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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40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2月17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5538 號

案由：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1 日
發文字號：院臺法字第 1050153306 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5）年 1 月 14 日本院第 3483 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 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內政部（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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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國籍法（以下簡稱本法）於十八年二月五日制定公布施行，其後歷經四次修正。為落實「公
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意旨，維護婚姻移民者權益，
並解決外國人歸化我國國籍實務上之問題，及延攬優秀外國人才，爰擬具本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配合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發條例用語，修正申請歸化要件「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為「品行
端正，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增訂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曾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經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後離婚且未再婚，或其
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扶養其配偶之父母者，或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
子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監護或輔助者，或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
輔助人者，其歸化要件與婚姻關係存續中之配偶相同。（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後一定期間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者，撤銷其
歸化許可。但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或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
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修正條文第九條）
四、增訂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之中華民國國籍無行為能力人或限
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活，得申請喪失國籍。（修正條
文第十一條）
五、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已對未補提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之歸化者，定明行使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爰增訂上開情形為應於五年內撤銷歸化許可之除外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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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三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第三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一、配合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核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

發條例用語，修正第一項第
三款為「品行端正，且無警

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

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

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
紀錄」。

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

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
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

二、第一項第三款所稱「品行
端正」，係指無下列行為：

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

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

(一)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中
第二章妨害善良風俗之

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
為能力。

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
為能力。

行為。
(二)妨害婚姻或家庭，經檢

三、品行端正，且無警察刑
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

察官提起公訴。但經法
院判決無罪或不受理確

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
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

定者，不在此限。
(三)從事、媒合或教唆他人

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
障無虞。

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

坐檯陪酒或脫衣陪酒。
(四)經相關機關查獲走私或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

。

條

文

說

明

運送、販賣違禁品。
(五)出於自願施用毒品。

前項第三款所定品行端

前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
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

(六)其他經內政部認定為品
行不端行為。

正之要件及第五款所定我國
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

基本常識，其認定、測試、
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

三、第二項增列品行端正要件
之認定，由內政部定之等法

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試
、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

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律授權文字，以資明確。

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第四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一、外國人喪失國人配偶身分
，因家暴遭受身體或精神虐

，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

，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

待等因素經法院依家庭暴力
防治法核發民事保護令，其

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
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

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
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

後離婚未再婚，因離婚原因
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或於

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配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扶養
其配偶父母，誠屬可貴，宜

：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比照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適
用較寬鬆之規定，爰增訂第

。

。

一項第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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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
經法院核發民事保護令後

二、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
民國國民。

二、考量喪偶或離婚後之外籍
配偶以及與我國人無婚姻關

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
死亡後未再婚且扶養其配

三、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
女。

係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對
婚姻或認領等所生無行為能

偶之父母。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

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

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我國籍
子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

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
女，有扶養事實、行使負

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
籍人，其父、母或養父母現

護時，其承擔教養我國籍子
女之責任，並善盡為人父母

擔權利義務、監護或輔助
。

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
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

之職責，誠屬有心加入我國
社會，且因係單親家庭，須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
民國國民。

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

同時負擔家庭經濟，處境更
加困難，如無法比照我國國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
女。

，亦得申請歸化。

民配偶之身分適用較寬鬆之
規定，與人情相違，為利外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

國籍或無國籍父或母教養照
護其子女，爰增訂第一項第

七、經法院選定或改定為中
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

三款規定，現行第二款至第
四款款次遞移為第四款至第

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

六款。
三、為利被法院選定或改定為

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
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善盡職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
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

責，以確保被監護人或被輔
助人之權益，爰增第一項第

第一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
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七款。
四、第二項參酌現行條文第七
條「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
女，得申請隨同歸化」，為
求衡平，爰增訂「未婚」文
字，以資明確。另將「養父
母」修正為「養父或養母」
，使單方或單身收養之情形
亦得適用。

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

第九條

外國人依第三條至第

一、為避免外國人喪失其原有

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
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

七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
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能

國籍後，不符合我國國籍法
歸化要件，經內政部駁回歸

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
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

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
，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

化，在當事人尚未向其原有
國申請回復原有國籍時，致

原有國籍證明。屆期未提出
者，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交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在此
限。

不具有國籍證件，易生爭議
，爰第一項規定，外國人申

未依前項規定提出喪失
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

請歸化，自許可歸化之日起
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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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

明，屆期未提出者，應撤銷
其歸化許可。另考量部分國

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
證明：

家法令規定，其國民須滿一
定年齡始得喪失原有國籍，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

如英國規定須滿十八歲或新
加坡規定須滿二十一歲始得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

放棄國籍，以上情形須滿一
定年齡後，始得喪失其原有

、文化、藝術、體育及其
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

國籍，爰第一項規定，渠等
係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

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
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

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二、考量當事人歸化國籍後，

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

先准予定居即辦理戶籍登記
，嗣後因未提出喪失原有國

三、提出因非可歸責於當事
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

籍證明，必須同時撤銷歸化
許可及戶籍登記，勢必更影

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

響當事人權益，爰增訂第二
項，歸化者於提出喪失原有

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
部定之。

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
定居。
三、綜觀目前國際人才競逐，
為提升國家競爭力，部分國
家積極增加誘因吸引外國籍
人才，如韓國自二零一零年
一月起，新修訂之國籍法已
有條件允許雙重（多重）國
籍，其適用對象為對韓國有
特殊重大貢獻及傑出專才之
外國人。而我國於延攬優秀
專業人才時，囿於相關法令
限制，致誘因不足，失去攬
才、留才先機。為避免全面
開放雙重國籍疑慮及兼顧現
實需要，爰增列第三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使有殊勳於我
國者（現行條文第六條）或
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
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
、藝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
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
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
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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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通過者，申請歸化無須
喪失原有國籍。
四、哥斯大黎加及墨西哥等國
法令或政策規定，永遠不許
可該國國民放棄國籍，確有
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而
無法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爰將現行第九條但書「提
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
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
明者」，配合移列至第三項
第三款。
五、為期第三項第二款高級專
業人才有一致之認定標準，
爰作第四項規定。另第三項
第二款所定「其他領域」包
括民主、人權、宗教、金融
、醫學、公路、高速鐵路、
捷運系統、電信、飛航、航
運、深水建設、氣象或地震
等領域，為避免遺漏，未來
於高級專業人才認定標準詳
細規範，以求周延。
六、依本條規定經許可歸化未
喪失外國國籍者，在我國期
間仍須遵守我國法律，並不
得主張外國權利，以避免藉
雙重國籍身分逸脫我國法律
拘束，併此敘明。
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

一、現行實務上，如父或母一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
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
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方為外國人，因離婚或我國
籍配偶死亡致婚姻關係消滅

：
一、由外國籍父、母、養父

：
一、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

，其未成年子女為取得外國
籍之父或母之國籍須先喪失

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
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人或

父認領者。
二、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領

我國國籍時，因父或母本係
外國人，因此無法依現行第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
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

，母為外國人者。
三、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二項規定隨同父或母喪失我
國國籍，又不符合現行第一

四、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者。
五、年滿二十歲，依中華民

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得申請喪
失國籍之規定，僅得俟成年

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
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後，符合第一項第五款規定
始得申請喪失我國國籍。已

國領域外生活。
二、為外國人之配偶。
三、年滿二十歲，依中華民
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

第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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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外國國籍。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
國國籍者，其未成年子女，

成年子女受監護宣告如由其
外國籍父或母監護，欲申請

國國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
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

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中
華民國國籍。

喪失我國國籍隨同其外國籍
父或母生活，依現行規定，

失中華民國國籍。

亦有無法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之困擾，另現行第一項第四
款為外國人之養子女得喪失
中華民國國籍之規定，未考
量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為外國人收養者之最
佳利益，均有待解決。
二、目前國人與外國人通婚頻
繁，亦有為外國人收養情形
，基於人權保障宜尊重其子
女選擇國籍之自由，並考量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之子女或養子女與外國籍父
、母、養父或養母隨同生活
之最佳利益，解決子女或養
子女與外國籍父、母、養父
或養母不同國籍困擾，爰將
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款、第
二款及第四款之情事予以合
併，列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一款，凡由外國籍父、母、
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
務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人或
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
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
域外生活，得申請喪失國籍
。現行第一項第三款、第五
款移列為修正條文第一項第
二款、第三款。
三、參酌現行條文第七條「歸
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得
申請隨同歸化」，為求衡平
，爰第二項增訂「未婚」文
字，以資明確，至已婚未成
年人，如符合第一項各款規
定，仍得申請喪失國籍。

第十九條 歸化、喪失或回復
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

第十九條 歸化、喪失或回復
中華民國國籍後，五年內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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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第九條第一項已對未
補提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之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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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
許可外，五年內發現有與本

現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
，應予撤銷。

法規定不合之情形，應予撤
銷。

者規定行使撤銷權之除斥期間
，爰明定作為本條之除外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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