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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68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5月9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054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蔡培慧、黃國書、周春米、邱泰源、鍾佳濱等 22 人
，鑑於我國新住民人口已達到 52 萬人，近年來政府也積極推
動新南向相關政策，經過貿易、文化等交流管道，讓各國人
民與台灣社會產生連結，進而形成經濟與婚姻移民的跨國人
口之移動。惟我國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針對外國人申請
居留、許可居留條件、歧視條款等，仍有提升之空間。依據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
約》與《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等國際公約，落實
尊重多元族群與憲法保障人權之精神，維護在台外國人之權
利，並確保新住民在台穩定生活及家庭團聚之權利。爰擬具
「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
決。
說明：
一、外國人申請居留，如受到外交部加註「不得延期」或「不得停留轉居留」，將喪失延期與
居留之權利。實務上新住民曾有逾期停／居留紀錄，而被外交部加註停留天數，限制影響
延長居留之權利，導致新住民需要經常出入境，被迫負擔高額的移動成本，侵害在台工作
權和家庭團聚權。爰刪除外交部加註限制，使權責單位回歸移民署，如有疑問可由移民署
進行查察並做出裁量。另為保障家庭團聚權，修正使未成年子女皆有依其父或母申請來台
居留團聚權利。（修正條文第二十三條）
二、除申請居留，在居留保障上，政府應針對居留原因消失但仍有特殊狀況的外國人，如不可
歸責之離婚新住民、家事事件、勞資爭議、職業災害、造成本人與家屬重大且難以回復損
害之具體事實，或有實際負擔撫養事實者等特定情形下，容許該外國人繼續在台灣地區居
留一定期間，爰修正允許外國人繼續居留之許可條件。（修正條文第三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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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行法對於「歧視」的內容空泛抽象規定，導致本條文難以落實。為促使反歧視條款確實
執行，爰增列歧視行為之具體內容與所造成影響，另主管機關得依檢舉或依職權調查處理
收集相關事證，依法擴大調查。（修正條文第六十二條）
四、依照現行法如受到歧視行為，必須由「受害人」方能申訴，使得反歧視條款難以落實，為
杜絕對於新住民之歧視行為，爰修正由主管機關得依檢舉（不限於被害人）或依職權調查
處理收集相關事證。（修正條文第八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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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第二十三條

條

文

持停留期限在六

現

行

第二十三條

條

文

說

明

持停留期限在六

一、入出國及移民署更正為內

十日以上之有效簽證入國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核發
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

政部移民署，爰修正第一項
，並於全文修正。

，得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

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
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二、婚姻移民依親居留因加註
簽證之限制，而為被迫負擔

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

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

高額出入境成本。對於已繳
交罰鍰或已解除入境管制的

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

新住民，不應限制當事人居
留權益。為保障外國人申請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

居住且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外僑居留相關權益，爰修正
第一項。

二、未滿二十歲之外國人，
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但該核准居留之外國籍

三、不應社會階級或工作類別
而有所差異，爰修正第一項

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配偶係經中央勞工主管機
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

第一款。
四、來台工作之外國人，對台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
八款至第十款工作者，不

灣各項發展均有同等貢獻，
外國人在台申請居留之權利

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
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得申請。
二、未滿二十歲之外國人，

，不應排除特定社會階級與
工作類別，爰修正第一項第

三、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

其直系尊親屬為現在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或獲准居

三款。
五、依本法第三十一條立法精

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

神，取得在台灣地區已設有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行使

十一款工作。
四、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

。其親屬關係因收養而發
生者，被收養者應與收養

並負擔權利義務或有撫育該
子女之事實的外國人應有權

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

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
三、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

申請居留，以保障其家庭團
聚權，維護其子女之最佳利

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代表人。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
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益，爰增列第一項第七款。
六、爰刪除第三項加註但書之

五、經依公司法認許之外國
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限制，使權責單位回歸移民
署。

。
六、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

四、在我國有一定金額以上
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

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
留簽證。

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
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七、對在臺灣已設有戶籍之
未成年子女行使或負擔權

代表人。
五、經依公司法認許之外國

利義務，或有撫養之事實

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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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

。
六、基於外交考量，經外交

後，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

部專案核准在我國改換居
留簽證。

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變更居留
原因。

外國人持居留簽證入國
後，因居留原因變更，而有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
留原因經內政部移民署許可

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向
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變更居

者，應重新發給外僑居留證
，並核定其居留效期。

留原因。但有前項第一款但
書規定者，不得申請。
依前項規定申請變更居
留原因，經入出國及移民署
許可者，應重新發給外僑居
留證，並核定其居留效期。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
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

第三十一條 外國人停留或居
留期限屆滿前，有繼續停留

一、外國人逾期居留已依本法
第八十五條第四款進行裁罰

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內政
部移民署申請延期。

或居留之必要時，應向入出
國及移民署申請延期。

，基於一罪不二罰之原則，
爰刪除第三項扣除一年之規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
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

依前項規定申請居留延
期經許可者，其外僑居留證

定。
二、依「家庭暴力防治法」已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
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

之有效期間應自原居留屆滿
之翌日起延期，最長不得逾

定義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
間造成當事人身體、精神或

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

三年。
外國人逾期居留未滿三

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
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為

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
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

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
續存在者，經依第八十五條

配合家暴法規範，爰修正第
四項第二款。

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重新
申請居留。

第四款規定處罰後，得向入
出國及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

三、為保障外國人為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國民之配偶，於在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
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

；其申請永久居留者，核算
在臺灣地區居留期間，應扣

臺期間與本國人發生家事案
件之訴訟權益，爰修正現行

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
證。但有下列各項情形之一

除一年。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

條文第四項第六款，並變更
款次為第三款。

者不在此限：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者。

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
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

四、現行實務，婚姻移民因受
家庭暴力，因社會或家庭因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

，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

素，仍不必然向法院聲請保
護令，或遭本國籍配偶逕向

准予繼續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法院提出判決離婚之訴，又
或兩造採協議離婚而未經法

三、外國人與本國人發生因
家事案件或勞資爭議而正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國民之配偶，其本人

院判決等情事，均屬常見。
然離婚後之居留許可廢止，

在進行爭訟程序者。
四、外國人原為台灣地區設

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
，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對當事人權益影響甚鉅，故
應保障婚姻中弱勢者，爰修

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核
發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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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戶籍國民之合法配偶，
但因經法院判決離婚而不

三、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

正第四項第四款。
五、外國人原居留原因消失後

可歸責於外國人一方之原
因而離婚者。

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

，在特定情形下，如仍有重
要或必要之聯繫，或造成本

五、外國人如因居留許可被
廢止而遭強制出國，有對

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

人與家屬重大傷害，則應容
許該外國人繼續在台灣地區

本人或其家屬造成極重大
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

子女。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

居留一定期間，爰修正第四
項第五款。

六、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
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

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
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

六、為保障家庭團聚權，新住
民對於未成年子女雖未有監

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或有實際負擔

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
害之虞。

護權，但實際負擔撫養事實
或有其聯繫，應許可其居留

撫育未成年子女之事實。
七、外國人發生職業災害尚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
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

，爰修正第四項第三款，變
更款次為第六款。

在治療中。
前項第四款與五款之情

程序。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

七、外國人在我國工作若發生
職業災害，有留下繼續接受

形，外國人如申請延長或更
新居留許可，主管機關應予

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
應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辦

醫療之必要性，基於人道醫
療保障，爰新增第四項第七

許可。
外國人於居留期間，變

理變更登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

款。
八、外國人如有第四項第四款

更居留住址或服務處所時，
應向內政部移民署申請辦理

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或第五款之情形，主管機關
應許可其延長或更新居留之

變更登記。
第一項、第三項及前項

申請，爰增訂第五項。

所定居留情形，並準用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
籍、種族、膚色、階級、出

第六十二條 任何人不得以國
籍、種族、膚色、階級、出

一、詳細增列歧視行為之具體
內容、歧視行為的樣貌及受

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
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生地等因素，對居住於臺灣
地區之人民為歧視之行為。

歧視之不當影響，爰修正第
一項。

歧視行為如下：展示或播送
具有歧視意味之文字、圖畫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受不
法侵害者，除其他法律另有

二、現行條文由當事人自行舉
證，實務上過於困難，使歧

、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
歧視、侮辱言行，或無正當

規定者外，得依其受侵害情
況，向主管機關申訴。

視行為難以被認定，應具體
化受到歧視行為後造成不當

而為差別待遇行為等。
因前項歧視致權利、人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
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

影響，爰修正第二項。
三、主管機關得依檢舉（不限

格尊嚴受損害，或對生活、
工作、活動等造成不當影響

由主管機關定之。

者，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外，得依其受侵害情況，向

於被害人）或依職權調查處
理之規定，方能使本「反歧
視」之規定發揮適當作用，
爰修正第二項。

主管機關申訴。主管機關亦
得依檢舉或依職權調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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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前項申訴之要件、程序
及審議小組之組成等事項，
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八十一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
六十二條之申訴，或依檢舉

第八十一條 主管機關受理第
六十二條之申訴，認定具有

主管機關應依照職權，主動調
查歧視之不當行為，方能完善

或依職權調查之結果，認定
具有違反該條規定情事時，

違反該條規定情事時，除其
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立

反歧視條款，爰修正第一項。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外，
應立即通知違規行為人限期

即通知違規行為人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

五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鍰
。

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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