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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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2579 號

案由：本院委員尤美女等 20 人，鑑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
查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指出，台灣政府應將「不強制遣返原
則」納入國內法規中，以落實人權保障措施。爰擬具「入出
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期能
強化人權保障體系，並提供有事實證明可能遭迫害之尋求庇
護者之協助與救濟途徑。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2017 年兩公約第二次國家報告之國際審查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第 55 項指出：「2013 年審
查委員會曾建議迅速通過難民法，其中並應包括不強制遣返原則。儘管在這方面已作出某
些努力，但委員會關切並注意到，至今該部法律仍未通過，而不強制遣返原則也尚未納入
國內法規中。此將導致儘管有遭酷刑或其他形式不當待遇，包括被判處死刑在內的風險，
尋求庇護者仍須回到原籍國。」（修正現行條文第二十二條）
二、考量尋求庇護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在社會及文化上之差異及可能的弱勢處境，以及為保障
其享有正當法律程序以保障其程序參與，應給與當事人委任律師協助之權利。（修正現行
條文第三十六條）
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第 710 號解釋之精神，經許可進入我國之外國人，即受到憲法
關於遷徙自由之保障。基於有權利必有救濟之法理，其入境權受剝奪時，自應有向法院請
求救濟之權利。惟鑑於強制出境有其急迫性，於救濟途徑上則選擇準用收容異議之救濟程
序，以求救濟之有效性與效率之衡平。（修正現行條文第三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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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二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持有效簽
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
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或
可能為難民或申請庇護者，
經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許可
入國後，取得停留、居留許
可。
依前項規定取得居留許

第二十二條 外國人持有效簽
證或適用以免簽證方式入國
之有效護照或旅行證件，經
入出國及移民署查驗許可入
國後，取得停留、居留許可
。
依前項規定取得居留許
可者，應於入國後十五日內

可者，應於入國後十五日內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
僑居留證。
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
，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
不得逾三年。

，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
僑居留證。
外僑居留證之有效期間
，自許可之翌日起算，最長
不得逾三年。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
應強制驅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第三十六條 外國人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入出國及移民署
應強制驅逐出國：
一、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

一、考量尋求庇護之外國人或
無國籍人在社會及文化上之
差異及可能的弱勢處境，以
及為保障其享有正當法律程

，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
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十日
內出國，逾限令出國期限仍
未出國，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未經查驗入國。
二、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許可臨時入國。
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強制
驅逐出國，或限令其於十日
內出國，逾限令出國期限仍
未出國，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序以保障其程序參與，應給
與當事人委任律師協助之權
利。
二、國家機關在行使公權力作
成決定時，應給予當事人有
陳述己見之機會。
三、依照司法院釋字第 708 號
、第 710 號解釋之精神，經

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
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
、證件、停留期間、地區
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強制驅逐出國：
一、入國後，發現有第十八
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禁止入
國情形之一。
二、違反依第十九條第二項
所定辦法中有關應備文件
、證件、停留期間、地區
之管理規定。
三、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規
定，擅離過夜住宿之處所
。
四、違反第二十九條規定，

許可進入我國之外國人，即
受到憲法關於遷徙自由之保
障。基於有權利必有救濟之
法理，其入境權受剝奪時，
自應有向法院請求救濟之權
利。惟鑑於強制出境有其急
迫性，於救濟途徑上則選擇
準用收容異議之救濟程序，
以求救濟之有效性與效率之
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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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難民地位公約》第三十三
條之規定，原則上應給予難民
庇護，不得將難民驅離或將他
送返回母國或任何可能對他不
利的國家；僅有在難民有侵害
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情況下
才可以將其驅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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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

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

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署依
第三十條所定限制住居所
、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

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五、違反入出國及移民署依
第三十條所定限制住居所
、活動或課以應行遵守之

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
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

事項。
六、違反第三十一條第一項
規定，於停留或居留期限
屆滿前，未申請停留、居

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

留延期。但有第三十一條
第三項情形者，不在此限
。
七、有第三十一條第四項規

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
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

定情形，居留原因消失，
經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八、有第三十二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居留許可，並註銷
外僑居留證。
九、有第三十三條第一款至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
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

第三款規定情形，經撤銷
或廢止永久居留許可，並
註銷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於知悉

前二項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
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
法機關。該等外國人除經依
法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
出國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
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
。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規定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前，應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得委任律師在場協助。強
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久居
留許可或有事實證明可能遭
迫害之外國人出國前，並應
召開審查會。但當事人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

前二項外國人涉有刑事案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者，於強制
驅逐出國十日前，應通知司
法機關。該等外國人除經依
法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
出國者外，入出國及移民署
得強制驅逐出國或限令出國
。
入出國及移民署依規定
強制驅逐外國人出國前，應
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強制驅逐已取得居留或永
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出國前
，並應召開審查會。但當事
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
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驅
逐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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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審查，逕行強制驅逐出國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

：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
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

見或自願出國。
二、經法院於裁判時併宣告
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

驅逐出境確定。
三、依其他法律規定應限令
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

出國。
四、有危害我國利益、公共
安全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安全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
，且情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

。
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強
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
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制驅逐出國之處理方式、程
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

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項審查會由主管機
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
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

關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
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

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
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外國人對入出國及移民
署強制驅逐出國處分不服時
，其救濟方式準用行政訴訟
法關於收容異議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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