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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904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10年4月14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6258 號

案由：本院委員湯蕙禎、何志偉等 18 人，鑑於「國籍法」中對於外
國人或無國籍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之規定仍有限制過嚴情
形，不利於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例如第十九條得撤銷
歸化者國籍之期間長達五年，考量「撤銷國籍」乃重大改變
身分上法律關係之決定，撤銷期間過長不利於其身分上法律
關係之確定。因此爰提案「國籍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
九條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前，若因不可抗力事由例如：國際疫情，以致其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者
，又不許其定居，恐失之過苛，反觀本條第四項所稱之「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之
高級專業人才」，可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之證明」，恐有輕重失衡疑慮，因此爰以修正
。
二、第十條：
因蒙藏委員會於民國一○八年九月裁撤，其相關業務亦移撥至文化部、陸委會，且「蒙藏
委員會組織法」業已廢除，本條應為同步修正。
三、第十九條：
在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前，依本法第三條規定須具備長期合法居住本國之事實，期間長達
五年以上，若主管機關認有疑慮，應於面談、訪視期間，便調查是否有虛偽結婚或收養情
事。況且考量「撤銷國籍」為重大之懲罰，其歸化中華民國國民前之程序既已嚴格審查，
一旦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後，便應保障其身分權益，原條文規定得撤銷國籍處分，期限竟
長達五年，導致其身份上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實過於嚴苛，況行政程序法第一
百二十一條已有相關規範，五年遠超過行政程序法兩年可撤銷之規範，應依行政程序法規
定修正縮短為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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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第九條、第十條及第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

第九條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

一、修正第三項但書：外國人

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
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

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
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

申請歸化前，若因不可抗力
例如：國際疫情等不可抗力

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
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

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
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

之事由，以致無法取得喪失
原有國籍者，乃事出有因。

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

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

二、考量第四項所稱之「由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之

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
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

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
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

高級專業人才」，可免提出
「喪失原有國籍之證明」。

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
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

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
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

反觀因不可抗力事由而無法
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者，如不

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

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

許其定居，恐有輕重失衡疑
慮，因此修正放寬第三項之

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
許可其定居，但因不可抗力

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
許可其定居。

規定。

之事由，以致無法取得喪失
原有國籍者，不在此限。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

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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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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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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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人士
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

。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

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
有國籍證明。

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
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
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
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

條

文

說

明

部定之。

部定之。
第十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

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

第十條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

因蒙藏委員會於民國一○八年

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

九月正式裁撤，相關業務亦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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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一、總統、副總統。

職：
一、總統、副總統。

撥至文化部、陸委會等相關單
位，加上「蒙藏委員會組織法

二、立法委員。
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二、立法委員。
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

」業已廢除，故本條應同步修
正。

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

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
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

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
；監察院院長、副院長、

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
；監察院院長、副院長、

監察委員、審計長。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

監察委員、審計長。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

五、各部政務次長。
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

五、各部政務次長。
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

權公使。
七、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權公使。
七、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

九、陸海空軍將官。
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
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
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

九、陸海空軍將官。
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
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九條

歸化、喪失或回復

第十九條

歸化、喪失或回復

一、修正第一項：在外國人申

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

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
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

請歸化我國前，依本法第三
條規定，須具備長期合法居

許可外，內政部知有與本法
之規定不合情形嚴重之日起

許可外，內政部知有與本法
之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

住本國之事實，期間長達五
年以上，若主管機關認有疑

二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
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

得予撤銷。但自歸化、喪失
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

慮，應於面談、訪視或依親
居留期間，便對其虛偽結婚

日起逾二年，不得撤銷。
前項撤銷歸化許可，需

逾五年，不得撤銷。
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

或收養之情事進行調查。考
量撤銷國籍為情事重大之懲

經依家事事件法規定，已提
起確認收養或婚姻無效之訴

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
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

罰，歸化中華民國國籍前之
程序已嚴格審查，一旦歸化

，並由少年及家事法院判決
確定其有通謀虛偽之收養或

受前項撤銷權行使期間之限
制。

為中華民國國民後，則應保
障其身分權益，原條文規定

結婚事件後，方得撤銷。
若歸化者已喪失原有國

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
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

得撤銷國籍處分，期限長達
五年，導致其身份上法律關

籍時，於回復原有國籍前，
不得撤銷。

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

係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過
於嚴苛，況行政程序法已有

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
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

之一者，撤銷其歸化許可，
不在此限：

相關規範，原條文所訂之五
年遠超過行政程序法可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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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

一、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
中華民國國籍。

之規範二年，應依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項規

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
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
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

定，縮短為二年。
二、第二項：為確認收養與或

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

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

婚姻關係，應依「家事事件
法」向少年及家事法院確認

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
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

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
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收養或婚姻無效之訴，經判
決無效，方可撤銷。

之一。
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

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
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

三、第三項：外國人歸化我國
前，須放棄母國國籍，若逕

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
內政部定之。

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

予撤銷國籍將造成當事人無
國籍狀態，恐違反包括

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
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

2012 年所通過具有國內法
效力之《CEDAW 公約》（

內政部定之。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規定）。為保障當事人之
身分權益，撤銷國籍前避免
當事人淪為無國籍人之狀態
，爰刪除第一款、第二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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