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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之活動事由及停留期間一覽表 

活動事由 停留期間 核發之證件類別 延期條件 

壹、社會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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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依第二十三條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申請

者，不得申請延期，每年申請來臺次數

不得逾二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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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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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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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得申請延期者，每年在臺總停留期間不

得逾六個月。 

一、短期探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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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每年申請來臺次數不得逾三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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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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二十三條第八款 一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每年申請來臺次數不得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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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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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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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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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團聚：一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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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或一年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 

四、隨行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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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至三年多次入出境許

可證。 

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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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地區受聘工作

期間相同。 

五、延期照料 六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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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 

七、探視或進行其他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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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依

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七款

規定，得發給一年逐次加

簽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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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專案許可 依專案許可內容辦理

。 

依專案許可內容辦理。 依專案許可內容辦理。 

貳、專業交流 

一、宗教教義研修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一年逐

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 

二、教育講學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一年逐

次加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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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不得申請延期。 



 5 

年。 有必要者，得發給一年至

三年逐次加簽或多次入出

境許可證。 

學術科技研究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逐次加

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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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類（短期產業科

技）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六

個月。 

不得申請延期。 

四、

科技

研究 

產業科 

技研究 

乙類（長期產業科

技）、丙類（海外

長期產業科技）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逐次加

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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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逐次加

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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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六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逐次加

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培訓績效良好，有必要延長停留；其總

停留期間不得逾一年。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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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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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期

間，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年至三年多次入出境許

可證 

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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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機構，其所派

駐在臺灣地區從事

業務活動之人員 

海空運駐點服務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期

間，最長不得逾一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一年至

三年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因有繼續服務之必要，得申請延期一次，期

間不得逾一個月。 

駐點記者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三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常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

有必要者，得發給一年逐

次加簽或多次入出境許可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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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六

個月。 

單次或逐次加簽入出境許

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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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藝文、大眾

傳播及衛生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六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

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

發給一年逐次加簽或多次

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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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短期專業

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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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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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商務活動交流 

一、演講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主 不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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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個月。 

二、商務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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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臺灣地區設有

營運總部，領有

經濟部核發之認

定函。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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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申請延期。 

三、履約活動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三

個月。 

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發給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達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二、邀請單位屬於自由貿易

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自

由港區事業或加工出口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定之

區內事業或農業科技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定之

園區事業。 

三、邀請單位屬於自由經濟

示範區所定之事業。 

四、申請人為旅居海外地區

之大陸地區人民。 

五、申請人為大陸地區年度

營業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企業之負責人或

經理人。 

六、申請人為大陸地區股票

上市公司之負責人或經

理人。 

七、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內

曾經許可來臺從事商務

活動交流達二次以上。 

八、申請人持經大陸地區機

不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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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出具訪問或交流事由

之證明文件。 

四、跨國企業內部調動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三

年。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常

性來臺，經主管機關認有必

要者，得發給逐次加簽入出

境許可或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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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訪問、會議、考察

、參加展覽及參觀展覽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一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但經主

管機關認有必要者，得發給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發給

多次入出境許可證： 

一、邀請單位年度營業額達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二、邀請單位屬於自由貿易

港區設置管理條例之自

由港區事業或加工出口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定之

區內事業或農業科技園

區設置管理條例所定之

園區事業。 

三、邀請單位屬於自由經濟

示範區所定之事業。 

四、申請人為旅居海外地區

之大陸地區人民。 

五、申請人為大陸地區年度

營業額達新臺幣一百億

元以上企業之負責人或

不得申請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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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 

六、申請人為大陸地區股票

上市公司之負責人或經

理人。 

七、申請人最近十二個月內

曾經許可來臺從事商務

活動交流達二次以上。 

八、申請人持經大陸地區機

關出具訪問或交流事由

之證明文件。 

海空運服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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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組員、船員，

核定停留期間為

七天。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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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機組員、船員核

定臨時停留期間

，自入境之翌日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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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機組員、船員，得發給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一

年逐次加簽或多次入出

境許可證。 

(二)技術人員(含先期及維修

人員)，得發給單次入出

境許可證、一年逐次加

簽入出境許可證。 

二、機組員或船員已持有有

效一年逐次加簽或多次

入出境許可證，因航行

任務、疾病、災變或其

他特殊事故之必要，得

於抵達臺灣地區機場、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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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臨時停留許可證：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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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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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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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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口時，向移民署派駐

之國境事務隊申請臨時

停留許可證。 

肆、醫療服務交流 
一、就醫 三個月。 一、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二、一年至三年逐次加簽入

出境許可證。 

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三個月。 

二、同行照護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三
個月。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不得申請延期。 

三、健康檢查或美容醫學 依活動行程核定停留
期間，最長不得逾十
五天。 

單次入出境許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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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表二：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社會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機關審查權責表 

社 會 交 流 類 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資 格 
應 備 文 件 審查機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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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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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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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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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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來臺者。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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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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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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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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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報告。 

三、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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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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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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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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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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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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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或澳門居民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核發之聘僱工

作許可證明文件、居留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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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五、延期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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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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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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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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六、奔喪或運回
遺骸、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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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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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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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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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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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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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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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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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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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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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申請人為已取得臺灣地區不動產所有權者，檢附土地或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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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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物登記簿謄本。 

八、專案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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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移民署、
行政院大
陸委員會
、各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 

備註： 
一、 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依第五十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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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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專業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權責表 

專 業 交 流 

類 型 
邀請單位資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資 格 
應 備 文 件 

申 請 資 格

審 查 機 關 

身分查核 

一、宗教教義研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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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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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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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民

政司)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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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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講學 經教育部核准設立之大專（

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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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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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移民署 

三、投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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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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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二、臺灣地區事業或辦事處之登記

證明影本。 

三、投資或設立辦事處之許可函。 

四、已實行投資金額審定函（辦事

處無須檢附）。 經濟部 

（ 相 關 目

的 事 業 主

管機關） 

移民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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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類: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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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設立未滿一年者，實

收資本額或中華民國

境內營業所用資金金

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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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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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符合前二項資格之公司

或辦事處得申請：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二、臺灣地區事業或辦事處之登記

證明影本。 

三、投資或設立辦事處之許可函。 

四、已實行投資金額審定函。 

五、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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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七、學經歷證明文件（經理人無須

檢附）。 

經濟部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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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理人限一人（適用

投資設立之公司）。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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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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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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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辦事處者得申請一

人。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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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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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名額得不受前二

目之限制。 

四、科

技研究 

學術科技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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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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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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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

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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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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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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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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須為研究機構或具研發

能力者。 

甲類： 

短期產業科技人士指具備學

士以上學位者。 

 

產業科技研

究(含產業

研發或產業

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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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產事業：資本額或年

營業額達新臺幣三千萬

元以上。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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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須為研究機構或具研發

能力者。 

乙類： 

長期產業科技人士指具備下

列資格之一者： 

一、具碩士以上學位。 

二、具學士學位及二年以上

相關工作經驗。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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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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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甲類邀請單位資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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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藝文傳習 臺灣地區相關專業領域之機

關（構）、學校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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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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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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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協助體育國家代

表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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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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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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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體育署 
移民署 

七、 

駐點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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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相

關領域之財團法人。 

依專案許可內容辦理。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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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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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之人員 

海空運駐點服

務 

所屬航空、航運公司之臺灣

地區分公司、辦事處或代理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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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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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部 移民署 

駐點記者 臺灣地區大眾傳播事業或相

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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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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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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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修生 學術機構、經教育部核准設

立之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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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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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移民署 

政府機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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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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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保證書免

附）。 

二、活動計畫及行程表。 

三、團體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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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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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備專業領域之大陸地區人

民。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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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送目的

事業主管

機關審查 

九、

短期

專業

交流 

其他短期專業

交流 

（同上) （同上） （同上） 各相關目

的事業主

管機關。 

移民署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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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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表之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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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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商務活動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審查表 

商務活動交流類型 邀請單位資格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資 格 
應 備 文 件 

申 請

資 格 

審 查

機 關 

身

分

查

核 

一、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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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

理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

術性人員。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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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移

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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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務研習(含受

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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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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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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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目

的事

業主

管機

關 

移

民

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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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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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

理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

術性人員。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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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移

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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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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跨國企業內部

調動服務 

跨國企業在臺之母公司、

本公司、分公司或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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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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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移

民

署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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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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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業負責人或經

理人。 

二、事業專門性或技

術性人員。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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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送

目的

事業

主管

機關

審查 

移

民

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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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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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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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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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五：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事醫療服務交流申請資格應備文件及機關審查權責表 

醫 療 服 務 交 流  

類 型 

大 陸 地 區 人 民 

申 請 資 格 
應 備 文 件 審查機關 

一、就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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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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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二、同行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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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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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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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檢查或

美容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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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第五條之應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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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相當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金融機構存款證明。 
(二)銀行核發金卡證明文件。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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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民署 

備註：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依第五十四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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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