。 
 

三、注意事項： 

當事人應自行查明大陸地區相關單位所要求的職務內容及所需的任

職期間。 

 

文書十四：良醫證中文譯本 

【解說】 

一、用途： 

臺灣地區醫師申請大陸地區醫師換照之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由申請人（指翻譯人）或當事人帶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到場。 

（二）衛生署核發良醫證正影本共 5 份及其中文譯本 5 份。 

（三）認證費用新臺幣 750 元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文書十五：各式公文書、證照的正本或影本  

【解說】 

一、種類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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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各式的公文書、證照正本或影本有： 

（一）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影本：主要於結婚、離婚、繼承、在大陸地區投

資經商設立公司、購買房產或訴訟等證明身分之用。 

（二）戶籍謄本正本或影本：用於結婚、離婚、繼承、定居、購買房地產

等證明親屬關係。 

（三）戶政事務所核發之結婚證明書或離婚證明書正本、結婚證書、離婚

協議書、離婚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影本等：用於證明夫妻關係

或離婚事實。 

（四）戶政事務所核發出生證明書、死亡證明書影本：證明出生、死亡之

事實。 

（五）臺灣地區法院判決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書：依判決內容而定，主要用

於辦理離婚登記、聲請裁判認可等。 

（六）臺灣地區地方法院檢察署屍體相驗證明書正、影本：用於辦理死亡

登記或證明死亡事實。 

（七）臺灣地區經濟部核發公司登記證明書、公司設立（變更）登記事項

表抄錄（影）本：在大陸地區設立公司、投資之用。 

（八）醫師證書、開業執照、專利師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考試及格

證書等證明書影本：在大陸地區考試、換照、入學等之用。 

（九）醫院健康檢查報告、銀行存款證明、不動產權狀影本：辦理收養之

用。 
 

二、辦理程序及所需文件： 

（一）當事人或關係人（配偶、子女、父母、兄弟姊妹等親屬）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及印章到場。當事人也可以授權代理人到場，檢附授權書

與印鑑證明書。 

（二）應攜帶原本或正本到場，辦理影本認證，公證人應與經審認為真正

之原（正）本對照相符。 

（三）原（正）本為公文書者，公證人應以行文、親自前往或其他適當方

式向作成名義之機關或公務員查證。原（正）本為私文書者，公證

人應向文書作成人當面查證。 

（四）原（正）本為外國文書者，該外國文書必須先經臺灣地區駐外館處

驗證。 

（五）以上需要認證之文書繕本或影本應準備一式 5 份，每種文件費用

為：中文作成者，新臺幣 500 元；外文作成者，新臺幣 750 元。如

須外出查證者可收旅費。及寄送海基會公（認）證書副本的郵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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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地區公、認證文書參考格式篇 

（一）直接認證戳記參考樣式 
 
1.認證私文書 

  

 

 
2.認證公文書 

 

 
3.認證文書之繕本或影本 

 

※附註：因臺灣地區持往大陸地區使用之文書多以認證方式辦理，以上係司
法院頒布之參考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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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文書之參考格式 
 

※請注意：本手冊提供以下格式範例係屬一般通案，僅供參考。當事人之具體個

案，請與相關主管機關及承辦公證人確認後，依實際情形調整修正。 

 

格式一：單身事實聲明書 

 

單 身 事 實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明人姓名： 

性   別：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茲鄭重聲明下列事項： 

     □已經離婚 

本人 □尚未結婚  ，現為單身，依法可自由結婚，以上所述確係屬實， 

     □配偶已歿 

如有虛偽陳述，願負法律上之責任。並檢附下列證件□戶籍登記謄本 □離婚

協議書或判決書 □死亡證明書為證。 （意旨以ˇ表示）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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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無血緣關係聲明書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身分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住   址： 

 

茲鄭重聲明： 

本人與大陸結婚之對象，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住址： 

並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之關係。 

 

附件：戶籍謄本乙份為證。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公證人註記：僅認證聲明人之簽名或蓋章，關於聲明人之上述聲明是否屬實，應由相

關受理機關自行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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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單身事實聲明書＋無血緣關係聲明書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身分證號碼： 

出 生 日 期： 

住   址： 

 

茲鄭重聲明： 

□迄未結婚，現仍為單身。 

□配偶已去世，現為單身。 

□已與原配偶離婚，現為單身。 

□本人與大陸結婚之對象，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住址： 

 並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之關係。 

 

附件：戶籍謄本（離婚協議書、死亡證明書）乙份為證。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公證人註記：僅認證聲明人之簽名或蓋章，關於聲明人之上述聲明是否屬實，應由相

關受理機關自行審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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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四：離婚事實聲明書 
 

離 婚 事 實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聲明人於  年  月  日，在大陸    地區與          （身分證

號：     ）結婚，今因雙方個性不合，難以偕老，協議離婚，並同行至

戶政事務所辦妥離婚登記手續在案。以上所述確為真實，如有虛偽，願負法律

責任。（檢附戶籍登記簿謄本與離婚協議書為憑）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格式五：配偶死亡聲明書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茲鄭重說明下列事項： 

本人之配偶      ，性別：  ，  年  月  日生。於    年  月 

日死亡，以上所述確係屬實，如有虛偽陳述，願負法律上之責任，並檢附

下列證件：戶籍謄本、死亡證明書為憑。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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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六之一：無子女聲明書（收養同意書） 
 

無 子 女 事 實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茲鄭重聲明下列事項： 

□本人迄未結婚且無子女；□本人有配偶       ，但未生育子女，且已

得配偶同意；（意旨以ˇ表示），願收養大陸地區    省    之子（女） 

          （居民身分證號：      ）為養子（女），以上所述確係屬

實，如有虛偽陳述，願負法律上之責任，並檢附下列證件：戶籍登記簿謄本。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格式六之二：聲明書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茲鄭重聲明下列事項： 

本人在臺灣地區有親生子女或養子女，願收養大陸地區配偶○○ 之子（女） 

（居民身分證號：      ）為養子（女），以上所述確係

屬實，如有虛偽陳述，願負法律上之責任，並檢附下列證件：戶籍登記簿謄本。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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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定居聲明書（配偶同意書） 

 

定 居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出 生 地：    省    縣 

身分證號碼： 

現在居住地： 

 

茲因本人： 

□迄今未結婚，且無子女，仍為單身，安置在      榮譽國民之家就養，

每月支領生活給付新臺幣   仟   佰   拾     元整，今後該款可匯往

其定居地。 

□有配偶    （身分證字號：      ），並得其同意。 

今本人自願回大陸地區   省   市定居，與他人亦無債務糾紛情形存在

以上所述係實在，並有戶籍謄本及就養榮民給付證明書可資證明，如有虛偽陳

述願負法律責任，特此聲明。 

 

 

聲 明 人：                    

（有配偶者，配偶）：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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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一：授權委託書（一般事務） 
 

授 權 書 
 

使用地區： 

授權人：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字號：       ，

住  市  路  號，今因有事無法親自辦理，特全權委託（身分證字

號：      ），辦理有關註銷戶籍（結婚登記、離婚登記、收養登記……

等）的一切相關手續，受託人對辦理事務的簽名，授權人都予以承認。 
 

授權人： 

 

年     月     日 

 

 

 

 

 

格式八之二：授權委託書（處分房產） 
 

授 權 書 
 

使用地區： 

授權人：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字號：      ，住  市 

   路   號，今因有事無法親自辦理，就名下座落   省     市   路 

   號房屋的買賣事宜，全權委託（身分證字號：      ）辦理。受託

人權限包括簽訂合約、領取價款、辦理登記、領取房產證等的一切相關手續，

受託人對辦理事務的簽名，授權人都予以承認。本件授權得轉委託，期限至全

部事務處理完畢止。授權人配偶（身分證字號：      ）亦同意出售，

並共同具名委託。（檢附戶籍謄本為憑） 
 

授權人： 

配偶：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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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三：授權委託書（訴訟代理） 

 

授 權 書 
 

使用地區： 

授權人：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字號：     ，住  市 

   路  號，今因  省  市人民法院損害賠償訴訟案件，有事無法親

自辦理，特全權委託  律師事務所  律師為訴訟代理人，並有以下權限： 

一、一般訴訟代理權：包括代為提交和領取司法文書、出庭應訊、陳述案情、

調取證物、撰寫狀紙、參加論辯等。 

二、特別訴訟代理權：就本案有關的標的為承認、放棄、變更訴訟請求、提起

反訴、和解、調解、代簽法律文書、代領款項及上訴等。 

本件授權得轉委託。 

本件授權期限自即日起至執行處理完畢止。 

 

 

授權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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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之四：授權委託書（辦理繼承公證用） 

 

授 權 書 
 

使用地區： 

授 權 人：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字號：       ，

住  市   路  號。 

被授權人：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字號：       ，

住  市   路  號。 

 

我是被繼承人         的    （配偶、子女、父母），被繼承人      

於年    月    日在      死亡，死亡後遺有：              （遺產名稱）。 

根據大陸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我是被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之一，對他/她的上

述財產有繼承權。今因有事無法親自辦理相關事宜，特委託           代為

辦理我繼承被繼承人上述遺產過程中涉及到我的一切相關事宜。 

被授權人有/無轉委託權。 

被授權人有上述代理權限內所實施的一切行為及簽署的相關文件，我均予以認

可。 

授權期限自即日起至全部事務處理完畢止。 

 

 

授權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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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婚姻事實（狀況）聲明書 

 

婚 姻 事 實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   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聲明人於   年   月   日在   省（市）   縣（市）結婚，

配偶為     ，檢附戶籍登記簿謄本證明上述婚姻關係聲明屬實，如有虛

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 

特此聲明。 

 

 

聲 明 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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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親屬關係聲明書（繼承用） 
 

親 屬 關 係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明人姓名：                性別： 

出生年月日：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住    址： 
   

聲明人是被繼承人×××的配偶/子女/父母。 

據我（們）所知： 

  1.繼承人×××（   年   月   日生，身分證號：        ）  

    已於   年   月   日在     因      死亡，至今未發現其生前立

有遺囑，與他人訂立過遺贈扶養協議。 

  2.被繼承人死亡後遺有下列財產： 

  3.被繼承人與其配偶×××婚後只生育有四名子女： 

  （1）×××，性別：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號： 

   （2）×××，性別：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號： 

   （3）×××，性別：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號： 

   （4）×××，性別： ，  年  月  日生，身分證號： 

    ×××無收養子女，×××父親為：×××，  年  月  日生，  年   月 

  日死亡，其母親為：×××，   年   月   日生，   年   月  日死亡。 

依據大陸繼承法的有關規定，上述配偶、子女、父母應為被繼承人×××的繼承

人。 

    現我（們）聲明被繼承人除上述繼承人外無其他繼承人、無其他缺乏勞動

能力又沒有生活來源而依靠被繼承人生活的人、無上述繼承人以外對被繼承人

扶養較多的人、無與被繼承人有血緣關係的胎兒存在。如被繼承人確有其他符

合上述情況的繼承人存在，則我（們）願意接受追討並有義務將其他繼承人應

繼承的遺產還給他們，同時，我（們）願意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切法律責任，

且我們所有繼承人對此負連帶責任。 

    以上所述，均屬事實，如有違背，聲明人願意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切法律

責任，特此聲明。（並檢附戶籍登記謄本為憑） 
 
聲明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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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一：放棄繼承聲明書 

 

放 棄 繼 承 聲 明 書 
 

使 用 地 區： 

聲  明  人：             性別： 

出 生 日 期：   年   月   日 

身分證號碼： 

居 住 所： 

 

我是繼承人            的       （配偶、子女、父母），被繼承人於    年 

月     日在      死亡，死亡後遺有：          （遺產名稱）。 

根據大陸繼承法的相關規定，我是被繼承人的法定繼承人之一，對他/她的上

述財產有繼承權。現經我慎重考慮，決定放棄，今後也絕不反悔。特此聲明。 

（檢附戶籍謄本為憑） 

 

 

聲明人：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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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 
 
一、基礎篇 
 
問題一：在大陸地區須到何處辦理公證？ 

【解說】 

    大陸地區現行公證制度的法律根據「公證法」在 2006 年 3 月 1 日施行，

依第六條規定，辦理公證事務的主體是「公證機構」，也就是公證處。公證處

須設在縣、不設區的市、設區的市、直轄市或者市轄區，目前大陸地區的公證

處總共有 3,400 餘家，何處設有公證處，當事人可透過本手冊附錄三或海基會

網站上最新的大陸地區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協會通訊錄查詢。 

 
問題二：在大陸地區辦理公證有無管轄區域的限制？ 

【解說】 

    依大陸地區「公證程序規則」規定，在大陸地區辦理公證有管轄區域的限制： 

一、公證機構應當在省、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行政機關核定的執業區域

內受理公證業務。 

二、公證事項由當事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行為地或者事實發生地的公

證機構受理。 

三、涉及不動產的公證事項，由不動產所在地的公證機構受理；涉及不動

產的委託、聲明、贈與、遺囑的公證事項，可以由當事人住所地、經

常居住地、行為地或者事實發生地的公證機構受理。 

四、二個以上當事人共同申辦同一公證事項的，可以共同到行為地或者事

實發生地或者其中一名當事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的公證機構申辦。 

五、當事人向二個以上可以受理該公證事項的公證機構提出申請的，由最

先受理申請的公證機構辦理。 

 
問題三：大陸地區公證的業務範圍有哪些？ 

【解說】 

    依大陸地區公證法規定，公證處公證業務範圍包括： 
 
一、一般公證事項： 

（1）合同；（2）繼承；（3）委託、聲明、贈與、遺囑；（4）財產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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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標投標、拍賣；（6）婚姻狀況、親屬關係、收養關係；（7）出生、

生存、死亡、身分、經歷、學歷、學位、職務、職稱、有無違法犯罪紀

錄；（8）公司章程；（9）保全證據；（10）文書上的簽名、印鑑、日期、

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11）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自願

申請辦理的其他公證事項。 
 
二、法定公證事項： 

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公證的事項。 
 
三、其他事務： 

（1）法律、行政法規規定由公證機構公證的事務；（2）提存；（3）保管

遺囑、遺產或者其他與公證事項有關的財產、物品、文書；（4）代寫與

公證事項有關的法律事務文書；（5）提供公證法律諮詢。 
 
問題四：在大陸地區有哪一些事項是必須辦理公證的（包括中央及地

方）？地方政府規定必須辦理公證的事項，要如何查詢？ 

【解說】 

    目前依照大陸地區中央級法令規定必須辦理公證（即強制公證），主要有

辦理婚姻登記的證明文件、辦理不動產登記的委託書等。而慣例上，在大陸地

區內地涉及不動產移轉登記的委託書、繼承記名財產、建築招標、土地出讓的

招標和拍賣以及政府採購的招標通常須辦理公證。金融機構會根據融資風險的

大小要求某些類型的融資合同必須在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公證。至於境外地區

人士（包括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辦理結婚登記、收養大陸地區人民

為養子女、辦理不動產移轉登記及其他事項的委託書等，則有規定須提出在當

地公證機構辦理公證的文書。 

大陸地區地方廣闊，如果地方政府以立法形式規定必須辦理公證的事項，

通常可以在該地方政府的網站上查詢到該地方立法。 
 
問題五：什麼是涉臺公證？ 

【解說】 

    在大陸地區所謂的「涉臺公證」，是指公證機構辦理公證事項的當事人或

當事人之一為臺灣地區人民，或者公證文書將發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事項，

屬於大陸地區公證機構辦理涉外公證的一環。由於兩岸的特殊狀況，大陸地區

公證處辦理涉臺公證亦有其特殊性，常常需要向其司法行政部門請示、審核。

因此，臺灣地區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涉臺公證事項時，最好事先向

承辦的公證處問明程序及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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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六：大陸地區每一所公證處都能辦理涉臺公證嗎？ 

【解說】 

    依據大陸地區司法部「公證處辦理涉外公證業務暫行管理辦法」第三條的

規定，大陸公證機構辦理涉外公證業務須經過省、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

審查批准。涉臺公證業務的辦理參照該規定執行。目前，並非所有的公證處均

通過司法廳（局）的上述審查批准，因此，不是每一家公證處均可受理涉臺公

證申請。所以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申請辦理涉臺公證事務時，最好先向各

省、自治區、直轄市司法廳（局）或公證（員）協會洽詢何處可以辦理涉臺公

證，以免白跑。 
 
問題七：何謂直接公證？何謂間接公證？在大陸地區何種事項辦直接

公證？何種事項辦間接公證？效力上有無不同？ 

【解說】 

大陸地區公證法並無直接公證及間接公證的稱呼，在實務上所謂直接公

證，相當於臺灣地區公證法所謂的「公證」；而間接公證，則相當於臺灣地區

的「認證」。亦即，如果公證人公證的事項是關於證明文書上的簽名、印鑑、

日期、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是屬於間接公證，除此之外，均屬直

接公證。因此，大陸地區公證處所出具的公證文書均稱為「公證書」，並無稱

認證書者。 

在大陸地區，通常辦理出生公證、死亡公證、親屬關係公證、未受刑事處

分公證、婚姻狀況公證等多以直接公證的方式（但也可以間接公證方式辦理

之）；辦理學歷學位公證、成績單公證、公司章程公證、股東會（董事會）決

議公證、駕駛證和營業執照等證照或文件公證以及聲明書公證等多以間接公證

的方式。 

直接公證與間接公證最大不同在於，如以直接公證方式辦理，公證書內即

直接記載證明事項，不會附上相關證明文件，例如當事人申請死亡公證，公證

書上即直接記載某人於某時因某病因死亡，至於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或公安

部門出具的死亡鑑定書，只是作為證明之用的資料，並不會附在死亡公證書

內。此外，所適用的公證書格式也不同。如果臺灣地區的主管機關有需要該證

明資料的公證，當事人須再另行申請辦理該證明文書簽名、印鑑、日期、文書

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之（間接）公證書，當事人在辦理相關事務時，應

先向臺灣地區主管機關（如榮民服務處、戶政事務所、移民署、各級法院等）

詢明直接公證或間接公證之需求。 

又在某些公證事項上，直接公證和間接公證的效力會有差別，例如公司章

程公證，如果是直接公證，公證員必須出席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的股東會，

並對股東會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進行實質審查和監督。但是如果是間

接公證，公證員則無須對股東會制定（修改）公司章程的程序進行實質審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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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僅對章程上的股東簽字或印鑑是否屬實進行審查即可。但是，對於出生、

婚姻狀況、親屬關係、學歷學位等事項的公證，直接公證與間接公證的效力區

別不大，原則上均具有同等效力。 
 
問題八：大陸地區辦理一般公證應準備的文件資料有哪些？ 

【解說】 

    在大陸地區一般申辦公證時，當事人應提交有關證明材料，填寫公證申請

表，並按規定繳納公證費用。如果當事人是企、事業法人，辦理任何公證均應

提交體現有效年檢的「企業法人營業執照」、介紹信或法定代表人授權書、法

定代表人及受託人身分證件；如果當事人是自然人，在境內的人員應提交身分

證件、戶籍證明；在境外的人員應提交護照及境外身分證件以及出國前的註銷

戶口證明，如果是臺灣地區人民則出示臺胞證。除上述規定外，還應按照公證

處要求，提交與申辦公證事項有關的各類證明材料。 

無論在境內或在境外的申請人，除了遺囑、遺贈扶養協議、贈與、認領親

子、收養、解除收養、委託、聲明、生存及其他與當事人人身有密切關係的公

證不得委託他人申辦外，其他公證均可委託他人前來申辦，但應出具有效的委

託書、委託人及其代理人的身分證件，如果委託人是臺灣地區人民，委託書須

先經過臺灣地區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公（認）證。 
 
問題九：大陸地區公證處處理公證案件的一般流程為何？有無出證期

間的限制？ 

【解說】 

    依據大陸地區「公證程序規則」之規定，在大陸地區辦理公證案件的一般

流程，可分為申請與受理、審查、出具公證書、不予辦理公證及終止公證等。

茲分述如下： 
 
一、申請與受理： 
 
（一）填寫申請書： 

申請書應當載明下列內容：1、申請人及其代理人的基本情況；2、申

請公證的事項及公證書的用途；3、申請公證的文書的名稱；4、提交

證明材料的名稱、份數及有關證人的姓名、住址、聯繫方式；5、申請

的日期；6、其他需要說明的情況。並由申請人在申請書上簽名或者蓋

章，不能簽名、蓋章的由本人捺指印。 
 
（二）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及資料： 

包括自然人的身分證明，法人或其他組織的資格證明及其法定代表人

的身分證明、委託他人代為申請的授權委託書、申請公證的文書、申

請公證的事項的證明材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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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理： 
公證處如認為當事人的申請符合規定，即應予受理，受理公證申請後，

應當向申請人發送受理通知單，由申請人或其代理人在回執上簽收；

如認為不符合規定，則不予受理，並通知申請人。 
 
（四）收取公證費： 

公證處受理公證申請後，應當按照規定向當事人收取公證費。公證辦結

後，經核定的公證費與預收數額不一致的，則辦理退還或者補收手續。 
 
二、審查： 
 
（一）審查事項： 

公證處受理公證申請後，應當根據不同公證事項的辦證規則，分別審

查下列事項：1、當事人的人數、身分、申請辦理該項公證的資格及相

應的權利；2、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實；3、申請公證的文書的內

容是否完備，含義是否清晰，簽名、印鑑是否齊全；4、提供的證明材

料是否真實、合法、充分；5、申請公證的事項是否真實、合法。 
 
（二）審查方法： 

包括要求當事人作出說明或者補充證明材料；詢問當事人、公證事項

的利害關係人加以核實；詢問證人加以核實；向有關單位或者個人瞭

解相關情況或者核實、收集相關書證、物證、視聽資料等證明材料；

通過現場勘驗加以核實；委託專業機構或者專業人員鑑定、檢驗檢測、

翻譯等。 
 
三、出具公證書： 

（一）公證處經審查，認為申請公證的事項符合「公證法」、「公證程序規

則」及有關辦證規則規定者，應當自受理之日起 15 個工作日內向

當事人出具公證書。因不可抗力、補充證明材料或者需要核實有關

情況的，所需時間不計算在前項規定的期限內，並應當及時告知當

事人。 

（二）公證書由承辦公證員擬製，並連同被證明的文書、當事人提供的證

明材料及核實情況的材料、公證審查意見，報公證機構的負責人或

其指定的公證員審批。但按規定不需要審批的公證事項除外。 

（三）公證處製作的公證書正本，由當事人各方各收執一份，並可以根據

當事人的需要製作若干份副本。公證機構留存公證書原本（審批

稿、簽發稿）和一份正本歸檔。  
四、不予辦理公證及終止公證： 

（一）不予辦理公證之事由：1、無民事行為能力人或者限制民事行為能

力人沒有監護人代理申請辦理公證；2、當事人與申請公證的事項

沒有利害關係的；3、申請公證的事項屬專業技術鑑定、評估事項

的；4、當事人之間對申請公證的事項有爭議的；5、當事人虛構、



42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隱瞞事實，或者提供虛假證明材料的；6、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材料

不充分又無法補充，或者拒絕補充證明材料的；7、申請公證的事

項不真實、不合法的；8、申請公證的事項違背社會公德的；9、當

事人拒絕按照規定支付公證費的。  
（二）不予辦理公證的處理：不予辦理公證時，由承辦公證員寫出書面報

告，報公證機構負責人審批。不予辦理公證的決定應當書面通知當

事人或其代理人。公證機構應根據不予辦理的原因及責任，酌情退

還部分或者全部收取的公證費。  
（三）終止公證之事由：1、因當事人的原因致使該公證事項在六個月內

不能辦結；2、公證書出具前當事人撤回公證申請；3、因申請公證

的自然人死亡、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終止，不能繼續辦理公證或者繼

續辦理公證已無意義；4、當事人阻撓、妨礙公證機構及承辦公證

員按規定的程序、期限辦理公證；5、其他應當終止的情形。  
（四）終止公證的處理：終止公證時，由承辦公證員寫出書面報告，報公證

機構負責人審批，終止公證的決定應書面通知當事人或其代理人，公

證機構應根據終止的原因及責任，酌情退還部分收取的公證費。 
 
問題十：大陸地區公證費用如何計算？ 

【解說】 

依 1997 年 3 月 1 日實施的「公證服務收費管理辦法」，大陸地區的公證收

費項目主要分為：  
一、由「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提出方案，報國務院價格部門審批的費用。依

1998 年「國家發展計畫委員會」調整後的具體費用項目及標準如下： 

（一）證明法律行為： 

1、證明合同、協議： 
（1）證明經濟合同： 

A.證明土地使用權出讓、轉讓，房屋轉讓、買賣及股權股

權轉讓，按下列標準收取：標的額人民幣（本題下同）

50 萬元以下部分，收取比例為 0.3％，按比例收費不到

200 元的，按 200 元收取；50 萬 01 元至 500 萬元部分，

收取 0.25％；500 萬 01 元至 1,000 萬元部分，收取 0.2
％；1,000 萬 01 元至 2,000 萬元部分，收取 0.15％；2,000
萬 01 元至 5,000 萬元部分，收取 0.1％；5,000 萬 01 元

至 1 億元部分，收取 0.05％；1 億 01 元以上部分，收

取 0.01％。 
B.證明其他經濟合同，按下列標準收取：標的額 2 萬元以

下的，收取比例為 1％；2 萬 01 元至 5 萬元部分，收取

0.8％；5 萬 01 元至 10 萬元部分，收取 0.6％；10 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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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 50 萬元部分，收取 0.5％；50 萬 01 元至 100 萬元

部分，收取 0.4％；100 萬 01 元至 200 萬元部分，收取

0.3％；200 萬 01 元至 300 萬元部分，收取 0.2％；300
萬 01 元至 400 萬元部分，收取 0.1％；400 萬 01 元以上

部分，收取 0.05％。 
（2）證明民事協議，每件收費 100 至 200 元，涉及財產關係

的加倍收取。 
2、證明收養關係：（1）生父母共同送養的，每件收費 300 至 500

元；（2）生父母單方送養的，每件收費 500 至 800 元；（3）其

他監護人送養的，每件收費 700 至 1000 元。 
3、證明財產繼承，贈與和遺贈，按受益額的 2％收取，最低收取

200 元。 

（二）證明有法律意義的事實： 
1、證明出生、生存、死亡、身分、經歷、學歷、國籍、婚姻狀況、

親屬關係、未受（受過）刑事處分等每件收費 50 至 80 元。 

2、證明法人和其他組織的資格、資信，每件收費 300 至 500 元。 

3、證明不可抗力事件，每件收費 200 至 400 元。 

4、辦理證據保全： 

（1）證人、證言及書證保全，每件收費 100 至 200 元。 

（2）聲像資料、電腦軟體保全，每件收費 500 至 800 元。 

（3）對物的保全：不動產每件收費 500 至 1,000 元；其他物證

保全，每件收費 200 至 400 元。 

（4）侵權行為和事實證據保全，每件收費 500 至 1,000 元。 

5、製作票據拒絕證書，每件收費 400 元。 

（三）證明有法律意義的文書： 

1、證明智慧財產權的享有、轉讓和使用許可文書，每件收費 500
元。 

2、證明其他有法律意義的文書：（1）證明法人或其他組織的授權委

託書、公司章程、會議決議或其他法律文書，每件收費 300 至 500
元；（2）證明其他有法律意義的文書，每件收費 50 至 100 元。 

（四）提存公證，按標的額的 0.3％收取，最低收取 100 元。代申請人支

付的保管費另收。 

（五）賦予債權文書具有強制執行效力，按債務總額的 0.3％收取。 

（六）對已受理的公證事項，申請人要求撤回的，可收取手續費，未經審

查的，每件收取 10 元；已經審查的，按照該公證事項收費標準的

50％收取。 

（七）對證明民事協議、證明收養關係、證明有法律意義的事實和證明有

法律意義的文書的公證服務收費，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物價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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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在規定的收費幅度內確定本地區實施的具

體收費標準，並報大陸國家計劃委員會備案。 

（八）對上述各項公證服務收費標準，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物價部門可

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在上下不超過 10％的幅度內，確定本地區

實施的具體收費標準，並報大陸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司法部備案。 
 

二、由大陸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提出方案，報同級價格

部門審批，並報大陸國務院價格部門備案，項目有： 

（一）辦理遺囑公證和保管遺囑，清點保管遺產，確認遺囑的效力； 

（二）證明對財產的清點、清算、評估和估損； 

（三）其他民事法律行為的設立、變更、終止； 

（四）保管文書，辦理法律規定的抵押登記，代辦與公證事項相關的登

記、證明事務，代擬和修改與公證事項相關的法律文書，解答法

律諮詢； 

（五）依法辦理的其他法律服務事務。 
 

三、各公證處對申請人提供公證服務過程中發生的下列費用，由申請人另行支付： 

（一）鑑定費、評估費； 

（二）公證書副本費； 

（三）公證處到異地（省外）辦理公證所需的差旅費； 

（四）當事人因舉證有困難，委託公證處進行調查的有關費用等。 

綜合以上規定，大陸地區公證收費的標準有彈性，而且各省、自治區、直

轄市所規定的又都不同，所以在辦證之前，最好先詢問各省、自治區、直轄市

的公證（員）協會。 
 
問題十一：大陸地區的公證書有無固定格式？臺灣地區有關機關在適

用大陸地區公證書時，有何應注意事項？ 

【解說】 

一、依照大陸地區「公證法」第三十二條規定：「公證書應當按照國務院司法

行政部門規定的格式製作」，目前，大陸地區「司法部」制定的公證書格

式分為兩類：一為定式公證書格式；另一為要素式公證書格式。前者是指

按照固定的格式語言，填充其中的變量撰寫的公證書格式。後者是指公證

書內容由規定的要素構成，文字表述等則由公證員酌情撰寫的公證書格

式。大陸地區「司法部」於 2011 年 3 月 11 日頒布定式公證書格式 35 式

49 種，並自同年 10 月 1 日起正式施行。大陸地區定式公證書格式主要由

以下三部份組成： 

（一）首部：包括公證書標題、公證書編號、申請人（關係人）、公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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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文（證詞）：為公證書的核心，主要包括公證書證明的事項、範

圍和內容、適用的法律、法規等。 

（三）尾部：包括照片、承辦公證機構名稱、承辦公證員的簽名或簽名

章、公證書出具的日期和公證機構的印章等。 
 

二、大陸地區公證處按照定式公證書格式製作的涉臺公證書，在一般上，主

要有以下特殊之處，至於個別公證書的特點，則分別於下一節說明。 

（一）公證書的身分證件號碼：大陸地區公證書上所載明的臺灣地區人

民身分證件號碼，通常是載明「臺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證（即俗

稱臺胞證）」號碼。當事人如果提交臺灣身分證，也可以同時載明

臺灣身分證號碼，但不能記載臺灣護照號碼。 

（二）文字禁忌：不能使用繁體字，不能出現中華民國字樣，及臺灣法律、

政府機關名稱（僅記載臺灣地區相關規定、臺灣地區有關機關）。 

（三）住址記載：發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通常須記載當事人的住址。

當事人如果暫住或定居臺灣的，可以記載臺灣的住址。 

（四）載明使用地：公證書證詞中須載明「本公證書用於臺灣地區」。 

（五）公證書落款：僅載明××省××市（縣）公證處，而不冠「中華人民

共和國」。 

（六）頓號的慎用：發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如果有二人以上申請人，

或申請人有二以上簽署行為，通常不宜使用頓號，而用「和」、「並」

等字表述。例如不表述「甲、乙在面前的××××上簽名」，而表述「甲

和乙在面前的××××上簽名」；又如不表述「甲在面前的××××上簽

名、按指印」，而表述「甲在面前的××××上簽名和按指印」。 

（七）對於公信力較弱的專業文書，或公證機構難以核實其內容的私文

書，大陸地區公證處會採用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格式或文

本相符公證書格式辦理，臺灣地區主管機關在適用時，應特別加以

注意。此類文書包括：（1）自然人經歷證明；（2）個人收入證明；

（3）派遣函；（4）推薦信；（5）學校、醫院依職權出具的成績單、

醫療證明、病歷等非證照類文書；（6）各類結業證書、培訓證書；

（7）公司章程、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或會議紀錄；（8）法人

的經歷證明；（9）非權威機構頒發的獲獎證書；（10）沒有名稱或

題目的文書；（11）僅需公證印鑑屬實或文本相符的各類合同；（12）
公證機構認為公信力較弱的其他專業文書；（13）公證機構對文書

內容難以完成審查的其他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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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

理程序篇 
 

類型一：婚姻狀況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一～四） 

 

一、意義： 

婚姻狀況公證，是指有涉外業務權之公證處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

照法定程序，對當事人現存的婚姻狀況法律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

證明的活動。婚姻狀況公證的類型，可分為已婚狀況公證及未婚狀況公

證，已婚狀況公證分為結婚（初婚）公證、再婚公證（包括喪偶再婚、

離異再婚）；未婚狀況公證分為未婚公證及未再婚公證（包括喪偶未再

婚、離異未再婚）。 
初婚公證適用於男女雙方均為初次結婚之情形；再婚公證適用於男

女一方或雙方，有喪偶或離異之情形，而再次結婚；未婚公證適用於當

事人從未與他人登記結婚或未達結婚年齡而未登記結婚之情形；未再婚

公證適用於當事人有喪偶或離異之情形而未再婚。 
 
二、用途： 

婚姻狀況公證主要用於當事人申請到大陸以外地區辦理結婚、離婚

登記手續、婚前懷孕生子辦理在臺出生登記及大陸地區人民辦理居留等

事項。 
 
三、管轄： 

該項公證由當事人住所地的公證處管轄。 
 
四、應備文件： 
 
（一）共同應備文件： 

1、當事人夫妻雙方的居民身分證（臺灣地區人民為臺胞證）和戶口

名簿及其影本，已註銷戶口的，應提交原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出具

的戶籍記載情況證明。 

2、代理人代為申請的，還須提交授權委託書和代理人的身分證及其

影本。 
 
（二）依案件類型應備文件： 

1、已婚（初婚）公證：提供結婚證原件；1949 年前結婚的，除提交

當時的結婚證書外，還要請二名知情人到公證處作證。結婚公證

所需照片張數依所需要公證份數加 1 張提供，為同底版兩寸證件

免冠照片。 

2、未婚公證：婚姻登記部門出具的未婚證明；依大陸地區司法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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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司 2011 年 10 月所頒「定式公證書使用指南」，辦理未婚公證書

可以委託代理人代辦。未達到法定結婚年齡須辦理未婚公證的，

須提供本人身分證、戶口名簿。 

3、未再婚（離婚或喪偶）公證：提供結婚證、離婚證、離婚調解書

籍送達回證（調解離婚）、法院離婚判決書及法院出具的該判決書

已生效的證明（判決離婚）婚姻登記部門出具的未再婚證明；如

一方已經去世，須提供死亡證明；依大陸地區司法部公證司 2011
年 10 月所頒「定式公證書使用指南」，辦理未再婚公證書可以委

託代理人代辦。 
4、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離婚，為回臺辦理離婚登記，

應分別其為協議離婚、調解離婚或判決離婚之情形，而辦理離婚

證公證，或離婚調解書及送達回證（調解離婚）公證，或法院離

婚判決書及法院出具的該判決書已生效的證明（判決離婚）公證

等間接公證方式。 
 
（三）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過去大陸地區公證處對於婚姻狀況公證的作法並不一致，例如對未

婚公證或未再婚公證，有依辦理聲明書，證明當事人簽名蓋章屬實

的間接公證方式辦理；或對於結婚證書遺失的，即根據當事人提交

的婚姻登記機關發給的「夫妻關係證明書」出具公證，而效力上並

無太大區別。但自 2011 年 10 月 1 日開始，有關婚姻狀況之公證，

均依新格式的公證書出具。 

（二）依臺灣地區主管機關需要，要求對婚姻狀況證明文件（例如結婚證、

離婚調解書及送達回證、離婚判決書及生效證明等）併加以公證者，

此項公證並非婚姻狀況公證，而係證明文件之簽名、印鑑屬實或複

印件與原件相符的間接公證，應另行申請辦理，請當事人先向臺灣

地區主管機關詢明。 

 

類型二：親屬關係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五～六） 
 
一、意義： 

親屬關係公證是指有涉外業務權之公證處，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

法證明申請人與關係人之間親屬關係的真實性、合法性的活動。所謂親

屬關係是指凡是法律上承認的親屬，彼此間就產生權利義務，具有一定

的法律效力。比如，大陸地區「婚姻法」規定，夫妻、父母和子女負有

互相扶養的義務。 
公證的主要內容是，證明申請人與關係人是直系親屬、旁系親屬、

姻親關係或者因收養而產生之親屬關係，只要符合大陸地區民事法律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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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親屬範圍，均可給予公證證明，例如當事人要求辦理表兄弟姐妹公

證，只要能查證屬實，就可以辦理公證。 
 
二、用途： 

親屬關係公證書，主要用於出入境簽證，大陸地區人民到臺灣定居、探親、

探病、奔喪、留學、繼承遺產、申請勞工傷亡賠償、領取撫恤金等事項。 
 
三、管轄： 

由當事人住所地的公證處管轄。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居民身分證和戶口名簿及其影本，已註銷戶口的，原居住

地公安派出所出具的記載戶籍情況的證明。 

（二）他人代為辦理的，應提交授權委託書和代理人身分證件。 

（三）當事人所在單位人事、組織或勞資部門出具的親屬關係證明，當事

人所在單位無人事、組織、勞資部門的，由該單位上級主管部門予

以證明。 

（四）如證明夫妻關係的，須提供結婚證原件；需要證明的關係人中如有

已經去世的，須提供死亡證明；涉臺的當事人須提供在臺灣的戶籍

謄本（由臺灣地區當地的戶政事務所開具）。 

（五）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申請用於來臺奔喪、領取骨灰或調取被繼承人的戶籍謄本及死亡證

明，只須繼承人中之一人提出申請，不須全體為之。 

（二）申請用於在臺申報繼承用的親屬關係公證書，其繼承的順位必須按

照臺灣民法的規定，列出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姊

妹、祖父母之順序。 

（三）被繼承人去臺前在大陸有配偶，但大陸配偶已去世，或大陸配偶尚

健在，但被繼承人與大陸配偶未辦理合法離婚手續者，其大陸配偶

均稱為「配偶」。又如大陸配偶後來再婚且尚健在者，則公證書證詞

上稱為「原配偶」。 
 
類型三：委託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七） 
 
一、意義： 

委託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委託人或委託人與受託人的申請，依

法證明委託人的委託行為或委託人與受託人簽訂委託合同的行為的真實

性、合法性的活動。 
 
二、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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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陸地區的委託人無法親自辦理臺灣地區申辦事項，委託他人代

為處理。 
 
三、管轄： 

委託公證，由委託人的戶籍所在地或委託行為發生地或委託合同簽

訂地的公證處受理。 
 
四、應備文件： 

（一）由於委託行為必須是委託人本人的真實意思表示，為保證委託行為

的真實性，委託公證必須由委託人親自到公證處申辦。 

（二）委託人本人的身分證明及受託人的身分證明（如戶口名簿、身分

證、臺胞證等），法人委託還應提交法人的營業執照。 

（三）草擬的委託書或委託合同。 

（四）與委託事項相關的權利證明，如房產證、土地證（可以是影本）。 

（五）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持往臺灣使用的委託書，應載明當事人的基本資料及授權範圍，尤

其如果是持往臺灣地區訴訟使用的委託書，應注意有無授與訴訟代

理人特別代理權限。 

（二）大陸地區委託書的公證，可以用格式七的形式作直接公證，也可按

格式二十四辦理文書上簽名（印鑑）公證書之間接公證。大陸地區

公證處通常依後者的方式出具公證書，但如果公證員對委託人的委

託行為能夠進行實質性審查，則依前者的方式出具。 
 
類型四：未受刑事處分（無犯罪紀錄）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八） 
 
一、意義： 

未受刑事處分（無犯罪紀錄）公證，是指有涉外業務權之公證處，

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定程序對自然人在大陸地區居住期間無犯罪紀

錄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大陸地區人民辦理出入境臺灣地區、定居等用途。 
 
三、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另須提供護

照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 

（二）未受刑事處分證明。 

（三）如非本人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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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注意事項： 

（一）在大陸地區辦理此項公證所應提出的「未受刑事處分證明」，通常

係向當地公安部門申請出具，但公證處有時也接受人事檔案保管部

門或所在單位出具的證明；又某些地區公安部門需當事人先向公證

處備案才肯出具，當事人均應先向當地大陸地區公證處詢明。 

（二）臺灣地區移民署要求本項公證書內容須證明當事人「在中國大陸居

住期間」未受刑事處分，而不可僅證明在特定地區未受刑事處分，

當事人在申辦時，應特別向大陸地區承辦公證員提醒。 

（三）本項在大陸地區公證處可按格式八辦理直接公證，也可按格式二十

三證書（執照）公證書格式，就公安部門出具的「未受刑事處分證

明」辦理間接公證，多數公證處通常係以直接公證方式辦理。又當

事人一直居住在大陸者，證詞中的起始日可以不必記載。 
 
類型五：收養關係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九） 
 
一、意義： 

收養關係公證是公證機關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養父母與養子

女建立收養關係的民事法律行為的真實性、合法性的活動。當事人應當親

自到收養人或被收養人住所地的公證機構提出申請，收養關係成立時間，

1992 年 4 月 1 日至 1999 年 4 月 1 日前，在舊「收養法」實施期間建立的

收養關係，自公證後成立；1999 年 4 月 1 日「收養法」修訂實施以後建立

的收養關係，自登記之日起成立。 
 
二、用途：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陸地區人民為養子女，在臺灣地區辦理收養之用。 
 
三、管轄： 

涉外收養僅能由被收養人住所地具有辦理涉外公證資格的公證處辦

理。 
 
四、涉外收養公證應備文件： 

（一）必須由收養人親自向有管轄權的公證處申請，並提出身分證明文

件，不得委託他人。大陸地區司法部規定，夫妻共同收養，一方因

故不能親自到場，另一方到場並提交經過公證的配偶委託書，視為

親自到場。 

（二）收養人為臺灣地區人民者，須提出無子女聲明書。 

（三）收養協議書。 

（四）向當地民政部門辦理收養登記的收養證。 

（五）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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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一）根據大陸地區「收養法」第二十條的規定，涉外收養應經以下法定

程序：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收養子女，應提供收養人的年齡、

婚姻、職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事處分等狀況的證明材料，

該證明材料須經其所在地公證機構或者公證人公證，並經大陸省

（市）、自治區公證（員）協會比對核驗。該收養人應當與送養人

訂立書面協議，親自向民政部門登記，並到指定的公證處辦理收養

公證。 

（二）外國人在大陸地區收養子女，根據大陸地區司法部的規定，必須符

合下列條件：一是收養人夫妻雙方均年滿 35 周歲，有正當的收養

目的，有可靠的經濟來源，身體健康，無傳染性疾病。二是如被收

養人有識別能力（10 周歲以上）須徵得本人同意。三是送養人同意

送養。四是收養人行為不違反收養人居住國法律。 

（三）又依臺灣地區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六規定，收養之成立及終

止，依各該收養者被收養者設籍地區之規定。收養之效力，依收養

者設籍地區之規定，因此，在大陸地區辦妥收養手續後，應再向臺

灣地區法院聲請認可。 
 
類型六：出生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 
 
一、意義： 

出生公證，是指具有涉外公證業務權的公證處根據當事人的申請，

依法對當事人出生的法律事實給予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出生公證主要用於當事人辦理移民、出國求學、謀職、繼承財產、

辦理出生登記手續等。 
 
三、管轄： 

當事人辦理出生公證，應向其住所地或出生地的涉外公證處申請。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 

（二）出生證或醫院根據出生檔案記載出具的證明。 

（三）當事人所在單位的人事部門出具的出生情況證明。待業或辭職的或

無業的，由其檔案保管部門或街道辦事處出具證明，在校學生，由

其所在學校出具證明。 

（四）一式 2 至 3 份的近期正面免冠（即脫帽）照片。 

（五）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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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一）大陸地區公證處在辦理出生公證書，可以適用格式十作直接公證，

也可以適用格式二十三證書（執照）公證書格式，就出生證明書作

間接公證。通常情形大多作直接公證，如係新生兒未辦戶籍登記

的，則作間接公證。 

（二）對於非婚生子女，公證書可以載明「生父不詳」；對於孤兒，公證

書可以載明「生父母不詳」、「出生地不詳」。 

（三）婚前所生子女辦理出生公證，如所提交的戶口簿或出生證明已載明

生父姓名，通常無須提交親子鑑定結論，但如無法提交有關其生父

的充分證據，須就提交親子鑑定結論。 

（四）對於在國外出生，或對出生時間、地點不能提供充分證據的，公證

處可以採用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格式，出具「出生聲明書」

的公證書，其間的差異性，臺灣地區主管機關應加注意。 
 
類型七：死亡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一） 
 
一、意義： 

死亡公證，是指具有涉外公證業務權的公證處根據當事人的申請，

依法對當事人死亡的法律事實給予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死亡公證主要用於當事人辦理除籍、繼承財產、公法給付、死亡給

付等事項。 
 
三、管轄： 

當事人辦理死亡公證，應向其當事人住所地或死亡地的涉外公證處

申請。 
 
四、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為死者的利害關係人（如家屬等），應提出身分證明文件、

戶口名簿。 

（二）申請人與死者關係證明。 

（三）死亡證明（依據大陸地區國臺辦、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之相關

規定，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死亡者，如屬正常死亡或死因明確

的非正常死亡，應由縣級以上醫院或授權之醫療機構開具的《死亡

證明書》；如其他非正常死亡，應由地（市）級以上公安部門出具

的《死亡鑑定書》）。 

（四）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五、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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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陸地區公證處在辦理死亡公證書，可適用格式十一作直接公證，

也可以適用格式二十三證書（執照）公證書格式，就死亡證明書或

死亡鑑定書作間接公證。通常情形大多作直接公證，如果臺灣地區

主管機關（例如退輔會所屬榮民服務處）有特別要求，須向大陸地

區公證處的承辦人員特別講明。 

（二）發往臺灣地區使用的死亡公證書，應當註明死者的出生日期及生前

地址，所以必須提交死者的身分證件資料。如果短期參訪、旅遊的

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死亡，在大陸無暫住地址的，可以載明在臺灣

的住址。 
 
類型八：繼承權公證 
 
一、意義： 

繼承權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法律的規定和繼承人的申請，依法

證明繼承人的繼承行為真實性、合法性，確認繼承人的繼承權的活動。

被繼承人死亡後，對於其在大陸地區記名財產（如房產、股票、存款等）

辦理繼承登記前，通常須先向公證處辦理繼承權公證，再憑該公證書向

遺產管理機關申請辦理繼承事項。臺灣地區人民繼承大陸地區遺產，通

常亦須先向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申請辦理繼承權公證。 
 
二、用途： 

辦理繼承手續用。 
 
三、管轄： 

繼承權公證，由繼承人住所地或遺產所在地的公證處管轄。凡涉及

不動產的繼承，均由不動產所在地的公證處管轄。 
 
四、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的身分證明。代理人代為申請者，代理人應提交本人的身分

證明和委託人簽署的授權委託書。臺灣地區出具的委託書必須經過

當地的公證機關公（認）證證明； 

（二）被繼承人和已死亡繼承人的死亡證明。死亡證明通常由公安部門或

被繼承人死亡時所在的醫院出具，被繼承人如果是在臺灣地區死

亡，死亡證明應經過當地公證機關公（認）證； 

（三）被繼承人遺留的財產證明； 

（四）全部合法繼承人情況的證明（親屬關係證明書）。此相當於臺灣地

區的繼承系統表，繼承人在臺灣地區者，此系統表應經過公（認）

證，並附具戶籍謄本，戶籍謄本亦須經當地公證機關公（認）證；

（五）繼承人放棄繼承權的，應提供棄權聲明書，在臺灣出具者，

應經公證機關公（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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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繼承人失蹤，應提出宣告失蹤或死亡之裁定書； 

（七）遺囑繼承人應提供合法有效的遺囑；如果在臺灣地區所立的遺囑，

應經過當地公證機構的公、認證； 

（八）其他證明文件（如聲明書等）。 
 
五、注意事項： 

（一）大陸地區「繼承法」第十條規定，第一順位繼承人為配偶、子女、

父母；第二順位繼承人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在製作親

屬關係證明或繼承系統表時，應注意按此順序為之。 

（二）大陸地區各公證處對繼承權公證所要求的應備文件不一，當事人在

辦理前，最好向大陸地區當地公證處詢明。 
     
類型九：遺囑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二） 
 
一、意義： 

遺囑公證，是指公證機構依法證明遺囑人訂立遺囑行為的真實性、

合法性的活動。遺囑是立遺囑人生前依法處分其個人合法財產，並在其

死亡時生效的法律行為。遺囑是立遺囑人的單方法律行為，只能由立遺

囑人的親自實施，不能由其他人代理。大陸地區法定遺囑形式有五種，

即：自書、代書、錄音、口頭、公證遺囑。前四種遺囑形式不得撤銷或

者變更公證遺囑，有數份遺囑時，以遺囑人最後所立的公證遺囑為準。 
 
二、用途： 

辦理繼承之用。 
 
三、管轄： 

遺囑公證，由遺囑人居住地或遺囑行為發生地的公證機構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本人的身分證明。如身分證、戶口名簿、或其他足以證明身分的證

件。 

（二）遺囑涉及的財產清單及財產的所有權證明。 

（三）遺囑草稿。 

（四）遺囑人立遺囑時患有嚴重疾病時，應提交醫院的病況證明，以證實

遺囑人的神志狀況及行為能力。 

（五）其他承辦公證員認為應備的文件。 
 
五、注意事項： 

（一）遺囑人必須到公證機構親自提出公證申請，不得委託他人代理；遺

囑人親自到公證機構有困難的，公證機構可派公證員到遺囑人的住

所地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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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遺囑人具有完全行為能力，神智清楚，能準確表達本人意願。 

（三）自願立遺囑，而且遺囑內容符合國家法律、法規和政策的規定及社

會公共利益。 

（四）未剝奪缺乏勞動能力又沒有生活來源的繼承人、未成年法定繼承人

或其他依靠遺囑人生活的人的繼承權。 

（五）遺囑的內容符合法律規定。 
 
類型十：學歷、學位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三～十四） 
 
一、意義： 

學歷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當事

人從入學至畢業（結業或肄業）的學習經歷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

的活動。學位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當事人

所獲學位的真實、合法的活動。 
 
二、用途： 

到境外地區就學之用 
 
三、管轄： 

向當事人住所地或學校所在地公證處申請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須提供護照

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 

（二）各類證書、證明的原件。 

（三）如證書上的學校名稱已經變更，須提供學校出具的更名證明。 

（四）如證書遺失，須提供原學校出具的《學歷證明書》。 

（五）「技術等級證書」必須是勞動部門頒發的中英文相對照的證書，否

則，則須先到勞動部門換發新的中英文證書，再向公證處申請辦理。 

（六）如非本人申請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及授權書。 

（七）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如學歷驗證證明等。 
 
五、注意事項： 

（一）有關本項公證，大陸地區公證處通常係依證書（執照）公證書格式

辦理，如果申請人或使用地區有特殊要求的，或者公證機構認為必

要時，可以適用本格式，效力上大致相同。但是如果是適用文本相

符公證書格式辦理的，其真實性就較弱，應多加注意。 

（二）對於境外學歷，大陸地區公證處也可以辦公證，但是是適用文本相

符公證書格式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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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十一：銀行存款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五） 
 
一、意義： 

銀行存款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的申請，對申請人名下存

款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主要用於學生到境外地區就學、境外投資或到臺灣就醫之用。 
 
三、管轄： 

當事人住所地或銀行所在地公證處申請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如委託他人代理，代理人的身分證及授權書。 

（二）存款證明書原件。 

（三）銀行存摺。 

（四）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大陸地區公證處可依本格式或依證書（執照）公證

書格式出具，效力上大致相同。 
 
類型十二：個人收入（繳稅）證明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六～十七） 
 
一、意義： 

收入狀況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的申請，對其收入狀況的

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納稅狀況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

然人的申請，對其納稅狀況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持往境外地區申報扣繳稅額之用。 
 
三、管轄： 

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等；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另需提供

護照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如非

本人申請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 

（二）當事人所在單位出具的年收入證明（該證明最好是列印件，證明位

址及可以聯繫的電話）。 

（三）稅務機關直接出具的稅收證明。 

（四）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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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大陸地區公證處可依本格式或依證書（執照）公證

書格式出具，效力上大致相同。 
 
類型十三：自然人經歷（在職證明）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八） 
 
一、意義： 

自然人經歷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的申請，對其在大陸地

區境內某段期間的活動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申請進入境外地區之用。 
 
三、管轄： 

當事人居住地或任職單位所在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等；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另需提供

護照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如非

本人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 

（二）所工作的單位出具的工作經歷的證明材料。 

（三）如需要直接證明工作經歷的，應另提供當事人本人照片，所需張數

依所需要公證書份數＋1 張提供。為同底版兩寸證件照片。 

（四）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大陸地區公證處可依本格式或依文書上的簽名（印

鑑）公證書格式或文本相符公證書格式出具，臺灣地區主管機關應注意

其效力上差異。 

 
類型十四：醫院診斷證明、繳費收據公證 
 
一、意義： 

醫院診斷證明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的申請，對其在大陸

地區就醫醫院的診斷事實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繳費收據

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的申請，對其在大陸地區就醫繳納費用

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持往境外地區辦理健康保險費用退費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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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或醫院所在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等；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另需提供

護照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如非

本人申請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及授權書。 

（二）醫院開立的診斷證明、繳費收據原件。 

（三）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就醫院診斷證明，大陸地區公證處係依證書（執照）

公證書格式出具；就繳費收據，係依文書上的簽名（印鑑）格式出具。 
 
類型十五：註銷戶籍公證（參見下篇格式十九） 
 
一、意義： 

註銷戶籍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法證明當事

人因定居國外或臺灣而註銷大陸地區戶籍者的真實性、合法性的活動。 
 
二、用途： 

持往臺灣地區辦理定居等使用。 
 
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等；如當事人已在境外的，則另需提供

護照影本（照片頁及有效簽證頁）或綠卡影本或移民證明等。如非

本人辦理，應另提供代理人的身分證件及授權書，授權書須經臺灣

地區公證機構公（認）證。 

（二）向當地公安部門申請的註銷戶籍證明原件。 

（三）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可依本格式也可以依證書（執照）公證書格式出具。

大陸地區人民已赴臺定居者，因其大陸居民身分證已被收回，公證書上

的身分證件（號碼）可以載明臺胞證或臺灣身分證（號碼）。 

 
類型十六：認領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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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意義： 
認領公證，是指公證機構依法證明非婚生子女的生父認領非婚生子

女行為的真實性、合法性的活動。 
 
二、用途： 

申請非婚生子女在臺灣地區入籍之用。 
 
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的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父母親應親自申請，提交身分證明文件及戶口名簿等。 

（二）子女的出生證明或血緣鑑定書原件。 

（三）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有關本項公證，不可依聲明書公證格式，也不可以依文書上簽名（印

鑑）公證書格式出具。 
 
類型十七：法人資格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一） 

 
一、意義： 

法人資格公證是指公證機構依法證明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

團體具有法人資格的活動。 
 
二、用途： 

在臺灣地區設立公司或法人分支機構之用。 
 
三、管轄： 

由法人設立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法人的登記執照或證書原件。 

（二）法定代表人證明書及法定代表人身分證。 

（三）如法定代表人授權他人辦理，須提供授權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證件。 

（四）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類型十八：聲明書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二） 
 
一、意義： 

聲明是單方法律行為，聲明書是當事人的書面表現形式。公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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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聲明人的申請，依法證明聲明行為的真實性的活動。意義在於通過

證明聲明人的意思表示真實，防止作假，消除接受聲明書的公民、法人

或相關單位的疑慮。 
 
二、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三、適用範圍： 

大陸地區公證處可以辦理公證的聲明書包括：撤銷遺囑聲明書、結

婚曾用名未入籍聲明書、同意子女出境聲明書、同意子女結婚或被收養

聲明書。 
但如安樂死請求聲明書、借腹生子聲明書、借名登記聲明書、感情

未破滅聲明書等，依大陸地區「司法部」規定均不宜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當事人應親自辦理，提交身分證、戶口名簿等。 

（二）聲明書。 

（三）聲明書涉及的內容相關依據或證明文件。 

（四）公證員認為應當提供的其他證明材料。 
 
五、注意事項： 

本項聲明公證也可以依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格式出具，其

中的差別在於公證員對於聲明的內容可以核實的，依本項格式出具，效

力較強；不能核實的，依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格式出具。如果

是屬於證人作證的證詞（言），則應依證據保全類要素式公證書方式出

具，臺灣地區的行政機關及法院在適用時應注意。 
 
類型十九：證書（執照）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三） 
 
一、意義： 

證書（執照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對其持有的由法

定機構或職權機構依法頒發的證書、執照等制式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

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視證書、執照等的內容而定。 
 
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四、適用範圍： 

大陸地區公證處可以依本項辦理公證的證書、執照等，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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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行政機關或登記機關依照職權頒發的各類證照。 

（二）行政機關依照職權出具的審批文件、納稅證明、任免文件、戶籍證

明、結婚狀況證明、死亡證明。 

（三）裁判機構出具的判決書、裁定書、仲裁書、調解書等法律文書。 

（四）學校、醫院依照職權出具的畢業證書、學位證書、醫學出生證書、

死亡證明等證照類文書。 

（五）大學英語考試成績報告單、高考（即大學入學考試）成績單等社會

公開考試的成績單、合格證書。 

（六）各類法定認證機構、審計機構等專業機構出具的認證證書、審計報

告、驗資報告、驗收證明、鑑定報告、國際旅行健康檢查證書等專

業文書。 

（七）金融機構出具的存款證明、股權證明、資金證明等專業證明。 

（八）權威機構頒發的獲獎證書。 

（九）公證機構認為公信力較強的其他公文書、專業文書。 

（十）公證機構對文書的形式和內容能完成審查的其他私文書。具體的文

書包括：居民身分證、居民戶口簿、常住人口登記卡、護照、結婚

證、離婚證、判決書、婚姻登記紀錄證明、出生醫學證明、機動車

駕駛證、畢業證書、學位證書、執業資格證書（或職業資格證書）、

國際旅行健康檢查證書、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組織機構代碼證、

許可證、房屋所有權證、機動車登記證書、商標註冊證、專利證書、

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登記證書、大學英語考試成績報告單等。 
 
五、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申請人為法人、單位的，須提供營業

執照正（副）本。應由申請人親自至公證處辦理，如申請人不便親

自到場，可委託他人辦理，但須提交委託書及代理人的身分證。 

（二）需要公證的證書、執照原件及相關資料。 

（三）公證人員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料。 
 
類型二十：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四） 
 
一、意義： 

證書（執照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對其持有的由法

定機構或職權機構依法頒發的證書、執照等制式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

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視文書的內容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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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四、適用範圍： 

對於公信力較弱的專業文書，或公證機構難以核實其內容的私文

書，如果能將被證明的文書原件（或加蓋紅章或藍章的複印件）裝訂入

公證書的，大陸地區公證處會採用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格式辦

理。此類文書包括：（1）自然人經歷證明；（2）個人收入證明；（3）派

遣函；（4）推薦信；（5）學校、醫院依職權出具的成績單、醫療證明、

病歷等非證照類文書；（6）各類結業證書、培訓證書；（7）公司章程、

股東會（董事會）的決議或會議紀錄；（8）法人的經歷證明；（9）非權

威機構頒發的獲獎證書；（10）沒有名稱或題目的文書；（11）僅需公證印

鑑屬實或文本相符的各類合同；（12）公證機構認為公信力較弱的其他專

業文書；（13）公證機構對文書內容難以完成審查的其他私文書。  
五、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申請人為法人、單位的，須提供營業

執照正（副）本。應由申請人親自至公證處辦理，如申請人不便親

自到場，可委託他人辦理，但須提交委託書及代理人的身分證。 

（二）需要公證的文書原件及相關資料。 

（三）公證人員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料。 
 
類型二十一：文本（影印件與原件）相符公證（參見下篇格式二十五） 
 
一、意義： 

文本相符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當事人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證明

有法律意義的文書的其他文本與原本或者其他文本相互間的內容相一致

的活動。 
 
二、用途： 

視原件的內容而定。 
 
三、管轄： 

由當事人居住地公證處辦理。 
 
四、適用範圍： 

對於公信力較弱的專業文書，或公證機構難以核實其內容的私文

書，如果不能將被證明的文書原件（或加蓋紅章或藍章的複印件）裝訂

入公證書的，大陸地區公證處會採用文本相符公證書格式辦理。此類文

書種類參見類型二十之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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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備文件： 

（一）申請人的身分證、戶口名簿；申請人為單位的，須提供營業執照正

（副）本。應由申請人親自至公證處辦理，如申請人不便親自到場，

可委託他人辦理，但須提交委託書及代理人的身分證。 

（二）需要公證的證書、文件及相關資料。 

（三）如已辦理公證，要提供原辦的公證書。 

（四）公證人員認為需要提供的其他材料。 
 
類型二十二：房產買賣合同（現售）公證 
 
一、意義： 

房產買賣合同（現售）公證，是指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

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序對房產買賣合同（現售）的真實性、合

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二、用途： 

大陸地區某些地方級政府規定，境外人士買賣房產必須經過當地公

證機構之公證，才能辦理登記。 
 
三、管轄： 

不動產所在地公證處辦理。 
 
四、應備文件： 

（一）轉讓方、受讓方為自然人：提交有效的身分證明。如委託他人辦

理，須另提供經公證機構證明的授權委託書。 

（二）轉讓方、受讓方為大陸地區內地法人： 
       1、公司的營業執照。 
       2、法定代表人證明書及法定代表人身分證。 
       3、如法定代表人授權他人辦理，須提供授權委託書及受託人身分

證。 

（三）轉讓方、受讓方為境外法人：轉讓方、受讓方如為臺灣地區公司，

應提供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董事會決議、授權委託書等，須經臺

灣地區公證人辦理公（認）證並經由海基會寄送副本。 

（四）房地產權證書。 

（五）房產資訊單。 

（六）房地產買賣合同（現售）。 

（七）承辦公證員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要求當事人提供的其他證明資

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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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陸地區定式公證書格式篇（2011 年

10 月 1 日施行） 
 

格式一：已婚（初婚）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已婚（初婚） 
   兹证明×××（申请人）与×××（关系人）于××××年×月×日在中国大陆

××省××市（县）××部门登记结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二：已婚（再婚）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已婚（再婚）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离婚（丧偶），于××××年×月×日与

×××（关系人）在中国大陆××省××市（县）××部门登记结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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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三：離婚或喪偶（未再婚）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离婚或者丧偶（未再婚）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离婚（或者丧偶），至××××
年×月×日未再次在中国大陆××省××市（县）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四：未婚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未婚 
   兹证明×××（申请人）至××××年×月×日未曾在中国大陆××省××市

（县）民政部门登记结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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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親屬關係公證書（普通）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亲属关系 
   兹证明×××（申请人）是×××（关系人）的××（关系称谓）；×××（申

请人）是×××（关系人）的××（关系称谓）。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六：親屬關係公證書（繼承用）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亲属关系 
   兹证明×××（关系人）的××亲属共有以下×人 
   配偶×××（基本情况）； 
   父亲×××（基本情况）； 
   母亲×××（基本情况）； 
   儿子×××（基本情况）； 
   女儿×××（基本情况）。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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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委託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委托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在本公证员面前，在前面的

委托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委托的法律意义和法律后果。 
   ×××（申请人）的委托行为符合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八：未受刑事處分（無犯罪紀錄）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无犯罪记录 
   兹证明×××（申请人）从××××年×月×日至××××年×月×日在中国大

陆居住期间无犯罪记录。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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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收養關係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送养人：×××（基本情况） 
           ×××（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收养关系 
   兹证明×××、×××（申请人）与×××、×××（送养人或者××福利院）

于××××年×月×日达成收养协议，收养关系人：×××为养子（女）。××××
（民政部门）于××××年×月×日为其办理了收养登记，颁发了××××号中国

大陆收养登记证。收养关系自××××年×月×日成立。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十：出生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出生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在××省××市（县）出生。×××
（申请人）的父亲是×××（公民身分号码×××），×××（申请人）的母亲是

×××（公民身分号码×××）。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69

第二章 兩岸的公證制度 

 

格式十一：死亡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死亡 
   兹证明×××（死亡人），男（女）于××××年×月×日在××省××市（县）

因××死亡。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十二：遺囑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遗嘱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和

本处公证员×××的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签名，并表示知悉遗嘱的法律意义和

法律后果。 
   ×××（申请人）的遗嘱行为符合中国大陆《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和《继

承法》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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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三：學歷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学历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至××××年×月×日在

××××××（学校）毕业（结业、肄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十四：學位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学位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被××大学（或××科研机构）

授予×学××学位。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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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五：銀行存款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存款 
   兹证明×××（申请人）在××银行存有×××（货币名称）×××元，存款

期限从××××年×月×日至××××年×月×日。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十六：收入狀況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收入状况 
   兹证明×××（申请人）自××××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的收入合计

为人民币×××元。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72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格式十七：納稅狀況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纳税状况 
   兹证明×××（申请人）自××××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为人民币×××（大写）元，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人民币

×××（大写）元，已于××××年×月×日交纳完毕。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十八：經歷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经历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至××××年×月×日在××省

××市（县）××××（单位全称），从事××××工作。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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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十九：註銷戶籍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户籍注销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注销户籍，前往台湾地区定居，

原户籍所在地在××省××市（县）××路××号。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二十：認領親子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甲）（基本情况） 
           ×××（乙）（基本情况） 
   关系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认领亲子 
   兹证明×××（甲）、×××（乙）于××××年×月×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

员的面前确认，×××（关系人）是×××（甲）的儿子（女儿），×××（甲）

是关系人的父亲。经××××（医学鉴定机构全称）于××××年×月×日作出

的医学鉴定证实，×××（甲）与关系人存在血缘关系。×××（甲）愿意认领

×××（关系人）作为自己亲生的儿子（女儿），并履行父亲的权利和义务，×××
（乙）对此无疑义。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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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十一：法人資格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法人资格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经××××××（核准登记部门

全称）核准登记，取得××××《××××》，具有法人资格。法定代表人是×××
（姓名），法人代码：××××××，法人住所在××××××。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二十二：聲明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声明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

在前面的声明书上签名，并表示知悉声明的法律意义和法律后果。 
   ×××（申请人）的声明行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

的规定。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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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十三：證書（執照）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证书（执照） 
   兹证明××××（单位全称）于××××年×月×日颁发（或者发给×××的）

《××××》（证照名称）的原件与前面的复印件相符，原件属实。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格式二十四：文書上的簽名（印鑑）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簽名（印鑑） 
   兹证明×××（申请人）于××××年×月×日来到我处，在本公证员面前，

在前面××××（文件名稱）上签名。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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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十五：文本相符公證書 
 
公证书 
 
（  ）××字第××号 
 
   申请人：×××（基本情况） 
   公证事项：副本（影印本）与原本相符 
   兹证明前面的副本（影印本）与×××（申请人）出示给本公证员的（文件

名称）与原本相符。 
 
 
××省××市（县）××公证处 
公证员（签名或签名章） 
××××年×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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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問題一：大陸地區的公證書在臺灣地區使用一定要經過驗證手續嗎？

大陸地區公證書在臺灣地區的驗證由哪一個機構辦理？法源

根據為何？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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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

規定大陸地區製作的公證書「應」經過驗證，但一方面該條例第七條及其施行

細則第九條規定，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而其實質上證據力由法院或有關機關認定；

另一方面，有關婚姻登記、死亡除戶、扶養大陸親屬、繼承、定居、請領各項

給付等事項，在相關子法中均規定大陸地區公證書應經過海基會驗證，故實質

上，大陸地區的公證書在臺灣使用一定要經過驗證手續。  
    自民國 76 年開放探親以來，隨著兩岸人民往來愈益密切之後，產生許多

與民眾便利和權益切身相關之問題，經海基會與大陸地區海協會多次磋商，在

1993 年 4 月 29 日於新加坡由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

生進行「第一次辜汪會談」，並簽署與兩岸民眾實際權益密切相關的四項協議，

包括「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兩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兩會聯繫與

會談制度」，以及「共同協議」。其中之「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民國 82
年 5 月 13 日行政院第 2331 次會議准予備查行政院臺 82 秘字第 15992 號函、

民國 82 年 5 月 24 日司法院（82）院臺廳司三字第 09181 號函會銜分行考試院

（82）考臺秘議字第 1666 號函），為臺灣地區辦理大陸地區公證書驗證的法源

根據。依其規定，臺灣地區由海基會辦理驗證。另依行政院大陸委員會與海基

會於民國 80 年 4 月 9 日所簽訂之委託契約及其附件一，海基會有受政府委託

辦理兩岸文書驗證業務之權限。 
 
問題二：為何須對大陸地區製作文書進行驗證？ 

【解說】 

一、為確保大陸地區出具涉及兩岸人民權益之文書正確性與便利使用，並維護

文書驗證公信力及保障真正權利人的權益，政府乃委託海基會辦理文書驗

證。 

二、依海基會與大陸地區海協會所簽的「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規定，臺

灣地區主管機關受理申辦事務，對大陸地區公證書有疑義時，均由海基會

函請大陸地區公證員協會進一步查證其真實性。經查證回覆證實為偽造

時，海基會及主管機關均函報相關警察機關或檢察機關調查，以防治不法



80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行為。 
 
問題三：什麼情形必須向海基會申請驗證？ 

【解說】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七條規定：「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

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故

當事人提出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為辨明其真偽，若臺灣地區主管機關要求

必須先在大陸當地涉臺公證處辦理公證，並經海基會驗證後，再據以辦理相關

事宜者（例如：婚姻登記、死亡除戶、扶養大陸親屬、繼承、請領各項給付等），

即應依前述程序辦理。 
 
問題四：可向海基會申請驗證之大陸公證書的種類有哪些？ 

【解說】 

    根據海基會與大陸方面所簽署「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之規定，雙方

相互寄送公證書副本以供核對之範圍，包括涉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

亡、委託、學歷、定居、扶養親屬、財產權利證明、稅務、病歷、經歷以及專

業證明等十四種。 
 
問題五：海基會如何進行文書驗證？ 

【解說】 

    目前海基會驗證之方式係核對申請人提出之公證書正本與大陸地區各公

證（員）協會寄交海基會之同字號公證書副本，若二者相符、內容無矛盾、無

違反法令強制規定或公序良俗，且無待查證之疑點者，即發給證明。因驗證程

序須俟接獲大陸方面寄來公證書副本始能進行，如當事人提出申請時，公證書

副本已寄達海基會，依「馬上辦」作業可於一個小時內完成驗證。如海基會尚

未接獲公證書副本，則將於副本到達後七個工作天內完成驗證，再以掛號郵

寄，以便當事人使用。 
 
問題六：大陸方面何時會將公證書寄給海基會？如何查詢？ 

【解說】 

    大陸地區製作之公證書副本，係由核發公證書之涉臺公證處透過大陸公證

（員）協會或有關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協會寄到海基會，因此需要

適當之作業時間，由於大陸幅員廣闊，各地狀況不一，約需一個多月。如果上

述副本超過兩個月未寄達，海基會也會函催，以便儘速為申請人完成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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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向海基會申請辦理「在職證明書」文書驗證，手續流程如何？ 

【解說】 

    臺灣地區有關單位邀請大陸地區人士入臺參訪或參加商務活動，應檢附大

陸地區人士的在職證明文件，如審查機關認為有必要時，須補正經過海基會驗

證之職務公證書。海基會驗證大陸地區在職證明公證書的手續如下： 

一、提出大陸地區在職證明公證書正本。 

二、以臺灣地區邀請單位為申請人。 

三、邀請單位資格證明（公司設立變更登記事項表、法人證書或社會團體

證書）影本。 

四、委託書（須蓋邀請單位印鑑及負責人私章）。 

五、臺灣地區邀請單位負責人身分證件影本。 

六、臺灣地區邀請單位之邀請函或商務活動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問題八：海基會辦理大陸地區公證書文書驗證的手續流程如何？ 

【解說】 

一、抽取號碼： 
請先至海基會服務櫃台抽取號碼牌，按呼叫燈號，依序辦理。 

 
二、填寫申請書： 

在服務櫃台備有文書驗證申請書，請參考範例逐欄詳實填寫。每一

字號公證書請填一份申請書，可影印或複寫。 
 
三、備妥文件： 

（一）申請驗證之大陸公證書正本。 

（二）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駕照或護照等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 

（三）委託書：如係受人委託辦理，請先辦妥委託人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

件、印章，至櫃台填寫委託書。 
 
四、繳納費用： 

依海基會服務人員開具之繳費通知單至收費處繳納費用。每一字號

公證書應繳納新臺幣（下同）300 元，申請驗證數份同字號公證書或加（補）

發數份驗證證明，每一份加收 150 元。 
 
五、領取證明書： 

申請驗證時，如果大陸方面已寄來公證書副本，且合於發證要件者，

海基會可依「馬上辦」作業於一個小時內發給證明，最多 5 件；如欲於

當日候領或他日來會領取，請特別註明。如大陸方面尚未寄來公證書副

本，海基會可先收件，於收到副本後，依序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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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疑案查證： 
經核對後，如公證書有下列情形： 

（一）違反公證機關有關受理範圍規定； 

（二）同一事項在不同公證機關公證； 

（三）公證書內容與戶籍資料或其他檔案資料記載不符； 

（四）公證書內容自相矛盾； 

（五）公證書文字、印鑑模糊不清，或有塗改、擦拭等可疑痕跡； 

（六）有其他不同證據資料； 

（七）其他需要查明事項。 

海基會將以書面通知結果，不發證明，除因公證書副本原因海基會

得主動查證外，亦得應當事人申請，向大陸方面查證。申請查證須依「兩

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繳納手續費及郵電費 600 元，實地調查費及快

遞費另計。 
 
七、查詢服務： 

（一）「聯合服務中心」（地址為臺北市中山區北安路 536 號，捷運大直站

3 號出口）。 
1.櫃台服務：服務時間為 9：00 AM 至 5：00 PM；文書驗證馬上辦

收件時間為 9：00AM 至 4：30PM（例假日休息）。 
2.法律服務專線（02）2533-5995，服務時間為 9：00 AM 至 5：00 PM
（例假日休息）。 

（二）「中區服務處」（地址為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5 號自強樓 1 樓）。 

1.櫃台服務：服務時間為 8：30 AM 至 5：00 PM；文書驗證馬上辦

收件時間為 8：30AM 至 4：30PM（例假日休息）。 

2.法律服務專線（04）2533-5995，服務時間為 8：30 AM 至 5：00 PM
（例假日休息）。 

（三）「南區服務處」（地址為高雄市前金區成功一路 436 號 4 樓 
1.櫃台服務：服務時間為 8：30 AM 至 5：00 PM；文書驗證馬上辦

收件時間為 8：30AM 至 4：30PM（例假日休息）。 
2.電話服務：服務專線（07）213-5245，服務時間為 8：30 AM 至 5：

00 PM（例假日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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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陸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的公（認）證書在大陸使用一定要經過驗證手續嗎？ 

【解說】 

    兩岸之間雖然簽署「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但因該協議僅規定「公

證文書的相互寄送」及「有疑義的查證」事項，而在大陸地區現行的法令上，

除個別地區（例如江蘇省）司法部門規定臺灣地區公（認）證書必須經過驗證

手續外，大陸司法部並未規定在臺灣地區作成的公（認）證書必須先經過驗證

才能在大陸地區使用，因此，臺灣地區的公（認）證書在大陸使用不一定要經

過驗證手續。且主要視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的司法部門、民政部門（主管婚

姻、收養、出生死亡登記等）、公安部門（主管定居等）、建設部門（主管房產

登記等）、銀行等單位而定。又如大陸地區「最高人民法院」於 2010 年 12 月

16 日發布法釋［2011］15 號「關於人民法院辦理海峽兩岸送達文書和調查取

證司法互助案件的規定」第二十四條規定，「對於依照協議（按：海峽兩岸共

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和本規定從臺灣地區獲得的證據和司法文書等材

料，不需要辦理公證、認證等形式證明」，此既無庸辦理公、認證，自亦無須

辦理驗證之問題。所以當事人持臺灣地區的公（認）證書在大陸使用時，最好

先詢問各主管部門的規定。 

 
問題二：臺灣地區公（認）證書在大陸地區的驗證由哪一個機構辦理？ 

【解說】 

    依「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的規定，在大陸地區負責兩岸公證文書

相互寄送及查證的機構，是各省、自治區、直轄市的公證（員）協會。但在

大陸地區，並非每個省、自治區、直轄市的公證（員）協會均設有驗證臺灣

地區公證文書業務的專責單位，只要各該省、自治區、直轄市主管部門認為

臺灣地區的公證文書有核驗（在大陸地區稱為驗核比對）的需要，各該省、

自治區、直轄市的公證（員）協會便會提供驗證的服務。以下列明大陸地區

設有涉臺業務公證（員）協會的專線，未設專線者，當事人也可以利用本手

冊附錄大陸地區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協會的電話加以查詢（詳

附錄三）。 

 

問題三：海基會寄送公（認）證書副本何時可送達大陸地區各省（自

治區、市）公證（員）協會？民眾如何查詢（或上大陸網站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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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當海基會收到臺灣地區之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所寄達的公、認證書副本

後，便按當事人所指定載明於公、認證書上的省、自治區、直轄市寄出，因各

省市遠近，抵達時間不一，通常在 25 至 30 天。當事人可以利用本手冊附錄大

陸地區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協會的電話加以查詢（詳附錄三），

亦可至海基會網站，利用「民眾查詢文書驗證申辦進度系統」查詢進度。 
 
問題四：大陸地區各省（自治區、市）公證（員）協會核驗的作法、

收費與時間是否有標準作業程序？ 

【解說】 

如前述，大陸地區各省（自治區、市）公證（員）協會不一定設有驗證臺

灣地區公、認證書業務的單位，因此，目前大陸地區各省市公證協會並無一套

統一的作業流程，收費標準也不一致。僅有福建省公證協會，因該省與臺灣地

區人民往來密切，該公證協會制頒有「臺灣公證書驗核須知」的明文規定，其

他省市可參照之。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申請： 

當事人應親自申請辦理驗核公證書手續，並提交本人及公證書所涉

及的有關人員的身分證件（影本）。特殊情況需委託他人辦理的，應提供

委託人、受託人（或經辦人）的相關身分證件（原件與影本）。證件不齊

全的須補充完整後方可出具驗核（比對）證明。 
 
二、審核：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公證協會不予驗核： 

（一）違背大陸地區法律、法規與對臺政策的臺灣公證書不予驗核。 

（二）與公證協會公證書副本存檔不一致或有明顯瑕疵的公證書不予驗

核。 

（三）交由公證協會驗核的臺灣地區公證書，必須是正本（一般為一式

兩份），影本、傳真件不予驗核。 

（四）臺灣地區公證書副本（普通件）寄到大陸地區公證協會的時間一

般須 25 至 30 天，在未收到臺灣地區公證書副本時，不予驗核。 
 
三、所需時間： 

如果審核上均無問題，通常當天即可取件。 
 
四、收費及查詢： 

以下就與臺灣地區較常往來的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

協會的情形列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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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結婚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在大陸地區如何辦理結

婚登記？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認證及驗證？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吳念祖是科技園區的工程師，因為全心全意投注在工作上，

以致耽誤了婚事。吳念祖的父母相當著急，於是透過朋友介紹杭州姑娘蔡佳佳

與吳念祖相親。兩人一看對眼，馬上決定佳期及準備相關手續。吳念祖不想透

過代辦業者，而想要自己辦理，惟不知大陸地區的結婚登記如何辦理，請問：

在大陸地區如何辦理結婚登記？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認證及驗證？ 

【解說】 

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在大陸地區辦理結婚登記的程序，主

要的法律依據為大陸地區「婚姻法」、「婚姻登記條例」，茲依其規定，說明如

下： 
 
一、申辦機關： 

大陸地區各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民政廳（局）婚姻登記部門。 
 
二、應備文件： 
 
（一）大陸地區人民： 

1、本人居民身分證； 
2、本人常住戶口名簿。居民身分證與常住戶口名簿上的內容必須一

致；不一致的，當事人應先到有關部門更正； 
3、本人無配偶以及與對方當事人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

係的簽字聲明（到婚姻登記機關填寫統一格式的聲明書）。 
 
（二）臺灣地區人民： 

1、臺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證（即臺胞證，原件及影本）； 
2、臺灣身分證（原件及影本）； 
3、經臺灣公證機構公證的本人無配偶（即單身聲明書）以及與對方

當事人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的聲明（原件及影

本；聲明書自出具之日起 6 個月內有效）。 
 
（三）雙方合影照片三張。 

以上關於臺灣地區人民應備之單身事實聲明（宣誓）書及無血緣關

係聲明書，應由臺灣地區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認證，並由公證處或

民間公證人將副本寄送海基會，再由海基會寄送大陸地區各省（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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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市）公證（員）協會，詳細手續及應備文件請參見本手冊第二、三

章之說明。 
 
三、收費標準： 

結婚登記工本費人民幣 9 元/對（含證書費）。 
 
四、注意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必須符合法定結婚年齡，即：男滿 22 周歲，女滿 20 周

歲。 

（二）雙方當事人必須是自願和無配偶。 

（三）雙方當事人必須無直系血親或者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 

（四）未患有醫學上認為不應當結婚的疾病。 
 

問題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地區人民結婚，從辦理結婚手續到申請

大陸配偶依親居留、長期居留、來臺定居的全部流程如何？ 

【案例】 

    承上題，吳念祖與蔡佳佳在大陸地區辦妥結婚登記後，兩人分隔兩地，嚐

盡相思之苦。為履行夫妻同居義務，接下來須申辦蔡佳佳來臺居留、定居等手

續，吳念祖不想透過代辦業者，而想要自己辦理，則全部流程如何進行辦理？  

【解說】 

一、簡易流程圖 

           辦理流程                    辦理部門 

（一） 

單身及無血緣

聲明認證 

------------------>
臺灣地區公證處 

或民間公證人 

 
 

 
 

（二） 

大陸地區 

結婚登記 

------------------>
大陸地區各省市

民政廳（局） 

 
 

 
 

（三） 

結婚證公證 
------------------> 大陸地區公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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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婚公證書 

驗證 

------------------> 臺灣地區海基會 

   
 

（五） 

團聚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六） 

面談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七） 

臺灣地區 

結婚登記 

------------------>
臺灣地區 

戶政事務所 

   

（八） 

依親居留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依親居留滿四

年且每年居住

逾 183 天 

  

   

（九） 

長期居留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長期居留連續

二年且每年居

住逾 183 天 

  

   

（十） 

定居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十一） 

初次設籍登記 
------------------>

臺灣地區 

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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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理流程手續說明 
 
（一）流程（1）：辦理單身及無血緣聲明公（認）證 

（1）申辦事項及地點：由臺灣地區地方法院公證處或所屬民間公證人

辦理單身聲明書及與結婚之對象無直系血親和三代以內旁系血親

關係聲明書認證。 
（2）詳細請參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大陸

地區使用公（認）證書辦理程序篇」、「文書一」、「文書二」。 
 
（二）流程（2）：大陸地區登記結婚 

請詳參本篇問題一之說明。 
 
（三）流程（3）：大陸地區結婚證公證 

詳細請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

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類型一 婚姻狀況公證之已婚（初婚）

公證」。 
 
（四）流程（4）：臺灣地區海基會文書驗證 

1、申辦地點：海基會 

2、流程： 

（1）抽取號碼。 

（2）填寫申請書：在服務櫃台備有文書驗證申請書，請參考範例逐

欄詳實填寫。每一字號公證書請填一份申請書，可影印或複寫。 

（3）備妥文件：申請驗證之大陸公證書正本；身分證明文件：身

分證、駕照或護照等足資證明身分之證件；委託書：如係受

人委託辦理，請先辦妥委託人及受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至櫃台填寫委託書。 

（4）繳納費用：每一字號公證書應繳納新臺幣（下同）300 元，申

請驗證數份同字號公證書或加（補）發數份驗證證明，每一

份加收 150 元。 

（5）領取證明書：申請驗證時，如果大陸方面已寄來公證書副本，

且合於發證要件者，本會可依「馬上辦」作業於一個小時內

發給證明，最多 5 件；如欲於當日候領或他日來會領取，請

特別註明。如大陸方面尚未寄來公證書副本，本會可先收件，

於收到副本後，依序辦理。 

※其他細節請參見本手冊「第三章 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五）流程（5）：團聚 

1、申辦事項及地點： 

（1）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本手冊以下均簡稱移民署）申請

大陸配偶來臺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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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移民署指定處所對在臺配偶進行訪談。 

2、應繳附之文件： 

（1）大陸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 

（2）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影本、其他證照或足資證明身分文件影

本；第 2 次來臺者，請附大陸居民往來臺灣通行證影本或大

陸護照影本。 

（3）初次申請者，檢附結婚公證書或結婚證件影本並經海基會驗

證，及臺灣配偶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正、影本；再次申

請來臺者，檢附已辦理結婚登記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

正、影本。 

（4）保證書：保證人應親自簽名，並經移民署查核。 

（5）委託書：由在臺其他親友或旅行社代為送件者，應附委託書。 

（6）第 1 次申請來臺團聚者，臺灣地區配偶應填寫「臺灣地區人

民申請大陸地區配偶來臺團聚資料表」。 

（7）申請人在第三地區，應另檢附第三地區再入境簽證或第三地

區居留證或香港或澳門身分證影本 1 份。 

（8）掛號回郵信封應填妥收件人姓名、住址、郵遞區號及電話。 

3、注意事項： 

（1）初次團聚停留期間 1 個月，通過面談後，得申請許可延期，

並核給 5 個月停留期間；再次團聚停留期間 6 個月，不得申

請延期。 

（2）來臺團聚者，停留期間不得逾 6 個月，但所持大陸往來通行

證或護照所餘效期未滿 7 個月者，僅得延期至該證照效期屆

滿前 1 個月。 

（3）在臺期間如有逾期停留或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或工作

者，應於出境之日起，不予許可期間屆滿後，始得再申請來

臺團聚，但奔喪不受此限。 

（4）在臺期間如有逾期停留者，不予許可。 

（5）大陸地區配偶未曾接受面談或通過面談前，初次或再次申請

來臺，應備有回程機、船票。 

（6）保證人順位以在臺配偶為優先。須保證被保證人與保證人之

關係屬實，並須負責被保證人入境後之生活。被保證人有依

法強制出境情事，保證人應協助有關機關將其強制出境並負

擔所需費用。 
 
（六）流程（6）：面談 

1、申辦地點：大陸配偶入境並至移民署設於機場、港口之服務站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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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談。 

2、應繳附之文件： 

（1）入出境許可證。 

（2）大陸居民往來臺灣通行證。 

（3）回程機（船）票。 

3、注意事項： 

（1）大陸配偶於入境時接受面談，在臺配偶應同時到場配合接受面

談程序。 

（2）通過面談准予延期後，得再核給五個月停留期間之許可。 

（3）大陸配偶入境時應備有回程機（船）票，但曾來臺通過面談而

再次入境者得免備。 

（4）所謂「在臺停留期間」係自入境翌日起算。  
（七）流程（7）：臺灣地區結婚登記 

1、申辦地點：在臺配偶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1）經海基會驗證之結婚公證書乙份。 

（2）在臺配偶身分證正本。 

（3）戶口名簿正本。 

（4）在臺配偶印章。 

（5）在臺配偶最近二年內彩色相片一張。 

（6）大陸配偶入出境許可證（須經移民署加蓋通過面談章戳）。 

（7）大陸結婚證。 

3、注意事項： 
於戶政事務所辦理結婚登記時，在臺配偶應同時換發新身分證。 

 
（八）流程（8）：臺灣地區依親居留 

       詳細請參見本手冊「實例解析」、「柒 居留、定居篇」、「問題三」。  
（九）流程（9）：臺灣地區長期居留 

       詳細請參見本手冊「實例解析」、「柒 居留、定居篇」、「問題三」。  
（十）流程（10）：臺灣地區定居 

1、詳細請參見本手冊「實例解析」、「柒 居留、定居篇」、「問題三」。 

2、大陸配偶獲定居許可後，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遷入設籍登記，並申領

身分證。 
 
（十一）流程（11）：初次設籍登記 

1、申辦地點：在臺配偶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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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戶口名簿、印章。 
          （2）相片二張。 

◎註 1：定居證由移民署函送申請人，公文送預定申報戶籍地戶政事

務所；申請人未在預定申報戶籍地居住時，應向實際設籍地

戶政事務所申請於定居證上簽註變更住址後，由實際申報戶

籍地戶政事務所函送預定居住地之戶政事務所。 

◎註 2：辦妥初設戶籍登記後，即可申請國民身分證及護照。 

 
問題三：可否向大陸地區公證處聲請辦理大陸配偶結婚前婚姻狀況公

證書？ 

【案例】 

    臺灣地區張三豐與大陸地區女子李四媏結婚後，李四媏在大陸地區生下一

子張小山，現準備回臺灣到戶政事務所為張小山報戶口，並向移民署申請張小

山的定居事宜。但戶政事務所及移民署要求要提出李四媏結婚前婚姻狀況的大

陸地區公證書？請問：大陸地區公證處可否辦理大陸配偶結婚前婚姻狀況公證

書？ 

【解說】 

    大陸地區「司法部律師公證司」曾認為，基於涉及當事人隱私及資料調查

不易，公證處不宜加以直接公證。但依 2011 年 10 月 1 日大陸地區「司法部律

師公證司」所頒新式定式公證書，則有關婚姻狀況公證書問題可獲得解決。當

事人可依實際狀況申辦已婚（再婚）公證，或未婚（離婚或喪偶）公證。但目

前實務上因陸方民政部門尚未完全電腦連線，各地民政局能否出具完整婚姻狀

況證明情況不一，公證處辦理公證（定式公證書）時記載婚姻狀況作法並不統

一，故無法確保新式定式公證書均記載完整詳盡之婚姻狀況；而須另行申辦婚

姻狀況證明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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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離婚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臺灣地區辦理離婚的方式與程序

如何？ 

【案例】 

    臺灣地區男子張三豐與大陸地區女子李四媏在大陸地區結婚，經申請來臺

居住。兩人共同生活後，發現個性不合，甚且張三豐有暴力傾向，因失業在家

心情不好，常打老婆出氣，兩人於是決定離婚。請問：兩人該如何辦理？ 

【解說】 

    依現行臺灣地區民法親屬篇規定，夫妻離婚的方式有三：協議（兩願）離

婚、調解離婚、判決離婚。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臺灣地區辦理離婚，可

依此方式辦理。 
 
一、協議（兩願）離婚： 

指夫妻雙方經協議而離婚。 

（一）申辦事項及地點：夫妻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理離婚登記。 

（二）應備文件： 

1、離婚協議書。須經二名證人之簽名，並附證人身分證影本。 

2、臺灣地區人民國民身分證及印章。 

3、大陸地區配偶入出境許可證及印章。 

4、戶口名簿。 

5、當事人最近二年內彩色相片一張。 

（三）注意事項： 

1、協議離婚應向戶政事務所辦理登記，始生效力。 

2、當事人應雙方同時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辦理登記。 
 
二、調解離婚： 

指夫妻雙方聲請法院判決離婚前，在法官及調解委員面前，合意成

立離婚。此時，法院即不進入判決程序，而發給當事人調解離婚筆錄，

並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事務所辦理離婚登記，而以調解成立之日為離婚

生效之日。但當事人還是要持調解筆錄，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辦理相關手

續，辦理手續同上說明。 
 
三、判決離婚： 

指經法院判決成立的離婚。 

（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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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屬於夫妻共同住所地之地方法院或家事法院管轄。 

（二）應備文件資料： 
1、起訴狀。 
2、與判決離婚事由有關的證據。 

（三）注意事項： 
1、判決離婚事由應符合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二條規定。 
2、判決確定後，當事人之一方可持離婚判決書與判決確定證明書

向戶政事務所辦理離婚登記。 

又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臺灣地區離婚後，大陸配偶回大陸辦

理註銷婚姻手續前，應先向臺灣地區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辦理離婚事實

聲明書或離婚證明書、戶籍謄本等認證，相關程序及應備文件參見本手

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的公（認）證

書辦理程序篇」、「文書三」。 
 
問題二：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大陸地區辦理協議離婚的相關流

程為何？ 

【案例】 

    承問題一，李四媏負氣跑回大陸老家，張三豐趕到大陸地區找到妻子，兩

人經過一番深談，決定協議離婚，請問：雙方在大陸地區辦理協議離婚，到回

臺灣辦理離婚登記的相關流程為何？ 

【解說】 

一、流程（1）：大陸地區離婚登記（並取得離婚證） 

1、申辦地點：大陸配偶戶籍所在地婚姻登記管理機關。 

2、應繳附之文件： 

（1）臺灣同胞往來大陸通行證。 
（2）大陸公安單位出具之暫住戶口證明。 
（3）身分證件。 
（4）離婚協議書。 
（5）結婚證。 
（6）其他婚姻登記管理機關指定之事項（具體情形可先向大陸地區

婚姻登記管理機關洽詢） 

3、注意事項： 
在大陸地區協議離婚者，必須雙方親自到大陸配偶戶籍所在地婚姻登

記管理機關申請離婚登記。 

二、流程（2）：大陸地區離婚公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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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指定之公證處。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證。 
（2）其他大陸地區公證處指定之事項（具體情形可先向大陸地區公證

處洽詢，並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

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相關說明）。 
 
三、流程（3）：離婚公證書驗證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海基會。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公證書正本。 
（2）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填具驗證申請書乙份。 
（4）驗證事宜另請詳本手冊「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 

 
四、流程（4）：臺灣地區離婚登記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離婚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1）經海基會驗證之離婚公證書乙份。 
（2）大陸離婚證。 
（3）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4）戶口名簿。 
（5）當事人最近二年內彩色相片一張。 

3、注意事項： 
（1）臺灣地區離婚當事人因在大陸未能親自返臺辦理離婚登記，可

至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委託代辦離婚登記的委託公證書，由受託

人持向海基會驗證後，再向戶政事務所辦理。 
（2）離婚日期以大陸地區離婚證件登載之日期為準。 

 
問題三：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大陸地區調解離婚，到回臺灣辦

理離婚登記的相關流程為何？ 

【案例】 

    承上題，如果李四媏與張三豐是採取調解離婚的方式，其相關流程為何？ 

【解說】 

一、流程（1）：大陸地區提起離婚訴訟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人民法院。 

2、應繳附之文件：起訴狀及身分證明文件；如委託訴訟代理人者，另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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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經臺灣地區公證機構公、認證的委託授權書。 
 
二、流程（2）：大陸地區離婚調解 

1、申辦地點：由大陸地區人民法院進行調解。 

2、注意事項： 

（1）依大陸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理離婚案件應當

先進行調解，即調解是人民法院審理離婚案件的必經程序。 
（2）調解無效，離婚訴訟繼續進行，進入實質審理階段。 

 
三、流程（3）：離婚調解公證書及送達回證（或離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公證書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之涉臺公證處。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調解書及雙方之送達回證或離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2）其他大陸地區公證處指定之事項（具體情形，可向大陸地區公

證處洽詢並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

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相關說明）。 

（3）依大陸地區「民事訴訟法」第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調解書經

雙方當事人簽收後，即具有法律效力，不須再辦理離婚登記手

續。 
（4）當事人除取得離婚調解書外，另應向大陸地區法院索取離婚雙

方當事人之送達回證或離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四、流程（4）：離婚調解公證書及送達回證（或離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公證書文書驗證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海基會。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調解公證書及雙方送達回證公證書正本。 
（2）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填具驗證申請書 2 份。 
（4）驗證事宜另請詳本手冊「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 

 
五、流程（5）：臺灣地區離婚登記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離婚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1）經海基會驗證之離婚調解公證書及送達回證公證書各乙份。 
（2）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戶口名簿。 
（4）當事人最近二年內彩色相片一張。 

3、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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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臺灣地區離婚當事人因在大陸未能親自返臺辦理離婚登記，可

至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委託代辦離婚登記的委託公證書，由受

託人持向海基會驗證後，再向戶政事務所辦理。 
（2）離婚日期以大陸地區離婚調解書送達雙方當事人簽收之日期為

準，如雙方簽收日期不同，則以後簽收之日期為準。 
 
問題四：臺灣地區人民與大陸配偶在大陸地區聲請判決離婚，到回臺

灣辦理離婚登記的相關流程為何？ 

【案例】 

承上題，如果李四媏與張三豐係辦理判決離婚的相關流程為何？ 

【解說】 

一、流程（1）：大陸地區離婚訴訟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人民法院。 

2、應繳附之文件：起訴狀及身分證明文件；如委託訴訟代理人者，另提

供經臺灣地區公證機構公、認證的委託授權書。 

3、注意事項： 
依據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五十二條規定，若在大陸地區請求判決離

婚，除符合大陸地區法令規定外，亦須具備臺灣地區民法第一千零五

十二條規定之事由。 
 
二、流程（2）：進行調解無效，進入審理階段作出離婚判決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人民法院。 

2、注意事項： 

（1）依「大陸地區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審理離婚案件應當

先進行調解，即調解是人民法院審理離婚案件的必經程序。 
（2）調解無效，離婚訴訟繼續進行，如符合大陸地區「婚姻法」第

三十二條第二款所列情形者，法院應准予離婚。 

（3）上訴期間屆滿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時，可向法院聲請判決生效證

明。 
 
三、流程（3）：離婚判決公證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或離婚判決生效證明）

公證書 

1、申辦地點：至大陸地區之涉臺公證處辦理。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判決書及判決生效證明書。 
（2）其他大陸地區公證處指定之事項（具體情形，可向大陸地區公證

處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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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意事項： 
依據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七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在大陸地區作成之民

事確定裁判，不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

定認可。 
 
四、流程（4）：在臺灣地區辦理文書驗證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海基會。 

2、應繳附之文件： 

（1）離婚判決公證書及判決生效證明公證書正本。 
（2）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填具驗證申請書 2 份。 
（4）詳細辦理手續參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五、流程（5）：持大陸離婚判決向臺灣地區法院聲請認可 

1、申辦地點：臺灣地區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 

2、應繳附之文件： 

（1）聲請狀（法院備有範例）。 
（2）經海基會驗證之民事判決公證書及判決生效證明公證書各乙

份。 
（3）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4）戶籍謄本。 

 
六、流程（6）：在臺灣地區辦理離婚登記 

1、申辦地點：臺灣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1）法院認可大陸離婚判決之裁定及裁定確定證明書。 
（2）身分證正本及印章。 
（3）戶口名簿。 
（4）當事人最近二年內彩色相片一張。 

3、注意事項： 

（1）臺灣地區離婚當事人因在大陸未能親自返臺辦理離婚登記，可

至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委託代辦離婚登記的委託公證書，由受

託人持經海基會驗證後，再向戶政事務所辦理。 
（2）離婚日期以大陸地區離婚判決確定生效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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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出生篇 
 
問題：如何辦理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親生子女在臺的戶籍登記？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陳來發是家中獨子，年過四十尚未娶妻，家中父母只能乾著

急。陳來發某日到大陸地區旅遊，認識湖南省的女子李娜，兩人一見鍾情，進

而發生關係，一年以後在大陸地區生下一子，經陳來發認領。李娜一直催促陳

來發辦理結婚，隨後申請來臺居留定居，在臺灣地區又生下一子。請問：陳來

發如何為兩名兒子辦理出生登記？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證及驗證？ 

【解說】 

    本例陳來發所生的長子係屬非婚生子女，在大陸地區出生，經生父認領；

次子屬婚生子女，在臺灣出生。臺灣地區居民與大陸地區配偶所生的子女，其

出生登記得辦理可分別情形說明如下： 
 
一、子女在臺出生： 

（一）女方在婚後懷孕：應檢具醫院開立之出生證明向戶政事務所申報。 

（二）女方在結婚前懷孕：先在大陸涉臺公證處辦理女方在結婚前之婚姻

狀況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完成後，連同醫院開立之出生證明向戶

政事務所申報。 
 
二、子女在大陸出生： 

（一）女方在結婚後懷孕： 

子女在大陸設籍：先在大陸涉臺公證處辦理子女之出生公證書，公證

書正本經海基會驗證後，連同在臺健康檢查具結書（表格向移民署索

取）（註：6 歲以下之兒童則應備完整預防接種證明）、大陸常住人口

登記表影本、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表格向移民署索取）、相片等文件，

向移民署申請子女在臺定居（詳細手續參見本手冊「實例解析」、「柒 居
留、定居篇」）。經審核獲准後，持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影本，攜定居

證影本至大陸公安單位註銷戶籍，取得註銷戶籍證明後，向大陸公證

處辦理註銷戶籍公證書（詳細手續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

度」、「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類型十

五」），俟子女入境後，將經海基會驗證完成之註銷戶籍公證書、在臺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送交移民署換發定居證正本，再持定居證向戶政事

務所登記戶籍。 

（二）女方在結婚前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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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女在大陸設籍：先在大陸涉臺公證處辦理子女之出生公證書、女方

婚姻狀況公證書，公證書正本經海基會驗證後，連同在臺 DNA 鑑定具

結書（入臺再檢驗）及在臺健康檢查具結書（表格向移民署索取）（註：

6 歲以下之兒童則應備完整預防接種證明）、大陸常住人口登記表影

本、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表格向移民署索取）、相片等文件，向移民

署申請子女在臺定居（詳細手續參見本手冊「實例解析」、「柒 居留、

定居篇」）。經審查獲准後，持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影本，至大陸公安

單位註銷戶籍，取得註銷戶籍證明後，向大陸公證處辦理註銷戶籍公

證書（詳細手續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

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類型十五」），俟入境後，將

經海基會驗證完成之註銷戶籍公證書、在臺 DNA 鑑定書及健康檢查合

格證明送交移民署換發定居證正本，再持定居證向戶政事務所登記戶

籍。 

◎母親在懷孕時與他人有婚姻關係： 
除依上開所需之文件外，若母親在懷孕時之配偶是大陸地區人民時，

另應備大陸法院否認親子關係訴訟確定之判決書公證書、確定證明公

證書或母親懷孕時之配偶否認親子關係之聲明公證書，若母親在懷孕

時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時，應由前婚姻配偶向臺灣地區法院提起否

認親子關係之訴。 

（三）父母雙方未結婚（生父辦理認領）： 
子女在大陸設籍：先在大陸涉臺公證處辦理子女之出生公證書、女方

婚姻狀況公證書、同意監護權歸生父之聲明公證書，公證書正本經海

基會驗證後，向戶政事務所辦理認領登記，連同在臺 DNA 鑑定具結書

（入臺再檢驗）及在臺健康檢查具結書（表格向移民署索取）（註：6
歲以下之兒童則應備完整預防接種證明）、戶籍謄本、大陸常住人口登

記表影本、喪失原籍證明具結書、相片等文件，向移民署申請子女在

臺定居。經審核獲准後，持移民署核發之定居證影本，向大陸公安單

位註銷戶籍後，在大陸公證處辦理註銷戶籍公證書，俟子女入境後，

將經海基會驗證完成之註銷戶籍公證書、在臺 DNA 鑑定書及健康檢查

合格證明送交移民署換發定居證正本，再持定居證向戶政事務所登記

戶籍。 

◎母親在懷孕時與他人有婚姻關係： 
除依上開所需之文件外，若母親在懷孕時之配偶是大陸地區人民時，

另應備大陸地區法院否認親子關係訴訟確定之判決書公證書、確定證

明公證書或母親懷孕時之配偶否認親子關係之聲明公證書，若母親在

懷孕時之配偶為臺灣地區人民時，應由前婚姻配偶向臺灣地區法院提

起否認親子關係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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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收養篇 
 
問題：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陸地區人民為養子女，從辦理收養手續到

養子女來臺定居的相關流程如何？ 

【案例】 

    張伯與大陸地區女子李冰結婚，婚後定居臺灣，但李冰尚未取得臺灣地區

戶籍，後因李冰一直未生育，張伯即與李冰欲收養大陸地區李冰哥哥的兒子李

小三為養子，應如何辦理收養手續？ 

【解說】 

一、流程（1）：臺灣地區辦理在臺無子女之聲明書認證 

詳細請參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
公（認）證書辦理程序篇」、「文書四」。  

二、流程（2）：大陸地區辦理收養登記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 
2、應繳附之文件： 

（1）收養人身分證件等證明。 

（2）臺胞證。 

（3）經臺灣地區公證人公（認）證之收養人年齡、婚姻、有無子女、

職業、財產、健康、有無受過刑事處罰等證明。 
 
三、流程（3）：大陸地區辦理收養公證書及委託公證書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公證處 
2、應繳附之文件： 

（1）經認證之在臺無子女宣誓（收養同意）書。 

（2）收養協議書。 

（3）如係收養大陸配偶前婚子女，須提出大陸配偶身分證明。 

（4）已婚之被收養人須出具配偶同意書。 

（5）臺灣地區受託人同意代辦收養之聲明書。 

（6）其他大陸地區公證處指定之事項（具體情形，可先向大陸地區

公證處洽詢）。 
3、注意事項： 

臺灣地區民法第一千零七十九條規定，收養子女應聲請法院認可，因

此收養人、被收養人及未成年收養人之法定代理人（如：父母）原應

到場向法院表達收養之合意，由於被收養人及其法定代理人不能以辦

理收養為由申請來臺，故宜委託收養人以外之臺灣地區人民代向法院

及戶政事務所辦理一切收養有關事宜。 



105

第四章 實例解析 

 

四、流程（4）：臺灣地區辦理文書驗證 

1、申辦地點：海基會。 
2、應繳附之文件： 

（1）收養公證書及委託公證書正本各乙份。 
（2）身分證正本。 
（3）填具驗證申請表各乙份。 
（4）每一字號公證書繳納新臺幣 300 元之驗證費；需加發驗證證明

副本者，每一副本加收新臺幣 150 元。 
3、注意事項： 

（1）若欲於日後申請養子女來臺定居，可視需要申請數份經海基會驗

證之證明。 

（2）若本人不克前來而由他人代理申請驗證，應先填具委託書乙份，

交由代理人繳交海基會備查，代理人並應攜帶身分證以供查驗。 

（3）驗證事宜另請詳本手冊「臺灣地區文書驗證篇」。  
五、流程（5）：臺灣地區聲請法院認可 

1、申辦地點：收養人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家事法院。 
2、應繳附之文件： 

（1）經海基會驗證之收養公證書及委託公證書。 
（2）收養人全戶戶籍謄本。 
（3）身分證正本。 
（4）印章。 
（5）向地方法院或家事法院購買司法狀紙，撰寫聲請收養認可之聲

請狀（法院有例稿供參）。 
（6）向法院繳交新臺幣 1,000 元裁判費。 

3、注意事項： 
法院將審酌相關法令及收養人、被收養人及出養人之實際狀況，諭知

聲請人補正相關資料或為認可或駁回之裁定。  
六、流程（6）臺灣地區戶政事務所辦理收養登記 

1、申辦地點：收養人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2、應繳附之文件： 

（1）法院認可收養之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 
（2）經海基會驗證之收養公證書。 
（3）戶口名簿。 
（4）身分證。 
（5）印章。  

七、流程（7）：申請大陸地區養子女來臺定居 

申請詳細流程請參見本手冊第四章「實例解析」、「柒居留、定居篇」、「問

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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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死亡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死亡，其遺體與喪事應如何處理？

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證與驗證？ 

【案例】 

    臺灣雄偉旅行社招攬臺灣地區遊客 30 人參加大陸地區東北吉林之旅。參

觀過長白山壯觀秀麗的風景後，遊覽車在高速公路上因閃避一輛超車的自小客

車，翻覆在高速公路邊坡，造成郭兆、周珍兩人不幸死亡，及多人輕重傷。請

問：郭兆、周珍兩人的家屬在大陸地區如何處理遺體與後事？有哪些文件必須

經過公證與驗證？ 

【解說】 

    隨著兩岸的逐步開放，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活動的人數日增，其目的

或定居、或旅遊、或經商、或探親、或就醫等，難免遭遇意外事故，最不幸的

是有人命的死亡，除造成家屬的悲痛之外，其遺體與喪事的處理亦是一大難

題。關於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死亡善後處理事宜，大陸地區訂有「關於臺

灣同胞在大陸死亡善後處理辦法」，茲依其規定，按流程說明如下： 
 
一、通知當地公安機關作死亡驗定： 

（一）因健康原因自然死亡的，謂正常死亡；因意外事故或突發事件死亡

的，謂非正常死亡。 

（二）如屬正常死亡：善後處理工作由死者的接待或聘用單位負責，當地

臺辦必要時可予以協助。無接待或聘用單位的（包括零散遊客），

由臺辦會同有關部門共同處理。 

（三）如屬非正常死亡：由公安機關進行取證並處理，並通報同級臺辦，

臺辦提供配合、協助。 
 
二、通知死者家屬： 

（一）一般由接待或聘用單位直接通知死者家屬。 

（二）如接待或聘用單位無法直接通知死者家屬，可透過兩岸其他管道

（如紅十字會等社團）代為通知。必要時也可通過海協會與臺灣

海基會聯繫。 
 
三、屍體解剖： 

（一）正常死亡或死因明確的非正常死亡者，一般不需作屍體解剖。若死

者家屬提出書面要求作屍體解剖的，有關主管部門可同意。 

（二）對死因不明的非正常死亡者，公安機關為查明死因，需進行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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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盡可能通知死者家屬到場。家屬逾期不到，地（市）級以

上公安機關可依法處理。 
 
四、出具證明： 

（一）正常死亡，由縣級以上醫院或者授權的醫療機構出具「死亡證明

書」。 

（二）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被拘留的人員，在案件偵查、審

理、執行期間正常死亡，由辦案機關的法醫出具確定其死亡的「死

亡鑑定書」；辦案機關沒有法醫的，可請公安機關派法醫鑑定並出

具「死亡鑑定書」。 

（三）非正常死亡，由地（市）級以上公安機關的法醫出具相關鑑定書。 

（四）以上「死亡證明書」及「死亡鑑定書」必須在大陸地區公證處辦

理公證，再至臺灣地區海基會辦理公證書驗證。 
 
五、屍體處理： 

（一）基本上應尊重死者家屬意願，可在當地殯儀館火化或運回臺灣。 

（二）選擇火化：應由死者家屬或其委託人持醫院或公安機關出具的死

亡證明，到當地殯儀館火化。如確認死者無親屬，接待單位持「死

亡證明書」到殯儀館火化，同時將火化過程拍照並出具相關證明

備存在殯儀館。 

（三）土葬：如家屬提出就地土葬，需向所在地的省級民政部門提出申

請，經批准後葬在指定的公墓內。 

（四）如需將屍體存放，可由當地殯儀館妥善保存。 

（五）辦理喪事的費用自理。 
 
六、骨灰和屍體運輸出境： 

（一）須已辦妥持有醫院出具的《死亡證明書》或法醫出具的《死亡鑑

定書》，及殯葬部門出具的《火化證明書》和公證部門出具的《死

亡公證書》。 

（二）骨灰、屍體運輸出境均由中國國際運屍網路服務中心負責，具體

由北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四個辦事處承辦，也可委託當地殯

儀館承辦。 

（三）如親屬提出將屍體運回臺灣，運輸手續和費用均由親屬自理。 

（四）如家屬提出由臺灣直接派飛機或船舶運送屍體，應報國務院臺辦

商請有關部門後處理。 
 
七、遺物的清點和處理： 

（一）清點死者遺物應有死者家屬或其代表和大陸有關部門人員在場。如

家屬明確表示不能到場時，公證部門人員應當到場。 

（二）遺物清點必須造冊，列出清單，清點人均應簽字。遺物移交前要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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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保管好。移交遺物要開出移交書，一式二份，註明移交時間、地

點、在場人、物和特徵等，並由公證部門辦理遺產移送公證書。 

（三）如死者有遺囑，應將遺囑拍照或複製，原件交死者家屬或其他代理

人。死者原持有的大陸地區出入境證件，由當地公安機關入境管理

部門收繳。 

 

問題二：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死亡，經其大陸地區之家屬辦理死

亡公證書後，其臺灣地區家屬可否以利害關係人之身分申請

補發原死亡公證書？ 

【案例】 

    臺商李強在上海經商，並娶上海姑娘王葳為妻，居住在上海浦東。某日李

強不幸因車禍身亡，經王葳在上海公證處辦妥李強的死亡公證書，但王葳遲遲

不肯將死亡公證書交給李強在臺灣的父母，以致無法在臺灣辦理李強的死亡除

籍登記。請問：李強的父母或其他家屬可否以利害關係人之身分申請補發原死

亡公證書？ 

【解說】 

    大陸地區的公證申請人係採申請自願原則，公證機構僅能將公證書出具給

提出申請之人，而不能出具給非申請人之人。但是本例，李強在臺灣的父母或

其他家屬仍可以獨立擔任申請人，向上海的公證處申請辦理李強的死亡公證

書。此時，是屬於一個獨立重新申請的案件，而非補發，公證書字號與第一次

申請的字號不同，但效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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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 繼承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欲繼承大陸地區之遺產，應如何辦理？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郭兆在大陸地區任臺幹，於上海市有房屋一棟，銀行存款人

民幣 30 萬元。某日在上班途中遭遇車禍身亡，在臺灣地區有配偶周珍、子女

郭安真、郭小山為繼承人。請問：郭兆的繼承人要繼承大陸地區的遺產，應如

何辦理？ 

【解說】 

    臺灣地區人民辦理繼承大陸地區遺產的程序，原則上可分成訴訟與非訟兩

項途徑辦理： 
 
壹  訴訟途徑： 
    繼承人對於繼承財產事宜有糾紛的，必須透過訴訟途徑，取得法院確定裁

判，才能辦理。  
一、繼承人如果是在大陸地區進行訴訟，遺產屬於不動產的部分，由不動產

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遺產屬於動產的部分，由侵權行為地或被告所

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轄。 
二、繼承人如果在臺灣地區取得確定的民事判決、民事裁定、民事調解書，

申請人可向申請人所在地、經常居住地或被執行財產所在地中級人民法

院申請認可後，再申請執行。 
三、申請認可手續，可參考本章「貳拾 訴訟篇」。 

 
貳  非訟途徑： 
    所謂非訟途徑，是指在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繼承權公證，相關程序流

程如下：  
一、先向臺灣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辦理繼承用相關文書公

（認）證： 

（一）須辦理公（認）證的文書： 
1、被繼承人親屬關係之聲明書或繼承系統表。 
2、被繼承人的除戶戶籍謄本及第一順位（按大陸地區第一順位

繼承人為配偶、子女、父母）的戶籍謄本。 

3、繼承人中如有欲放棄繼承者，應另立放棄繼承聲明書暨委託

他人代為辦理放棄繼承手續之委託書。 

4、如所有繼承人均欲繼承，但非平均繼承者，應另立遺產分配

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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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被繼承人如係在臺灣地區死亡者，其死亡證明書。 

6、欲為繼承遺產者如不克親自前往大陸地區辦理遺產繼承事

項，應另辦理委託書公、認證。 

7、如係以遺囑辦理繼承者，應先提出公證遺囑或自書遺囑、代

筆遺囑之認證書。 

8、其他大陸地區公證員、房產登記機關、銀行等認為應提出的

相關證明文件。例如繼承人的身分證影本、保證書等。 

（二）辦理以上文書公、認證程序、所需文件及注意事項，請參見本手

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公（認）

證書辦理程序篇」。 

（三）其他注意事項：前往大陸辦理繼承前，請務必先向主管機關洽詢

所須具備之文件，再持該文件向臺灣地區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

人辦理公、認證，並於約一個月後，再持往各該使用地區的省、

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協會辦理驗證，再至各該大陸地區公證處辦

理繼承公證，持繼承公證書提交大陸相關主管機關辦理後續手

續。又大陸地區各公證處在辦理繼承公證書的要求標準不一，事

前亦請向大陸地區各承辦公證處詢明。 
 

二、至該管公證處辦理繼承公證，出具繼承公證書： 

（一）該管公證處：被繼承人經常居住地、不動產所在地的公證處辦理。 

（二）關於辦理繼承公證的程序、所需文件及注意事項等，請參見本手

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

書及辦理程序篇」、「類型八 繼承權公證」。 

（三）注意事項：在大陸地區關於遺產繼承，本項雖非必要之手續，但

通常關於記名財產（例如：房產、股票、存款等）之繼承，遺產

管理機關大多要求繼承人先向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繼承公證，故

臺灣地區繼承人應先向大陸地區遺產管理機關詢明。又大陸地區

各公證處對於辦理繼承權公證所要求提供之文件標準不一，建議

先向該管涉臺公證處詢明。 
 

三、至遺產所在地的房產局或金融機構辦理繼承遺產繼承登記或領取

款項等。 

 
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欲繼承臺灣地區人民在臺之遺產，應如何辦理？ 

【案例】 

    張三於民國 38 年隨國民政府來臺，在大陸仍有配偶胡氏與長子張小三，

張三日前於臺過世，遺有新北市永和區房產乙戶與存放於郵局之現金若干，配

偶胡氏與長子張小三應如何繼承相關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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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一、在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相關文件的公證： 
（一）委託臺灣地區親友申領被繼承人除戶謄本之委託公證書。 
（二）繼承人居民身分證影本公證書。 
（三）繼承人與被繼承人之親屬關係公證書。 
（四）說明： 

1、在大陸地區辦理相關文件公證手續，請參見本手冊「大陸地區

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

序篇」。 

2、由於大陸地區公證處常要求大陸地區繼承人提出臺灣地區被

繼承人之除戶謄本（死亡戶籍謄本），以便於相關公證書內載

明被繼承人死亡日期及生前住址。故被繼承人必須先委託臺

灣地區人民代向被繼承人生前最後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

所，請領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以便應用。  
二、海基會文書驗證： 

（一）申辦地點：海基會。 

（二）應繳附之文件： 

1、相關大陸地區公證書正本各乙份。 
2、身分證正本。 
3、填具驗證申請表各乙份。 
4、每一字號公證書繳納新臺幣 300 元之驗證費；需加發驗證證明

副本者，每一副本加收新臺幣 150 元。 
以上詳細程序細節請參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三、由被委託人向戶政事務所領取被繼承人之除戶謄本： 
（一）應繳納給戶政事務所之文件： 

1、填具請領戶籍謄本之申請書。 
2、經海基會驗證之身分證明、親屬關係公證書及委託領取除戶

謄本之公證書。 
3、受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印章。 
4、申請戶籍謄本規費每份新臺幣 20 元。 

（二）注意事項：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可多申請數份，以備應用。  
四、在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繼承用的親屬關係及委託公證書： 

（一）說明同前述一。 

（二）注意事項： 

1、親屬關係公證書內應依繼承人親等之不同，載明被繼承人在大

陸有無配偶、子女、父母、兄弟姊妹及其存歿情形。 

2、因大陸地區人民來臺之許可範圍及來臺停留時間皆有限制，故

可辦理委託公證書委託臺灣地區人民辦理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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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海基會文書驗證：同本題第二項說明。 
 
六、臺灣地區法院為繼承表示程序： 

（一）管轄法院：被繼承人生前最後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家事法院。 

（二）應繳納給法院之文件： 

1、經海基會驗證之大陸地區親屬關係公證書及委託代辦繼承公證

書。 

2、被繼承人之除戶戶籍謄本。 

3、由受託人向法院聯合服務處購買司法狀紙填寫聲請狀，內須附

繼承系統表，且繳交裁判費新臺幣 1,000 元。 

4、繼承系統表內應載明被繼承人之配偶、祖父母、父母、子女、

孫子女、兄弟姊妹等親屬，表列中之個人如已死亡應予記明，

可自行繪製，無須經海基會驗證。 

（三）注意事項： 

1、向法院為繼承表示之期限，應於繼承開始起三年內以書面向被

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之表示；逾期視為拋棄其繼承權

（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六條第一項之規定）。 
2、若逾期未為繼承之表示，而死者為現役軍人或榮民，可向財團

法人榮民榮眷基金會洽詢（地址：臺北市忠孝東路五段一五九

號六樓。電話：（02）27474823）。 
 
七、領取遺產程序： 

（一）主管機關：遺產管理人（如國防部、退輔會、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及遺產保管機關（如郵局、銀行）、地政事務所等。 

（二）應繳納給遺產管理人及遺產保管機關之文件： 

1、被繼承人除戶戶籍謄本。 
2、經海基會驗證之親屬關係公證書及委託代辦繼承之公證書。 
3、法院發給之准予備查通知。 
4、繼承系統表。 

（三）注意事項： 

1、遺產管理辦法，請參閱相關法規（國防部：「現役軍人死亡無

人繼承遺產管理辦法」；退輔會：「退除役官兵死亡善後處理

及無人繼承遺產管理作業程序」；國有財產局：「大陸地區人

民繼承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管理辦法」）等。 
2、遺產之領取限額每人不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兩岸人民關係

條例第六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 
3、遺產中如有不動產者，應將大陸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利折算

為價額。但該不動產如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於定

大陸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不計入遺產總額（兩岸

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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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其繼承在臺灣地區之遺

產或受遺贈者不適用總額不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之限制規

定。且配偶如經許可長期居留者，得繼承以不動產為標的之

遺產。然該不動產如為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者，則不得

繼承之，於定大陸地區繼承人應得部分時，其價額不計入遺

產總額（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條第四項之規定）。 
5、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七條第五項

第三款規定，大陸配偶繼承之土地，如屬土地法第十七條第

一項所規定之林地、漁地、狩獵地、水源地等土地，準用同

條第二項但書之規定，應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年內

出售予本國人。 
6、依退輔會規定，遺產發還前，將先函請軍墓或骨灰（墓園）

存放管理單位，准由受託人領取骨灰（通知受託人），受託人

應先領取骨灰後，始得發還遺產；受託人領取遺產時，應拍

照存證。 
7、大陸地區人民繼承在臺灣地區的遺產，而遺產依法係由機關

管理者，該大陸地區人民可申請進入臺灣地區領取遺產，相

關手續可參見本章「玖 社會交流篇 問題五」。 

 
問題三：在大陸地區所作成的遺囑，在臺灣地區的效力如何？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林建國在大陸地區經商，因見臺灣地區媒體報導子女爭產的

案例，心有所感，某日便在大陸地區上海東方公證處辦理公證遺囑，將其名下

大陸地區與臺灣地區的房產作一分配。請問：林建國死後，該份遺囑在臺灣地

區的效力如何？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六十一條規定，大陸地區人民之遺囑，其成立或撤

回之要件及效力，依該地區之規定。但以遺囑就其在臺灣地區之財產為贈與

者，適用臺灣地區之法律。惟其規定的對象是「大陸地區人民之遺囑」，因此，

如果是「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訂立之遺囑」，法律並無適用準據法之規定；

另一方面，依大陸地區繼承法的規定，公證遺囑的方式是在承辦公證員面前口

述遺囑意旨，由公證員記錄，並由另一名公證員在場，製作筆錄，遺囑意旨完

成後，向遺囑人朗讀，經遺囑人確認無誤，在遺囑上簽名蓋章，此方式與臺灣

地區「民法」第一千一百九十一條規定不同（主要須有二名見證人在場）。因

此如果「大陸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所立公證遺囑，依上揭規定，可在臺灣地

區發生效力；但如果是「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所立公證遺囑，又係處分

臺灣地區的遺產，則依臺灣地區民法的規定，該遺囑將因欠缺方式而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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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居留、定居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包括就養榮民）申請赴大陸地區定居應如何

辦理？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案例】 

    劉克強出生於大陸山東省，十八歲時即隨國軍轉戰大江南北，歷經北伐、抗

日、剿共等無數戰役，民國 38 年隨政府來臺，解甲歸田，在臺北從事小本生意，

單身未娶，每日省吃儉用，倒也生活無虞。日前回大陸老家探親，當初離家時妻

子正懷著身孕，現在妻子已不在人世，兒子則子孫滿堂，頓生葉落歸根之念。請

問：劉克強想要定居大陸，程序應如何辦理？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關於臺灣地區人民（包括就養榮民）赴大陸地區定居，綜合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的相關規定，分別說明如下：  
一、臺灣地區人民申請來大陸地區定居，須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大陸地區規定，臺灣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可申請在大陸

地區定居：1、在臺孤身一人，無人贍養，且在大陸擬定居地有父

母、配偶、子女等直系親屬，該親屬有能力贍養並保證贍養，申請

人的生活費用及住房等能夠自理者；2、與大陸居民結婚 3 年以上

的臺灣居民及其子女；3、大陸急需的科技、教育、文化、醫學、

農業等領域的人才及其配偶、子女；4、在大陸投資經濟效益好或

投資金額巨大的投資者及其配偶、子女；5、臺灣上層人士（範圍

仍按《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發〈關於做好臺灣上層人

士來訪接待工作的意見〉的通知》（中辦發﹝1990﹞11 號）掌握）

或因對臺工作需要擬安置定居的人員。 
（二）臺灣地區規定，就養榮民申請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須屬安置輔導

會所屬榮譽國民之家（以下簡稱榮家）全部供給制公費就養，且健

康狀況堪以行動之榮民；其為身心障礙者，須有親友之陪伴。就養

榮民有配偶或未成年子女者，除受其他法律或相關法規限制出境者

外，須共同申請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但已獲得其配偶同意或未成

年子女有適當監護人，並出具經公證之同意書者，得單獨赴大陸地

區長期居住。  
二、申請機關： 

（一）就養榮民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須於出境前向安置之榮家申請辦

理，並依規定辦理有關出境事宜。 
（二）在大陸以外的國家或者地區的，可向大陸地區駐外使、領館、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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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香港、澳門特派員公署申請，或者委託其大陸親屬向擬定居地的

市、縣）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申請。 

（三）在大陸地區，申請人可直接向擬定居地的市（縣）公安機關出入境

管理部門申請。  
三、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陸地區定居須履行下列手續： 

（一）臺灣地區就養榮民向榮家申請時，應檢附下列文件： 

1、申請表。 

2、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之大陸親

人同意贍養或共同居住之文件（須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 

3、自願切結書。 

4、榮民證。 

5、國民身分證。 

6、全戶戶籍謄本。 
7、私人財產及債權、債務已自行處理完畢之切結書。 

8、第三條規定之有關證明文件（即經公證之配偶同意書）。 

（二）申請人在大陸地區： 

1、如實逐項填寫申請表，字跡要清晰； 

2、提交書面申請。委託大陸親屬代辦的，還需提交委託書； 

3、交驗有效的「臺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證」，並提交影本； 

4、二寸正面免冠（即脫帽）近照二張，照片背面本人簽名； 

5、提交經臺灣公證部門公證的臺灣地區戶籍證明及有效的臺灣身

分證件（正、背面）和出入境證件的影本（影本要清晰）；（正、

背面）和出入境證件的影本（影本要清晰）； 
6、提交經大陸地區出入境檢驗檢疫部門出具或確認的 6 個月以

上有效的身體健康證明； 
7、提交與申請事由相應的證明材料； 
8、公安機關認為需要提交的有關證明材料。 

          以上所謂與申請事由相應的證明是指： 
（1）在臺孤身一人的，須提交經臺灣公證部門公證的臺灣戶籍證明

影本，與大陸親屬關係的公證證明，大陸親屬有能力贍養並保

證贍養的公證證明，大陸親屬的身分證、居民戶口名簿影本。 
（2）申請夫妻團聚的，須交驗大陸民政部門頒發的結婚證，並提交

其影本或者經臺灣公證機構公證的婚姻狀況證明，提交臺灣戶

籍證明影本。其未成年子女，須提交出生證明和親屬關係的公

證證明。 

四、以上在臺灣地區須辦理公（認）證的文件有配偶同意書、戶籍謄本、
親屬關係證明、出生證明、婚姻狀況證明；在大陸地區須辦理公證的
文件有親友保證書，其辦理程序參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
「大陸地區公證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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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定居之

適用類型如何？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之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

期居留、定居之適用類型，可區分如下：  
一、直接申請定居型：即不須經過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階段即可直接

申請定居。包括： 
（一）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一至六款規定之人及其配偶

（參見以下問題三、五）。 

（二）中華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二日起迄中華民國九十年二月十九日間

前往大陸地區繼續居住逾四年致轉換身分為大陸地區人民，其在

臺灣地區原設有戶籍，且未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

護照者，得申請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並返臺定居。（參見以下

問題八）。  
二、經階段申請定居型：即須經依親居留及長期居留，或長期居留之階

段，並符合相關規定後，始得申請在臺定居。包括： 
（一）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參見以下問題四）。須經依

親居留、長期居留之階段，並符合規定，才可申請定居。 

（二）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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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居留符合同條第五項之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

定居（參見以下問題六、七）。 
 
問題三：何種大陸地區人民不須經過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階段，得

直接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

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一）周建興十八歲時在家鄉大陸江西省與林文結婚，不久後即被徵召入伍，

隨國軍轉戰大江南北。民國 38 年隨政府遷臺，與大陸妻子林文從此斷

了音訊，分隔兩地。然而周建興與林文二人情堅意固，彼此思念對方，

均未再婚嫁。年前周建興回老家探親，發現林文尚在人世，夫妻重逢兩

人不禁相擁而泣。因林文年紀已 85 歲，兩人決定定居臺灣，直到終老。 

（二）小吳被公司派到江蘇昆山任職，認識當地女子張艾玲，結婚後生下一子，

張艾玲離過婚，與前夫生有一女，小吳不計前嫌，在大陸地區辦理收養，

但均未回到臺灣辦理戶口登記。現小吳任職期間已滿，將回臺灣總公司

述職，放心不下該一女一子（女八歲子五歲），想一同帶回臺灣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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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地區人民林旺在對日抗戰勝利臺灣光復後在部隊服役，民國 37 年

國共內戰期間被政府徵召參加淮海戰役被俘，成了人民解放軍。今兩

岸開放，思鄉心切，想回臺灣老家定居。 

（四）鄒冰在民國 38 年是國軍僅有的女少將，因國家特殊任務需要，毅然拋

夫棄子，犧牲美滿家庭，秘密潛回浙江從事敵後情報工作。不幸因秘

密外洩，被捕判刑入獄，出獄後仍居住大陸地區。兩岸開放後，鄒冰

即透過管道，表達回臺定居的意願。 

請問：以上四個案例中林文、小吳的親生子女及養子女、林旺與鄒冰可否直接

申請來臺定居？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大陸地區人民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不必經過依親居留、長期居留程序： 

一、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年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者。 

二、其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須在臺灣地區照顧未成年之親生子女者。 

三、民國三十四年後，因兵役關係滯留大陸地區之臺籍軍人及其配偶。 

四、民國三十八年政府遷臺後，因作戰或執行特種任務被俘之國軍官兵及其配

偶。 

五、民國三十八年政府遷臺前以公費派赴大陸地區求學人員及其配偶。 

六、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一日前，因船舶故障、海難或其他不可抗力之事由滯

留大陸地區，且在臺灣地區原有戶籍之漁民或船員。 

本例林文、小吳的親生子女及養子女、林旺、鄒冰符合前揭規定，可以直

接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上揭人員申請到臺灣定居時的應備文件，茲分別說明

如下（以上第二點詳見問題五）： 
 
一、大陸地區人民（年逾 70 歲者）申請來臺定居 

（一）定居申請書。 

（二）有效之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或大陸居民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或護照

之影本。 

（三）依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影本 

（四）親屬關係公證書正、影本（正本驗畢退還；戶籍資料已登載大陸直

系血親或配偶姓名者免附）。 

（五）保證書：應檢附臺灣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條件者出具之保證書：年滿

二十歲、正當職業或相當財力、無違反許可辦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之紀錄、保證人應出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保證書，並由入出國及移

民署查核。 

（六）出生公證書（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

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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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 年內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於核配數額時繳附；最近 3 個月內由

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

完成驗證手續）。 

（八）臺灣地區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於核配數額時繳附；最

近 3 個月有效；人在大陸或海外地區者，得以具結書替代，俟入境

後換發正本時補正）。 

（九）喪失大陸原籍證明（於核配數額時繳附；人在大陸或海外地區者，

得以具結書替代，俟入境後換發正本時補正；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

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二、大陸地區居民為臺灣地區居民 12 歲以下親生子女申請來臺定居 

（一）定居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件（申請人未入境者，免附）。 

（三）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大陸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

身分之文件影本。(未在大陸地區設籍者，免附)。 

（四）出生公證書正、影本（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並經海

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正本驗畢退還）；認領或

婚前受孕者，加附生母受孕期間無婚姻關係之證明。 

（五）臺灣地區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未滿 6 歲者檢附完整預防

接種證明影本替代；最近 3 個月內有效；須由行政院衛福部指定之

外勞健檢醫院檢查，且符合其訂定之健康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

表】；人在大陸或海外地區者，得以具結書替代，俟入境後換發正

本時補正）。 

（六）保證書：應檢附臺灣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條件者出具之保證書：年滿

二十歲、正當職業或相當財力、無違反許可辦法第六條第一項規定

之紀錄、保證人應出具親自簽名或蓋章之保證書，並由入出國及移

民署查核。 

（七）喪失大陸原籍證明公證書（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

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申請人已在大陸地區設

有戶籍，得以具結書替代，俟許可定居之翌日起三個月內繳附。申

請人未在大陸地區設籍者，請檢附下列文件： 
1、十二歲以下，在大陸地區出生，無法取得喪失原籍證明公證書

者，得以申請人之法定代理人於大陸公證處聲明未於大陸地區

設籍（未設籍聲明書）替代或其他足資證明未在大陸地區設有

戶籍之文件，並經海基會完成驗證手續。如另持有外國護照，通

知攜帶外國護照，向移民署服務站領取定居證時，加註梅花 C 章。 
2、十二歲以下，在國外出生，持有大陸地區護照，無法取得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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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籍證明公證書者，得以具結書具結不再使用大陸地區護照，

並經本國完成公證手續代替，大陸地區證照(如護照、通行證等)
請交由移民署服務站剪角。 

（八）父或母辦妥結婚登記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驗

正本，收影本），未婚而生育之子女，須先完成認領手續。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婚前受孕者，須加附 DNA 血緣鑑定書（應由經在臺認證合格

之公私立醫院或機關〈構〉出具）及經海基會驗證之受胎期間

無婚姻關係之公證書（子女出生日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至三百

零二日止為受胎期間）或查詢婚姻登記紀錄證明之公證書。 
2、移民署認為有查證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檢附其他證明文件，

如結婚公證書、出生醫學證明書等。 
（十）委託書。  

三、大陸地區居民為臺灣地區居民 12 歲以下養子女、孫子女申請來臺定居 
（一）定居申請書。 

（二）大陸全戶戶口簿影本、出生公證書或載有完整個人姓名、父母姓

名、出生地等之出生醫學證明（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

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三）申請人與依親對象之親屬關係公證書： 

1、養子女：大陸地區收養公證書及經臺灣地方法院裁定認可文件影

本及依親對象最近 3 個月內之戶籍謄本（須已登載養子女姓名）。 
2、孫子女：申請人與依親對象之親屬關係公證書（由大陸或海外地

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

續）。 
（四）依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影本（驗正本、收影本）（申請人

為養子女且已檢附前項依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者，免附）。 

（五）保證書：說明同上。 

（六）臺灣地區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說明同上。 

（七）喪失大陸原籍公證書：說明同上。 

（八）申請孫子女來臺定居案，請附父母雙方同意在臺定居公證書。（須經

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例如經認證合格之公私立醫院或機關（構）所出具之親子

血緣關係鑑定證明文件。 

（十）委託書。 
 
四、大陸地區居民符合兩岸人民關係條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六款

及第四項（大陸或海外地區）申請來臺灣地區定居 

（一）定居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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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生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之公證書）。 
（三）喪失大陸原籍證明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之公證書）。（如一時無法補

具者，得填寫具結書，俟定居後三個月內再補具）。 
（四）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

件影本。 
（五）保證書：同上說明。 
（六） 5 年內警察刑事紀錄證明書（最近 3 個月內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

之證明文件，並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七）臺灣地區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書（最近 3 個月有效）：說明

同上。 
（八）符合定居條件證明（即符合第十六條第二項第三款至第六款之證明

文件；其為大陸配偶者，須加附結婚公證書正、影本，惟最近 3 個

月內之戶籍謄本已有結婚登記者免附）。 
（九）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1、通案必備文件：結婚公證書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戶口

名簿已登記結婚者免附）。 
2、個案要求文件：移民署認為有查證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檢附其

他文件，如結婚公證書等。 
（十）委託書。 

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四：大陸地區配偶申請來臺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定居，應備哪

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吳念祖與大陸地區配偶蔡佳佳已辦理結婚完畢，蔡佳佳也已

通過面談手續，來臺團聚，小倆口正享受美滿家庭之樂。現進一步想再辦裡居

留、定居手續，需要辦理何種程序？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規定，大陸地區配偶通過面談、團聚手續後，必須先

經過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階段，並符合相關規定才能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以下就大陸地區配偶申請來臺依親居留、長期居留、定居的辦理程序分別說明： 
 
一、大陸地區配偶申請來臺依親居留 
（一）適用對象： 

臺灣地區人民之大陸地區配偶，經許可團聚入境，並已辦妥結婚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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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備文件： 
1、依親居留申請書。 
2、大陸地區配偶申請在臺依親居留資料表。 
3、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4、刑事紀錄證明之公證書。（需有五年內刑事【警察】紀錄及最近三

個月內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區

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5、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最近 3 個

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且符合其訂定之健康證明應檢項目表【乙

表】；妊娠孕婦可免接受胸部Ｘ光檢查）。 

6、尚餘一個月以上效期之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

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件影本。（證照經收繳者，應附保管收據）。 

7、最近三個月內依親對象設有戶籍並載有結婚登記之戶籍謄本（須登

載大陸配偶姓名及結婚日期）。 
8、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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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條第五項規定，在臺配偶死亡未再婚者，須附依親對象死亡之證

明（如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影本或法院判決書）。 
9、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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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條第五項規定，在臺配偶死亡未再婚者，須檢附經海基會驗證之

未再婚公證書。  
（三）注意事項： 

1、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滿 4 年，且每年在臺合法居留期間逾 183 日者，

得申請長期居留。每年在臺居留未逾 183 日者，當年不列入 4 年之

計算。 

2、大陸居民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或護照效期不足 1 個月以上者，務請

先行返回大陸地區重新辦理該證之效期，再辦理依親居留證之延期

手續。 

3、應備文件之大陸居民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或護照之影本，僅限於再

次申請來臺者始得適用。  
二、大陸地區配偶申請在臺長期居留  
（一）適用對象： 

臺灣地區人民之大陸地區配偶，經許可在臺依親居留滿 4 年，且每年

在臺居住逾 183 日者。  
（二）應備文件： 

1、長期居留申請書。 
2、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刑事紀錄證明之公證書：（需有五年內刑事【警察】紀錄及最近三

個月內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臺灣地

區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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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同上說

明。 
5、尚餘一個月以上效期之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其

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件影本。 
6、與依親對象婚姻存續中或依親對象死亡或離婚後取得其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未成年親生子女權利義務行使或負擔之證明（如國民

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影本或法院判決書）。 
7、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

證明文件。 
8、委託書。  

（三）注意事項： 
1、申請長期居留，移民署將自其申請日往前推算至 93 年 3 月 1 日，

其每年在臺居留是否逾 183 日；每年在臺依親居留期間未逾 183
日者，將延後其申請長期居留之時間。 

2、在臺依親居留期間，每次出境未逾 3 個月者，申請長期居留時，

得免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及刑事紀錄證明。 
3、長期居留滿 2 年，且每年在臺合法居留期間逾 183 日，始得申請

在臺定居設籍。每年在臺長期居留連續未逾 183 日者，當年不列

入 2 年之計算。  
三、大陸地區配偶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一）適用對象： 

1、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

留滿 2 年，且符合「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十七

條第五項規定者（即每年在臺灣地區合法居留連續 2 年且每年居

住逾 183 日、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提出喪失原籍證明、符合國

家利益）。 
2、於離婚後 30 日內與原依親對象再婚，且符合前開在臺居留天數及

條例規定者。 
3、於離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權利義務之

行使或負擔，且符合前開在臺居留天數及條例規定者。 
4、因遭受家庭暴力經法院判決離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

成年親生子女，且符合前開在臺居留天數及條例規定者。 
5、依親對象死亡，申請人未再婚且已長期居留連續四年每年在臺灣

地區居住逾一百八十三日以上（至少一百八十四日）且符合前開

條例規定者。  
（二）應備文件： 

1、定居申請書。 
2、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刑事紀錄證明之公證書。但申請人未成年者，免附。（最近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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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並經海基會或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期間，每次出境三個月以內者得免附之）。 
4、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同上說

明。 
5、申請時剩餘效期一個月以上之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

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件影本。（證照經收繳者，應附保

管收據）。 
6、喪失原籍證明之公證書。（如一時無法補具者，得填寫具結書，俟

定居後三個月內再補具）。 
7、記載出生地及父母姓名之出生公證書。（並經海基會完成驗證手

續）。 
8、如依親對象死亡應附相關之證明。（如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正、影本或死亡證明）。 
9、如與依親對象婚姻存續中依親對象死亡者或離婚後取得其在臺灣

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年親生子女權利義務之行使或負擔者應附相

關之證明。（如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影本或法院

判決書）。 
10、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註同意定居意見之證明。但非專案許可

長期居留者，免附。 
11、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移民署認為有查證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檢

附其他文件，如結婚公證書等。 
12、委託書。 

 
（三）注意事項： 

1、在臺灣地區合法長期居留連續滿二年，且每年在臺居留逾一百八

十三日（至少一百八十四日）者，如有年度中斷，應自中斷年度

後起算，於符合規定後，始得申請。例：申請人於九十六年二月

一日核發長期居留，其年度起算期間為九十六年二月一日至九十

七年一月三十一日止，該年度在臺居留天數一百八十四日，次年

度（九十七年二月一日至九十八年一月三十一日止，年度計算期

間請依此類推）僅在臺居留一百八十三日，因未逾一百八十三日，

計算年度已中斷，則應自九十八年二月一日起算，符合連續滿二

年，且每年在臺居留逾一百八十三日者，始得申請。 
2、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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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簡稱許可辦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喪失原籍證明未能於申

請時繳附者，經具結後得先發給定居證；其未能於許可定居之翌

日起三個月內繳附者，廢止定居許可，並通知戶籍事務所註銷其

戶籍登記。 
 

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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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大陸地區配偶因臺灣地區配偶死亡為照顧親生子女申請在臺

灣地區定居，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

驗證？ 

【案例】 

    小吳被公司派到江蘇昆山任職，認識當地女子張艾玲，結婚後生下一子（現

五歲），由小吳帶回臺灣地區給父母扶養，並在臺灣地區辦理戶口登記。現小

吳任職期間已滿，回臺灣總公司述職，張艾玲仍留在大陸。某日，小吳上班途

中遭遇車禍，不幸身亡，張艾玲放心不下兒子，想申請回臺灣定居，以便照顧

小孩。請問：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現入境在臺停留或依親居留或長期居留的大陸地區配偶，或者人尚在大陸

地區（係臺灣地區人民的直系血親），臺灣配偶死亡，須在臺灣地區照顧已在

臺設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依法可以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陸配須先以奔喪或

探親等事由申請來臺後，再依法申請在臺定居以照顧未成年親生子女。申請時

應備文件可分別說明如下： 
 
一、適用對象： 

臺灣地區配偶死亡，須在臺灣地區照顧已在臺設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 

（一）申請人所須照顧之未成年親生子女，限於申請人與已死亡之臺灣地

區配偶所生之親生子女。 

（二）未成年之計算標準：以送入移民署各服務站受理定居申請之日尚未

年滿二十歲為準。 

（三）申請人與臺灣配偶離婚後，其前臺灣配偶死亡者，雖在臺育有未成

年親生子女，非本類適用對象。 
 
二、應備文件： 

（一）定居申請書。 

（二）出生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之公證書）。 

（三）喪失大陸戶籍證明。（經海基會驗證之公證書）但無法取得者，得以

其他證明文件代之。（如一時無法補具者，得填寫具結書，俟定居後

三個月內再補具） 

（四）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

件影本。（驗正本，收影本）（證照經收繳者，應附保管收據） 

（五）臺灣地區入出境證件。 

（六）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同上題說

明。 

（七）保證書：同上題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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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刑事紀錄證明。（須經海基會驗證，三個月內有效）（依親居留或長

期居留期間出境未逾三個月者，免附） 

（九）符合定居條件證明。 

（十）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通案必備文件： 
（1）結婚公證書正本、影本，戶口名簿已登記結婚者免附。 
（2）臺灣地區配偶死亡之證明文件正本或已辦妥死亡登記之戶

口名簿。 
（3）已在臺設有戶籍未成年親生子女之戶口名簿影本（子女須

在臺）。 
2、未婚而生育子女須先完成認領手續；婚前受孕者，須加附 DNA

血緣鑑定書及經海基會驗證之受胎期間無婚姻關係之證明文件

（子女出生日回溯第 181 日至 302 日止為受胎期間）。移民署認

為有查證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檢附其他證明文件，如結婚公

證書、出生醫學證明書等。 

（十一）委託書。  
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

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六：大陸地區人民申請政治、經濟、教育、科技或文化考量專案

許可來臺長期居留及定居，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

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姚明明是大陸地區國際知名的籃球巨星，從籃壇退役後，應邀來臺，與臺

灣籃壇切磋球技，對臺灣的自由民主、樂利富足的環境留有深刻印象。後經臺

灣地區某企業球團的高薪力邀，應聘為球團教練，並擔任臺灣地區奧運選手村

教練，在臺北購屋居住。該企業總裁建議姚明明不如在臺灣申請長期居留。請

問：姚明明可否申請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申請時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

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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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居留符合同條第五項之規定者，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本例姚明明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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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的教育方

面考量，可以申請於臺灣地區長期居留。以下就專案許可來臺長期居留及定居

所應備文件及申請事項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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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長期居留 
 
（一）適用對象：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七條第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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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條至第二十二條規定，基於政治

（身分代碼： D1069）、經濟（身分代碼：D1071）、教育（身分代碼：

D1072）、科技（身分代碼：D1073）或文化（身分代碼：D1074）之考

量，申請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  
（二）應備文件： 

1、居留申請書。 
2、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保證書：同上題說明。 
4、刑事紀錄證明之公證書（申請人未成年者，免附；有數額限制者，

於排至數額時繳附；最近 3 個月內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

件，須經海基會或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5、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有數額限

制者，於排至數額時繳附；最近 3 個月有效，惟人在大陸或海外地

區者，得以具結書替代，俟入境後換發正本時補正）。 
6、申請時尚餘 1 個月以上效期之大陸地區證照影本、居民身分證影本

或其他足資證明居民身分之文件影本。 
7、符合申請長期居留條件之證明（即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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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條至第二十二條之主管機

關開具之證明文件）。 
8、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如經濟考量專案長期居留須檢附： 
（1）最高學歷證明。 
（2）邀約機構邀請函證明文件。 
（3）詳細且完整之經歷證明。 
（4）符合主管機關認為確有必要（如臺灣地區所亟需或短期內不

易培育）之專業技術能力證明。 
（5）依據本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四款提出申請者，須出

具能實際促進臺灣地區產業升級或在產業技術上有傑出成就

或著有成績之證明文件（如專利、得獎、碩博士論文、近五

年在 SCI、EI、ISTP 所列國際期刊與會議發表論文、學校教

授或企業推薦函、主持大型開發計畫、主持國際標準制定、

於技術領導廠商擔任重要技術職位、於著名研究單位從事研

究……等相關證明文件）。 
9、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並於代申請人簽章處，

親筆簽名或蓋章；但由旅行社代送件，應於申請書上加蓋旅行社及

負責人章戳，免附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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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注意事項： 

專案許可長期居留滿 2 年，且每年在臺合法居留期間逾 183 日，始得

申請在臺定居設籍。每年在臺長期居留未逾 183 日者，當年不列入 2
年之計算。申請定居時，移民署將自其申請日往前推算，每年在臺居

留期間是否逾 183 日；每年在臺長期居留期間未逾 183 日者，將延後

其申請定居之時間。  
二、定居 
 
（一）適用對象： 

大陸地區人民，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連續滿 2 年且每年在

臺居留逾 183 日，同時符合一定條件者，可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二）應備文件： 

1、定居申請書。 

2、臺灣地區長期居留證件。 

3、大陸地區證照（證照經收繳者，應附保管收據）。 
4、刑事紀錄證明。（最近三個月內由出境國或大陸地區開具並經駐外

單位或海基會完成驗證手續）（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期間，每次出

境三個月以內者得免附之。 

5、最近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6、喪失大陸戶籍證明。（經海基會驗證之公證書）但無法取得者，得

以其他證明文件代之。（如一時無法補具者，得填寫具結書，俟定

居後三個月內再補具）。 

7、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加註同意定居之證明。 
8、記載出生地及父母姓名之公證書（並經海基會完成驗證手續）。 
9、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通案必備文件：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請附臺

灣地區配偶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影本。 
（2）個案要求文件：移民署認為有查證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檢

附其他文件，如受胎期間之單身證明、出生醫學證明書、血

緣關係鑑定書、結婚公證書及其他證明事由之文件等。  
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七：大陸地區人民因社會考量申請來臺專案許可長期居留及定

居，申請時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四十歲單身的小吳被公司派到江蘇昆山任職，認識當地女子張艾玲並辦理

結婚，張艾玲離過婚，與前夫生有一女（十五歲），小吳不計前嫌，在大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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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辦理收養張艾玲之女，視同己出。現小吳任職期間已滿，將回臺灣總公司述

職，請問：張艾玲之女可否申請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申請時應備何種文件？

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一、適用對象： 

（一）被其大陸地區親生父母之臺灣地區配偶收養，年齡在二十歲以下

者。（身分代碼 D1089） 

（二）經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或定居之臺灣地區人民配偶之親生子

女，且依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規定申請探親時之年

齡在十六歲以下，在臺停留連續滿四年，且每年在臺灣地區合法停

留期間逾一百八十三日。（身分代碼 D1090） 

（三）為臺灣地區人民之二十歲以下親生子女（身分代碼 D0396）、大陸

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定居並設有戶籍，其二十歲以下親生

子女。（身分代碼 D1093） 

（四）在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後未再婚，其臺灣地區配偶之年逾六十五歲

父母或未成年子女，無其他法定撫養義務人照顧，而有其在臺照料

之需要。（身分代碼 D1070） 

（五）用民國三十八年政府遷臺後至民國七十六年十一月一日間，在臺原

有戶籍，前往大陸地區繼續居住逾四年，未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

領大陸地區護照。（身分代碼 D1070）  
二、應備文件： 

（一）居留申請書。 

（二）大陸常住人口登記表影本或居民身分證影本。 

（三）大陸地區收養公證書及收養關係經臺灣地方法院裁定認可文件影本。 

（四）出生公證書正、影本（正本驗畢退還）及出生醫學證明。 

（五）依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正、影本（須已完成相關戶籍登記，

如大陸配偶及養子女姓名，非婚生子女須完成認領登記）。 

（六）臺灣地區醫院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七）大陸地區人民離婚後取得大陸親生子女之扶養證明文件公證書（如離

婚證、離婚協議書或民事法院離婚調解判決書）；若共同扶養者，尚

須取得另一方之同意公證書。大陸生父、母死亡者，應檢具死亡公

證書。 

（八）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於審核申請案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如：生母未婚或婚前受孕者，加附生母受孕期間

無婚姻關係或查詢婚姻登記紀錄證明之公證書及經在臺認證合格

之公私立醫院或機關（構）出具之 DNA 血緣鑑定報告書等。 

（九）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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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八：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繼續居住逾 4 年致轉換身分者回復

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並返臺定居，應如何辦理？有哪些文件須

經公證與驗證？ 

【案例】 

    王大民原為臺灣地區退休公務員，某日赴杭州西湖旅遊，有雷峰夕照，有

二泉映月，深為其優美的景色所吸引，決意定居杭州，期間超過四年，但並未

在大陸地區設戶籍。後因年老身體常有病痛，感覺上還是臺灣的醫療環境較

好，才能得到較好的照顧，於是又想回到臺灣地區定居，請問該如何辦理？有

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證與驗證？ 

【解說】 

一、適用對象： 
在臺灣地區原設有戶籍，中華民國 76 年 11 月 2 日起至 90 年 2 月 19 日間

前往大陸地區繼續居住逾 4 年致轉換身分為大陸地區人民，且未在大陸

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護照者（以下簡稱原設有戶籍大陸地區人

民），得申請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並返臺定居。 
 
二、應備文件： 

（一）定居申請書。 

（二）未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及領用大陸地區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由大陸

或海外地區開具之證明文件，須經海基會或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三）內政部許可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證明。（經許可回復臺灣地區人

民身分時，由入出國及移民署發給；申請恢復臺灣地區戶籍時繳附） 

（四）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證明文件。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主管機關認為有必要，得要求檢附其他相關證

明文件。 
（六）委託書：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者，應附委託書（由大陸或海外地區開

具之證明文件，並經海基會或駐外單位完成驗證手續）。  
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九：大陸地區人民辦理在臺灣地區定居及註銷大陸戶籍的全部流

程如何？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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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流程圖主要引自移民署網站 
 
一、簡易流程圖 

         辦理流程                        辦理部門 

（一） 

定居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二） 

初設戶籍登記 
------------------>

臺灣地區 

戶政事務所 

 
 
 

 

（三） 

申辦中華民國護照 
------------------>

外交部 

領事事務局 

 
 
 

 

在臺初設戶籍者，持中華民國護照出

境，並持大陸地區證照入境大陸地區

(註：定居時大陸地區證照暫不截角，於

辦妥註銷大陸戶籍證明公證書後，再至

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繳交註銷大陸戶

籍證明公證書及大陸地區證照。) 

  

  
  

（四） 

申辦註銷大陸戶籍 
------------------>

大陸地區戶籍地公安

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 

  
  

（五） 

持出入境管理部門開

具之證明文件，並繳回

大陸居民身分證 

   

------------------>

大陸戶籍管理部門(例

如戶籍地之派出所等) 

   

（六） 

持註銷大陸戶籍證明

文件，辦理註銷大陸戶

籍證明公證書 

------------------>
大陸地區戶籍地 

縣市籍公證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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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持註銷大陸戶籍資料

領取出境證件 

------------------>
大陸地區戶籍地公安

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 

   

（八） 

辦理註銷大陸戶籍證

明公證書驗證事宜(辦

理前請先洽詢海基會 

------------------> 臺灣地區海基會 

 
  

（九） 

繳交驗證後之註銷大

陸戶籍公證書及大陸

地區證照 

------------------>
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 

 
 

二、辦理流程手續說明 

（一）流程（1）：辦理定居 
1、申辦地點：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各地服

務站。 
2、詳細請參見本手冊第四章「柒 居留、定居篇」，詳細申請手續

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二）流程（2）：初設戶籍登記 

1、申辦地點：各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2、應備文件： 

（1）定居證正本。 
（2）戶口名簿、印章。 
（3）相片１張。 

（三）流程（3）：申辦中華民國護照 
1、申辦地點：外交部領事事務局及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

事處。 

2、辦理程序及應備文件： 
（1）首次申請普通護照自民國 100 年 7 月 1 日起必須本人親自

至領事事務局或外交部中部、南部、東部及雲嘉南辦事處

辦理；或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任一戶所辦理人

別確認後，始得委任代理人續辦護照。另自 101 年 8 月 15
日起未滿 14 歲者，得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請求以行政協

助方式辦理人別確認。 
（2）請填妥繳交普通護照申請書乙份。 
（3）請繳交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直 4.5 公分且橫 3.5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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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不含邊框）光面白色背景照片乙式 2 張（照片規格詳

見外交部規定），照片一張黏貼，另一張浮貼於申請書。 
（4）護照規費為每本新臺幣 1,300 元。但未滿 14 歲者、男子年

滿 14 歲之日至年滿 15 歲當年 12 月 31 日及男子年滿 15
歲之翌年 1 月 1 日起，未免除兵役義務，尚未服役致護照

效期縮減者，每本收費新臺幣 900 元。 
（ 5 ）詳細程序可洽外交部領事事務局 02-23432807 或

02-23432808，中部辦事處 04-22510799，南部辦事處

07-2110605，東部辦事處 03-8331041 雲嘉南辦事處

05-2251567。 

（四）流程（4）：申辦註銷大陸戶籍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戶籍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 
2、應備文件： 

（1）臺灣身分證或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2）申請人的居民身分證、居民戶口名簿。 

（五）流程（5）：繳回大陸居民身分證 

1、申辦地點：大陸戶籍管理部門(例如戶籍地之派出所等)。 
2、應繳附之文件及辦理流程： 

（1）公安部門出入境管理局簽發的《註銷戶口通知書》。 
（2）臺灣身分證或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3）申請人的居民身分證、居民戶口名簿。 
（4）申請人填寫《公民戶口註銷核准表》，由其戶口所在地公

安派出所或辦證中心民警核准後辦理註銷戶口手續，收回

其居民身分證，將其常住人口登記表另冊保存，並在其居

民戶口名簿上予註明。 

（5）申請人應保存《註銷戶口通知書》原件及申請人的臺灣身

分證件影本。 

（六）流程（6）：辦理註銷大陸戶籍公證書 

詳細參見本手冊第二章、「貳 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

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類型十五 註銷戶籍公證」 

（七）流程（7）：領取出境證件 

1、申辦地點：大陸地區戶籍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 
2、應繳附之文件：註銷大陸戶籍相關資料。 

（八）流程（8）：辦理註銷大陸戶籍公證書之海基會驗證 

詳細請參見本手冊第三章、「壹 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九）流程（9）：繳交經驗證之註銷大陸戶籍公證書及大陸地區證照(即
大陸居民往來臺灣地區通行證)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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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入境停留（基礎）篇 
 
問題一：大陸地區人民可以基於哪些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解說】 

    依目前臺灣地區法令規定，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的事由可分為居留

性質及停留性質。前者為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或定居許

可辦法所規範；後者除「陸客來臺觀光（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

辦法）」、「陸生來臺就學（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外，依

新修正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以下簡稱進入許可辦法）規

定，尚包括： 
 
一、社會交流： 

（一）探親；（二）團聚；（三）奔喪；（四）探視。 
 
二、專業交流： 

（一）宗教教義研修；（二）教育講學；（三）投資經營管理；（四）科技

研究；（五）藝文傳習；（六）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七）駐點服務；

（八）研修生；（九）短期專業交流。 
 
三、商務活動交流： 

（一）演講；（二）商務研習；（三）履約活動；（四）跨國企業內部調

動服務；（五）短期商務活動交流。  
四、醫療服務交流： 

（一）就醫；（二）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備哪些基本文件？ 

【解說】 

    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須備下列

文件：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大陸地區核發效期六個月以上護（證）照、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或足資證

明其身分文件影本。 

三、保證書。但符合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者，免附。保證人應親自簽名；保證人

如係邀請單位，應加蓋印信。 

四、申請人在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者，應另檢附國外地區再入境簽證、居留

證、香港或澳門身分證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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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符合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事由或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 

六、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七、由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代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但申請書已載明由

大陸地區申請人委託字樣並經其簽名者，免予檢附。 

八、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再委託綜合或甲種旅行業代其向移民署申辦相

關業務者，應另檢附委託書。但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醫療

服務交流者，再委託代申辦之旅行業，以經交通部觀光局依大陸地區人民

來臺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十條規定核准，且未經該局廢止核准或未向

該局報備停止辦理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者為限。 

各該具體入境事由所須備之文件，詳參本手冊本章之玖、拾、拾壹、拾貳

各篇相關說明。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須備文件保證書之保證人

應具備何項資格？何種情形得變更保證人順序、改覓保證人

或免附保證書？ 

【解說】 

    依進入許可辦法第六條規定，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須備文

件保證書之保證人資格，得變更保證人順序、改覓保證人或免附保證書等情

形，分述如下：  
一、保證人之資格及順序： 

（一）由本人申請或臺灣地區親屬代申請者： 
1、臺灣地區配偶或直系血親。 
2、有能力保證之臺灣地區三親等內親屬。 
3、有正當職業之臺灣地區公民，其每年保證不得超過五人。 

（二）由邀請單位代申請者： 
1、負責人或臺灣地區代理人；邀請單位為法人者，法人應連帶擔

任保證人。 
2、業務主管。  

二、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有正當理由，經主管機關同意，得變更保證人

順序、改覓其他機關（構）、人員擔任保證： 

（一）無前項規定之保證人。 

（二）前項申請人有特殊情形，或不宜由前項人員或法人擔任保證人。  
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

覓保證人： 

（一）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並以該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以投資經營管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且已實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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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大陸地區之非營利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其所派駐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

活動之人員。 

 
問題四：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須備文件中，有哪些須辦

理公證、驗證？ 

【解說】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須備文件，主管機關規定「應」經行政

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文件，即須經大陸地區涉臺

公證處公證後，再經海基會驗證。但其他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依進入許可辦

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仍「得」要求先送經行

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 
 
問題五：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其得停留期間多久？得否

延期？ 

【解說】 

壹  社會交流： 
 

一、短期探親： 

（一）適用對象(甲)：進入許可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為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人民之三親等內血親」、第二款「為經許可團聚並懷孕七

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二個月未滿、依親居留或長期居留者之

父母」及第三款「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得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規定之短期探親。 

1、停留期間：三個月。 

2、延期條件： 
（1）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者

，不得申請延期，每來臺次數不得逾二次。但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A.申請人為臺灣地區人民之父母，得核給一至三個月停

留期間並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不得逾三個月。 
B.其子女有懷孕七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二個月未滿

，得申請延期一次，核給延長期間不得逾三個月。 
（2）符合第二十三條第三款情形者，得申請延期一次，核給

延長期間不得逾三個月；其申請來臺及延期次數，每年

合計以二次為限。 
（3）得申請延期者，每年在臺總停留期間不得逾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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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適用對象(乙)：進入許可辦法第二十三條第四款「為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人民之大陸地區配偶之父母或大陸地區子女之配偶」、第

五款「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

之年齡逾十六歲之未成年親生子女，或經許可專案長期居留者之

父母或子女」、第六款「其子女取得外國國籍或為香港澳門關係

條例所定之香港、澳門居民，並不具大陸地區人民身分，且為臺

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或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

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

工作，許可期間逾六個月」及第七款「為依本辦法經許可在臺灣

地區停留期間逾六個月者之父母、配偶、子女或配偶之父母」規

定之短期探親。 

1、停留期間：二個月。 

2、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每年申請來臺次數不得逾三次。 

（三）適用對象(丙)：進入許可辦法第二十三條第八款「為依大陸地區

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經許可在臺停留者之二親等直

系血親或配偶」及第九款「其子女為依第三十八條附表三經許可

在臺停留之研修生」規定之短期探親。 

1、停留期間：一個月。 

2、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每年申請來臺次數不得逾二次。

但被探對象在臺期間，因疾病或意外傷害住院時，不受申請

次數之限制，並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期間為一個月。  
二、長期探親： 

（一）停留期間：六個月。 

（二）延期條件：得申請延期，核給延長期間不得逾六個月。但其停留

至滿二十歲時，仍在臺灣地區就讀高級中等學校具有學籍者，得

申請延期至其高級中等學校畢業當年度八月三十一日為止，每次

延期不得逾六個月。有休學、退學、變更或喪失高級中等學校學

籍之情事者，應於事實發生之翌日起算十日內離境。其於該年度

再申請來臺探親，依第二十三條規定之停留期間及來臺次數，重

新計算，不受影響。  
三、團聚： 

（一）停留期間：初次團聚：一個月。再次團聚：六個月。 

（二）延期條件：初次團聚：通過面談後，得申請許可延期，並核給五

個月停留期間。再次團聚：不得申請延期。 
 

四、隨行團聚： 

（一）停留期間：一年。但依第二十六條第三款許可者，停留期間得與

其外籍配偶、香港或澳門配偶在臺灣地區受聘工作期間相同。 

（二）延期條件：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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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延期照料： 

（一）停留期間：六個月。 

（二）延期條件：每次延期不得逾六個月，每次來臺總停留期間不得逾

一年。 
 

六、奔喪或運回遺骸、骨灰： 

（一）停留期間：一個月。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七、探視或進行其他相關活動： 

（一）停留期間：一個月。但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來臺

進行刑事案件或民事訴訟，核給十五天；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七款，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四個月。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但依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

款，必要時，得申請延期，每次來臺停留期間不得逾二個月；依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得申請延期，每年總停留期間不得逾

四個月。 
 

八、進入許可辦法第三十一條專案許可： 

（一）停留期間：依專案許可內容辦理。 

（二）延期條件：依專案許可內容辦理。 
 
貳  專業交流： 
 

一、宗教教義研修：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二、教育講學：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二）延期條件：講學績效良好，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不得逾一年。 
 

三、投資經營管理：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四、科技研究： 

（一）學術科技研究：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2、延期條件：來臺參與學術科技研究，成果績效良好，繼續延

長將產生更大績效，或延伸研究發展計畫，以開創新研究領

域者，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不得逾六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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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業科技研究： 

1、甲類（短期產業科技）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六個

月。 
（2）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2、乙類（長期產業科技）、丙類（海外長期產業科技）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 
（2）延期條件：來臺參與產業科技研究，成果績效良好，繼

續延長將產生更大績效，或延伸研究發展計畫，以開創

新研究領域者，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不得逾六年。 
 

五、藝文傳習：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二）延期條件：傳習績效良好，延長可產生更大績效，或延伸傳習計

畫，以開創新傳習領域者，得申請延期，總停留期間不得逾二年。 
 

六、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六個月。 

（二）延期條件： 
1、培訓績效良好，有必要延長停留；其總停留期間不得逾一年。 
2、辦理亞洲運動會及奧林匹克運動會國家代表隊培訓者；其總

停留期間不得逾六年。 
 

七、駐點服務： 

（一）大陸地區之非營利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許

可，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其所派駐在臺灣地區

從事業務活動之人員：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2、延期條件：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得申請延期。 

（二）海空運駐點服務：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年。 
2、延期條件：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得申請延期一次，期間不

得逾一個月。 

（三）駐點記者：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三個月。 
2、延期條件：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得申請延期，每年總停留

期間不得逾六個月。 
 

八、研修生：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六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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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延期條件：經教育主管機關審查同意延長來臺研修者，得申請延

期，總停留期間不得逾一年。 
 

九、短期專業交流： 

（一）教育、藝文、大眾傳播及衛生：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六個月。 
2、延期條件：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期間最長不得逾一個月，

每年總停留期間不得逾六個月。 

（二）從事參觀、訪問、考察、領獎、參與研討會、會議、參觀展覽、

參加展覽及其他短期專業交流：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個月。 
2、延期條件：得申請延期一次，延長期間不得逾一個月，每年

總停留期間不得逾六個月。  
叁  商務活動交流： 
 

一、演講：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個月。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二、商務研習：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個月。但邀

請單位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最長不得逾三個月： 

1、在臺灣地區設有營運總部，領有經濟部核發之認定函。 
2、在臺灣地區設有研發中心，領有經濟部或經濟部授權核發之

證明文件。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三、履約活動：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三個月。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四、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三年。 

（二）延期條件：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者，得申請延期，每次不得逾三

年。 
 

五、短期商務活動交流： 

（一）商務訪問、會議、考察、參加展覽及參觀展覽： 

1、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一個月。 
2、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二）海空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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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停留期間： 
（1）服務於民用航空器、船舶之相關人員，因飛航、航運

或其他任務需要進入臺灣地區： 
A.機組員、船員，核定停留期間為七天。 
B.技術人員(含先期及維修人員)，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

期間，最長不得逾四個月。 
（2）機組員、船員核定臨時停留期間，自入境之翌日起，

因航行任務需要，不得逾三天。因疾病、災變或其他

特殊事故，不得逾七天。 

2、延期條件： 
（1）機組員、船員得申請延期，期間不得逾七天。技術人

員得申請延期，期間不得逾一個月。 
（2）臨時停留許可證： 

A.機組員因航行任務申請臨時停留延期，期間不得逾

三天。因疾病、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得申請延期

，期間不得逾三十天。 
B.船員因航行任務申請臨時停留，不得申請延期。因

疾病、災變或其他特殊事故，得申請延期，期間不

得逾三十天。 
 
肆  醫療服務交流： 
 

一、就醫： 

（一）停留期間：三個月。 

（二）延期條件：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不得逾三個月。 
 

二、同行照護：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三個月。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三、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一）停留期間：依活動行程核定停留期間，最長不得逾十五天。 

（二）延期條件：不得申請延期。 
 
備註： 

一、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社會交流及就醫得申請延期者，應於停留期間屆滿

前三十日內辦理延期。 

二、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專業交流及商務活動交流得申請延期者，應於停留

期間屆滿五日前辦理延期。 

三、本表各款停留期間，均自入境之翌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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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社會交流篇 
 
問題一：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親，應具備何項資格？應

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案例】 

    劉健，山東濟南人，十八歲從軍，民國 38 年隨政府遷臺，從此與山東老

家斷了音訊。經過四十年，收到家書一封，提到老家父母雙亡，三兄弟四姊妹

中，僅弟弟劉康尚存人世，果真是「劫波渡盡兄弟在」。今劉健因身體健康不

佳，無法赴大陸老家探親，想要申請劉康入臺，以敘兄弟之情。請問：劉康可

否申請入臺探親？申請時應備何種文件？ 

【解說】 

壹  短期探親 
 

一、適用資格： 

（一）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之三親等內血親。 

（二）為經許可團聚並懷孕七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二個月未滿、

依親居留或長期居留者之父母。 

（三）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

居。 

（四）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之大陸地區配偶之父母或大陸地區子

女之配偶。 

（五）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之年

齡逾十六歲之未成年親生子女，或經許可專案長期居留者之父

母或子女。 

（六）其子女取得外國國籍或為香港澳門關係條例所定之香港、澳門

居民，並不具大陸地區人民身分，且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或

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六款、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工作，許可期間逾

六個月。 

（七）為依本辦法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逾六個月者之父母、配

偶、子女或配偶之父母。 

（八）為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經許可在臺停留

者之二親等直系血親或配偶。 

（九）其子女為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三十八條附表三許可在臺灣地區停

留之研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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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

與探親對象之親屬關係證明。 
 
貳  長期探親 
 

一、適用資格： 

（一）為臺灣地區人民之未成年子女。 

（二）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之未成

年親生子女，年齡在十六歲以下或曾在十六歲以前申請來臺者。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與

探親對象之親屬關係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申請人為臺灣地區人民之未成年子女：探視生父之非婚生子

女，應先由生父完成認領手續；另臺灣地區人民婚前受胎所

生之子女，應檢附血緣關係鑑定具結書及經行政院設立或指

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生母受孕期間無婚姻

關係之婚姻狀況證明（子女出生日回溯第一百八十一日至三

百零二日止為受胎期間），並於入境後檢送由中央衛生福利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親子血緣鑑定報告。 
2、申請人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

人民之未成年親生子女，年齡在十六歲以下或曾在十六歲以

前申請來臺者： 
（1）大陸地區人民之前婚姻子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大陸地區人民之前婚姻

離婚證明或前婚姻配偶之死亡證明、申請人之出生證明

（須載明父母姓名）。 
（2）大陸地區人民之非婚生子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

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生母受孕期間無婚姻關

係之婚姻狀況證明、記載生母姓名之出生證明並附親屬

血緣關係鑑定具結書，於辦理延期時，檢附由中央衛生

福利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親子血緣鑑定報告。 
 

本題劉康可以申請短期探親，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

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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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或隨行團聚，應具備何

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壹  團聚 
 

一、適用資格：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

與團聚對象之結婚證明。 

（三）初次團聚者，填寫「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陸地區配偶來臺團聚

資料表」。 

貳  同行團聚 
 

一、適用資格： 

（一）為取得永久居留許可且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外國人之配偶、未成

年子女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婚子女。 

（二）為外國官方或半官方機構派駐在臺灣地區者之配偶或未成年子

女。 

（三）為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六款、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工作之外國人、

香港或澳門居民之配偶、未成年子女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

活之已成年未婚子女。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與

隨行團聚對象之親屬關係證明或結婚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申請人為取得永久居留許可且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外國人之配

偶、未成年子女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婚子

女：檢附取得永久居留許可且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外國人之外

僑永久居留證。 
2、申請人為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六款、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工作

之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之配偶、未成年子女或身心障礙

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婚子女：檢附受聘僱在臺灣地區

從事就業服務法之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經勞動部核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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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僱工作許可證明文件、居留證。 
3、申請人為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婚子女：檢附

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婚

姻狀況證明及身心障礙證明。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延期照料，應具備何項資格？

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案例】 

    承上問題一，如果劉健是劉康的舅舅，今年已 85 歲高齡，在臺單身一人，

現罹重病住在埔里榮民醫院，請問劉康可否申請入臺探親？應備何種文件？ 

【解說】 

一、適用資格： 
經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短期探親之大陸地

區人民，因探親對象年逾六十歲，在臺灣地區無子女，且傷病未癒或行動

困難乏人照料者，其具有照料能力者一人。 
 
二、應備文件： 

（一）延期申請書。 

（二）入出境許可證正本。 

（三）大陸地區核發效期六個月以上護(證)照。 

（四）探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二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含遷出人口)。 

（五）探親對象在臺灣地區無子女具結書。 

（六）探親對象之三個月內診斷書或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證明。 

    本題劉康可以申請延期照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

查詢：（02）23899983 

 
問題四：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運回遺骸、骨灰應備

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案例】 

    大陸地區四川省李健等共 20 人組團至臺灣地區旅遊 8 天，第四天行程從

臺北走蘇花公路到花蓮，途中因風神颱風帶來超大豪雨，遊覽車在蘇花公路上

被土石流沖下斷崖，造成車毀人亡。請問李健等人家屬申請入臺奔喪料理後

事，應備何種文件？ 

【解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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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適用資格： 
（一）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三親等內血親、配偶之父母、配偶或子女

之配偶死亡未滿六個月。 
（二）與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且死亡未滿六個月之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

門居民或外國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關係。但以二人為限。 
（三）大陸地區人民，其在臺灣地區之二親等內血親、配偶之父母、配偶

或子女之配偶，於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死亡者，

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運回遺骸、骨灰。但以一次為限。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

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奔喪對象為設有戶籍之臺灣地區人民之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

及死亡證明文件影本一份。 
2、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死亡者，附

在臺死亡證明書。 
3、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運回遺骸、骨灰者，附民國八

十一年底以前已死亡之臺灣地區人民死亡證明書或法院裁判書

等足資證明文件。  
    本題李健等人家屬可以申請奔喪等事宜，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
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如有緊急事故，可聯絡海基會或財團法人
臺灣海峽兩岸觀光旅遊協會（簡稱臺旅會）。 

 
問題五：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視或進行其他相關活動，應

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案例】 

    王大民隨國軍來臺，在政府機關擔任公務員，在臺期間未結婚也未生子，

民國 100 年 10 月死亡，其在大陸地區的弟弟王小民欲來臺灣辦理王大民的保

險金、撫卹金及遺產的申領的相關手續，請問應備哪些文件？有哪些文件須辦

理公證與驗證？ 

【解說】 

一、適用資格： 
（一）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經司法

機關羈押或執行徒刑，而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

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其申請案，每年一次並以二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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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遭遇不

可抗拒之重大災變致死亡或重傷，或因重大疾病住院。其申請案，

每次以二人為限。 

（三）因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傳喚，須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訴訟。 

（四）因民事訴訟經司法機關通知，須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訴訟。但經主管

機關認定有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虞者，得不予許可。 

（五）符合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得領取保險金死亡給付、

一次撫卹金、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者。但同一申請事由之申請

人有二人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並

以一次為限。 

（六）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依本條例第六十七條之一或第六十八

條規定由機關管理中，且申請人符合該規定得領取遺產者。但同一

申請事由之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進

入臺灣地區，並以一次為限。 

（七）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者。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

證明。 

（三）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1、申請人為刑事案件或民事訴訟經司法機關傳喚或通知者，檢附

法院或檢察署開立之傳票或開庭通知書影本。 
2、申請人其親屬在臺灣地區遭遇不可抗拒之重大災變或重傷，或

因重大疾病住院，檢附第二十條規定之診斷書證明。 
3、申請人為領取公法給付或遺產者，檢附相關機關（構）許可請

領證明文件影本(不得逾文件所載領取期限)；申請人有二人以上

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檢附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委託書。 
4、申請人為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者，檢附土地或建物登

記簿謄本。  
    本題王小民可以申請進入臺灣地區請領相關公法給付，詳細申請手續可洽
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本篇備註： 

一、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先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查證、驗證。 

二、同行照料者應檢附與申請人間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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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 專業交流篇 
 
問題一：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宗教教義研修活動，臺

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

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一）經教育主管機關依法核准設立之宗教研修學院。 

（二）經宗教主管機關立案五年以上之寺廟、教會（堂）或宗教團體，設

有宗教教義研修機構，且曾申請外籍人士來臺研修宗教教義三年內

未有違規情事，或未曾申請外籍人士來臺研修宗教教義，自申請日

起算，最近連續三次獲宗教主管機關表揚者。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大陸地區或由大陸地區至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從事研修宗教教義之宗

教團體內部人員或其附設教義研修機構之學生。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每週課程表。 

（三）邀請單位之設立許可函、立案證明或登記證影本。 

（四）研修學員名冊。 

（五）申請單位上一年度收支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之公函影本。 

（六）研修教義使用空間之一年內消防安全設備定期檢修合格證明文件影

本。 

（七）宗教教義研修機構使用空間如為區分所有建築物者，應檢附週鄰同

意書影本，如有管理委員會者，得以管理委員會同意書影本取代之。 

（八）宗教團體與宗教教義研修機構之隸屬關係證明（經教育主管機關核

准設立之宗教研修學院免附）。 

（九）宗教團體最近一次申請外籍人士來臺研修宗教教義經主管機關同意

公函或自申請日起算最近連續三次獲宗教主管機關表揚之相關證明

文件影本。 

（十）職務證明。 

（十一）教義研修機構之學生，另需檢附其宗教團體附設宗教教義研修機

構之證明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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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教育講學活動，臺灣地

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

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經教育部核准設立之大專（院）校。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具有大陸地區、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大專院校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相

當職級之資格者。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四）團體名冊。 

（五）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相關證明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投資經營管理活動，臺

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

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投

資之公司，依法於臺灣地區投資之事業或設立之辦事處。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一）甲類：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國外地區或香

港、澳門投資之公司，依法在臺灣地區從事投資或設立辦事處者，

於設立登記後，該負責人得申請來臺從事經貿活動。投資金額二十

萬美元以上者，得申請二人，投資金額每增加五十萬美元，得申請

增加一人，最多不得超過七人。 

（二）乙類： 
1、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國外地區或香港、

澳門投資之公司，依法於臺灣地區投資之事業，符合下列資格者： 
（1）設立未滿一年者，實收資本額或中華民國境內營業所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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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金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 
（2）設立一年以上者，最近一年或前三年平均營業額達新臺幣

一千萬元以上、平均進出口實績總額達三百萬美元以上或

平均代理佣金達一百萬美元以上。 
2、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國外地區或香港、

澳門投資之公司，依法於臺灣地區設立之辦事處者。 
3、符合前二項資格之公司或辦事處得申請： 

（1）經理人限一人（適用投資設立之公司）。 
（2）主管或專業技術人員：大陸地區人民應具碩士學位或具學

士學位並有二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或具有專業技術持有

證明文件，並具五年相關工作經驗者。其名額應符合以下

之規定： 
A.已實行投資金額三十萬美元以上者，得申請一人，已實

行投資金額每增加五十萬美元，得再申請增加一人，最

多不得超過七人。 
B.大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其他機構或其於國外地區或

香港、澳門投資之公司，依法於臺灣地區設立之辦事處

者得申請一人。 
C.若經許可來臺投資之事業對經濟、就業市場及社會有貢獻

者，經會商相關機關同意，其名額得不受前二目之限制。  
三、應備文件： 

(一)甲類： 
（1）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2）臺灣地區事業或辦事處之登記證明影本。 
（3）投資或設立辦事處之許可函。 
（4）已實行投資金額審定函。 
（5）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乙類： 
（1）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2）臺灣地區事業或辦事處之登記證明影本。 
（3）投資或設立辦事處之許可函。 
（4）已實行投資金額審定函。 
（5）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6）設立滿一年公司，申請日前依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或進出口實績證明或代理佣金證明（辦事處無須檢附）。 
（7）學經歷證明文件（經理人無須檢附）。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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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四：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科技研究活動，臺灣地

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

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壹  學術科技研究： 
 
一、邀請單位資格： 

與申請來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之大陸地區學術科技人士專業領域相關

之臺灣地區大專院校、研究機構、政府立案核准之學術科技團體。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大陸地區或由大陸地區至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從事學術科技研究或科

技管理之人員，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得申請來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 

（一）在基礎及應用科學領域或在專業技術上有優秀成就者或獲博士學

位具有研究發展潛力者。 

（二）大陸地區科技機構中具備科技相關專業造詣，且在兩岸科技關係

之互動具有助益或重要地位之科技管理人員。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邀請函影本。 

（四）延攬大陸地區學術科技人士來臺參與學術科技研究申請書。 

（五）近五年重要著作、學經歷及相關專業造詣證明。 

（六）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立案或登

記滿一年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年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

主管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註：同一申請人如經許可來臺從事學術科技研究，自該次許可停留期間

屆滿起，五年內再因同一事由提出申請者，免再送審。 
 
貳  產業科技研究(含產業研發或產業技術指導)：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一）與受邀人士專業領域相關之臺灣地區公民營事業或產業公會或團

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 
1、生產事業或技術服務業：資本額或年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 
2、須為研究機構或具研發能力者。 

（二）與受邀人士專業領域相關之臺灣地區公民營事業或產業公會或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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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 
1、生產事業：資本額或年營業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 
2、技術服務業：資本額或年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上。 
3、須為研究機構或具研發能力者。 

（三）同（一）邀請單位資格。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一）甲類：短期產業科技人士指具備學士以上學位者。 

（二）乙類：長期產業科技人士指具備下列資格之一者： 

1、具碩士以上學位。 

2、具學士學位及二年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三）丙類：海外長期產業科技人士：旅居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從事

科學與技術研究或科技管理，並取得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工作

證（H-1）或永久居留（PR）身分且具碩士學位以上資歷之大陸

產業科技人員。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團體名冊。 

（四）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或最近一年營利事業所得

稅結算申報書）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立案或登記滿一年證明影

本，並附最近一年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

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五）具科技專業之學、經歷證明。 

（六）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之工作證或永久居留證影本（以丙類申請

者）。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五：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藝文傳習活動，臺灣地

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

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臺灣地區相關專業領域之機關（構）、學校或團體。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大陸地區傑出民族藝術及民俗技藝人士，指大陸地區或由大陸地區至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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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或香港、澳門從事重要或瀕臨失傳之民族藝術或民俗技藝工作，具有

卓越才能，經認定為臺灣地區所需要者，其資格應符合下列條件之一者： 
（一）曾在相當於專科以上學校任教，最近五年內有作品發表並在學術上

有崇高地位，為國際所推崇。 
（二）得有碩士以上學位並繼續從事專業工作至少四年，著有成績。 
（三）具有特殊民族藝術或民俗技藝才能與豐富之工作經驗及重大具體成

就。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臺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四個月以上之傳習計畫及行程表。 
（三）學經歷證明文件及最近五年內重要活動紀錄或證明文件影本。 
（四）邀請單位之立案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立案或登記滿一

年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年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

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六：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

訓活動，臺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

格？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申請來臺從事體育活動之大陸地區專業人士相關事業領域之機關（構）

或經教育部體育署認定之體育運動團體。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大陸地區體育專業人士，指在大陸地區或由大陸地區前往國外地區或香

港、澳門具有體育專業造詣之人士。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人民團體應附立案或登記

滿一年證明影本，並附最近一年會務（含預算、決算報告）經主管

機關備查文件及相關專業活動紀要。 
（四）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五）團體名冊。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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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七：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駐點服務活動，臺灣地

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

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壹  大陸地區之非營利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許

可，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其所派駐在臺灣地區

從事業務活動之人員： 
 

一、邀請單位資格：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領域之財團法人。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依專案許可內容辦理。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檢附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關領域財團法人許可證明文件。 

（三）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四）團體名冊。  
貳  海空運駐點服務： 
 

一、邀請單位資格： 

所屬航空、航運公司之臺灣地區分公司、辦事處或代理人。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大陸地區人民為在往返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之大陸地區民用航空器或

船舶所屬公司服務之駐點人員，因任務需要進入臺灣地區。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所屬航空、航運公司在職證明。 
（三）工作計畫及行程表 
（四）團體名冊。  

叁  駐點記者： 
 

一、邀請單位資格： 

臺灣地區大眾傳播事業或相關團體。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依大陸地區法律成立之報社、通訊社、雜誌社及廣播、電視事業所指派，

以報導時事及大眾所關心事務為主之新聞專業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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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採訪計畫書及行程表。 

（三）邀請函影本。 

（四）邀請單位之立案或登記證明影本。 

（五）所屬媒體主管簽署之專業造詣證明（內容包括：媒體概述、任職

簡歷及所屬媒體指派進入臺灣地區採訪之意思表示）。 

（六）團體名冊。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八：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研修生活動，臺灣地區

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

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學術機構、經教育部核准設立之大專（院）校。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就讀大陸地區、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大專以上學校之大陸地區學生。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在學證明。 

（四）團體名冊。 

（五）大陸地區學生來臺研修計畫書（停留時間逾六個月）。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九：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短期專業交流活動，臺

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

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壹  政府機關交流：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海峽交流

基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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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任職於大陸地區行政、黨務或其他公務機關（構）之大陸地區人民。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保證書免附）。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團體名冊。 

 
貳  從事參觀、訪問、考察、領獎、參與研討會、會議、參觀展覽

及參加展覽及其他短期專業交流： 
 

一、邀請單位資格： 

政府機關（構）學校、財團法人、依法設立一年以上相關專業領域之

社團法人、人民團體、寺廟、教會（堂）。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具備專業領域之大陸地區人民。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

礎）篇」問題二）。 
（二）活動計畫及行程表。 

（三）邀請單位之立案證明或登記證明影本。但設立一年以上之社團法

人、人民團體、寺廟、教會（堂）應附立案或登記滿一年證明影

本及近一年會務（含預、決算報告）經主管機關備查文件。 

（四）相關專業造詣或職務證明。 

（五）團體名冊。 

（六）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本篇備註： 

一、同（隨）行者，應檢附與申請人間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

團體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 

二、申請案如參訪行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敏、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其他

特殊情形者，應提送聯審會審查。 

三、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或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先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查證、驗證。 

四、本篇問題三、投資經營管理甲類、乙類所指為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月二

十四日公告之「大陸地區專業人士來臺從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

申請文件表之『大陸地區經貿專業人士』庚三類、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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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 商務活動交流篇 
 
問題一：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演講活動，臺灣地區邀

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有

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一）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公司資

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金達

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 

（三）外國公司或大陸地區公司在臺辦事處年度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

但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不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

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但金融服務

業在臺分公司，不受營業額及營運資金限制。 

（五）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六）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區內事業。 

（七）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之園區事業。 

（八）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示範事業、區內一般事業。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理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在職證明正本。 

（三）商務相關活動計畫書及預定行程表。 

（四）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

項變更）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報備（報備事項變更）表或大陸

地區公司設立（變更）許可登記事項表或大陸地區公司許可及在臺

辦事處設立(變更)報備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

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五）邀請單位前一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

影本。但邀請單位為新設企業、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或在臺分公



157

第四章 實例解析 

 

司，或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六）團體名冊。 

（七）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商務研習(含受訓)活

動，臺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

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一）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公司資

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金達

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 

（三）外國公司或大陸地區公司在臺辦事處年度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

但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不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

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但金融服務

業在臺分公司，不受營業額及營運資金限制。 

（五）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六）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區內事業。 

（七）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之園區事業。 

（八）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示範事業、區內一般事業。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以下列事業之主管或技術人員為限： 

（一）本國企業在大陸地區或國外地區之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大陸地區公司或其投資之事業。 

前項第二款事業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臺受訓者，邀請單位以該外國公

司、大陸地區公司在臺之投資事業為限。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在職證明正本。 

（三）每日研習（含受訓）課程表（實務操作以每日四小時為限，夜間、

週末及假日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不得排課），其課程表內

應明列研習之目標、方式、期間、課程、人數、項目、指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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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配置與進度及研習場所。 

（四）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

項變更）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報備（報備事項變更）表或大陸

地區公司設立（變更）許可登記事項表或大陸地區公司許可及在臺

辦事處設立(變更)報備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

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五）邀請單位前一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

影本。但邀請單位為新設企業、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或在臺分公

司，或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六）團體名冊。 

（七）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履約活動(含為邀請單位

從事驗貨、售後服務、技術指導、培訓等)活動，臺灣地區邀

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有

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一）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公司資

本額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本國企業、新設僑外投資事業。 

（二）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金達

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 

（三）外國公司或大陸地區公司在臺辦事處年度採購實績達一百萬美元。

但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不受採購實績限制。 

（四）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年度營業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或營運資

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之新設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但金融服務

業在臺分公司，不受營業額及營運資金限制。 

（五）自由貿易港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二款所定之自由港區事業。 

（六）加工出口區設置管理條例第三條第一項所定之區內事業。 

（七）農業科技園區設置管理條例第四條第二款所定之園區事業。 

（八）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示範事業、區內一般事業。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理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三、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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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在職證明正本。 

（三）商務相關活動計畫書及預定行程表。 

（四）契約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 

（五）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

項變更）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報備（報備事項變更）表或大陸

地區公司設立（變更）許可登記事項表或大陸地區公司許可及在臺

辦事處設立(變更)報備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

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六）邀請單位前一年度營利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或採購實績證明文件

影本。但邀請單位為新設企業、金融服務業在臺辦事處或在臺分公

司，或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七）團體名冊。 

（八）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四：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活動，臺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

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跨國企業在臺之母公司、本公司、分公司或子公司。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以擔任跨國企業之負責人、經理人或從事專門性、技術性服務，且任職滿

一年者為限。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在職證明正本。 

（三）來臺活動計畫書。 

（四）第四十條所定邀請單位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但近一年內已提送邀

請單位基本資料者，得免附。 

（五）團體名冊。 

（六）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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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五：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進行短期商務活動交流(含商

務訪問、會議、考察、參加展覽、參觀展覽、海空運服務)活

動，臺灣地區邀請單位及大陸地區人民應具備何項資格？應

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驗證？ 

【解說】 

一、邀請單位資格： 
經核准設立有案之本國企業、僑外投資事業、外國公司在臺分公司、外

國公司或大陸地區公司在臺辦事處、大陸地區公司在臺分公司、航空(運)

公司在臺灣地區之代理人。  
 
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資格：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理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三、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在職證明正本。 

（三）商務相關活動計畫書及預定行程表。 

（四）邀請單位最近之公司設立（變更）登記表或外國公司認許（認許事

項變更）表或外國公司指派代表人報備（報備事項變更）表或大陸

地區公司設立（變更）許可登記事項表或大陸地區公司許可及在臺

辦事處設立(變更)報備表影本。但邀請單位於同一年度曾申請大陸

地區人士來臺經核准者，得免附。 

（五）團體名冊。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本篇備註： 

一、同(隨)行者，應檢附與申請人間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查證、驗證之親屬關係證明。 

二、申請案如參訪行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敏、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其他

特殊情形者，應提送聯審會審查。 

三、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依送件須知辦理。 

四、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依進入許可辦法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或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先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

查證、驗證。 

五、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類示範事業、區內一般事業邀請大陸地

區人民來臺從事與示範區相關之演講、商務研習(含受訓)、履約活動，期

間在一個月以下者，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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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貳 醫療服務交流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就醫，回臺後如何申請全民健保的給

付？ 

【案例】 

    王福興整日忙於工作，平日難得閒暇。趁著兒子今年大學指考考上臺灣大

學醫學系，為了犒賞兒子與自己，暑假期間為全家安排一趟青藏高原之旅。詎

料，一抵達西藏，王福興即感到頭痛欲裂，原來是高山症發作。熬了一個晚上，

第二天仍然不見好轉，於是緊急僱用救護車，送到四川成都的醫院，共住院三

天，花了人民幣 8,000 元。請問：王福興在大陸醫院的花費，回臺灣後可以申

請健保給付嗎？須辦理哪些文件的公證及驗證？ 

【解說】 

    臺灣地區人民至大陸地區旅遊、探親或洽辦業務人數日增，以致在大陸地區

因疾病、傷害、或生育事故緊急就醫之申請核退醫療費用的案件日益增加。 

    健保署自民國（下同）95 年 4 月 1 日起依據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施行細則，

規定民眾申請核退大陸地區住院 5 日（含）以上的自墊醫療費用案件，其所需

檢具的醫療機構證明文書必須先在大陸地區的公證處辦理公證，再持公證書正

本向海基會申請驗證，健保署為簡化醫療證明文書公證驗證之作業，自 99 年 4
月 1 日起，僅需醫療費用收據正本及診斷書需辦理公證驗證，其他醫療文書不

需辦理公證驗證（辦理程序參見本手冊第二章、貳、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

用的公證書及辦理程序篇 類型十四）。其他的醫療證明文書（醫療費用明細或

其他證明文件）雖不須經過公證驗證，但於辦理核退手續時，仍須一併檢具，

才能符合申請規定。 

    健保署呼籲保險對象共同愛惜全民珍貴的醫療資源，切莫偽造在國外或大

陸地區就醫的醫療機構證明文件，否則除不予給付外，涉及刑責者，還會被移

送法辦。並且提醒保險對象，出國期間雖然享有全民健保的緊急醫療權益，但

健保核退的金額仍有上限規定，而國外各地醫療費用收費標準不一，民眾宜視

個人需要及前往國家的醫療情形，考量另行購買相關醫療保險或旅行平安保

險，以獲得更完善的醫療保障。 
    以上解說主要摘錄自健保署網站，有關全民健保緊急傷病自墊醫療費用核

退相關規定、申請書及最新核退金額上限，請上行政院衛生福利部中央健康保

險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nhi.gov.tw）查詢。健保諮詢服務及醫療申訴專

線：0800-030-598，健保署關心您的健康。 

問題二：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就醫，適用資格如何？應備

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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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例】 

    大陸地區富商周真原本身體健康硬朗，某日在進行捐款活動時竟然昏倒，

緊急送往醫院進行急救，檢查結果發現係心血管阻塞，必須作心導管治療。經

朋友介紹臺灣地區醫學技術和環境比大陸好很多，乃申請進入臺大醫院治療。

請問：周真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一、適用資格： 
（一）申請人：大陸地區人民患有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得於臺灣

地區接受醫療服務之疾病者。 

（二）隨行人員：申請人之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二人。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與隨

行人員之親屬關係證明。 
（三）醫療機構代申請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接受醫療服務申請表。 
（四）申請人之醫療計畫、療程表。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同行照護，適用資格如何？

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承上例，大陸地區富商周真的家屬可否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同行照護？應備

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解說】 

一、適用資格： 
（一）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有生命危險須返

回臺灣地區者，得申請大陸地區必要之醫事人員同行照護。 
（二）大陸地區人民患有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得於臺灣地區接

受醫療服務之疾病者，得申請大陸地區醫事人員二人同行照護。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同行照護之大陸地區醫事人員名冊、醫療專業證明文件及被照護人

員之醫療計畫、療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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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問題四：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健康檢查、醫學美容，須具

備何項資格？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上海姑娘黃蓉天生麗質，皮膚白皙，可惜一笑之下眼角便會出現魚尾紋，

使他大感困擾。聽說臺灣醫療水準冠全球，醫學技術和環境比大陸好很多，想

申請進入臺灣進行醫學美容。請問：黃蓉應備何種文件？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

及驗證？ 

【解說】 

一、適用對象：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許可來臺接受健檢醫美服務：  

（一）申請人：大陸地區人民年滿二十歲，且有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存

款或持有銀行核發金卡或年工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 

（二）同行人員：申請人之配偶及直系血親。 
 
二、應備文件： 

（一）進入許可辦法第五條之應備文件（參見本章「捌 入境停留（基礎

）篇」問題二）。 

（二）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申請人與同

行人員之親屬關係證明。 

（三）財力證明文件： 
1、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金融機構存款證明。 
2、銀行核發金卡證明文件。 
3、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年工

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之薪資所得證明。 

（四）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計畫書（需敘明服務天數，另離臺後六個月內

再申請來臺者，需附醫療機構說明書）。 

（五）醫療機構製發之收款收據。 

（六）大陸地區人民如係身心障礙者、最近三個月曾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或有其他特殊情事者，醫療機構應於應

備文件中加註適當之說明。  
    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本篇問題二~四備註： 

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依進入許可辦法第五十四條規定，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先送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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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叁 身分篇 
 
問題：在臺原有戶籍大陸地區人民（限民國 76 年以後赴大陸地區）申

請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申請恢復臺灣地區戶籍應如何辦

理？ 

【案例】 

    承定居、居留篇問題八中的王大民，如果其於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

陸地區護照，想要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應如何辦理？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

證與驗證？ 

【解說】 

一、適用對象： 
指在臺灣地區原設有戶籍人民於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用大陸地區護

照，致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但不包括大陸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

人民身分後，再次轉換身分為大陸地區人民者；及經許可回復臺灣地區

人民身分，申請恢復臺灣地區戶籍者。 
 
二、應備文件： 

（一）大陸地區人民定居申請書、在臺原有戶籍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回復

臺灣地區人民身分申請書。 

（二）經海基會驗證之註銷大陸地區戶籍或放棄持用大陸地區護照之大

陸地區公證書。 

（三）內政部許可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證明（經許可回復臺灣地區人

民身分時，由移民署發給；申請恢復臺灣地區戶籍時繳附）。 

（四）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證明文件。 

（五）臺灣地區之入出境證件（申請人未在臺灣者免附）。 

（六）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相關證明文件。 

（七）受委託人應檢附經權責機構驗證之委託書。 
 

本題以上解說主要係參考移民署網站資料，詳細申請手續可洽移民署網站

查詢，或電話查詢：（02）23899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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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肆 投資經商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要在大陸地區投資設立公司，有哪些文件須辦

理公（認）證？ 

【案例】 

    陳順義原在臺灣經營製鞋工廠，因見大陸地區市場廣大，有利可圖。最近

又看到臺灣地區報紙，山東省青島市大登招商廣告，於是想到青島設廠。請問

臺灣地區人民到大陸地區投資設廠，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依大陸地區「關於中國大陸外商（包括臺商）投資企業投資者的合法資格

證明的說明」規定： 
 
一、外國投資企業投資者： 

外國投資者應提交經所在國家公證機關公證，並經大陸地區駐該國使

（領）館認證的主體資格證明或身分證明；港、澳、臺地區投資者的主

體資格證明或身分證明應當依法提供當地公證機構的公證文書。香港地

區的由中國法律服務（香港）有限公司加蓋轉遞專用章轉遞，大陸地區

公安部門頒發的臺胞證也可作為臺灣地區自然人投資者的身分證明，且

無須公證。  
二、外國投資者的主體資格證明包括： 

外國投資者有效的商業登記證明（影本）、法定代表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外國投資者股東名單、董事會名單、董事會或股東會授權簽字代表

的決議（或外國投資者法定代表人的簽字文件）；如果是外國自然人投資，

則提供投資人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其中香港、澳門特別行政區自然

人投資者的身分證明應為當地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或特別行政區護照，臺灣

地區自然人投資者的身分證明應為當地永久性居民身分證、護照或者大陸

地區公安部門頒發的臺胞證。  
綜合以上說明，臺商在大陸地區投資者須公證之文書包括：自然人投資者

之國民身分證、公司法人投資者的法定代表人之國民身分證或護照、公司法人

投資者之商業登記證明（營利事業登記證目前已停止核發，應以經濟部核發最

新的公司設立、變更事項登記表為證明）。該等文件之公證須經由臺灣地區公

證人認證後，將副本寄送至海基會，再轉送至大陸地區使用之省、自治區或直

轄市公證（員）協會。 
 
問題二：大陸地區之銀行、保險業、證券期貨業、其他營利事業在臺

灣地區設分公司、辦事處等投資行為，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



166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與驗證？ 

【案例】 

    在大陸地區享有盛名的四川「老乾媽」麻辣鍋店，對電視報導臺灣地區是

美食天堂頗感興趣，想在臺北 101 投資設立分店。請問申請應備文件中有哪些

文件須經公證與驗證？大陸地區之銀行、保險業、證券期貨業等特許業又如何？ 

【解說】 

    大陸地區之銀行、保險業、證券期貨業、其他營利事業依法可在臺灣地區

設分公司（行）、辦事處等投資行為，其須經辦理大陸地區公證與海基會驗證

的文件說明如下（但大陸地區金融業之參股投資須由主管機關依據臺灣地區與

大陸地區相關之經濟合作協議協商情形另定，尚未施行；兩岸兩會已於民國 98
年 4 月 30 日簽署「海峽兩岸金融合作協議」）： 
 
一、大陸地區之銀行或陸資銀行 

（一）設代表人辦事處： 

1、預定代表人之資格條件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2、登記地金融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3、董事會就申請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錄。 

（二）設分行： 

1、登記地金融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立分行之文件； 
2、登記地金融主管機關出具證明該銀行財務業務健全之文件； 
3、擬指派擔任在臺灣地區之分行經理人履歷及相關證明文件； 
4、董事會就申請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分行之決議錄； 
5、登記地執業會計師簽證之有關該行最近半年度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

產比率、逾期放款比及備抵呆帳覆蓋率計算表； 

6、委託律師或會計師申請者，該銀行負責人出具之委託書； 
7、最近三年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資產負債表及損益表； 
8、法人資格證明文件及經登記地金融主管機關核發之銀行許可證照； 
9、公司章程； 
10、為指定在臺灣地區之訴訟及非訴訟代理人所簽發之授權書。 

（三）參股投資： 

1、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錄； 
2、登記地金融主管機關同意參股投資臺灣地區金融機構之文件。  

二、大陸地區之保險業 
（一）設代表人辦事處： 

1、擬指派擔任在臺灣地區之代表人履歷及相關證明文件； 
2、登記地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文件； 
3、董事會對於申請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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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股投資： 
1、資金來源說明、業務經營守法性及財務健全性及過去投資經驗之說

明文件； 
2、董事會對於申請在臺灣地區投資之決議錄； 
3、登記地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參股投資之文件。  

三、大陸地區之證券期貨業或陸資證券期貨業 
（一）設代表人辦事處： 

1、其登記地證券、期貨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及符

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2、公司章程； 
3、董事會對於申請許可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決議錄； 
4、登記地證券、期貨主管機關同意其在臺灣地區設立代表人辦事處

之文件； 
5、最近三年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6、指派代表人之授權書； 
7、代表人履歷及資格條件符合規定之證明文件； 
8、該機構申請設立代表人辦事處之代理人授權書。 

（二）參股投資： 

1、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或相關機構所核發營業許可證照； 
2、公司章程； 
3、大陸地區證券公司或陸資證券公司董事會或股東會對於申請在臺

灣地區投資之決議錄； 
4、具有國際證券業務經驗之說明及相關證明文件； 
5、登記地會計師出具符合內部控制制度健全及投資資金來源明確之

審查意見書； 
6、登記地律師出具符合規定及業務經營守法性之法律意見書； 
7、最近三年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申請時已逾年度

開始六個月者，應加送最近上半年度經登記地會計師查核簽證之

財務報告； 
8、經登記地證券主管機關出具同意許可投資即符合相關規定之證明文

件； 
9、符合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證券期貨業務往來及投資許可辦法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規定之證明文件； 
10、參股投資協議書。  

四、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 

（一）設立分公司： 

應檢具載明分公司名稱、分公司所在地、分公司經理人姓名、國籍及

住所或居所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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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立辦事處： 

應檢具載明下列事項之文件： 

1、本公司名稱； 
2、本公司章程； 
3、本公司資本總額；如有發行股份者，其股份總額、每股金額及已繳

金額； 
4、本公司所營事業； 
5、本公司董事與負責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6、本公司所在地； 
7、在臺灣地區之訴訟及非訴訟代理人之姓名、國籍及住所或居所。 

 

問題三：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投資，其實際繳款（出資）人與投

資名義人不一致時，大陸地區方面要求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

（認）證？ 

【案例】 

     臺商劉五與陳三兩人共同投資大陸廣東省廣州市的房地產，大陸地區房

產公司登記在兩人名下，但實際出資者卻是林二。請問：大陸地區方面要求有

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大陸地區「國家外匯管理局」於 2010 年 11 月規定，要求加強對外商投資

企業境外投資者出資的管理，當實際繳款（出資）人與境外投資人不一致時，

企業辦理驗資詢證時，必須提交經公證的相關代為出資證明。茲就規定內容分

述如下：  
一、若實際繳款（出資）人與外商投資企業的境外投資人不一致，境外投資

人應與實際繳款人簽訂相關協議，在協議中須規定實際繳款人代境外投

資者繳納投資款。 

二、該協議應當經境外投資者所在地公證機構辦理公證，如不能提交公證資

料時，有關機關可以要求銀行按原匯款路徑辦理退匯。 

三、在臺灣地區辦理該項協議書公（認）證時，除應提出協議書五份以外，

並應提出相關銀行匯款單據資料已供證明，公證人認有必要時，並得為

查證。 

協議雙方應帶身分證件到場，如委託他人辦理時，應按本手冊第二章、

壹、臺灣地區公證制度所說明，提出授權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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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伍 財產權利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購置、出售房地產，有哪些文件須

辦理公（認）證？ 

【案例】 

    劉千因為魔術表演精湛，從臺灣紅到大陸，為了避免兩岸奔波，透過朋友

介紹，看中上海市閔行區的一間房子，準備買下；又臺商劉子明因為經商失敗，

準備返回臺灣，並打算將浙江杭州的一間房子出售變現。請問：劉千與劉子明

在買賣房地產的程序中，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兩岸開放之後，臺灣地區居民在大陸地區購置房地產的人數日益增多，有

的為了投資，有的為了自住，不一而足。但因大陸幅員廣闊，各省、市之間對

於不動產權利的取得、設定、變更、處分等行為的規定，常不相一致。不過大

致上，臺灣地區人民在大陸地區購置、出售、設定房地產的程序中，有下列文

件須經過公（認）證： 
 
一、委託授權書： 

如果臺灣地區人民無法到大陸地區辦理相關手續時，必須先在臺灣地區

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辦理委託授權書的公（認）證，例如大陸地

區 2008 年 2 月 1 日起施行的「土地登記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代

理境外申請人申請土地登記的，授權委託書和被代理人身分證明應當經

依法公證或者認證；又 2008 年 7 月 1 日起施行的「房屋登記辦法」第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委託代理人申請房屋登記的，代理人應當提交授權委

託書和身分證明，境外申請人委託代理人申請房屋登記的，其授權委託

書應當按照有關規定辦理公證或者認證。委託授權書的公（認）證程序

可參見本手冊第二章，但須注意以下事項： 
（一）當事人對於委託授權書的授權範圍應該記載明確，例如是否包括

簽訂契約、辦理登記、設定抵押借款、受領款項、領取房產登記

證等；又對於是否轉委託，授權期限等，也應一併注意，最好請

大陸方面提供授權委託書表格。 
（二）依照大陸地區「婚姻法」第十七條規定，夫妻婚姻關係存續中所

取得的財產為夫妻共同所有，因此夫妻的一方在出售處分名下大

陸地區的房地產時，該委託授權書原應由夫妻共同具名委託授

權，辦理公、認證時，並應檢附 5 份戶籍謄本，以證明夫妻關係。

但目前大陸地區大部分房產登記機關是否審查配偶的同意，作法

不一，仍請當事人向大陸地區當地房產登記機關詢明是否須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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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同意授權。 
 
二、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此主要是指國民身分證、臺胞證等影本的認證。 
 
三、單身事實聲明書： 

依照大陸地區「婚姻法」第十八條規定，夫妻在婚前所取得的財產，為

夫妻一方單獨所有的財產，因此如單身的臺灣地區居民在購置房產時，

大陸地區某些省、市會要求提出經認證的單身事實聲明書。 
 
四、買賣契約（合同）公證： 

在大陸地區某些省、市的地方行政規章規定，境外人士（包括臺灣地區

居民）購買房地產時，其買賣契約（合同）必須在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

公證。例如上海市還在實行的政策：「銷商品房預售雙方當事人簽訂的預

售合同經公證生效後，買受人應在二十天內向市房地產交易管理所辦理

預售登記」。 
 
五、貸款契約（合同）公證： 

就境外人士在上海購房如須貸款則其貸款合同必須經過公證處公證生

效，只有公證處公證後的貸款合同，交易中心才會受理並辦「他項權利

證」。 

 
問題二：大陸地區的哪些權利主體可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

動產物權？如何申請辦理？應備哪些證明文件？ 

【案例】 

    大陸地區富商陳來發應臺灣地區相鄰建設公司賴董的邀請，組「豪宅參訪

團」，到臺中市七期重劃區參訪豪宅。對於七期豪宅建築的精緻，周遭生活機

能的健全留下深刻印象。並相中好聚建設公司的「帝寶天下」一戶 300 坪豪宅，

準備下單訂購。請問：陳來發可否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物權？辦理程序有哪些

文件須經過公證及驗證？ 

【解說】 

一、按內政部「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產物權許可辦

法」規定，凡經許可之大陸地區人民（自然人）、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陸資公司）（專指依「大陸地區之營利事業

在臺設立分公司或辦事處許可辦法」經經濟部核准設立之公司），均可以

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登記不動產物權。 

二、申請人可向不動產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洽取或網路下載申請書，

並可直接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地政機關申請辦理上述不

動產物權登記相關手續。如由大陸地區人民提出申請者，該申請人應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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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地區之常住人口登記表或居民身分證，向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身分

證明文件公證書，再向海基會申請驗證該文件。倘係法人、團體或其他機

構，或陸資公司辦理者，則應檢附經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公證之大陸地區

「企業法人營業執照」、「社會法人登記證書」、「事業單位法人證書」之相

關證明文件，並經海基會驗證，且須提供經經濟部核准在臺灣地區設立分

公司之證明文件。以上相關手續，如需委託他人代辦者，其委託書亦應完

成上述流程，始得使用。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申請專利及商標註冊，有哪些文件須經公

證與驗證？ 

【案例】 

    大陸地區人民張志成發明「帥爸比」料理棒，具有果汁機、研磨食材等多

種功能，並取得大陸地區專利證書。因臺灣地區人民生活品質講究，認為「帥

爸比」料理棒在臺灣地區市場潛力頗大，擬在臺灣地區申請專利。請問應備文

件中有哪些需要辦理大陸地區公證與文書驗證？ 

【解說】 

    依經濟部「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申請專利及商標註冊作業要點」規定，大陸

地區人民在臺申請專利及商標註冊應備文件中有須公證及驗證者，包括： 
 
一、須經公證的文件： 

申請人為自然人者，其身分證明文件之影本；申請人為法人者，法人登記

證照影本。 
 
二、主管機關認為有公證之必要者： 

（一）委託書（申請人必須委託臺灣地區主關機關登記有案的專利商標代

理人辦理）。 

（二）涉及權利義務關係之證明文件。 

（三）有關異議、舉發、評定之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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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陸 就學篇 
 
問題一：兩岸對相互間學歷的採認原則如何？學歷證明是否須經公證

與驗證？ 

【解說】 

壹  臺灣地區對大陸地區學歷的採認：  
臺灣地區對大陸地區之高等教育學歷目前部分採認，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歷經大陸公證處公證，並經海基會驗證後，得向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

機關辦理換發同等學力證明。相關應備文件及申辦機關說明如下：   
一、應備文件： 

（一）申請中等以下各級各類學校學歷： 

1、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歷證件【畢業證（明）書或

肄業證（明）書】及公證書影本；必要時，另應檢附歷年成

績證明。 
2、上項公證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與大陸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二）申請高等學校或機構學歷： 
1、肄業： 

（1）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肄業證（明）書、歷年成

績證明及公證書影本。 
（2）上項公證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

體驗證與大陸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件影本。 
2、畢業： 

（1）畢業證（明）書。 
（2）學位證（明）書及歷年成績。但高等學校或機構專科學

歷，得免檢具學位證（明）書。 
（3）上（1）（2）文件經大陸地區指定之認證中心證明屬實

之證明文件。 
（4）碩士以上學歷者，並應檢具學位論文。 
（5）前項第（1）至（3）文件，經教育部依大陸地區學歷採

認辦法第六條規定查證認定有疑義時，並應檢具下列文

件： 

A.前項（1）及（2）文件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

公證書影本。 
B.前 A 項公證書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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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團體驗證與大陸地區公證處原發副本相符之文

件影本。 

（三）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學歷採認，並應檢

具居留證。 

（四）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定居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學歷採認，並應檢

具國民身分證。 

（五）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學歷採認，除依上應檢具之文件外，並應檢具

國民身分證明及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國日期證明

書。 

（六）臺灣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大學就讀後，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經由學術合作，同時在教育部認可名冊內所

列之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修讀學位者，其申請學歷採認，得

免檢具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畢業證（明）書。 
 

二、申辦機關： 
（一）持大陸地區中等以下各級各類學校學歷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

地區人民，除以下第（二）款以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

教育行政機關辦理採認。 

（二）持大陸地區中等學校學歷擬就讀學士或二專副學士學位之臺灣

地區人民或大陸地區人民，由就讀學校辦理查驗後，送教育部

辦理查證及認定。 

（三）申請來臺灣地區就讀碩士、博士學位，或申請於臺灣地區大專

校院依法於境外開設之專班就讀之大陸地區人民，由就讀學校

辦理查驗後，送教育部辦理查證及認定。 

（四）持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歷之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地區人

民，除前款以外，由教育部辦理採認。 
 
貳  大陸地區對臺灣地區學歷的採認： 
 
    大陸地區目前對臺灣地區各級學校的學歷均予採認，但關於學歷文件的證

明，並不透過公證，而係由大陸地區教育部留學服務中心國際合作處加以證

明。臺灣地區申請人須提出以下文件：  
一、臺胞證或其它相關身分證件影本； 

二、學歷學位證書或高等教育文憑； 

三、學習成績單； 

四、碩士以上（含碩士）學位者，應提供畢業論文摘要。 
五、以上所有材料均須提供原件。 
六、可親自申請亦可郵寄申請，審查通過後即發給「臺灣地區學歷學位認證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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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二：大陸地區學生依臺灣地區「陸生來臺」法規申請來臺就讀大

學，應檢具何種文件辦理？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大陸地區高中學生王小飛民國 100 年畢業後，參加大陸地區「高考（即相

當臺灣之大學招生考試）」，成績斐然。但從網路上得知臺灣地區開放「陸生來

臺」，其中○○大學除提供獎學金外，尚提供舒適的住宿環境，而且學校旁還

有○○夜市，生活便利。另一方面也嚮往臺灣地區大學自由民主開放的學風，

想要申請臺灣地區○○大學就讀。請問王小飛應如何申請？有哪些文件須經公

證及驗證？ 

【解說】 

    為開放大陸地區學生來臺就讀及相互採認兩岸學歷，教育部已於民國 100
年 1 月 6 日訂定發布「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並當日同

步修正發布「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原名稱：「大陸地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

法」），二法規均於當日生效，以上二法規分別於 101 年 7 月 11 日、同年 11 月

14 日及 102 年 4 月 30 日等多次修訂，以簡化申請流程，減輕學生負擔；另教

育部並於民國 100 年 4 月 1 日核定、102 年 5 月 7 日修訂之「大學校院招收大

陸地區學生聯合招生規定」，俾各大學校院辦理陸生招生作業，有所依循。又

為簡化申請流程，減輕學生負擔，以上二法規分別於 101 年 11 月 7 日及 101
年 11 月 14 日修正，茲按修正後之新規定說明如下：  
一、陸生來臺就學須檢具之文件及經海基會或駐外館處驗證之文件： 

（一）報名時：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來臺就學，應於學校規定期間，檢附下列文件向

聯合招生委員會或學校報名，經錄取者，由學校發給錄取通知： 

1、入學申請表。 
2、最高學歷證明文件或在學證明。 
3、金融機構所出具足夠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或大專校院、民間

機構等提供全額獎助學金之證明。 
4、學校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聯合招生委員會或學校對前項第 3 款證明認定有疑義時，在大

陸地區開具者，得要求先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行政院設立

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在第三地區開具者，得要求

先經駐外使領館、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 

（二）申請入學時： 

大陸地區學生來臺就學經申請許可第一次進入臺灣地區者，於單

次入出境許可證所載期間入境，並註冊入學學時，應檢附下列文

件： 



175

第四章 實例解析 

 

1、大陸地區學校最高學歷，或香港、澳門、外國學校最高學歷或

同等學力證明文件及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

英文譯本。 
2、依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之檢查項目，由國內指定醫院出具之

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前項第一款大陸地區學校最高學歷，應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

法規定辦理採認；香港、澳門及外國學校最高學歷，應依香港澳門

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規定辦理採認。

以香港、澳門或外國學校同等學力申請分發入學大學者，應依入學

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定辦理。詳細申請手續及申請表可參考

大學校院招收大陸地區學生聯合招生委員會（簡稱陸生聯招會）網

站下載。網址為：http：//rusen.stust.edu.tw 

二、臺灣地區人民自民國 99 年 9 月 3 日後，於當學期或以後學期入學於

大陸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就讀者，亦得依「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

申請高等學校或機構學歷認證。故臺灣民眾之前述大陸學歷應先經

大陸公證處作成公證書，並經海基會驗證或經大陸地區指定之認證

中心證明屬實之證明文件後，始可向教育行政機關申請採認。 

 
問題三：臺商子女現就讀大陸臺商子弟（女）學校或就讀大陸地區之

高、初中及小學，欲返臺就讀之辦理方式如何？ 

【案例】 

    臺灣地區中小企業家王大同赴大陸地區江蘇省昆山經商，王大同有一子王

小昨，二女王小今、王小明，為使王大同能專心事業，王大同的妻子便帶著子

女到上海市居住，以方便居住。王小昨就讀上海浦東高中，王小今就讀上海臺

商子女學校國一，王小明就讀上海臺商子女學校小三。今王大同的父親在臺生

病住院，亟須人照料，於是王大同的妻子便帶著三名子女返臺。請問：王小昨、

王小今、王小明如何辦理就讀臺灣同級學校？ 

【解說】 

一、就讀大陸臺商子弟（女）學校（如本例的王小今、王小明）： 

（一）國中小學生： 

經教育部備案之大陸臺商子弟（女）學校，視同國內私立學校，其回

臺就學與國內無異，持臺商子弟（女）學校學籍證件，逕向戶籍所在

地之學區國民中小學申請就讀即可。 
 

（二）高中學生： 

持臺商子弟（女）學校成績單、學籍證件，即可報考各校之轉學考試

（私立學校之入學方式由各校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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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三（高三）之學生： 

國三學生請持臺商子弟（女）學校學籍證件、歷年成績證明及身分證

明文件參加十二年國教免試入學及特色招生；高三學生請持該校學籍

證明文件參加學科能力測驗或指定科目考試，並依申請、推甄等方式

入學。  
（四）目前向臺灣地區教育部備案之大陸地區臺商學校計有東莞臺商子弟學

校、華東臺商子女學校及上海臺商子女學校 3 所，皆與國內各級學校

同等級。 
 

二、就讀大陸地區之高級中學、初中及小學（如本例的王小昨）： 
（一）初中及小學： 

憑足資證明文件，並經大陸當地公證處公證、海基會驗證後，向設籍

縣市之地方教育主管機關辦理採認，換發同等學力證明，並逕向戶籍

所在地之學區國民中小學申請編入適當年級就讀。 
 

（二）高級中學： 

持經大陸公證處公證之大陸高級中學學籍證明文件，逕向海基會申請

驗證後，至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辦理採認，並申請十二年

國教免試入學（高中高職或五專）。返臺參加轉學考試，須持經大陸公

證處公證、海基會驗證之大陸高中（或職高）學生證或休學證明書、

學年成績單等學籍證明文件及身分證明文件即可報考各校之轉學考試

（私立學校之入學方式由各校自訂）。 
 

（三）高級中學之高三欲返臺就讀大一： 

1、依考招分離理念，大學多元入學新方案所規劃之大學甄選入學（個

人申請）及考試分發入學等招生管道，均須採用學科能力測驗或指

定科目考試作為評量依據。以一○一學年度大學入學方式為例，學

生報考學科能力測驗（一○○年十一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或

指定科目考試（一○一年四月中旬）時，僅需註明學歷程度，無須

提具學歷證明文件。惟當學生報名參加各項招生時，如大學甄選入

學、申請入學（一○一年三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及考試分發入學（一

○一年七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等，均須依報名資格檢附學力證明

（應屆畢業生可先行以高三在學證明替代），並於錄取後繳交正式學

歷證件。 

2、另依「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二條第九款規定：持大陸高

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陸地區學歷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

一款所列情形之一者，亦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各學系學士班一年

級新生入學考試。 

3、依現行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所持大陸高中學歷證件，須先經大陸地

區公證處公證，並向海基會申請驗證後，再至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

育行政機關辦理採認，方可據以參加國內大學入學招生。而持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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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級中學畢業證件者，亦須經臺灣地區駐外單位驗證屬實，方可

報名參加大學入學招生。 

4、如尚有未盡明瞭事宜，可洽教育部高教司（02）77366088，亦可進

入 大 學 多 元 入 學 升 學 網 網 站 查 詢 大 學 招 生 訊 息

（http://nsdua.moe.edu.tw）。 
 
問題四：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的大陸地區人民，其子女可

否在臺灣地區就學？應備何種文件？ 

【案例】 

    大陸地區籃球名將姚明明退休後，應聘至臺灣地區擔任奧運籃球代表隊教

練，並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其 12 歲女兒姚佳佳亦隨父親居住臺

灣。為不使女兒中斷學業，姚明明打算讓姚佳佳在臺灣地區的學校就學，請問

可否？如可，應備何種文件？ 

【解說】 

一、經專案許可在臺灣地區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其申請或隨同申請在臺

灣地區長期居留之未成年子女，可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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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在臺灣地區申請入學。 

二、其申請入學，如係申請就讀與其學歷相銜接之高級中等學校者，應備下列

文件： 

（一）入學申請表。 

（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三）申請人父或母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影本。 

（四）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海基會驗證之最高學歷證明文件及成

績單。 

（五）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影本。 

（六）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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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柒 專業證照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醫師赴大陸地區執業應如何辦理大陸醫師資格認定

相關文件公（認）證？ 

【案例】 

    張醫師在臺灣地區執業三十年後，認近年來臺灣醫療糾紛日益增多，且聽

說大陸地區已開放臺灣醫師免試取得大陸的醫師資格，正想大陸地區醫療環境

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打算到大陸地區申請大陸的醫師資格，以備將來在大陸地

區執業所需，請問該如何辦理？有哪些文件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近年來大陸方面對於臺灣地區的專門職業人員，例如律師、醫師、建築師、

會計師等，透過免試的途徑，取得大陸的執業資格，已逐漸開放，其中較為明

確者，為醫師資格的開放。根據 2009 年 4 月 15 日大陸衛生部醫政司公布「臺

灣地區醫師獲得大陸醫師資格認定管理辦法」的規定，臺灣醫師要取得大陸醫

師資格認定，主要事項如下： 
一、所稱臺灣醫師，是指具有臺灣合法行醫資格並且是臺灣永久性居民的醫

師。臺灣醫師可申請獲得的大陸醫師資格類別為臨床、中醫、口腔。 

二、同時具備下列條件並符合「執業醫師法」及其有關規定的臺灣永久性居

民，可申請大陸醫師資格認定： 
（一） 2007 年 12 月 31 日前已取得臺灣合法行醫資格滿 5 年的臺灣永久

性居民； 
（二）具有臺灣專科醫師資格證書； 
（三）在臺灣醫療機構中執業。 

三、申請醫師資格認定，應當提交下列文件： 
（一）臺灣醫師大陸醫師資格認定申請審核表； 
（二）6 個月內二寸免冠（即脫帽）正面半身照片 8 張； 
（三）臺灣永久性居民身分證明材料； 
（四）與擬申請醫師資格類別相應的醫學專業學歷證明； 
（五）臺灣行醫執照或者行醫權證明； 
（六）與擬申請醫師資格類別相應的臺灣專科醫師執照或者專科醫師資格

證明； 
（七）臺灣相關醫療機構的在職證明或者執業登記證明； 
（八）執業期內無不良行為記錄的證明； 
（九）無刑事犯罪紀錄的證明； 
（十）有效的護照影本乙份； 
（十一）有效期間 10 月以上之臺胞證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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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省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行政部門規定的其他文件。 

前項（三）至（九）項的內容必須經過臺灣公證機關的公證。以上文

件應當為簡體或繁體中文文本或附中文譯文。 

四、注意事項： 
（一）上述第六至九項除第八項良醫證明需作成中譯本之公證費用為新臺

幣 750 元外，其餘文件之公證費用均為每種新臺幣 500 元。 
（二）上述第八項所稱良醫證明即執業期間無不良紀錄證明，係衛生機關

開具無記過與申誡懲戒之紀錄證明。 
（三）上述第九項警察刑事紀錄證明請至所在地之警察機關（縣市政府警

察局外事課）申請開立。 
（四）各該文件辦理認證的手續，詳見本手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

「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公、認證書及辦理程序篇」。 
 
問題二：臺灣地區居民報考大陸地區舉辦的司法考試及專利代理人資

格考試，有哪些文件必須辦理公（認）證？ 

【案例】 

    蕭建民在民國 99 年 6 月從臺灣地區大學法律系畢業後，一直準備臺灣地

區的司法考試。日前從網路上得知，大陸地區舉辦的司法考試及專利代理人資

格考試有對臺灣地區居民開放，依報名規定有些文件必須辦理公、認證？ 

【解說】 

    依據大陸地區司法部及國家知識產權局的公告，2011 年臺灣地區居民報考

大陸地區舉辦的司法考試及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須提交的文件資料及須辦理

認證的文件，分別說明如下： 
 
一、司法考試： 

報名人員現場確認時，須提交以下材料： 
 
（一）有效身分證明： 

臺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證（簡稱臺胞證）和臺灣居民身分證；不能提

交臺灣居民來往大陸通行證的，應當提交臺灣居民身分證和戶籍謄本

或者戶口名簿。提交影本的，須經臺灣公證機構公（認）證。報名受

理機構認為必要時，可以要求報名人員同時提交其他有關證明。 
 
（二）學歷證書或學位認證書： 

持大陸地區普通高等學校學歷報名的，須提交畢業證書原件及影本。

持香港、澳門、臺灣地區或國外高等學校學歷（學位）證書報名的，

須提交由大陸地區教育部留學服務中心出具的學歷（學位）認證書及

影本各一份。 

（三）證件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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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澳門考區報名的臺灣居民，須提交本人近期同一底片 1 寸彩

色免冠（即脫帽）證件照片 3 張。 
報名事宜可以向下列機構諮詢，也可以登錄下列網站查詢： 
1、大陸地區「司法部國家司法考試中心」：（86）-10-65153257 
2、廣東省深圳市司法局報名處：（86）-0755-83053807、83053883 
3、福建省廈門市司法局報名處：（86）-0592-5289017、-5289082 
4、國家司法考試香港特別行政區報名處：（852）36288711、（852）

36288787 
5、國家司法考試澳門特別行政區報名處：（853）89872333 
6、大陸地區「司法部」網站：http：//www.moj.gov.cn 
7、香港律政司網站：http：//www.doj.gov.hk 
8、澳門法務局網站：www.dsaj.gov.mo 
9、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國家司法考試網站：www.hkeaa.edu.hk/nje 

二、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 
2011 年是大陸地區首次開放臺灣地區居民參加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共

有 234 位通過初步資格查驗，考試於同年 11 月舉行。  
（一）報考資格： 

依大陸地區「專利代理條例」第十五條的規定，報考專利代理人資格

考試須具有下列條件： 
1、十八周歲以上，具有完全民事行為能力； 
2、高等院校理工科專業畢業或者具有同等學歷； 
3、熟悉專利法和有關的法律知識； 
4、從事過兩年以上科學技術工作或者法律工作。  

（二）報名時必須經過公（認）證的文件： 

1、學歷證明：對於從臺灣、香港、澳門地區高等院校或者外國高等

院校畢業的考生，其學歷的認定則需要通過大陸地區教育部留學

服務中心認證。 
2、委託書：為了方便臺灣居民報名，全國專利代理人資格考試允許

臺灣居民委託他人代為報名。受託人可以是委託人在大陸或者臺

灣地區的親友、同學或者同事。報名時，受託人應當提交有效的

身分證明原件及其影本一式兩份，受託人是臺灣居民的，還應當

提交經臺灣地區公證機構公證的委託書。 
3、工作證明：對於在大陸有兩年科學技術工作或者法律工作經歷的

臺灣居民，其工作證明可以由其在大陸的單位出具，無需公證；

對於在臺灣、香港、澳門或者外國有兩年技術工作或者法律工作

經歷的臺灣居民，其工作證明需經當地的公證機構公證。 
    以上文件在臺灣地區主要係以辦理認證的方式為之，辦理程序請參見本手

冊「臺灣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大陸地區使用公(認)證書及辦
理程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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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捌 公法給付篇 
 

問題一：支領各種退休（職、伍）給與之退休（職、伍）軍公教及公

營事業機關（構）人員擬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者，如何申請

改領一次退休（職、伍）金？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認）證？ 

【案例】 

    孫寶興係一臺灣地區退伍除役中校，退伍多年來悠遊林野好不快活。日前

接獲大陸親友來信述說祖墳修葺完畢歡迎返鄉探親及祭拜祖先。孫寶興返鄉後

受到熱烈接待，加以兄弟尚存，子姪輩亦積極遊說定居大陸。惟孫寶興退伍時

申請支領退休俸，是否可改領一次退伍金？如何申請？有哪些文件需要公、認

證？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項規定，支領各種退休（職、伍）給

與之退休（職、伍）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擬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

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改領一次退休（職、伍）給與。依此規定，說明如下： 
 
一、適用對象： 

指支領各種退休（職、伍）給與之退休（職、伍）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

（構）人員，包括依法退伍除役並支領退休俸、贍養金及生活補助費之軍

官、士官；適（準）用「公務人員退休法」辦理退休（職）並支（兼）領

月退休（職）給與之退休（職）人員；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辦理

退休並支（兼）領月退休給與之公立學校教職員：適用「交通部郵電事業

人員退休撫卹條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非資位現職人員退休撫卹辦

法」、「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非資位現職人員退休撫卹辦法」、「交通部所

屬郵電事業人員退休規則」或「臺灣鐵路事業人員退休規則」並支領月退

休給與之退休人員；適用原「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員工退休規則」或原「經

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員工退休暫行規則」辦理退休，並續依「經濟部所屬事

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支領月退休給與之退休人員。本例孫寶興係

一支領退除俸金人員，得申請改領一次退伍金。  
二、申請方式：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前揭人員應於擬赴

大陸地區長期居住之 3 個月前，檢具下列文件向原退休（職、伍）或所隸

管區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支領（或兼領）退休（職、伍）給與證書。 

（三）申請人全戶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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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許可或查驗赴大陸地區之證明文件。 

（五）決定在大陸地區長期居住之意願書。 

（六）在臺灣地區有受扶養人者，經公證之受扶養人同意書。 

（七）申請改領一次退伍金之前三年內，赴大陸地區居、停留，合計逾

183 日之相關證明文件。 

以上所謂「經公證之受扶養人同意書」，係指申請人在臺灣地區有依

「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條至第一千一百十八條所定應受其扶養之人，經

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受扶養人同意書，其辦理程序可參見本手冊。至

於申請細節部分，可詢問國防部、銓敘部、教育部、經濟部等主管機關，

並參見相關規定。 
 
三、又依各主管機關規定，前揭支領一次退休（職、伍）給與之人員已

在大陸地區長期居住，仍應先返回臺灣地區辦理戶籍遷入登記後，

依規定辦理。但支領退除俸金人員在臺灣地區無受扶養人，且因罹

患重病而行動不便，經當地醫院證明屬實者，得簽署委託書連同醫

院證明，一併送經當地公證機構公證，再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即海基會）驗證後，由受委託之臺灣地區親

友檢具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及第七款之相關文件代為申請改領一

次退伍金，並由其代理請領。 

 

問題二：在臺單身亡故之退除役官兵，其大陸地區遺族如何申領餘額

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有哪些文件須經公證及驗證？ 

【案例】 

    王中興係民國 38 年隨國軍播遷來臺，按月支領退休俸之單身退伍軍人，

王中興民國 95 年返鄉探親，返臺後王中興曾向退輔會所屬榮民服務處報備大

陸家中情形以供參考。民國 100 年 6 月間王中興在大陸因病亡故，試問王中興

在大陸之弟弟王光復如何申領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有哪些文件須經公

證及驗證？ 

【解說】 

    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二十六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

（構）人員，在任職（服役）期間死亡，或支領月退休（職、伍）給與人員，

在支領期間死亡，而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法定受益人者，其居住大陸地區之遺

族或法定受益人，得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領受公務人員或軍人保險死亡給

付、一次撫卹金、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依該規定，說明適用情形如下： 

一、適用對象： 
必須是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構）人員，在任職（服役）期間死亡，或支

領月退休（職、伍）給與人員，在支領期間死亡，而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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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受益人者，其居住大陸地區之遺族或法定受益人。所謂「軍公教及公營事

業機關（構）人員」，包括民國八十六年七月一日起，適（準）用「公教人

員保險法」、「公務人員撫卹法」或「公務人員退休法」之公務人員；民國

八十六年七月一日起，適用「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學校教職員退休條

例」、「公教人員保險法」之公立學校教職員；單身在臺現役亡故官兵及單

身在臺支領退休俸、贍養金、生活補助費亡故退伍官兵；民國八十六年七

月一日起，適（準）用「公教人員保險法」、「交通部郵電事業人員退休撫

卹條例」、「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非資位現職人員退休撫卹辦法」、「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非資位現職人員退休撫卹辦法」、「交通部所屬郵電業人

員退休規則」、「交通事業人員撫卹規則」等規定之人員。本例王中興是屬

於按月支領退休俸之單身退伍軍人，在臺並無遺族或法定受益人，其在大

陸的弟弟王光復可以提出申請。 
 
二、請領範圍： 

包括公務人員或軍人保險死亡給付、一次撫卹金、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

金，但不得請領年撫卹金或月撫慰金，且金額不得逾新臺幣二百萬元。 
 
三、申請方式： 

必須以書面向主管機關申請，並檢具下列文件： 

（一）申請保險死亡給付 

1、給付請領書。 

2、死亡人員之死亡證明書或其他合法之死亡證明文件。 

3、死亡人員在臺灣地區無法定受益人證明。 

4、大陸地區法定受益人身分證明文件（大陸地區居民證或常住人

口登記表）及親屬關係公證書。 

（二）申請一次撫卹金 
1、撫卹事實表。 
2、死亡人員之死亡證明書或其他合法之死亡證明文件。 
3、因公死亡人員應檢具因公死亡證明書及足資證明因公死亡之

相關證明文件。 
4、死亡人員在臺灣地區無遺族證明。 
5、經死亡人員最後服務機關（構）學校查證屬實之歷任職務證

明文件。 
6、大陸地區法定遺族身分證明文件（大陸地區居民證或常住人

口登記表）及撫卹遺族親屬關係公證書。 

（三）申請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 
1、餘額退伍金或一次撫慰金申請書。 
2、死亡人員支（兼）領月退休金證書。 
3、死亡人員之死亡證明書或其他合法之死亡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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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死亡人員在臺灣地區無遺族或合法遺囑指定人證明。 
5、大陸地區法定遺族或合法遺囑指定人身分證明文件（大陸地區

居民證或常住人口登記表）及親屬關係公證書。 
6、遺囑指定人應繳交死亡人員之遺囑（按：因大陸地區之公證遺

囑並不符合臺灣地區相關規定，故本項並不適用，並參見本章

陸繼承篇「問題三」之說明）。 
 
四、申請人有數人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受託人申請時，應繳交

委託書。大陸地區遺族或法定受益人有因受傷或疾病致行動困難或領受給

付與來臺旅費顯不相當等特殊情形，得出具委託書委託在臺親友或本條例

第四條第一項之機構或第二項所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代為領取。但主關機

關在核發公法給付前，應請大陸地區之遺族或法定受益人出具切結書；核

發時，並應查驗遺族或法定受益人事先簽具之領據等相關證明文件。 
 
五、以上申請人應檢附之大陸地區法定遺族、法定受益人或合法遺囑指定人之

身分證明文件及在大陸地區製作之委託書、合法之死亡證明、醫療機構證

明文件、切結書及領據等相關文件，應經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公證後，連

同親屬關係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各式文件公證及驗證的程序，參見本手

冊「大陸地區的公證制度」、「二、常見持往臺灣地區使用的公證書及辦理

程序篇」及「臺灣地區的文書驗證篇」。 
 
六、大陸地區人民擬進入臺灣地區申領本項公法給付，其應檢附文件詳見本章

「玖 社會交流篇」問題五。 

 

問題三：就養榮民申請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後死亡者，其埋葬費的申

請，應檢附何種文件？ 

【案例】 

    趙國平於民國 38 年隨國軍播遷來臺，因年老體弱，經政府安排於榮家就

養；由於在臺單身一人，夜夜獨守孤燈，乃生落葉歸根之念。經申請赴家鄉江

西省長期居住，日前突染疾病而死亡。趙國平大陸老家有弟弟一人，為趙國平

安葬後，請問趙國平的弟弟可否向臺灣地區榮家申請埋葬費？ 

【解說】 

    依「就養榮民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就養給付發給辦法」第十二條規定，就

養榮民赴大陸地區長期居住後死亡者，其埋葬費由其親屬檢具經行政院設立或

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即海基會）驗證之死亡證明文件，申請發給之。

因此，本例趙國平的弟弟應先在大陸地區的涉臺公證處辦理趙國平的死亡公證

書，再經海基會驗證後，向趙國平所屬的榮家申請埋葬費。落葉歸根，入土為

安，乃人之常情，就養榮民一生為國家奉獻，發給埋葬費也是政府的一番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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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玖 稅務篇 
 

問題一：納稅義務人申報大陸地區配偶及扶養親屬免稅額、扣除額，

應檢附哪些證明文件？哪些文件須要辦理公證及驗證？ 

【案例】 

    王富永在臺灣地區從事貨運司機工作，常放棄休假，每日不停載貨，平均

一個月有新臺幣 6 萬元的收入，但也因此蹉跎了婚事。經過朋友介紹，認識了

大陸地區湖南省的蔡汪汪（民國 70 年次），並辦理結婚手續，目前正在申請依

親居留；婚後生下一女王新，剛滿週歲，仍留在湖南。蔡汪汪的父親在家鄉當

農夫，母親無業，王富永每月都要匯一筆生活費到湖南。年度申報所得稅的時

候到了，王富永要申報蔡汪汪、王新、蔡汪汪的父母親的免稅額及扣除額時，

應檢附何種文件？哪些文件須要辦理公證及驗證？ 

【解說】 

一、免稅額部分： 

（一）申報大陸地區配偶及扶養親屬應檢附下面兩種證明文件： 

1、居民身分證影本； 

2、親屬關係證明：內容包括大陸地區配偶和受扶養親屬的姓名、性

別、籍貫、職業、出生年月日、住址、居民身分證編號、與申報

扶養人的關係、核發日期等項目。 

（二）申報扶養大陸地區子女、兄弟姊妹如果年滿 20 歲仍在校就學，身

心殘障或無謀生能力者，另外要檢附下面的證明文件： 

1、在學證明：內容包括學生姓名、出生年月日、住址、就讀學校

名稱和期間等項目。 
2、身體傷殘、精神障礙、智能不足或重大疾病就醫療養還沒有康

復無法工作的證明；內容包括姓名、出生年月日、性別、殘障

狀況（或病名）、期間（殘障或診療期間）及證明日期等項目。 

二、扣除額部分： 
納稅義務人申報大陸地區配偶及扶養親屬之扣除額，合於所得稅法第十七

條第一項第二款（註：現行法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三目之規定者，應檢附

足資證明之文件，以供稽徵機關核認（財政部 82 年 02 月 27 日台財稅第

821479312 號函）。 

以上所說的「證明文件」，是指大陸地區公證處所核發的公證書，而

且經過海基會驗證後的證明文件。 

三、另納稅義務人曾依規定檢附經海基會驗證的親屬關係證明文件，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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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大陸親屬免稅額，並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的案件，嗣後如於綜合

所得稅課稅年度內來臺灣地區探親，納稅義務人於次一年度辦理該課

稅年度的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得檢附移民署所核發的臺灣地區入

出境許可證影本，作為證明文件。惟嗣後各該年度為證明該親屬仍存

活，仍應依規定逐次檢附經海基會驗證的親屬關係證明文件。 

 

問題二：在大陸地區的所得來源已在大陸繳稅完畢，可否在臺灣扣抵

所得稅？年度申報綜合所得稅時，應檢附何種證明文件？ 

【案例】 

    王大明原任職於臺灣汪汪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勤奮，管理能力頗佳，

因公司在大陸地區山東省設立新廠，急需管理人才，於是王大明被公司選中，

派駐山東廠任經理一職，每月薪資人民幣 2 萬元，並依大陸稅法規定，在大陸

繳納所得稅。請問：王大明是否在臺灣地區仍須繳納綜合所得稅？如果可以扣

抵，須檢附何種證明文件？ 

【解說】 

一、依臺灣地區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有大陸地區所得來源者，應併同臺灣地區所得來源課徵所

得稅。但其在大陸地區已繳納之稅額，得自應納稅額中扣抵。因此，本例

王大明仍應就其大陸地區所得薪資併同臺灣地區所得，於年度申報綜合所

得稅。但其在大陸地區已經繳納的稅額，可以扣抵，避免有「一隻牛被剝

兩層皮」之感受。 

二、又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施行細則第二十一條第五項規定，臺灣地區人民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扣抵本條例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大陸地

區已繳納之所得稅時，應取得大陸地區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憑證。其屬大

陸地區納稅憑證者，應經本條例第七條規定之機構或民間團體驗證。此處

所謂「納稅憑證」，是指納稅義務人向大陸地區稅務單位申請完納所得稅

額證明，再向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納稅狀況公證後，再經海基會驗

證，相關辦理程序參見本手冊第二、三章。依財政部規定，大陸地區完納

所得稅額證明內容應包括納稅義務人姓名、住址、所得年度、所得類別、

全年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款繳納日期等項目（財政部 82 年 02 月 27 日

台財稅第 821479312 號函），在大陸地區辦理公證時，應特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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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 訴訟篇 
 

問題一：當事人在臺灣地區或大陸地區法院涉訟，不能親自出庭時，

須辦理何種文件的公（認）證？ 

【案例】 

一、臺灣地區人民趙普與大陸地區人民錢娟結婚後，因為趙普遲遲不為錢娟辦

理入境臺灣手續，以致夫妻無法共同享有幸福美滿的生活，於是錢娟以趙

普為被告，向其大陸地區該管人民法院起訴請求離婚，但是趙普不想與錢

娟碰面。 

二、臺灣地區人民王永發在大陸有一非婚生子女李玲（從母姓），王永發於民

國 99 年 7 月在臺灣病逝，其臺灣子女已經就王永發的臺灣遺產辦理繼承

登記完畢，並否認李玲的繼承人身分，李玲為了維護自身的權益，打算對

王永發的臺灣子女在臺灣地區的法院提起確認繼承權的訴訟，但是李玲因

為工作的關係無法來臺進行訴訟程序。 

請問以上案例，趙普與李玲不能親自出庭進行訴訟程序，有哪些文件須辦

理公（認）證？ 

【解說】 

    兩岸之間民間往來交流日漸頻繁，不論是結婚、離婚、收養、繼承等身分

爭議，抑或投資貿易、技術合作、商標侵權、購房購車等財產糾紛，層出不窮、

屢見不鮮，當事人在自行協商或透過他人調解不成時，不得已利用訴訟途徑加

以解決的案例也日益增多。 

    對於繫屬於臺灣地區法院或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訴訟事件，分居於兩岸的

訴訟當事人或因工作忙碌，或因身體健康，或因個人特殊因素等關係，而無法

親自出庭。此時，為維護其訴訟程序上的權益，常須辦理下列文件的公、認證

程序： 

一、委任狀： 

不論臺灣地區或大陸地區居民，如果不能親自出庭進行訴訟程序，而欲委

任律師或其他第三人為訴訟代理人時，其委任狀均須經公證人公、認證，

並依文書驗證程序驗證後，持往各該法院使用。 

關於辦理委任狀公、認證的程序，請參見本手冊第二章「兩岸的公證制

度」；並須注意授與權限的範圍，例如，在民事訴訟方面，依臺灣地區「民

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訴訟代理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切訴訟行

為之權，但捨棄、認諾、撤回、和解、提起反訴上訴或再審之訴及選任代

理人，非受特別委任，不得為之；大陸地區民事訴訟訴訟代理人的權限，

則分為一般授權（包括提交及領取司法文書、申請調查取證、出庭應訴、



188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陳述案情、參加辯論等程序性事宜）及特別授權（包括代為承認、放棄、

變更訴訟請求、提起上訴、進行和解、調解、代簽法律文書、代領款項、

得否轉委託等）。關於委任狀的格式，臺灣方面可參考司法院網站上的「書

狀範例」；大陸方面可請大陸律師提供委任授權書表格。 

二、相關書狀： 

臺灣地區或大陸地區的訴訟當事人若未委任訴訟代理人，或所委任的訴訟

代理人並無特別代理授權權限時，則相關書狀便須辦理公、認證。目前較

常見者有，在大陸地區人民法院進行離婚訴訟之前，須先經過調解程序，

如果臺灣地區人民同意調解離婚，則可先至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辦

理同意調解離婚聲請狀（表格可請大陸方面提供）的認證，再持往大陸地

區使用。又如，大陸配偶申請入境臺灣，因未通過面談程序，而擬向主管

機關提出訴願者，該訴願狀應先向大陸地區公證處辦理公證，並經海基會

驗證。 

 

問題二：臺灣地區的公證文書在大陸地區人民法院，及大陸地區的公

證文書在臺灣地區法院，訴訟上的證據效力如何？ 

【案例】 

一、臺商李實在大陸地區投資，因為投資糾紛，對其合夥人吳興向大陸地區人

民法院起訴請求損害賠償。為了證明雙方之間有資金往來，李實將在臺灣

往來銀行的匯款單據由公證人認證，以提出於法院作為證據使用。 

二、如同前揭「問題二」案例 1，李玲為了證明有經過王永發的認領，以及與

王永發之間有血緣關係，而向臺灣地區受訴法院提出經過大陸涉臺公證處

公證的認領公證書及 DNA 檢定報告公證書作為證據。 

    請問以上案例中，李實與李玲提出的公證文書，在受訴法院的證據效力如

何？ 

【解說】 

    不論在臺灣地區或大陸地區，法院在進行認定事實、適用法律的審判程

序，都必須依據證據。而在各種證據方法中，公證人依法所作成的公證文書具

有比一般證據更強的證據力。 

    關於臺灣地區的公證文書在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訴訟證據力，以及大陸地

區的公證文書在臺灣地區法院的訴訟證據力如何，茲分別說明如下： 

一、大陸地區的公證文書在臺灣地區法院的訴訟證據力： 

依臺灣地區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七條規定，在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經行

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者，推定為真正，而得作為

法院或主管機關認定事實之依據。因此，在大陸地區所作成的各項文書必

須先在大陸辦理公證後，再依「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經過海基會驗

證，才能在臺灣地區的訴訟法院被推定為真正，否則就只能當作一般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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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必須由提出文書的當事人就文書的真正負舉證責任。又所謂「推定真

正」，是屬一種證據法則，屬於法律上推定，此時公證文書的證據力經過

法院的推定，如果否定公證文書效力的當事人，仍可以舉出反證推翻，至

其實質證據力如何，則由法院綜合調查證據結果及全辯論意旨認定。惟在

實務上，臺灣地區的法院也非一概接受經驗證的大陸公證書，如認有疑慮

時，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八條的規定，可委託海基會為必要的查證。 

二、臺灣地區的公證文書在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訴訟證據力： 

（一）根據大陸地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若干規定」第十

一條第一項規定，境外形成的證據應當履行的證明手續分為兩種，

即一般情形下的證明手續和特殊情形下的證明手續。所謂一般情形

下的證明手續指的就是履行公證和認證手續。又同條第二項的規

定，在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形成的證據，也應當履行相關的證明

手續。對於在臺灣地區形成的證據，首先應當經過臺灣地區的公證

機關（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予以公證或認證，並由海基會

驗證後，持往大陸地區使用。 

（二）至於在證據效力方面，依大陸地區「民事訴訟法」第六十七條規定，

經過法定程序公證證明的法律行為、法律事實和文書，人民法院應

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公證證明的除外；

又其「公證法」第三十六條規定，經公證的民事法律行為、有法律

意義的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

推翻該項公證的除外。 

因此，在大陸地區，公證文書的證據效力也是一種法律上推定，如果否定

公證文書效力的當事人，仍可以舉出反證推翻。 

 

問題三：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確定判決可否在臺灣地區發生效力？ 

【案例】 

    臺灣地區居民趙普與大陸地區居民錢娟在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離婚訴訟

已經判決確定，判決內容為趙普應與錢娟離婚，且趙普應給付錢娟人民幣三十

萬元的贍養費。請問：此項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確定生效判決，在臺灣地區的

效力如何？錢娟可否以該項判決在臺灣對趙普的財產聲請強制執行？ 

【解說】 

一、大陸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在臺灣地區並不當然直接發生效力，依法

須經認可，始能在臺灣地區生效。依兩岸人民關係條例第七十四條第一、

三項規定，「在大陸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不違背臺

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又「前二項規定，

以在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得聲請大陸地區法院

裁定認可或為執行名義者，始適用之」。再依其施行細則第六十八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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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條例第七十四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認可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

判斷，應經行政院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由此可見，

在大陸法院作成的民事裁判或仲裁判斷，必須具備下列四項條件，始得向

臺灣管轄法院聲請裁定認可： 

（一）大陸法院作成之民事裁判已經終局確定（大陸仲裁機構作成之仲裁

判斷係一裁終局）； 

（二）大陸法院作成之民事裁判、仲裁判斷內容不違背臺灣地區之公共秩

序或善良風俗； 

（三）臺灣地區法院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仲裁判斷，基於對等原則，亦

得向大陸地區法院聲請裁定認可； 

（四）大陸地區法院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仲裁判斷須經行政院大陸委員

會委託之民間團體即海基會的驗證程序。 

二、大陸地區人民法院的判決書及生效證明書正本，必須先經由大陸涉臺公證

處辦理公證後，再持往海基會辦理文書驗證手續，相關辦理程序可參見本

手冊第二、三章。至於聲請臺灣地區法院認可的程序，其聲請人不限於民

事裁判書或仲裁判斷書當事人欄所列的當事人，對該民事裁判或仲裁判斷

有利害關係的第三人，亦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在管轄法院，因為聲請認

可性質上屬非訟事件，依非訟事件法第七條規定，可以由關係人住所地、

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財產所在地、履行地或行為地的地方法院管轄。

聲請時，除須提出聲請認可狀外，並須提出經過海基會驗證的大陸地區人

民法院的判決書及生效證明書正本。 

三、法院審理時，除須審酌公共秩序、善良風俗外，另會查明大陸地區法院是

否有相同互惠之規定，始准許認定。如認判決未違反規定，又可接受（例

如：程序合法，有收受開庭通知，給予答辯之機會，理由妥適等），法院

裁定認可後，即可發生效力。如該判決為離婚判決，可持向臺灣地區戶政

機關辦理離婚登記；如果判決有涉及給付內容，即可作為執行名義，向臺

灣地區地方法院聲請強制執行。 

 

問題四：臺灣地區法院的確定判決可否在大陸地區發生效力？ 

【案例】 

    臺灣地區居民李旺與大陸地區居民王娜結婚後，王娜起先要求李旺要在其

大陸家鄉買一棟新厝供其父母安居，才肯辦理來臺入境手續。等到房子買好

了，王娜入境臺灣後，又藉口娘家有事，回大陸後即音訊全無。李旺認為王娜

不履行夫妻同居義務，於是向臺灣地區的法院提起履行同居及離婚的訴訟。經

過法院的合法通知，王娜始終未出庭，法院認為王娜係對配偶惡意遺棄在繼續

狀態中，於是判決李旺與王娜離婚，並經確定在案。請問：此項臺灣地區法院

的確定判決在大陸地區的效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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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說】 

一、同樣的，臺灣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在大陸地區並不當然直接發生效

力，依法須經認可，始能在大陸地區生效。 

二、依 1998 年 5 月 26 日起施行的大陸地區「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

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及 2009 年 3 月 30
日通過「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補

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向大陸地區法院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法院的

民事判決，申請人應提交申請書，並須附有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正

本或經證明無誤的副本、證明文件（規定第四條）；另，申請人申請認可

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應當提供相關證據，以證明該判決真實並且

效力已確定（補充規定四條）。以上所謂「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正

本或經證明無誤的副本、證明文件」，是指經過臺灣地區公證處或民間公

證人事務所認證的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正本或影本，其認證程序參見本手

冊。申請人委託他人代理申請認可，應當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託人簽名或

蓋章並經當地公證機關公證的授權委託書（規定第十一條）。 

三、注意事項： 

（一）申請由申請人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者被執行財產所在地中級人民

法院受理（規定第三條）。 

（二）申請認可的範圍包括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民事裁定、調解

書、支付命令，以及臺灣地區仲裁機構的裁決（規定第十九條、補

充規定第二條）。又所謂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包括對商事、

智慧財產權、海事等民事糾紛案件作出的判決。 

（三）申請認可臺灣地區有關法院民事判決的，應當在該判決效力確定後

二年內提出（補充規定第九條）。 

（四）臺灣地區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具有下列情形之一的，裁定不予認可

（規定第九條）： 

1、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的效力未確定的； 

2、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經合法傳喚或者在被

告無訴訟行為能力又未得到適當代理的情況下作出的； 

3、案件係人民法院專屬管轄的； 

4、案件的雙方當事人訂有仲裁協議的； 
5、案件係人民法院已作出判決，或者外國、境外地區法院作出判

決或境外仲裁機構作出仲裁裁決已為人民法院所承認的； 
6、申請認可的民事判決具有違反國家法律的基本原則，或者損害

社會公共利益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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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壹 其他篇 
 

問題一：臺灣地區駐外使館處驗證的委託授權書，可否經過海基會的

驗證，寄送大陸地區使用？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趙大山有美國居留證，長期居住在舊金山，為處理其在大陸

地區上海的房產，在臺灣駐舊金山辦事處辦理授權書驗證，授權其在上海的弟

弟趙小山處理。該授權書可否經過海基會驗證，寄往大陸地區使用？ 

【解說】 

    依國際慣例及公證法之規定，臺灣地區駐外領務人員得於駐在地辦理公、

認證事務。因此，海外僑民可至駐外使領館處申辦公、認證事務，包括本案例

所提之授權書公、認證。而經我駐外領務人員公、認證之文書，亦依兩岸文書

查證機制，由駐外使領館處寄送副本至海基會，再轉至大陸地區使用，與國內

公證人作成公證文書無異。惟大陸地區遼闊，對於是項流程接受度不一，故民

眾宜先洽詢大陸地區使用機關，較為周全。 

 

問題二：向臺灣地區法院聲請領取提存物，聲請人如在大陸地區，而

委託他人領取時，應檢附何種文件？ 

【案例】 

    臺灣地區人民吳天明在大陸地區經商，經臺灣親友告知有一筆貨款由債務

人提存於法院，法院提存所寄來通知領取，但吳天明現在大陸，無法回臺領取

提存物，而想委託在臺親友領取。請問吳天明須提出何種文件？ 

【解說】 

    依提存法規定，如委任代理人領取，應提出代理人之國民身分證，附具委

任書，載明有「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第一項但書及同條第二項之特別代理權。

委任人在大陸地區者，應提出 3個月內經海基會驗證之委任書或授權書。因此

吳天明應在大陸地區涉臺公證處辦理授權委任書的公證，寄回臺灣地區，再經

海基會驗證後，由受任人提出於法院。 

 



 

 

 

 

 

 

 

 

第五章 法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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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臺灣地區法規 

一、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 

民國82年5月13日行政院第2331次會議准予備查行政院臺82秘字第15992號函 

民國82年5月24日司法院（82）院臺廳司三字第09181號函會銜分行考試院（82）考臺秘議字第

1666號函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就兩岸

公證書使用查證事宜，經協商達成以下協議： 

一、聯繫主體 

（一）關於寄送公證書副本及查證事宜，雙方分別以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

金會與中國公證員協會或有關省、自治區、直轄市公證員協會相互

聯繫。 

（二）本協議其他相關事宜，由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

協會聯繫。 

二、寄送公證書副本 

（一）雙方同意相互寄送涉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亡、委託、學

歷、定居、扶養親屬及財產權利證明公證書副本。 

（二）雙方得根據公證書使用需要，另行商定增、減寄送公證書副本種類。 

三、公證書查證 

（一）查證事由 

公證書有下列情形之一，雙方應相互協助查證： 

1.違反公證機關有關受理範圍規定； 

2.同一事項在不同公證機關公證； 

3.公證書內容與戶籍資料或其他檔案資料記載不符； 

4.公證書內容自相矛盾； 

5.公證書文字、印鑑模糊不清，或有塗改、擦拭等可疑痕跡； 

6.有其他不同證據資料； 

7.其他需要查明事項。 

（二）拒絕事由 

未敘明查證事由，或公證書上另加蓋有其他證明印章者，接受查證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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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附加理由拒絕該項查證。 

（三）答覆期限 

接受查證一方，應於收受查證函之日起三十日內答覆。 

（四）查證費用 

提出查證一方應向接受查證一方支付適當費用。 
查證費用標準及支付方式由雙方另行商定。 

四、文書格式 

寄送公證書副本、查證與答覆，應經雙方協商使用適當文書格式。 

五、其他文書 

雙方同意就公證書以外的文書查證事宜進行個案協商並予協助。 

六、協議履行、變更與終止 

雙方應遵守協議。 
協議變更或終止，應經雙方協商同意。 

七、爭議解決 

因適用本協議所生爭議，雙方應儘速協商解決。 

八、未盡事宜 

本協議如有未盡事宜，雙方得以適當方式另行商定。 

九、簽署生效 

本協議自雙方簽署之日起三十日後生效實施。 

 

本協議於四月廿九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兩份。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代表  辜振甫 邱進益 

海峽兩岸關係協會    

代表  汪道涵 唐樹備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四月廿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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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關於增加寄送公證書副本種類事宜（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與大陸海峽兩岸

關係協會以換文方式確認，並自民國八十四年二月一日起生效）：財團法人海

峽交流基金會與海峽兩岸關係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依據「兩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協議」第二條規定，商定增加寄送涉及稅務、病歷、經歷、專業證明等四項

公證書副本。 

二、自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起，兩岸公證書副本之寄送範圍，即增加大陸地區產

製之農藥、動物用藥品、飼料及飼料添加物、肥料、人用藥品、醫療器材、一

般化妝品（眼線及睫毛膏）、含藥化妝品、食品添加物、水產品、錠狀膠囊狀

食品、特殊營養食品、環境衛生用藥品等物品之產品許可製售證明文件、涉及

授權文書、製造工廠資料、標籤及說明書、水產品霍亂弧菌陰性證明或投藥殺

菌證明、成分證明文件、產品檢驗證明文件之公證書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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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及公證人辦理兩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協議注意要點 

（司法院民國 93 年 12 月 02 日修正） 

 

一、為利法院及公證人辦理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以下簡稱海基會）與海

峽兩岸關係協會（以下簡稱海協會）、中國公證員協會就兩岸公證書使用

查證事宜達成之協議（即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以下簡稱協議），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法院，包括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 

三、本要點所稱公證人，包括法院公證人、民間公證人；民間公證人係指公證

法第二十四條之民間公證人、第二十七條之候補公證人、第三十七條第一

項但書經遴任僅辦理文書認證事務及因地理環境或特殊需要，經司法院許

可得兼執行律師業務者。 

四、協議及本要點所稱公證書，包括公證人依公證法作成之認證書。 

五、依協議內容，法院、地方法院公證處（以下簡稱公證處）及公證人須配合

辦理之事項，為公證書副本（以下簡稱副本）之寄送及公證書之查證。 

六、副本之寄送，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寄送副本之種類，以涉及繼承、收養、婚姻、出生、死亡、委託、

學歷、定居、扶養親屬、財產權利、稅務、病歷、經歷及專業證明，

並與臺灣地區及大陸地區人民有關者為限，逾此範圍者不予寄送。 

（二）前款副本寄送之種類如有增減，應依海基會與海協會另行商定增刪

之種類定之。 

（三）副本寄送方式，由各公證處、民間公證人事務所以函（如后附格式）

直接寄送海基會，再由該會轉寄大陸地區有關公證員協會。 

（四）為便利副本寄送，公證人受理第一款各類公、認證事件，經請求人

表明公證書作成後須持往大陸地區使用者，應曉諭請求人在請求書

上備考欄加填其意旨及地區（例如省、市或自治區等）。 

（五）公證書內容涉及第一款所列有關身分、財產等事項者，請求人於請

求作成公證書時，雖未為持往大陸地區使用之表明，於作成後，公

證人亦得依請求人、其繼承人或就公證書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人之聲

請或依職權寄送副本。 

（六）公證人於協議生效前所作成之公證書，涉及第一款所列有關身分、

財產等事項，經請求人、其繼承人或就公證書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人

表明須持往大陸地區使用者，公證人得依其聲請寄送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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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證人作成寄送副本之公證書時，應在右上角標明其在大陸地區使

用之省、市或自治區等，並於作成後七日內製作副本兩份，依第三

款規定寄送海基會。 

（八）遺囑公、認證事件，除請求人以言詞或書狀聲明願意公開或於公、

認證遺囑作成後死亡者外，依公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不得寄送副

本。 

（九）副本之製作，公證人應比照公證法第九十六條及第九十七條所定製

作繕本方式為之，並於其上加蓋「副本」戳記。副本如以影本製作

時，應註明作成日期，由公證人簽名並蓋職章或鋼印。 

（一○）為便於查閱及統計，公證處佐理員、民間公證人或其助理人對於

已寄送副本之事件，應於公、認證書登記簿內備考欄或其他適當

欄位、空白處，載明「大陸地區使用」之註記。 

 
○○○○地方法院公證處（或所屬民間公證人○○○事務所）函 
 
 地址： 

 聯絡方式： 
（郵遞區號） 
（地址） 
受文者：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年○○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 旨：檢送本院（本所） 證書副本  件各兩份，請 查照。 
說 明： 
一、依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暨法院及公證人辦理兩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

議注意要點規定辦理。 
二、檢送之公、認證書副本每件各兩份，其字號如下： 

（一）公證書： 

（二）認證書： 
正本：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副本： 

（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事務所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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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公證書之查證，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囑託或受託查證，以公證書有下列情形

之一者為限： 

1.違反公證機關有關受理範圍規定。 

2.同一事項在不同公證機關公證。 

3.公證書內容與戶籍資料或其他檔案資料記載不符。 

4.公證書內容自相矛盾。 

5.公證書文字、印鑑模糊不清，或有塗改、擦拭等可疑痕跡。 

6.有其他不同證據資料。 

7.其他需要查明事項。 

（二）提出於法院使用之大陸地區公證書，如有須查證之事由時，法院應

函請海基會協助查證。 

（三）法院囑託海基會為查證時，應敘明理由，並注意公證書上有無加蓋

其他證明印章等得拒絕查證之事由。 

（四）提出於法院使用之大陸地區公證書，各法院於查證前，應注意避免

於其上加蓋前款所指足以影響拒絕查證事由之其他證明印章。 

（五）囑託查證後之大陸地區公證書推定為真正。但其內容之真偽及證明

力之強弱，由法院依實質調查結果認定之。 

（六）受託查證，如有違反查證範圍、未敘明須查證事由或公證書上另加

蓋有其他證明印章情事者，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應敘明理由拒絕查

證。 

（七）查證公證書時，應依其程式及意旨，從形式上審查該文書與真正之

公證書原本或繕本是否相符。 

（八）公證書之查證，應於收受查證函之日起七日內函復海基會，如有困

難無法如期完成查證時，應先行復知該會。 

八、副本寄送、囑託或受託查證公證書費用之負擔及預納，依下列規定： 

（一）副本寄送及受託查證公證書，其費用依公證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

依其最相類似事項之規定收取之。（參照同法第一百二十七條、第

一百二十八條） 

（二）囑託海基會查證大陸地區公證書，應依「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

辦理文書查驗收費辦法」規定向海基會繳納查證費。 

（三）囑託查證公證書，分別依民事訴訟法、非訟事件法、刑事訴訟法、

行政訴訟法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處理。 

九、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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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證法 

中華民國三十二年三月三十一日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52條並自中華民國三十三年一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六十三年一月二十九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67條 

中華民國六十九年七月四日總統（69）台統（一）義字第3783號令修正公布第66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總統（88）華總一義字第8800085160號令修正公布全文152條；並自

公布生效後二年施行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十二月二十六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600174111號令修正公布第22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三十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800324481號令修正公布第26、33、79、152條

條文；並自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公證事務，由法院或民間之公證人辦理之。 

地方法院及其分院應設公證處；必要時，並得於管轄區域內適當處所設公

證分處。 

民間之公證人應於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區域內，司法院指定之地

設事務所。 

第二條 

公證人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就法律行為及其他關於私權之事

實，有作成公證書或對於私文書予以認證之權限。 
公證人對於下列文書，亦得因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之請求予以認證： 
一、涉及私權事實之公文書原本或正本，經表明係持往境外使用者。 
二、公、私文書之繕本或影本。 

第三條 

前條之請求，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 
公證或認證請求書，應由請求人或其代理人簽名；其以言詞請求者，由公

證人、佐理員或助理人作成筆錄並簽名後，由請求人或其代理人簽名。 
前項請求書或筆錄，準用非訟事件法關於聲請書狀或筆錄之規定。 

第四條 

公證或認證之請求，得由代理人為之。但依法律規定或事件性質不得由代

理人為之者，不在此限。 

第五條 

公證文書應以中國文字作成之。但經當事人請求時，得以外國文字作成。 
前項文書以中國文字作成者，必要時得附記外國文字或附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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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國文字作成公證文書或就文書之翻譯本為認證之公證人，以經司法院

核定通曉各該外國語文者為限。 

第六條 

當事人或其他關係人，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得向任何地區之公證人請求作

成公證書或認證文書。 

第七條 

公證人應以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之管轄區域為執行職務之區域。但有

急迫情形或依事件之性質有至管轄區域外執行職務之必要者，不在此限。 
違反前項規定所作成之公、認證文書，效力不受影響。 

第八條 

辦理公證事務，應於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為之。但法令另有

規定或因事件之性質，在法院公證處或民間之公證人事務所執行職務不適當或

有其他必要情形者，不在此限。 
辦理公證事務之時間，依一般法令之規定。但必要時，得於法令所定時間

外為之。 

第九條 

公證人為職務上簽名時，應記載其職稱及所屬之法院。民間之公證人並應

記載其事務所所在地。 

第十條 

公證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得執行其職務： 
一、為請求人或就請求事項有利害關係者。 
二、為請求人或其代理人或就請求事項有利害關係者之配偶、前配偶、未

婚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或同居之家長、家屬者。其親屬或家長、家

屬關係終止後，亦同。 
三、為請求人或其代理人之法定代理人者。 
四、就請求事項現為或曾為代理人或輔佐人者。 

第十一條 

公證人作成之文書，非具備本法及其他法律所定之要件，不生公證效力。 
公證人違反本法不得執行職務之規定所作成之文書，亦不生公證效力。 

第十二條 

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於必要時，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查詢，並得

請求其協助。 
前項情形，亦得商請外國機關、團體或個人為之。 

第十三條 

當事人請求公證人就下列各款法律行為作成之公證書，載明應逕受強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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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者，得依該證書執行之： 
一、以給付金錢或其他代替物或有價證券之一定數量為標的者。 
二、以給付特定之動產為標的者。 
三、租用或借用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定有期限並應於期限屆滿時交還

者。 
四、租用或借用土地，約定非供耕作或建築為目的，而於期限屆滿時應交

還土地者。 
前項公證書，除當事人外，對於公證書作成後，就該法律行為，為當事人

之繼受人，及為當事人或其繼受人占有請求之標的物者，亦有效力。 
債務人、繼受人或占有人，主張第一項之公證書有不得強制執行之事由提

起訴訟時，受訴法院得因必要情形，命停止執行，但聲請人陳明願供擔保者，

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命停止執行。 

第十四條 

公證人、佐理員及助理人，除法律另有規定外，對於經辦事件，應守秘密。 

第十五條 

公證人非有正當理由，不得拒絕請求人之請求。 
公證人拒絕請求時，得以言詞或書面為之。但請求人要求說明其理由者，

應付與理由書。 

第十六條 

請求人或利害關係人，認為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有違法或不當者，得提出

異議。 
公證人如認異議為有理由時，應於三日內為適當之處置；如認為無理由時，

應附具意見書，於三日內送交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院應於五日內裁定

之。 

第十七條 

法院認異議為有理由時，應以裁定命公證人為適當之處置；認異議為無理

由時，應駁回之。 
前項裁定，應附具理由，並送達於公證人、異議人及已知之其他利害關係人。 
對於第一項之裁定，得於十日內抗告。但不得再抗告。 
抗告，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關於抗告之規定。 

第十八條 

公證人作成之公證書原本，與其附屬文件或已認證之文書繕本、影本，及

依法令應編製之簿冊，保存於公證處或事務所，不得攜出。但經法院或其他有

關機關依法律調閱或因避免事變而攜出者，不在此限。 
公證文書依前項規定調閱而攜出者，公證人應製作影本留存。 
第一項文書、簿冊之保存及銷燬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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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本法規定之各項金額或價額，均以新臺幣為單位。 

第二十條 

依本法所為罰鍰處分之議決，得為強制執行名義。 

第二十一條 

公證事件，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非訟事件法之規定，非訟事件法未規

定者，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 

第二章 公證人 

第一節 法院之公證人 

第二十二條 

法院之公證人，應就具有司法人員人事條例第二十三條第一項所定資格之

一者遴任之。 
公證人有二人以上者，以一人為主任公證人，處理並監督公證處之行政事務。 
法院之公證人，得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法官或具有第一項資格之司法事務

官兼充之。 

第二十三條 

公證處置佐理員，輔助法院之公證人辦理公證事務，應就具有法院書記官

任用資格者遴任之。 
前項佐理員，得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書記官兼充之。 

第二節 民間之公證人 

第二十四條 

民間之公證人為司法院依本法遴任，從事第二條所定公證事務之人員。 
有關公務人員人事法律之規定，於前項公證人不適用之。 

第二十五條 

民間之公證人，應就已成年之中華民國國民具有下列資格之一者遴任之： 
一、經民間之公證人考試及格者。 
二、曾任法官、檢察官，經銓敘合格者。 
三、曾任公設辯護人，經銓敘合格者。 
四、曾任法院之公證人，經銓敘合格，或曾任民間之公證人者。 
五、經高等考試律師考試及格，並執行律師業務三年以上者。 

第二十六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遴任為民間之公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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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滿七十歲。 
二、曾受一年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不在此限。 
三、褫奪公權，尚未復權。 
四、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其停止任用期間尚未屆滿。 
五、曾依本法免職或受撤職處分。 
六、曾受律師法所定除名處分。 
七、受破產之宣告，尚未復權。 
八、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尚未撤銷。 
九、因身體或精神障礙致不能勝任其職務。 

第二十七條 

交通不便地區無民間之公證人時，得依有關民間之公證人遴任辦法之規

定，就曾在公立或經立案之私立大學、獨立學院法律學系、法律研究所或經教

育部承認之國外大學法律學系、法律研究所畢業，並任薦任司法行政人員、薦

任書記官辦理民刑事紀錄或委任第五職等公證佐理員四年以上，成績優良，經

審查合格者，遴任為候補公證人。 
候補公證人候補期間三年，期滿成績優良者，得遴任為民間之公證人。 
候補公證人，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準用關於民間之公證人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民間之公證人經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之許可，得僱用助理人，輔助辦理

公證事務。 
前項許可，必要時得撤銷之。 
第一項之助理人，其資格、人數、處理事務之範圍及撤銷許可之事由等事

項，由司法院定之。 

第二十九條 

民間之公證人於執行職務前，應經相當期間之研習。但具有第二十五條第

二款或第四款之資格者不在此限。 
民間之公證人於執行職務期間內，得視業務需要，令其參加研習。 

第三十條 

民間之公證人之遴選、研習及任免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三十一條 

民間之公證人由司法院遴任之，並指定其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但不

得限制其人數。 

第三十二條 

民間之公證人於任命後，非經踐行下列各款事項，不得執行職務： 
一、向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登錄。 
二、加入公證人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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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參加責任保險並繳納保險費。 
四、向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提出職章、鋼印之印鑑及簽名式。 

第三十三條 

民間之公證人任命後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予免職： 
一、受刑事裁判確定。但因過失犯罪者，不在此限。 
二、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曾任公務員而受撤職處分。 
四、受律師法所定除名處分。 
五、受破產之宣告。 
六、受監護或輔助之宣告。 
七、因身體或精神障礙致不能勝任其職務。 
民間之公證人於任命後，發見其在任命前有第二十六條所定各款情事之一

者，亦應予免職。 

第三十四條 

民間之公證人未依本法規定繳納強制責任保險費者，得予免職。 

第三十五條 

民間之公證人年滿七十歲者，應予退職。 

第三十六條 

民間之公證人依本法執行公證職務作成之文書，視為公文書。 

第三十七條 

民間之公證人具有律師資格者，不得執行律師業務。但經遴任僅辦理文書

認證事務者，或因地理環境或特殊需要，經司法院許可者，不在此限。 
律師兼任民間之公證人者，就其執行文書認證事務相關之事件，不得再受委

任執行律師業務，其同一聯合律師事務所之他律師，亦不得受委任辦理相同事件。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民間之公證人不得兼任有薪給之公職或業務，亦不得

兼營商業或為公司或以營利為目的之社團法人代表人或使用人。但與其職務無

礙，經司法院許可者，不在此限。 

第三十八條 

民間之公證人及其助理人，不得為居間介紹貸款或不動產買賣之行為。 

第三十九條 

民間之公證人因疾病或其他事故，暫時不能執行職務時，得委請所屬之地

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區域內之其他民間之公證人或候補公證人代理之。 
民間之公證人依前項規定委請代理時，應即向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陳

報。解除代理時，亦同。 
依第一項規定委請代理之期間逾一個月者，應經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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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可。 

第四十條 

民間之公證人未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委請代理時，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得命管轄區域內之其他民間之公證人或候補公證人代理之。 
前條第一項之民間之公證人得執行職務時，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應解

除其代理人之代理。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不能依第一項規定指定代理人時，得命法院之公證人至

該地執行職務。 

第四十一條 

民間之公證人之代理人，執行前二條所定代理職務時，應以被代理人之事

務所為事務所。 
前項代理人為職務上簽名時，應記載被代理公證人之職稱、姓名、所屬法

院、事務所所在地及其為代理之旨。 

第四十二條 

民間之公證人之代理人應自行承受其執行代理職務行為之效果；其違反職

務上義務致他人受損害時，應自負賠償責任。 
前項代理人使用被代理公證人之事務所、人員或其他設備，應給與相當報

償，其數額有爭議者，得聲請法院裁定。 
前項裁定得為執行名義。 

第四十三條 

民間之公證人死亡、免職、撤職或因其他事由離職者，所屬之地方法院或

其分院認為必要時，得指派人員將其事務所之有關文書、物件封存。 

第四十四條 

民間之公證人死亡時，其繼承人、助理人或其他使用人，應於知悉後十日

內陳報該公證人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第四十五條 

民間之公證人死亡、免職、撤職或因其他事由離職者，在繼任人未就職前，

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得指定管轄區域內其他民間之公證人兼任其職務。 
前項兼任職務之民間之公證人得在兼任之區域內設事務所。 
第一項兼任之職務，在繼任人就職時，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應解除其

兼任。 

第四十六條 

民間之公證人免職、撤職或因其他事由離職時，應與其繼任人或兼任人辦

理有關文書、物件之移交；其繼任人或兼任人應予接收。 
民間之公證人因死亡或其他事由不能辦理移交者，其繼任人或兼任人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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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指定之人員接收文書、物件。 
依第四十三條規定封存之文書、物件，繼任人或兼任人應會同所屬之地方

法院或其分院指定之人員解除封印，接收文書、物件。 
民間之公證人之交接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四十七條 

前條之規定，於兼任人將有關文書、物件移交其他民間之公證人時，準用之。 

第四十八條 

兼任人於職務上簽名時，應記載其為兼任之旨。 
繼任人依前任人或兼任人作成之公證書，而作成正本、繕本、影本或節本

時，應記明其為繼任人。 

第四十九條 

民間之公證人死亡、免職、撤職或因其他事由離職並因名額調整而無繼任

人者，司法院得命將有關文書、物件移交於同一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區域內

其他民間之公證人。 
第四十六條及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依前項受命移交之民間之公證人準用之。 

第五十條 

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六條第三項及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規定，

於民間之公證人停職時準用之。 
兼任人依前項規定執行職務時，以停職人之事務所為事務所。 

第五十一條 

民間之公證人之監督由司法院行之。 
前項監督，得由所屬之高等法院、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為之。 
前二項之監督，其辦法由司法院定之。 

第五十二條 

依前條規定行使監督權之機關，得定期檢查民間之公證人保管之文書、物件。 

第五十三條 

監督機關得對民間之公證人為下列行為： 
一、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令促其注意。 
二、對有與其職位不相稱之行為者，加以警告。但警告前，應通知該公證

人得為申辯。 

第五十四條 

民間之公證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應付懲戒： 
一、有違反第一條第三項、第七條第一項、第十條、第十四條、第十五條

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

第四十一條第一項、第四十六條、第六十七條第一項、第六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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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條、第九十條第一項、第九十八條第二項、第一百零一條第一

項、第四項、第一百零八條之行為者。 
二、經監督機關為第五十三條之懲處後，仍未改善者。 
三、因犯罪行為，經判刑確定者，但因過失犯罪者，不在此限。 
前項第三款行為，經依第三十三條規定免職者，免付懲戒。 
民間之公證人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付懲戒： 
一、有違反第七十一條至第七十五條、第八十條之行為者。 
二、有其他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或損害名譽之行為者。 

第五十五條 

民間之公證人懲戒處分如下： 
一、申誡。 
二、罰鍰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三、停職二月以上二年以下。 
四、撤職。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處分得同時為之。 

第五十六條 

民間之公證人之懲戒，由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為之。 

第五十七條 

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法官四人及民間之公證人

三人組織之，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民間之公證人懲戒覆審委員會，由最高法院法官五人及民間之公證人四人

組織之；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 

第五十八條 

民間之公證人應付懲戒者，由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依職權移送民間之公證人

懲戒委員會審議。 
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認其轄區內民間之公證人有應付懲戒之事由者，得報請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審查移送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審議。 
地區公證人公會認其會員有應付懲戒之事由者，得經會員大會或理事、監

事聯席會議之決議，送請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審議。 

第五十九條 

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受理懲戒案件後，於議決前，應為相當之調查，並

予被付懲戒人充分申辯之機會，亦得通知前條之移送機關或公會為必要之說明。 
前項之議決，應作成議決書。 

第六十條 

受懲戒處分人、依第五十八條第三項移送懲戒之公證人公會，對於民間之

公證人懲戒委員會之議決有不服者，得於議決書送達之翌日起二十日內向民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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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證人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覆審。 
前條之規定，於前項覆審程序準用之。 
關於停職、撤職之處分，經懲戒覆審委員會議決確定後，受懲戒處分人得

向原懲戒覆審委員會請求再審議。其請求再審議之事由及程序，準用公務員懲

戒法之規定。 

第六十一條 

民間之公證人懲戒程序規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六十二條 

懲戒處分確定後，民間之公證人懲戒委員會或懲戒覆審委員會應將全卷函

送受懲戒處分人所屬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報請司法院分別命令執行；其懲戒處

分為停職或撤職者，並應將議決書刊登公報。 

第六十三條 

民間之公證人依刑事訴訟程序被羈押，或依刑事確定判決，受拘役以上刑

之宣告，在執行中者，其職務當然停止。 
民間之公證人應受懲戒之事由情節重大者，司法院得在懲戒程序終結前，

先行停止其職務。 
民間之公證人依前二項規定停止其職務時，準用第五十條之規定。 

第六十四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二項停止職務之民間之公證人，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於停止職務之原因消滅後，應許其復職： 
一、未受免職、撤職或停職處分者。 
二、受拘役以上刑之宣告，經執行完畢而未受免職、撤職或停職處分者。 

第六十五條 

民間之公證人得請求辭去職務，司法院於其依本法規定移交完畢後，解除

其職務。 

第六十六條 

民間之公證人經依本法免職、停職、撤職、停止職務、退職或辭職而解除

其職務者，自命令送達之翌日起，不得繼續執行職務；其依第六十三條第一項

規定職務當然停止者，自被羈押或受刑之執行時起，不得繼續執行職務。 

第六十七條 

民間之公證人於執行職務期間，應繼續參加責任保險。 
前項保險契約於每一保險事故之最低保險金額，由司法院視情勢需要，以

命令定之。但保險人對同一保險年度內之最高賠償金額得限制在最低保險金額

之二倍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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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於第一項之保險契約停止、終止、解除或民間之公證人遲延繳納保

險費或有其他足以影響保險契約效力之情形時，應即通知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

院及地區公證人公會。 

第六十八條 

民間之公證人因故意違反職務上之義務，致他人之權利受損害者，負賠償

責任。其因過失者，以被害人不能依他項方法受賠償時為限，負其責任。 
被害人不能依前項、前條、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或他項方法受賠償或補償

時，得依國家賠償法所定程序，請求國家賠償。其賠償義務機關為該民間之公

證人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 
前二項之規定，於第四十二條第一項之民間之公證人代理人準用之。 
國家賠償法第四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二項情形準用之。 
民間之公證人之助理人或其他使用人，於辦理有關公證事務之行為有故意

或過失時，民間之公證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 

第六十九條 

民間之公證人應按月於次月十日前，將作成之公證書、認證書繕本或影本，

依受理時間之先後順序彙整成冊，送所屬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備查。 

第三章 公證 

第七十條 

公證人不得就違反法令事項及無效之法律行為，作成公證書。 

第七十一條 

公證人於作成公證書時，應探求請求人之真意及事實真相，並向請求人說

明其行為之法律上效果；對於請求公證之內容認有不明瞭、不完足或依當時情

形顯失公平者，應向請求人發問或曉諭，使其敘明、補充或修正之。 

第七十二條 

公證人對於請求公證之內容是否符合法令或對請求人之真意有疑義時，應

就其疑慮向請求人說明；如請求人仍堅持該項內容時，公證人應依其請求作成

公證書。但應於公證書上記載其說明及請求人就此所為之表示。 

第七十三條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令請求人提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證

明其實係本人；如請求人為外國人者，應令其提出護照、其本國使領館出具之

證明書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第七十四條 

請求人不通中國語言，或為聾、啞人而不能用文字表達意思者，公證人作

成公證書，應由通譯傳譯之。但經請求人同意由公證人傳譯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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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條 

請求人為盲者或不識文字者，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使見證人在場。但經

請求人放棄並記明筆錄者，不在此限。 
無前項情形而經請求人請求者，亦應使見證人在場。 

第七十六條 

由代理人請求者，除適用前三條之規定外，應提出授權書；事件依法非受

特別委任不得為之者，並須有特別之授權。 
前項授權書，如為未經認證之私文書者，應依下列方式之一證明之： 
一、經有關公務機關證明。 
二、於境外作成者，經中華民國駐外使領館或經外交部授權之駐外機構或

經其他有權機關授權之團體證明。 
三、外國人或居住境外之人作成者，經該國駐中華民國使領館或經該國授

權之機構或經該地區有權機關授權之團體證明。 
授權書附有請求人之印鑑證明書者，與前項證明有同一效力。 

第七十七條 

就須得第三人允許或同意之法律行為，請求作成公證書，應提出已得允許

或同意之證明書。 
前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情形準用之。 

第七十八條 

通譯及見證人，應由請求人或其代理人選定之，見證人得兼充通譯。 
請求人或其代理人未選定通譯者，得由公證人選定之。 

第七十九條 

下列各款之人，不得充本法所定之見證人。但第七十五條第二項之情形，

不在此限： 
一、未成年人。 
二、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之人。 
三、於請求事件有利害關係者。 
四、於請求事件為代理人或曾為代理人者。 
五、為公證人之配偶、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者。 
六、公證人之佐理員及助理人。 
前項第四款至第六款規定之人，如經請求人全體同意者，仍得為見證人。 

第八十條 

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應記載其所聽取之陳述與所見之狀況，及其他實際體

驗之方法與結果。 

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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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書應記載下列各款事項： 
一、公證書之字號。 
二、公證之本旨。 
三、請求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地、出生年、月、日、職業、國民身分證

或其他身分證明及其字、號、住、居所；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其名

稱及事務所。 
四、由代理人請求者，其事由與代理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地、出生年、

月、日、職業、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與其字、號、住、居所及

其授權書之提出。 
五、有應逕受強制執行之約定者，其意旨。 
六、曾提出已得第三人允許或同意之證明書者，其事由，及該第三人之姓

名、性別、出生地、出生年、月、日、職業、住、居所，該第三人為

法人或其他團體者，其名稱及事務所。 
七、有通譯或見證人在場者，其事由，及其姓名、性別、出生地、出生年、

月、日、職業、住、居所。 
八、作成之年、月、日及處所。 

第八十二條 

公證書應文句簡明、字畫清晰，其字行應相接續，如有空白，應以墨線填

充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為空白。 
公證之本旨記載年、月、日及其他數目表示同一內容者，其第一次出現時，

應以文字大寫；作成公證書年、月、日之記載，亦應以文字大寫。 

第八十三條 

公證書文字，不得挖補；如有增加、刪除或塗改，應依下列方法行之： 
一、刪除或塗改字句，應留存字跡，俾得辨認。 
二、公證書末尾或欄外應記明增刪字數，由公證人、請求人或其代理人、

見證人簽名或蓋章。 
違反前項規定所為之更正，不生效力。 

第八十四條 

公證人應將作成之公證書，向在場人朗讀，或使其閱覽，經請求人或代理

人承認無誤後，記明其事由。 
有通譯在場時，應使通譯將公證書譯述，並記明其事由。 
為前二項之記載時，公證人及在場人應各自簽名；在場人不能簽名者，公

證人得代書姓名，使本人蓋章或按指印，並記明其事由，由公證人簽名。 
公證書有數頁者，公證人、請求人或其代理人、見證人，應於每頁騎縫處

蓋章或按指印，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為連續。但公證書各頁能證明全部連續無

誤，雖缺一部分人蓋章，其公證書仍屬有效。 

第八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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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書內引用他文書或與文書有相同效用之物件為附件者，公證人、請求

人或其代理人、見證人應於公證書與該附件之騎縫處蓋章或按指印，或以其他

方法表示其為連續。 
前三條之規定，於前項附件準用之。 

第八十六條 

依前條規定所為之附件，視為公證書之一部。 

第八十七條 

公證人應將公證書、證明身分、代理人權限、第三人允許或同意之證明書

及其他附屬文件，編為卷宗保存之。 
前項卷宗，應逐頁連續編號，如請求人請求返還附屬文件時，得將其繕本

或影本替代原本保存之。 

第八十八條 

公證書之原本全部或一部滅失時，公證人應徵求已交付之正本、經證明與

正本相符之繕本或影本，或向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請求調閱公證書繕本或影

本，經該院院長認可後，依該正本、繕本或影本作成經認證之繕本，替代原本

保存之。 
前項情形及認可之年、月、日，應記明於替代原本之繕本並簽名。 

第八十九條 

請求人或其繼受人或就公證書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人，得請求閱覽公證卷

內文書。 
第七十三條、第七十六條、第七十七條之規定，於依前項為請求時準用之。 
請求人之繼受人及就公證書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人請求閱覽時，應提出證

明文件。 
第七十六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證明文件準用之。 

第九十條 

公證人應編製公證書登記簿及其他相關之簿冊。 
前項簿冊及其應記載之內容，由司法院定之。 

第九十一條 

公證人得依職權或依請求人或其繼受人之請求，交付公證書之正本。 
第七十三條、第七十六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於依

前項為請求時準用之。 

第九十二條 

公證書正本應記載下列各款事項，由公證人簽名並蓋職章或鋼印： 
一、公證書之全文。 
二、記明為正本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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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交付人之姓名。 
四、作成之年、月、日及處所。 
違反前項規定者，無正本之效力。 

第九十三條 

一公證書記載數事件，或數人共一公證書時，得請求公證人節錄與自己有

關係部分，作成公證書正本。 
前項正本，應記明係節錄正本字樣。 

第九十四條 

公證人交付公證書正本時，應於該公證書原本末行之後，記明受交付人之

姓名、事由及年、月、日，並簽名。 

第九十五條 

請求人或其繼受人或就公證書有法律上利害關係之人，得請求交付公證書

及其附屬文件之繕本、影本或節本。 
第七十三條、第七十六條、第七十七條、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於依

前項為請求時準用之。 

第九十六條 

公證書及其附屬文件之繕本、影本或節本，應記載下列各款事項，由公證

人簽名並蓋職章或鋼印： 
一、公證書及其附屬文件之全文或一部分。 
二、記載為繕本、影本或節本字樣。 
三、作成之年、月、日及處所。 

第九十七條 

公證書正本或公證書及其附屬文件之繕本、影本或節本有數頁時，公證人

應於騎縫處蓋章，或以其他方法表示其為連續。 
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之規定，於前項文書準用之。 

第九十八條 

公證遺囑，除請求人外，不得請求閱覽或交付正本、繕本、影本或節本。

但請求人聲明願意公開或於公證遺囑後死亡者，不在此限。 
公證人應於作成公證遺囑之日起十日內製作繕本一份，將其密封，於封面

上記明遺囑人之人別資料及作成之年、月、日，加蓋職章後，送交全國公證人

公會聯合會保存之。 
於有第一項但書之情形，請求人之繼受人或就公證遺囑有法律上利害關係

之人，亦得向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查詢有無第一項之遺囑並請求閱覽。 
前二項之規定，於其他遺囑之公、證證，準用之。 

第九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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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依票據法作成拒絕證書者，不適用第十八條、第七十三條至第七十

七條及第八十一條之規定。 

第四章 認 證 

第一百條 

公證人認證文書，應作成認證書。 

第一百零一條 

公證人認證私文書，應使當事人當面於私文書簽名，或承認為其簽名，並

於認證書內記明其事由。 
認證公文書之原本或正本，應就其程式及意旨審認該文書是否真正。 
認證公文書或私文書之繕本或影本，應與經審認為真正之原本、正本對照

相符，並於繕本或影本內記明其事由。 
認證文書之翻譯本者，除依前三項規定辦理外，應審查該翻譯語文是否正

確，並將原文連綴其後。 
公文書或私文書有增刪、塗改、損壞或形式上顯有可疑之點者，應記明於

認證書內，必要時，並得為查證。 

第一百零二條 

公證人認證請求人陳述私權事實之私文書，以該文書係持往境外使用者為

限，得命請求人親自到場並為具結。 
請求人陳述私權事實之私文書，依法律或基於法律授權訂定之命令，得提

出於法院或其他機關為一定之證明者，請求人請求認證時，適用前項認證方法

之規定。 

第一百零三條 

請求人依前條規定具結，應於結文內記載當據實陳述決無虛偽等語。 
公證人於請求人具結前，應告以具結之意義及虛偽陳述之處罰。 

第一百零四條 

請求認證文書，應提出文書之繕本或影本。 

第一百零五條 

認證書應記載下列各款事項，由公證人及在場人簽名，並蓋公證人職章或

鋼印： 
一、認證書之字號。 
二、依第一百零一條規定為認證之意旨。 
三、認證之年、月、日及處所。 
為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之認證者，其認證書並應記載第八十一條第三款、

第四款、第六款及第七款所定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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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書應連綴於認證之文書；由公證人及在場人加蓋騎縫章，或以其他方

法表示其為連續。 

第一百零六條 

公證人得在認證之文書上以直接註記之方式為認證，記載前條第一項規定

之事項，由其簽名並蓋職章或鋼印。 
依前項方式為第一百零一條第一項之認證者，並應依前條第二項之規定為

記載。但請求書或認證之文書上已有記載者，不在此限。 

第一百零七條 

認證，除本章有規定外，準用前章公證之規定。 

第五章 公證費用 

第一百零八條 

公證費用，應依本章之規定收取之，不得增減其數額。 

第一百零九條 

請求就法律行為或涉及私權之事實作成公證書者，其費用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按其標的之金額或價額，依下列標準收取之： 
一、二十萬元以下者，一千元。 
二、逾二十萬元至五十萬元者，二千元。 
三、逾五十萬元至一百萬元者，三千元。 
四、逾一百萬元至二百萬元者，四千元。 
五、逾二百萬元至五百萬元者，五千元。 
六、逾五百萬元至一千萬元者，六千元。 
七、逾一千萬元至五千萬元者，其超過一千萬元部分，每一千萬元加收二

千元；不滿一千萬元者，按一千萬元計算。 
八、逾五千萬元者，其超過部分，每一千萬元加收一千元，不滿一千萬元

者，按一千萬元計算。 

第一百一十條 

關於計算公證事件標的之價額，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事訴訟費用有關之

規定。 

第一百十一條 

典權之價額，以其典價為準。 

第一百十二條 

公證之法律行為或涉及私權之事實，其標的之價額不能算定者，收取費用

一千元。 



218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第一百十三條 

請求就婚姻、認領、收養或其他非因財產關係之法律行為或涉及私權之事

實，作成公證書者，收取費用一千元。 
於非財產關係之公證，並請求為財產關係之公證者，其公證費用分別收取之。 

第一百十四條 

請求就下列各款事項作成公證書者，收取費用一千元： 
一、承認、允許或同意。 
二、契約之解除或終止。 
三、遺囑全部或一部之撤回。 
四、曾於同一公證處或公證人事務所作成公證書之法律行為之補充或更

正。但以不增加標的金額或價額為限。其增加標的金額或價額者，就

增加之部分，依第一百零九條之規定收取費用。 

第一百十五條 

請求作成公證書，須實際體驗者，依其所需之時間，按一小時加收費用一

千元；不滿一小時者，按一小時計算。 

第一百十六條 

請求就股東會或其他集會之決議作成公證書者，依前條之規定收取費用。 

第一百十七條 

請求就密封遺囑完成法定方式者，收取費用一千元。 

第一百十八條 

請求作成授權書、催告書、受領證書或拒絕證書者，收取費用一千元。 

第一百十九條 

請求就法律行為作成公證書，並載明應逕受強制執行者，依第一百零九條

或第一百十二條所定之費用額，加收二分之一。 

第一百二十條 

請求就文書為認證者，依作成公證書所定之費用額，減半收取之。 

第一百二十一條 

本法未規定公證費用之事項，依其最相類似事項之規定收取費用。 

第一百二十二條 

公證人因請求人之請求，於夜間、例假日或其他法令所定執行職務時間外

之時間執行公、認證職務者，各依本法所定之費用額，加收二分之一。但加收

部分最高不得超過五千元。 

第一百二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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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人在請求人病榻前或其他相類場所執行公、認證職務者，加收費用二

千元。 

第一百二十四條 

公證人作成之公證書，其張數如超過六張時，超過部分每一張加收費用五

十元。 
前項之張數，以一行二十五字、二十行為一張，未滿一張者，以一張計算。 

第一百二十五條 

公證人因請求人之請求以外文作成公證書或認證文書之翻譯本者，依本法

所定之費用額，加收二分之一。但加收部分最高不得超過一萬元。 

第一百二十六條 

公證人已著手執行職務後，因請求人之請求停止其職務之執行，或因可歸

責於請求人或到場人之事由致不能完成職務之執行者，依本法所定之費用額，

收取二分之一。但最高不得超過五千元。 

第一百二十七條 

請求人或其他就法律上有利害關係之人請求閱覽公、認證卷內文書者，每

閱覽一次收取費用二百元。 

第一百二十八條 

請求交付公、認證書及其附屬文件之繕本、影本或節本者，每份收取二百

元。其張數超過六張時，每一張加收五元。 
翻譯費每百字收取費用一百元至四百元，由公證人酌定之，其酌定標準由

司法院另以命令定之。未滿百字者，按百字計算。 
郵電費、運送費、登載公報新聞紙費、送達公證文件費、法院之公證人、

佐理員出外執行職務之旅費、民間之公證人、助理人出外執行職務及鑑定人、

通譯之日費及旅費，準用民事訴訟費用有關之規定。 

第一百二十九條 

本章所定之收費標準，司法院得按情勢需要，以命令減至二分之一，或增

至十倍。 

第六章 公會 

第一百三十條 

公證人公會，以謀求公證理論與實務之研究發展，砥礪會員品德，增進共同

利益，執行民間之公證人之研習、指導、監督及處理其他共同有關事項為宗旨。 

第一百三十一條 

公證人公會為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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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二條 

公證人公會由民間之公證人依法組織之。 
民間之公證人除執行律師業務者外，應加入公證人公會，公證人公會不得

拒絕其加入。 
法院之公證人及執行律師業務之民間之公證人，得加入其所屬法院所在地

之地區公證人公會為贊助會員。 

第一百三十三條 

公證人公會分為地區公證人公會及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 
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所屬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登錄之民間之公證人總數滿九人

者，應於該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所在地組織地區公證人公會，並以該高等法院或

其分院之管轄區域為組織區域；其未滿九人者，應加入鄰近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管轄區域內之地區公證人公會，或共同組織之。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應由各地區公證人公會三個以上之發起，及全體

過半數之同意，於中央政府所在地組織之。 
地區公證人公會應加入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為會員。 
在同一組織區域內之同級公會，以一個為限。 

第一百三十四條 

公證人公會置理事、監事，由會員大會選舉之，其名額如下： 
一、地區公證人公會，理事三人至十一人，監事一人至三人。 
二、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理事五人至十七人，監事一人至五人。 
前項理事名額不得超過全體會員人數二分之一，監事名額不得超過理事名

額三分之一。 
公證人公會得置候補理事、候補監事，其名額不得超過理事、監事名額三

分之一。 
理事、監事名額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別互選常務理事及常務監事，其名額

不得超過理事或監事總額之三分之一；並由理事就常務理事中選舉一人為理事

長，其不設常務理事者，就理事中互選之。 
第一項理事、監事任期三年，連選得連任，理事長之連任以一次為限。 

第一百三十五條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由各地區公證人公會選派之代表，舉行代表大會，

行使會員大會職權；其代表之人數，依各地區公證人公會會員人數之比例，於

章程中定之。 

第一百三十六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應訂立章程，報經所在地高等法院或其分院轉送司法院核

准後，向所在地社會行政主管機關報備；章程有變更時，亦同。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應訂立章程，報經司法院核准後，向中央社會行政

主管機關報備；章程有變更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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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章程，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名稱及會址。 
二、所屬區域。 
三、組織。 
四、會員資格之取得與喪失。 
五、會員之權利與義務。 
六、理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選任及解任。 
七、會員大會及理事、監事會議之召集程序及決議方法。 
八、經費及會計。 
九、章程修改之程序。 
一○、其他有關會務之必要事項。 
前項章程，並得載明關於公證人互助基金之設置及運用事項。 

第一百三十八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會員大會由理事長召集之，每年至少召集一次。理事長不

為召集時，監事得召集之。 
如有全體會員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集理由，請求召集

時，理事長應召集之。 
理事長受前項之請求後，一個月內不為召集者，得由請求之會員，經法院

之許可加集之。 
會員大會之召集，除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於三十日前對各會員發出通知。

通知內應載明會議目的事項。 

第一百三十九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之主管機關為該公會所在地之社會行政主管機關。但其目

的事業，應受所屬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之指導、監督。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之主管機關為中央社會行政主管機關。但其目的事

業應受司法院之指導、監督。 

第一百四十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舉行會議時，應陳報所在地社會行政主管機關及所屬之高

等法院或其分院。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舉行會議時，應陳報中央社會行政主管機關及司法

院。 

前二項會議，各該主管機關得派員列席。 

第一百四十一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應將下列各款事項，陳報所在地之社會行政主管機關及所

屬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 
一、會員名冊及會員之入會、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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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理事、監事選舉情形及當選人姓名。 
三、會員大會，理事、監事會議開會之時間、地點及會議情形。 
四、提議、決議事項。 
前項陳報，所屬之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應轉送司法院備查。 

第一百四十二條 

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應訂立民間之公證人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後，報請司法院備查，其修正亦同。 

第一百四十三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過半數之出席，出席人數過半數

或較多數之同意行之。但下列事項之決議應以出席人數三分之二以上同意行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更。 
二、理事、監事及會員代表之罷免。 
三、財產之處分。 
四、其他與會員權利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 

第一百四十四條 

公證人公會之行為或決議違反法令或公證人公會章程者，司法院或社會行

政主管機關得分別施以下列之處分： 
一、警告。 
二、撤銷其決議。 
三、整理。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之處分，所在地高等法院或其分院亦得為之。 

第一百四十五條 

地區公證人公會，應為該地區民間之公證人辦理責任保險，以確保民間之

公證人因執行職務依第六十七條規定參加責任保險所不能理賠之損害賠償。 
前項保險契約於每一保險事故之最低保險金額，由司法院視情勢需要，以

命令定之。但保險人對同一保險年度內之最高賠償金額得限制在最低保險金額

之四倍以下。 

第一百四十六條 

第一百三十七條、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項、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規定，於全國公證人公會聯合會準用之。 

第七章 罰則 

第一百四十七條 

冒充公證人或候補公證人而執行其職務者，處三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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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四十八條 

民間之公證人或候補公證人非親自執行職務，而將事務所、章證或標識提

供與無民間之公證人資格之人使用者，處二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

科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罰金。 

第一百四十九條 

依第一百零二條規定具結之人，就與認證之私文書內容本旨有關之重要事

項，為虛偽之陳述者，處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金。 

第八章 附則 

第一百五十條 

駐外領務人員，得依法令授權，於駐在地辦理公證事務。 
前項人員辦理公證事務時，除不得作成第十三條之公證書外，準用本法之

規定。 
第一項之授權辦法，由司法院會同行政院定之。 

第一百五十一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司法院定之。 

第一百五十二條 

本法自公布生效後二年施行。 
本法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二月十五日修正之第二十六條、第三

十三條、第七十九條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十一月二十三日施行外，自公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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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二月八日內政部 (82) 台內警字第 8273466 號令訂定發布全文 30 條 

中華民國八十三年六月十五日內政部 (83) 台內警字第 8375845 號令修正發布第 11、13、18、

20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四年五月十九日內政部 (84) 台內警字第 8474958 號令修正發布第 3、4、6～8、

10、12、13、17、18、21、25、26 條條文；並增訂第 18-1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五年一月十日內政部 (85) 台內警字第 8573102 號令增訂發布第 23-1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十月十五日內政部 (86) 台內警字第 8682538 號令修正發布第 6、14、18、

21、23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九月九日內政部 (87) 台內警字第 8799193 號令修正發布第 18 條條文；並

增訂第 7-1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七年十月七日內政部 (87) 台內警字第 8778416 號令修正發布第 3、18 條條文 

中華民國八十九年六月二十九日內政部 (89) 台內警字第 8981451 號令修正發布第 3、6、16、

18、21、22、26 條條文；並增訂第 3-1、18-2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年八月一日內政部 (90) 台內警字第 9088301 號令修正發布第 17、23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年九月十一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10078134 號令修正發布第 3、3-1、6、13

～22、24、27 條條文；並增訂第 26-1 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三年三月一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30079808 號令修正公布 

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四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40115060號令修正發布第17、27、36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五年十二月二十二日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0950913098 號令修正發布第 17、19 條修

正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四月十六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70002377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15、16、

17、19、21、24、25、27 ~ 29、32、35 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十二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71032187 號令修正發布第 28、28-1、

28-2、29、29-1 條修正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年六月八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7175 號令修正發布第 3、5～7、第7條之

1、第9條之1、14～17、19～20、24～25、27、31、32 條條文；並自九十八年六月十日施行中

華民國九十八年八月十二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80957184 號令修正發布第 3、20、24條條文；

並自九十八年八月十四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九年一月十五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0990929651 號令修正發布第3、10、12、14、

15、20、24、28、第28條之1、第28條之2、29、第29條之1條文；並自九十九年一月十七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年五月二十四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00931114號令修正發布第3條、第3條之1、

第17、19、20、29條條文；並自一百年五月二十六日生效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三十日內政部

台內移字第 1000929582號令修正發布第3條、第3條之1、第5、6條、第7條之1、第7條之2、第

14、15、16、17、18條、第18條之1、第20、21、24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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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百年十二月三十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00929582號令修正發布第3條、第3條之1、

第5、6條、第7條之1、第7條之2、第14、15、16、17、18條、第18條之1、第20、21、24條條文 

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二十八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 1010910008號令修正發布第3條、第5

條、第7條之2、第14、15、16條、第18條之1、第18條之2、第18條之3、第19、20條、第28條之

1、第29條及第32條條文；並自一百零一年十二月三十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十日內政部台內移字第1020958528號令修正發布全文 56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十條第

三項及第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主管機關審查相關申請事項，必要時得會同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相關機

關處理之，或由主管機關邀集國家安全局、行政院大陸委員會及中央相關機關

組成聯合審查會（以下簡稱聯審會）會商處理之。 

第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下列活動之一者，應依本辦法規定辦

理： 
一、社會交流： 

（一）探親。 
（二）團聚。 
（三）奔喪。 
（四）探視。 

二、專業交流： 
（一）宗教教義研修。 
（二）教育講學。 
（三）投資經營管理。 
（四）科技研究。 
（五）藝文傳習。 
（六）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 
（七）駐點服務。 
（八）研修生。 
（九）短期專業交流。 

三、商務活動交流： 
（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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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務研習。 
（三）履約活動。 
（四）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 
（五）短期商務活動交流。 

四、醫療服務交流： 
（一）就醫。 
（二）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第四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依下列申請方式受理後，核轉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辦理。但依規定以網際網路申請者，依其規

定之申請方式辦理： 
一、在大陸地區者，應向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項規定受

委託之民間團體在大陸地區分支機構申請。未設立分支機構前，由其

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代向移民署申請。 
二、在香港或澳門者，應向行政院於香港或澳門設立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

之民間團體申請。 
三、在國外地區者，應向我駐外使領館、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

館處）申請；其居住國無駐外館處者，得由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

位代向移民署申請。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因申請延期或轉換身分者，得在臺

灣地區逕向移民署提出申請。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三款由其在臺灣地區親屬代申請者，以被探對象優先

代理之。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經許可進入者，發給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送交申請

人或由代申請人領取後轉交申請人。 
第一項以網際網路申請之作業事項，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備下列文件： 
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 
二、大陸地區核發效期六個月以上護（證）照、大陸地區居民身分證或足

資證明其身分文件影本。 
三、保證書。但符合第六條第三項規定者，免附。 
四、申請人在國外地區或香港、澳門者，應另檢附國外地區再入境簽證、

居留證、香港或澳門身分證影本。 
五、符合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事由或活動之相關證明文件。 
六、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文件。 
由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代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但申請書已載明由

大陸地區申請人委託字樣並經其簽名者，免予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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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在臺灣地區親屬或邀請單位再委託綜合或甲種旅行業代其向移民署申

辦相關業務者，應另檢附委託書。但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醫療

服務交流者，再委託代申辦之旅行業，以經交通部觀光局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

從事觀光活動許可辦法第十條規定核准，且未經該局廢止核准或未向該局報備

停止辦理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觀光活動業務者為限。 
第一項第三款保證書，應由符合資格之保證人親自簽名；保證人如係邀請

單位，應加蓋印信。 

第六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應依下列順序尋覓一人為保證人： 
一、由本人申請或臺灣地區親屬代申請者： 

（一）臺灣地區配偶或直系血親。 
（二）有能力保證之臺灣地區三親等內親屬。 
（三）有正當職業之臺灣地區公民，其每年保證不得超過五人。 

二、由邀請單位代申請者： 
（一）負責人或臺灣地區代理人；邀請單位為法人者，法人應連帶擔

任保證人。 
（二）業務主管。 

符合下列情形之一且有正當理由，經主管機關同意，得變更保證人順序、

改覓其他機關（構）、人員擔任保證： 
一、無前項規定之保證人。 
二、前項申請人有特殊情形，或不宜由前項人員或法人擔任保證人。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免覓保證人： 
一、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並以該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以投資經營管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且已實行投資。 
三、為大陸地區之非營利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

在臺灣地區設立辦事處或分支機構，其所派駐在臺灣地區從事業務活

動之人員。 

第七條    

保證人之責任及其保證內容如下： 
一、保證被保證人確係本人及與被保證人之關係屬實，無虛偽不實情事。 
二、負責被保證人入境後之生活及其在臺行程告知。 
三、被保證人有依法須強制出境情事，應協助有關機關將其強制出境，並

負擔交通及其他有關強制出境所需費用。 
保證人因故有難以負擔前項所定保證責任之情事時，被保證人應於二個月

內更換保證人，主管機關亦得限期於二個月內更換之。 
保證人未能履行第一項所定之保證責任或為不實保證者，主管機關應視情

節輕重，一年至三年內不予受理其代申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擔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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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人、被探親之人或為團聚之對象。 

第八條    

邀請單位及代申請人對於邀請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背景應先予瞭

解，提供資料、安排行程、活動、負責接待，於其已進入臺灣地區活動期間，

負責安排與許可目的相符之活動。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活動行程涉及觀光旅遊者，應由綜合或甲

種旅行業接待。但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社會交流，或由旅行業、旅行業同業

公會擔任邀請單位者，不在此限。 
綜合或甲種旅行業受託代申請或接待之責任，以涉及觀光旅遊事項為限，

並依發展觀光條例及其相關法令處理。 

第九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公告限

制人數或團數。 

第十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檢附之相關文件不全得補正者，主管機關

應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內補正；屆期不補正或補正不全者，駁回其申請；不能

補正者，逕駁回其申請。 
申請人有正當事由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補正者，得申請展延一次，以二

個月為限。 

第十一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發給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其種

類及效期如下： 
一、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有效期間自核發之翌日起算六個月；必要時，得

予縮短效期。 
二、一年至三年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辦理加簽後，即可

入出境；其加簽效期，自加簽之翌日起算六個月。但不得逾逐次加簽

入出境許可證之有效期間。 
三、一年至五年多次入出境許可證：在有效期間內持憑入出境。 
四、臨時停留許可證：依實際需要核給停留期間，供持憑入出境之用。 
領有前項第一款證件之大陸地區人民在有效期間內未入境者，得於該效期

屆滿後一個月內，填具延期申請書，並檢附入出境許可證，向移民署提出申請，

經移民署核准後，得延期一次，並比照原許可效期。 

第十二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有下列情形之一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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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擔任大陸地區黨務、軍事、行政或具政治性機關（構）、團體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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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或為成員。 
二、參加暴力或恐怖組織或其活動。 
三、涉有內亂罪、外患罪重大嫌疑。 
四、在臺灣地區外涉嫌重大犯罪或有犯罪習慣。 
五、曾有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六、持用偽造、變造、無效或經撤銷之文書、相片申請。 
七、有事實足認其係現（曾）與臺灣地區人民通謀而為虛偽結婚。 
八、曾在臺灣地區有行方不明紀錄二次或達二個月以上。 
九、有違反善良風俗之行為。 
十、患有重大傳染性疾病。 
十一、現(曾)於依本辦法規定申請時，為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十二、原申請事由或目的消失，且無其他合法事由。 
十三、未通過面談或無正當理由不接受面談或不捺指紋。 
十四、同行人員未依規定同時入出臺灣地區。 
十五、經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對臺灣地區政治、社

會、經濟有不利影響。 
十六、從事違背對等尊嚴原則之不當行為。 
十七、違反第六條第二項或第七條第二項變更保證人順序或更換保證人、

第三十六條或第四十三條未事先報請備查或第四十二條轉任、兼任

職務之規定。 
十八、有事實足認其無正當理由現（曾)未與臺灣地區配偶共同居住。 
十九、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未配合遵守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要求之行為，或拒絕、規避、妨礙各該

機關依規定進行訪視、隨團或查核。 
二十、有事證顯示進入臺灣地區，將有逾期停留之疑慮。 
二十一、分別以不同事由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十二、已領有有效之入出境許可證，再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二十三、違反其他法令規定。 
有前項第十款情形者，再次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時，應檢附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有第一項第二十一款或第二十二款情形者，移民署得定期命申請人說明，

屆期未說明或無正當理由，得一部或全部不予許可。但第一項第二十二款情形，

將有效之入出境許可證繳回移民署者，不在此限。 

第十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停留或活動者，入境時應備下列有效文

件經查驗後入境： 
一、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二、大陸地區核發尚餘效期六個月以上之護（證）照或香港、澳門政府核

發之非永久性居民旅行證件。 



230 

辦理兩岸公、認證與文書驗證實用手冊 

 

三、由國外地區進入者，應另檢附國外地區再入境簽證或居留證。 
四、回程或前往第三地之機（船）票。但經許可停留期間六個月以上者，

免備之。 
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且須接受面談、按捺指紋者，應經

由指定之機場、港口入境。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機場、港口之際，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禁止其入境，並廢止其許可及註銷其入出境許可證： 
一、未備第一項有效證照文件或拒不繳驗。 
二、持用不法取得、偽造、變造之證照。 
三、冒用證照或持用冒領之證照。 
四、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之目的作虛偽之陳述或隱瞞重要事實。 
五、攜帶違禁物。 
六、患有足以妨害公共衛生或社會安寧之傳染病、精神疾病或其他疾病。 
七、有違反公共秩序或善良風俗之言行。 
八、有事證顯示進入臺灣地區，將有逾期停留或從事違反法令之疑慮。 
九、同行人員未依規定與申請人同時進入臺灣地區，或隨行人員較申請人

先行進入臺灣地區。 

第十四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有下列情形之一，已入境者，自出境之

日起，未入境者，自不予許可、撤銷、廢止許可之翌日起算，於一定期間內不

予許可其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停留。但曾入境已出境者，自出境之日起算： 
一、有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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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八款、第十五款至第十七款、第十九款、或本條

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情形者，其不予許可期間為一年至

五年。 
三、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六款、第十一款或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

情形者，其不予許可期間為二年至五年。 
四、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第十八款情形者，其不予許可期間為三年

至五年。 
五、有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其不予許可期間為五年至十年。 
有前項第一款情形之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其在臺灣地區

未育有已設有戶籍之未成年親生子女者，不予許可期間得減為二分之一；其在

臺灣地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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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不予許可期間，得不予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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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情形，且符合第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未辦理延期，未逾停留期限十日，得不予管制。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事由或目的消失，除另有規定外，應自消

失之日起十日內離境；屆期未離境者，視為逾期停留。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案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暫予解除第一項期

間之限制，許可其進入臺灣地區；於其出境後，依原定管制期間繼續限制，管

制期間不重新計算： 
一、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 
二、申請目的或活動符合人道關懷原則。 
三、跨國（境）人口販運或其他刑事案件之被害人、證人有進入臺灣地區

協助偵查或審理之必要，經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其到庭或作證有助於案

件之偵查或審理。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就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計畫

內容及活動，或邀請單位、旅行業及代申請人代辦業務情形，得自行派員或會

同相關機關組成聯合查核小組，進行訪視、隨團或其他查核行為，並得要求邀

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配合遵守下列行為： 
一、提供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活動報告。 
二、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活動期間應團體行動。 
三、提供相關資料文件。 
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應遵守前項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之要求，並不得有拒絕、規避、妨礙該機關進行訪視、隨團或查核之行

為。 

第十六條    

邀請單位、旅行業或代申請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視其情節於一定期間內不

予受理其代申請： 
一、未依第三十六條或第四十三條規定報請備查。 
二、未遵守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提出之要求。 
三、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逾停留期限。 
四、有拒絕、規避、妨礙主管機關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進

行訪視、隨團或查核之情事。 
五、申請案件有隱匿或填寫不實，或有出租、出借、假冒、頂替邀請名義

之情事。 
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涉及重大刑事犯罪之嫌疑。 
七、大陸地區人民，其在臺行為或活動有事實足認有重大危害國家安全或

社會安定之虞。 
前項一定期間內不予受理其代申請之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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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第一次予以警示，自第二次起，

其不予受理期間為六個月至三年。 
二、有前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其不予受理期間為六個月至三年。 
三、有前項第五款至第七款規定情形之一，其不予受理期間為一年至五

年。 

第十七條    

    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遺失或毀損者，申請人或代申請人應備齊入出境許

可證申請書、遺失說明書或毀損證件，向移民署提出申請，經核准後，重新補

發或換發。 

第十八條  

經許可進入之大陸地區人民為申請辦理延期，應依規定期限並備齊下列文

件向移民署提出： 
一、延期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三、大陸地區核發之有效證照影本。 
四、延期計畫書及行程表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主管機關對於申請人依前項規定之延期申請，得徵詢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意見；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不予許可延期，已許可者，得撤銷或廢止其許

可，並註銷入出境許可證： 
一、有第十二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所持用大陸地區證照尚餘有效效期不足一個月。 

第十九條  

大陸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屆滿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延

長在臺停留期間： 
一、懷胎七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二個月未滿。 
二、罹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二親等內之血親、繼父母、配偶、配偶之父母

或子女之配偶在臺灣地區罹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四、遭遇天災或其他不可避免之事變。 
五、跨國（境）人口販運之被害人，有繼續停留臺灣地區協助偵查或審理

之必要，經檢察官或法官認定其作證有助於案件之偵查或審理。 
六、人身自由依法受拘束。 
依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每次延期停留期間為二個月，第三款規定之

延期停留期間，自事由發生之日起算不得逾一個月；第四款規定之延期停留期

間，不得逾一個月；第五款規定之延期停留期間，視案件偵辦或審理情形酌定

之，最長不得逾六個月；第六款規定之延期停留期間，依事實需要核給。 
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延期，應備妥下列文件向移民署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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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延期申請書。 
二、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 
三、大陸地區核發之有效證照影本。 
四、其他證明文件。 

第二十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二款罹患疾病、重病或重傷

之認定，應檢具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評鑑合格醫院開具之診斷書證明。 

第二十一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其停留期間、核發許可證件類別、申

請延期及不得延期條件，依附表一之規定。 
  

第 二 章  社會交流 

第二十二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社會交流，應由臺灣地區親友或邀請

單位代申請之。 

第二十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短期探親： 
一、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之三親等內血親。 
二、為經許可團聚並懷孕七個月以上或生產、流產後二個月未滿、依親居

留或長期居留者之父母。 
三、依本條例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四、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人民之大陸地區配偶之父母或大陸地區子女之配

偶。 
五、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之年齡逾十

六歲之未成年親生子女，或經許可專案長期居留者之父母或子女。 
六、其子女取得外國國籍或為香港澳門關係條例所定之香港、澳門居民，

並不具大陸地區人民身分，且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或受聘僱在臺灣

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六款、第四十八條

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工作，許可期間逾六個月。 
七、為依本辦法經許可在臺灣地區停留期間逾六個月者之父母、配偶、子

女或配偶之父母。 
八、為依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經許可在臺停留者之二

親等直系血親或配偶。 
九、其子女為依第三十八條附表三許可在臺灣地區停留之研修生。 

第二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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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長期探親： 
一、為臺灣地區人民之未成年子女。 
二、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留、長期居留之大陸地區人民之未成年

親生子女，年齡在十六歲以下或曾在十六歲以前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者。 

第二十五條  

大陸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主管機關

審查後得核給一個月停留期間之許可；通過面談准予延期後，得再核給五個月

停留期間之許可。 
前項通過面談之大陸地區人民申請再次入境，經主管機關認為無婚姻異

常之虞，且無依法不予許可之情形者，得核給團聚許可，其期間不得逾六個

月。 

第二十六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隨行團聚： 
一、為取得永久居留許可且在臺灣地區居住之外國人之配偶、未成年子

女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婚子女。 
二、為外國官方或半官方機構派駐在臺灣地區者之配偶或未成年子女。 
三、為受聘僱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六款、第四十八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工作之外國人、香港或澳

門居民之配偶、未成年子女或身心障礙且無法自理生活之已成年未

婚子女。 
前項第二款人員身分，得由外交部認定之。 

第二十七條  

  經依第二十三條規定許可進入臺灣地區短期探親之大陸地區人民，因探親

對象年逾六十歲，在臺灣地區無子女，且傷病未癒或行動困難乏人照料者，其

具有照料能力者一人，得申請延期在臺灣地區照料。 
前項申請延期照料，如該探親對象之配偶已依第二十五條規定申請進入臺

灣地區團聚者，主管機關得不予許可。 

第二十八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奔喪，並以一次

為限： 
一、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三親等內血親、配偶之父母、配偶或子女之

配偶死亡未滿六個月。 
二、與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且死亡未滿六個月之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

居民或外國人，具有配偶或二親等內血親關係。但以二人為限。 
大陸地區人民，其在臺灣地區之二親等內血親、配偶之父母、配偶或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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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配偶，於中華民國八十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死亡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運回遺骸、骨灰。但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九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探視或進行其他

相關活動： 
一、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經司法機

關羈押或執行徒刑，而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年以上

有期徒刑之罪。其申請案，每年一次並以二人為限。 
二、其親屬為大陸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外國人在臺灣地區遭遇不可

抗拒之重大災變致死亡或重傷，或因重大疾病住院。其申請案，每次

以二人為限。 
三、因刑事案件經司法機關傳喚，須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訴訟。 
四、因民事訴訟經司法機關通知，須進入臺灣地區進行訴訟。但經主管機

關認定有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虞者，得不予許可。 
五、符合本條例第二十六條之一規定得領取公法給付。但同一申請事由之

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進入臺灣地區，

並以一次為限。 
六、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依本條例第六十七條之一或第六十八條

規定由機關管理中，且申請人符合該規定得領取遺產。但同一申請事

由之申請人有二人以上時，應協議委託其中一人代表申請進入臺灣地

區，並以一次為限。 
七、已取得臺灣地區不動產所有權。 
大陸海峽兩岸關係協會、大陸紅十字會總會或大陸地區公務機關（構）人

員，為協助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處理相關事務，

並符合平等互惠原則，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陪同探視。 
大陸地區人民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經主管機

關同意，得不受每次二人或親屬關係之限制。 

第三十條  

依第二十三條及第二十八條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有年滿六

十歲行動不便或健康因素須專人照料，得同時申請其配偶或十八歲以上二親等

內血親一人同行照料。 
前項同行照料之配偶或親屬，停留期間與申請人相同，應與申請人同一航

（船）班入出臺灣地區，並不得申請延期。但有下列情形之ㄧ，經主管機關核

准者，不在此限： 
一、因工作或其他特殊情形須先出境。 
二、罹患重病或受重傷須延後出境。 
同行照料之配偶或親屬經依前項但書第一款規定核准先出境者，得再申

請入境；其再入境者，除有前項但書所定情形之一者外，應與申請人同時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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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第三十一條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利益情形或於兩岸互動有必要者，

經主管機關協調行政院大陸委員會等相關機關專案許可，大陸地區人民得申請

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與許可目的相符之活動。 

第三十二條  

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社會交流之接待服務事宜，得由中華救助

總會辦理，各相關機關應予必要之協助。 

第三十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社會交流，其應備文件及機關審

查權責，依附表二之規定。 

第 三 章  專業交流  

第三十四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流，應由經核准設立有案相關

專業領域且領有組織及團體憑證或工商憑證之臺灣地區邀請單位代申請之。 
本章所稱專業交流，指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從事涉及各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之相關專業領域之活動。 

第三十五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宗教教義研修、教育講學、投資經營

管理、科技研究、藝文傳習、協助體育國家代表隊培訓、駐點服務、研修生等

專業交流，應送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從事參觀、訪問、考察、領獎、參

與研討會、會議、參觀展覽及參加展覽之短期專業交流，免送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審查；其他短期專業交流應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前項交流，如參訪行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敏、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應提送聯審會審查。 

第三十六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流，其主要專業活動，不得

變更；預定進入臺灣地區日期或行程有變更者，邀請單位於入境前或行程變更

前，應檢具確認行程表及原核定行程表，送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備查。 

第三十七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流，得同時申請配偶及未成年

子女同行；符合申請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停留期間一年以上者，得申請其配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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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年子女隨行。但申請從事宗教教義研修或研修生，不得申請配偶及未成年

子女同（隨）行。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大眾傳播專業交流，其未滿十八歲

者，得同時申請直系尊親屬一人同行；大陸地區演員申請來臺參與電影片製作

或製作節目並擔任主要演員者，得申請助理人員五人進入臺灣地區。 
前二項同（隨）行之配偶、未成年子女及直系尊親屬，發給與本人相同之

證件類別及停留天數。 
第一項及第二項同行之配偶及親屬應與申請人同時入出臺灣地區，並準用

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項隨行之配偶或未成年子女不得較申請人先行進入臺灣地區，未依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經許可延長在臺停留期間者，不得較申請人延後出境。 

第三十八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專業交流，其申請資格、應備文件、

邀請單位資格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依附表三之規定。 

第 四 章  商務活動交流 

第三十九條  

大陸地區人民符合下列資格之一者，應由經核准設立有案且領有工商憑證

之臺灣地區邀請單位代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交流：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理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 

第四十條  

本章所稱之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其跨國企業指在二個以上國家建立子

公司或分公司，由母公司或本公司進行有效之控制及統籌決策，以從事跨越國

界生產經營行為，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設於外國、香港或澳門且在臺灣地區設有

子公司或分公司，或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設於臺灣地區，並符合下列各款要件之

一之經濟實體： 
一、申請前一年於全世界資產達二十億美元以上。 
二、經經濟部核發營運總部認定函。 
三、國內員工人數達一百人以上，且其中五十人以上具專科以上學校學歷。 
四、國內年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五、區域年營業收入淨額達新臺幣十五億元以上。 

第四十一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演講、商務研習（含受訓）、履約活

動及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應送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商務訪問、會

議、考察、參加展覽、參觀展覽及海空運服務等短期商務活動交流，免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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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一類示範事業、區內一般事業邀請大陸地

區人民至區內從事商務活動交流者，得經該示範區管理機關核轉移民署，申請

入出境許可證。 
前項大陸地區人民來臺期間在一個月以下者，得免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 
行政院核定之自由經濟示範區第二類示範事業邀請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從事

商務活動交流者，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轉移民署，申請入出境許可證。 
前四項交流，如參訪行程或人員身分涉及機敏、邀請單位資格有疑慮或有

其他特殊情形者，應提送聯審會審查。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進入臺灣地區服務，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設於香港或澳門

且在臺灣地區設有子公司或分公司，或其母公司或本公司設於臺灣地區者，提

送聯審會審查。 

第四十二條  

以跨國企業內部調動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服務之大陸地區人民，不得轉任

或兼任該跨國企業以外之職務，其有轉任、兼任或離職者，應於十日內離境。 

第四十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交流，其主要商務活動，

不得變更；預定進入臺灣地區日期或行程有變更者，邀請單位於入境前或行程

變更前，應檢具確認行程表及原核定行程表，送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備查。 

第四十四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交流，得同時申請配偶及未

成年子女同行。但申請從事商務研習（含受訓）者，不適用之。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者，得申請配

偶及未成年子女隨行。 
前二項同（隨）行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發給與本人相同之證件類別及停

留天數。 
第一項同行之配偶及未成年子女應與申請人同時入出臺灣地區，並準用第

三十條第二項、第三項之規定。 
第二項隨行之配偶或未成年子女入出臺灣地區，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

規定。 

第四十五條  

為有助於政府推動全球佈局、企業營運總部政策，或提升臺灣地區產業或

經濟利益，對非任職於第四十條所定跨國企業或非屬第四十六條附表四所定之

大陸地區人民，因企業內部調動而有進入臺灣地區之必要者，得經行政院大陸

委員會會同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許可進入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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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六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商務活動交流，其申請資格、應備文

件、邀請單位資格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依附表四之規定。 

第 五 章   醫療服務交流 

第四十七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陸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有生命危險須返回臺灣地

區者，得申請大陸地區必要之醫事人員同行照護。 
大陸地區人民患有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得於臺灣地區接受醫療服

務之疾病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就醫，並應於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

之醫療機構為之。 
前項大陸地區人民得申請其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二人隨行；必要時，並得

申請大陸地區醫事人員二人同行照護。 
前項隨行及同行照護人員之人數，主管機關得視具體情況審酌增減之。 
隨行之配偶或親屬，發給與本人相同之證件類別及停留天數。 
第一項及第三項同行照護醫事人員應與被照護人員同一航(船)班進入臺灣

地區。 
第三項隨行之配偶或親屬入出臺灣地區，準用第三十七條第五項之規

定。 

第四十八條  

大陸地區人民年滿二十歲，且有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存款或持有銀行

核發金卡或年工資所得相當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者，得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於

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之醫療機構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前項醫療機構每月可接受服務人數，由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一項申請人，得申請其配偶及直系血親同行進入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

或美容醫學；其十八歲以下同行者，得免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前項同行之配偶及直系血親應與申請人同時入出臺灣地區。 

第四十九條  

醫療機構依前條代為申請之大陸地區人民在臺有逾期停留者，應於該大陸

地區人民逾期停留之日起算七日內協尋；屆協尋期仍未歸者，逾期停留之第一

人予以警示，自第二人起，每逾期停留一人，由主管機關不予受理其代申請大

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一個月。第一次逾期停

留如同時有二人以上者，自第二人起，每逾期停留一人，不予受理醫療機構代

申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一個月；最近一

年內累計逾期停留達十人以上，自第十一人起，每逾期停留一人，不予受理二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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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療機構所代申請之大陸地區人民入境後未依規定前往該醫療機構接受健

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者，每違反規定一人，由主管機關不予受理其代申請大

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一個月。 
醫療機構為辦理代申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

學服務，得向移民署繳納新臺幣一百萬元保證金。 
醫療機構於所代申請之大陸地區人民違反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前，已依前

項繳納保證金者，自大陸地區人民逾期停留第二人起或違反第二項規定，每一

人扣繳保證金新臺幣十萬元；對於最近一年內累計逾期停留達十人以上之情形

者，自第十一人起，每一人扣繳保證金新臺幣二十萬元，不適用第一項或第二

項不予受理服務之規定。 
醫療機構所代申請之大陸地區人民入境後從事與許可目的不符之活動情節

重大，致損害國家利益者，主管機關得不予受理其代申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臺

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一年至三年。 

第五十條  

依前條第四項扣繳之保證金，由移民署繳交國庫。 
經扣繳保證金之醫療機構，如保證金餘額已不足前條第三項數額時，由移

民署通知於一個月內補足之。 
醫療機構所繳保證金經全數扣繳，或未依前項規定補足者，其所代申請

之大陸地區人民入境後如有逾期停留或未依規定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

務之情形，主管機關應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為不予受理服務之處分。 
醫療機構經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公告停止其代申請大陸地區人民進入

臺灣地區接受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服務者，其所繳保證金餘額，得於公告停

止日二個月內申請移民署發還；屆滿未申請者，由移民署主動通知其申請發

還。 

第五十一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從事醫療服務交流，其應備文件及機關審

查權責，依附表五之規定。 
 

第 六 章   附則 

第五十二條  

大陸地區人民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本條例第

七十七條規定專案許可並免予申報： 
一、國際體育組織自行舉辦或委託我方舉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會議或活動。 
二、政府間或半官方之國際組織舉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

國際會議或活動。 
三、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之國際會議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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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舉辦之兩岸交流會議或活動。 
五、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舉

辦，並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之兩岸會談。 
大陸地區人民依前項規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依本辦法規定之程序辦理。

但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與國際組織訂有協議，或第五款之機構或民間團體與大

陸地區法人、團體或機構訂有協議者，依其協議辦理。 

第五十三條  

大陸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而有本條例第七十七條所定情形者，

移民署應檢附據實申報之進入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申請書影本，函送該管高

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備查。 
依前條規定專案許可免予申報者，移民署應檢附專案許可證明文件及有關

資料影本，函送該管高等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備查。 

第五十四條  

大陸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所檢附大陸地區製作之文書，主管機關

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要求先送經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

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 

第五十五條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大陸地區人民且符合下列所定情形之一者，得依第

二項規定申請入學： 
一、依第二十三條第三款規定，為臺灣地區人民之未成年子女。 
二、依第二十四條規定之未成年子女。 
三、依第三十八條附表三從事投資經營管理且已實行投資者之隨行未成

年子女。 
四、依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從事跨國企業內部調動服務者之隨行未成

年子女。 
前項大陸地區人民得依下列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就讀與其學歷相銜接之國民中、小學者，應向其在臺住所所在地

學校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出申請，由該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分發至在

臺住所學區或鄰近學區學校；其擬就讀私立學校者，應附學校同意入

學證明。 
二、申請就讀與其學歷相銜接之高級中等學校者，應檢附下列文件，向其

擬就讀學校之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提出申請，比照臺灣地區學生參加學

校轉（入）學甄試，達錄取標準，經主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定後，採增

額方式錄取；其增加之名額，以各校各年級轉（入）學名額百分之ㄧ

為限，計算遇小數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數計算： 
（一）入學申請表。 
（二）中央衛生福利主管機關指定醫院所出具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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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請人之父或母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影本。 
（四）經大陸地區公證處公證，並經本條例第四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

依第二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查證、驗證之最高學歷證明文件

及成績單。 
（五）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影本。 
（六）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三、申請就讀外國僑民學校者，準用外國僑民子女就學相關規定辦理。 

第五十六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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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大陸地區法規 

公證法 
2005年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 

2005年8月28日主席令第39號公布、自2006年3月1日起施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規範公證活動，保障公證機構和公證員依法履行職責，預防糾紛，保障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合法權益，制定本法。 

第二條 

公證是公證機構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依照法定程式對

民事法律行為、有法律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予以證明的活動。 

第三條 

公證機構辦理公證，應當遵守法律，堅持客觀、公正的原則。 

第四條 

全國設立中國公證協會，省、自治區、直轄市設立地方公證協會。中國公

證協會和地方公證協會是社會團體法人。中國公證協會章程由會員代表大會制

定，報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備案。 
公證協會是公證業的自律性組織，依據章程開展活動，對公證機構、公證

員的執業活動進行監督。 

第五條 

司法行政部門依照本法規定對公證機構、公證員和公證協會進行監督、指導。 

第二章 公證機構 

第六條 

公證機構是依法設立，不以營利為目的，依法獨立行使公證職能、承擔民

事責任的證明機構。 

第七條 

公證機構按照統籌規劃、合理佈局的原則，可以在縣、不設區的市、設區

的市、直轄市或者市轄區設立；在設區的市、直轄市可以設立一個或者若干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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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證機構。公證機構不按行政區劃層層設立。 

第八條 

設立公證機構，應當具備下列條件： 
（一）有自己的名稱； 
（二）有固定的場所； 
（三）有二名以上公證員； 
（四）有開展公證業務所必需的資金。 

第九條 

設立公證機構，由所在地的司法行政部門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

司法行政部門按照規定程式批准後，頒發公證機構執業證書。 

第十條 

公證機構的負責人應當在有三年以上執業經歷的公證員中推選產生，由所

在地的司法行政部門核准，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備案。 

第十一條 

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公證機構辦理下列公證事項： 
（一）合同； 
（二）繼承； 
（三）委託、聲明、贈與、遺囑； 
（四）財產分割； 
（五）招標投標、拍賣； 
（六）婚姻狀況、親屬關係、收養關係； 
（七）出生、生存、死亡、身分、經歷、學歷、學位、職務、職稱、有無

違法犯罪紀錄； 
（八）公司章程； 
（九）保全證據； 
（十）文書上的簽名、印鑒、日期，文書的副本、影印本與原本相符； 
（十一）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自願申請辦理的其他公證事項。 
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公證的事項，有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應

當向公證機構申請辦理公證。 

第十二條 

根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申請，公證機構可以辦理下列事務： 
（一）法律、行政法規規定由公證機構登記的事務； 
（二）提存； 
（三）保管遺囑、遺產或者其他與公證事項有關的財產、物品、文書； 
（四）代寫與公證事項有關的法律事務文書； 
（五）提供公證法律諮詢。 



245

第五章 法規篇 

 

第十三條 

公證機構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為不真實、不合法的事項出具公證書； 
（二）毀損、篡改公證文書或者公證檔案； 
（三）以詆毀其他公證機構、公證員或者支付回扣、傭金等不正當手段爭

攬公證業務； 
（四）洩露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 
（五）違反規定的收費標準收取公證費； 
（六）法律、法規、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規定禁止的其他行為。 

第十四條 

公證機構應當建立業務、財務、資產等管理制度，對公證員的執業行為進

行監督，建立執業過錯責任追究制度。 

第十五條 

公證機構應當參加公證執業責任保險。 

第三章 公證員 

第十六條 

公證員是符合本法規定的條件，在公證機構從事公證業務的執業人員。 

第十七條 

公證員的數量根據公證業務需要確定。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

行政部門應當根據公證機構的設置情況和公證業務的需要核定公證員配備方

案，報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備案。 

第十八條 

擔任公證員，應當具備下列條件： 
（一）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 
（二）年齡二十五周歲以上六十五周歲以下； 
（三）公道正派，遵紀守法，品行良好； 
（四）通過國家司法考試； 
（五）在公證機構實習二年以上或者具有三年以上其他法律職業經歷並在

公證機構實習一年以上，經考核合格。 

第十九條 

從事法學教學、研究工作，具有高級職稱的人員，或者具有本科以上學歷，

從事審判、檢察、法制工作、法律服務滿十年的公務員、律師，已經離開原工

作崗位，經考核合格的，可以擔任公證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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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不得擔任公證員： 
（一）無民事行為能力或者限制民事行為能力的； 
（二）因故意犯罪或者職務過失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 
（三）被開除公職的； 
（四）被吊銷執業證書的。 

第二十一條 

擔任公證員，應當由符合公證員條件的人員提出申請，經公證機構推薦，

由所在地的司法行政部門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審核同

意後，報請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任命，並由省、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司法

行政部門頒發公證員執業證書。 

第二十二條 

公證員應當遵紀守法，恪守職業道德，依法履行公證職責，保守執業秘密。 
公證員有權獲得勞動報酬，享受保險和福利待遇；有權提出辭職、申訴或

者控告；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經法定程式，不被免職或者處罰。 

第二十三條 

公證員不得有下列行為： 
（一）同時在二個以上公證機構執業； 
（二）從事有報酬的其他職業； 
（三）為本人及近親屬辦理公證或者辦理與本人及近親屬有利害關係的

公證； 
（四）私自出具公證書； 
（五）為不真實、不合法的事項出具公證書； 
（六）侵佔、挪用公證費或者侵佔、盜竊公證專用物品； 
（七）毀損、篡改公證文書或者公證檔案； 
（八）洩露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 
（九）法律、法規、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規定禁止的其他行為。 

第二十四條 

公證員有下列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司法行政部門報省、自治區、直轄

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提請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予以免職： 
（一）喪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 
（二）年滿六十五周歲或者因健康原因不能繼續履行職務的； 
（三）自願辭去公證員職務的； 
（四）被吊銷公證員執業證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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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證程序 

第二十五條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申請辦理公證，可以向住所地、經常居住地、

行為地或者事實發生地的公證機構提出。 

申請辦理涉及不動產的公證，應當向不動產所在地的公證機構提出；申請

辦理涉及不動產的委託、聲明、贈與、遺囑的公證，可以適用前款規定。 

第二十六條 

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可以委託他人辦理公證，但遺囑、生存、收養

關係等應當由本人辦理公證的除外。 

第二十七條 

申請辦理公證的當事人應當向公證機構如實說明申請公證事項的有關情

況，提供真實、合法、充分的證明材料；提供的證明材料不充分的，公證機構

可以要求補充。 

公證機構受理公證申請後，應當告知當事人申請公證事項的法律意義和可

能產生的法律後果，並將告知內容記錄存檔。 

第二十八條 

公證機構辦理公證，應當根據不同公證事項的辦證規則，分別審查下列事項： 
（一）當事人的身分、申請辦理該項公證的資格以及相應的權利； 
（二）提供的文書內容是否完備，含義是否清晰，簽名、印鑑是否齊全； 
（三）提供的證明材料是否真實、合法、充分； 
（四）申請公證的事項是否真實、合法。 

第二十九條 

公證機構對申請公證的事項以及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材料，按照有關辦證規

則需要核實或者對其有疑義的，應當進行核實，或者委託異地公證機構代為核

實，有關單位或者個人應當依法予以協助。 

第三十條 

公證機構經審查，認為申請提供的證明材料真實、合法、充分，申請公證

的事項真實、合法的，應當自受理公證申請之日起十五個工作日內向當事人出

具公證書。但是，因不可抗力、補充證明材料或者需要核實有關情況的，所需

時間不計算在期限內。 

第三十一條 

有下列情形之一的，公證機構不予辦理公證： 
（一）無民事行為能力人或者限制民事行為能力人沒有監護人代理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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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公證的； 
（二）當事人與申請公證的事項沒有利害關係的； 
（三）申請公證的事項屬專業技術鑑定、評估事項的； 
（四）當事人之間對申請公證的事項有爭議的； 
（五）當事人虛構、隱瞞事實，或者提供虛假證明材料的； 
（六）當事人提供的證明材料不充分或者拒絕補充證明材料的； 
（七）申請公證的事項不真實、不合法的； 
（八）申請公證的事項違背社會公德的； 
（九）當事人拒絕按照規定支付公證費的。 

第三十二條 

公證書應當按照國務院司法行政部門規定的格式製作，由公證員簽名或者

加蓋簽名章並加蓋公證機構印章。公證書自出具之日起生效。 

公證書應當使用全國通用的文字；在民族自治地方，根據當事人的要求，

可以製作當地通用的民族文字文本。 

第三十三條 

公證書需要在國外使用，使用國要求先認證的，應當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外

交部或者外交部授權的機構和有關國家駐中華人民共和國使（領）館認證。 

第三十四條 

當事人應當按照規定支付公證費。 
對符合法律援助條件的當事人，公證機構應當按照規定減免公證費。 

第三十五條 

公證機構應當將公證文書分類立卷，歸檔保存。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應當

公證的事項等重要的公證檔案在公證機構保存期滿，應當按照規定移交地方檔

案館保管。 
 

第五章 公證效力 

第三十六條 

經公證的民事法律行為、有法律意義的事實和文書，應當作為認定事實的

根據，但有相反證據足以推翻該項公證的除外。 

第三十七條 

對經公證的以給付為內容並載明債務人願意接受強制執行承諾的債權文

書，債務人不履行或者履行不適當的，債權人可以依法向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

申請執行。 

前款規定的債權文書確有錯誤的，人民法院裁定不予執行，並將裁定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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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雙方當事人和公證機構。 

第三十八條 

法律、行政法規規定未經公證的事項不具有法律效力的，依照其規定。 

第三十九條 

當事人、公證事項的利害關係人認為公證書有錯誤的，可以向出具該公證

書的公證機構提出複查。公證書的內容違法或者與事實不符的，公證機構應當

撤銷該公證書並予以公告，該公證書自始無效；公證書有其他錯誤的，公證機

構應當予以更正。 

第四十條 

當事人、公證事項的利害關係人對公證書的內容有爭議的，可以就該爭議

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第六章 法律責任 

第四十一條 

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有下列行為之一的，由省、自治區、直轄市或者設區

的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給予警告；情節嚴重的，對公證機構處一萬元以上

五萬元以下罰款，對公證員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並可以給予三個月

以上六個月以下停止執業的處罰；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一）以詆毀其他公證機構、公證員或者支付回扣、傭金等不正當手段爭

攬公證業務的； 
（二）違反規定的收費標準收取公證費的； 
（三）同時在二個以上公證機構執業的； 
（四）從事有報酬的其他職業的； 
（五）為本人及近親屬辦理公證或者辦理與本人及近親屬有利害關係的公

證的； 
（六）依照法律、行政法規的規定，應當給予處罰的其他行為。 

第四十二條 

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有下列行為之一的，由省、自治區、直轄市或者設區

的市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對公證機構給予警告，並處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款，並可以給予一個月以上三個月以下停業整頓的處罰；對公證員給予警告，

並處二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款，並可以給予三個月以上十二個月以下停止執

業的處罰；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情節嚴重的，由省、自治區、直轄市

人民政府司法行政部門吊銷公證員執業證書；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一）私自出具公證書的； 
（二）為不真實、不合法的事項出具公證書的； 
（三）侵佔、挪用公證費或者侵佔、盜竊公證專用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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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毀損、篡改公證文書或者公證檔案的； 
（五）洩露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的； 
（六）依照法律、行政法規的規定，應當給予處罰的其他行為。 
因故意犯罪或者職務過失犯罪受刑事處罰的，應當吊銷公證員執業證書。 

第四十三條 

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利害關係人造成損失

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公證機構賠償後，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

大過失的公證員追償。 
當事人、公證事項的利害關係人與公證機構因賠償發生爭議的，可以向人

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第四十四條 

當事人以及其他個人或者組織有下列行為之一，給他人造成損失的，依法

承擔民事責任；違反治安管理的，依法給予治安管理處罰；構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責任： 
（一）提供虛假證明材料，騙取公證書的； 
（二）利用虛假公證書從事欺詐活動的； 
（三）偽造、變造或者買賣偽造、變造的公證書、公證機構印章的。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五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外使（領）館可以依照本法的規定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締結或者參加的國際條約的規定，辦理公證。 

第四十六條 

公證費的收費標準由國務院財政部門、價格主管部門會同國務院司法行政

部門制定。 

第四十七條 

本法自2006年3月1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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