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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度婦女團體溝通平台．中區聯繫會議 

99 傳愛關懷 ~ 在地連結 ──〝女人事議會〞 

第三場「讓新移民享有完整人權」－國籍法修正建議 

 

指導單位：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協辦單位：臺中縣政府、臺中縣婦女會、臺中縣移民署、退輔會榮民服務  

          處、臺中縣女性成長團體、臺中縣立案女性社團、太平市公所、 

          太平分局、里辦公處 

時    間：8月 3日  上午：9：00 ~ 12：50 

地    點：臺中縣議會四樓(第三審查室)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持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9:00 報 到 臺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 10 分鐘 9:10 相見歡／團體介紹 主持人： 魏淑靖／臺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總幹事 10 分鐘 
9:20 ［演講］ 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探討 主持人： 魏淑靖／臺中縣喜樂文化推廣協會總幹事 主講人： 王世智／社團法人台南縣牧德關懷協會理事長 50 分鐘 10:10 中場休息 10 分鐘 
10:20 ［影片觀賞］ 行動紀錄片（邀請南洋台灣姐妹會播放10-20 分鐘影像） ［專題引言］為什麼需要修正國籍法？ 一：國籍法中的「財力證明」對東南亞配偶的影響 二：在準歸化國籍至歸化國籍階段之間，因放棄原屬國籍而造成的困境 

主持人： 彭懷真/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引言人： 吳佳臻／南洋台灣姐妹會北部辦公室主任 李麗華／台灣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祕書長 60 分鐘 
11:20 綜合座談 分組討論： 1. 討論各團體在服務新移民時遇到的相關案例： 

1財力證明 
2放棄母國國籍且未取得中華民國籍階段的遭遇 2. 提出國籍法修法建議 

主持人： 彭懷真/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帶領人： 黃怡嘉、吳佳臻、李麗華、三中心代表 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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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0 結論 1. 各組發表討論結果。 2. 總結本次會議重要修法建言。 3. 各與會代表提出具體對策與行動。 主持人： 彭懷真/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  與談人： 黃怡嘉、吳佳臻、李麗華、三中心代表 30 分鐘 12：50 99 傳愛關懷．在地連結～下次見  
 

 

會議結論：國籍法修法建議 黃怡嘉律師  整理 
一、財力證明部分： 

（1） 現行規範之困擾： 

關於申請歸化所需財力證明之寬嚴，現行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係將「以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申請歸化」及「其他自願

歸化」情形予以區分。外國人或無籍人如與我國國民具有婚姻關係者，其

申請歸化所需具備之財力證明要件寬鬆，較容易取得；倘無上開婚姻關係

存在，即要求應具備高標準之財力證明（即平均每月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

員會公告基本工資 2倍、動產或不動產總值新臺幣 500 萬元、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等），此標準對我國國民已屬嚴苛，何況新

移民？前揭規範除造成現已無婚姻關係（如外籍配偶已經喪偶）者，難以

符合歸化之條件，亦造成高風險家庭（如長期遭受家暴）下之外籍配偶，

夫家動輒以離婚要脅，其為能取得我國國籍，或保有探視子女之機會，而

須長期忍受不堪之婚姻。外籍配偶係因婚姻來台，家庭生活重心已紮根於

台灣，其情況特殊，取得我國國籍為其強烈迫切之需求，如此方能真正保

障其關於婚姻、工作及撫育子女之權益。 

（2）建議修法方式： 

建議修改國籍法施行細則之規定，使下列外籍配偶得比照「以我國國民配

偶之身分申請歸化」情形，依現行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以寬鬆之財力證明申請歸化： 

1、 曾有婚姻關係，而其配偶已死亡者。 

2、 曾有婚姻關係，嗣婚姻關係雖因離婚而消滅，然離婚原因非可歸責於

外籍配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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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籍法第 9條部分： 

（1） 現行規範之困擾： 

依國籍法第 9條規定，外國人依第 3條至第 7條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

其原有國籍之證明。同法施行細則第 10 條並規定，於向原屬國申辦喪失

原有國籍之前，應先取得我國核發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憑以

向原屬國辦理，待喪失原屬國國籍後，再向我國申請歸化。然依上開規定，

外籍配偶於喪失原屬國國籍後，至我國核准歸化前，此段期間即為無國籍

人，其間如發生重大事故，常難以保障權益。況其後如未能取得我國歸化

許可，依越南、菲律賓等國不許回復原有國籍之現況，外籍配偶終生將面

臨為無國籍人之窘境。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之前揭規定，已造成外籍配偶

暴露於無國籍之風險，此種漏洞，不僅與國際公約有違，更有違我國憲法

上人權保障之旨，應予修改。 

（2） 建議修法方式： 

修改「先放棄原屬國國籍」再「向我國辦理申請歸化」之制度，建議改變

先後順序，應先使外國人於取得國籍後，限制其應於一定之期間內，提出

已喪失原屬國國籍之證明文件，倘外國人於一定期間內無法提出，再撤銷

其准予歸化之許可。此種方式將不致造成前述無國籍之空窗期情形，亦不

違國籍法第 9條申請歸化應放棄原屬國國籍之立法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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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學員心得 
 

學員名稱：趙惠      上課日期：99 年 8 月 3 日 

一：上課學習心得 

    在全球資本國際化的趨勢下，許多來自異國他鄉的姐妹與台灣人聯姻而成為新一代的移

民。從 76 年至 99 年 6月底為止，新移民人數已達 436，556 人，作為台灣人的媳婦，她們克

服身在異鄉的文化、環境、氣候、宗教、民俗、語言、習慣以及認知上的強烈落差，認真、

刻苦耐勞的維持婚姻，從事辛苦繁複的工作，認真養育台灣人的下一代。可惜社會大眾對於

她們在台灣的處境所知不多，儘管已經成為台灣的一份子，卻仍然必須忍受制度上嚴重的不

公平、社會上隨處可見的歧視。 

在依據國籍法取得中華民國身分證前，新移民必須經歷重重手續及關卡，更有甚者必須

忍受生活的不幸譬如家暴、經濟壓力。現行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外籍配偶申請歸化時

需有“財力證明”且需“放棄原屬國國籍”，造成新移民人權陷於不利處境。許多新移民家

庭生活情況本來就不是很好，要求她們提出最近一年平均月薪是基本薪資兩倍的證明真是強

人所難，雖然現在已經放寬條件，相信生活艱辛的姐妹還是有去借錢來做證明的，政府這樣

的規定不外乎就是要表面的數據而已，哪裡是真正關心到新移民是否有自立生活的能力？！ 

對於“放棄原屬國籍”真的是讓姐妹們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台灣去年的離婚率是 49%，

新移民的比率占了 4.3：1。不論國籍，婚姻本身就是需要夫妻雙方互相維持的，如果處在“你

敢怎樣我就跟你離婚，離婚就等於遣送回國，等於以後見不到小孩……”這樣的壓力下，可

憐的姐妹是不是就要讓先生或家人為所欲為？很多人說“外籍配偶一拿到身分證就會離婚”

並以此輕視新移民的婚姻目的，他們有沒有想過這些姐妹生活的處境？！很多姐妹處在“已

放棄原屬國籍”的歸化階段，婚姻發生難以控制的問題比如說先生過世或不堪忍受家暴離

婚，台灣就多了很多黑戶姐妹，她們從新移民變成什麼都不是，哪裡都不能去，她們還有人

權嗎？ 

自己家人的護短心理可以理解，可是作為台灣人的媳婦，難道不是自己人嗎？即使拿到

身分證，依舊會被稱呼“她是越南（大陸、菲律賓……）來的外籍新娘”這樣的言語中的歧

視你能感受到多少？人權的問題依舊是很艱深很長久的課題，尤其是處於弱勢的新移民姐妹

們。 

二：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 

    上了這樣一堂課，我更加深入瞭解姐妹們所處環境的困難，那些看得見的以及看不見的。 

三：對未來課程需求與規劃建議 

    如何落實對新移民姐妹關懷的政策，而不是空喊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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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分組討論報告 
 

成員：第三組 帶領人秘書長李麗華、魏世強、陳芷慧、陳家凰、吳林璧珠、張

碧新、詹馥榕、吳翠霞、余佩芬  

紀錄：詹馥榕 

題目：東南亞外籍配偶在準歸化國籍至歸化國籍階段之間，因放棄原屬國籍而

造成的困境。 

 

帶領人 李麗華：在我們所接的個案裡，有很多外籍姐妹，因為缺乏資訊及 

法律條件不足、又不認識中國字、全部交给仲介辦理，被仲介騙很多錢，事情

也沒辦好，最後投訴無門不知如何是好？經人介紹才找上協會由我們幫他處理。 

 

主持人  彭懷真：我比較建議辦理外配證件、歸化…等手續能夠用方案委託方

式，由機構申請代辦可以減少外籍配偶被騙情形。 

 

李麗華：因為利之所趨民間仲介業會利用各種管道取得經營權防不勝防。 

 

張碧新(大陸配偶)：這個事情政府可以規定下來，全權處理。 

 

李麗華：台灣跟大陸在處理事情上是不一樣的。我們今天討論的重點為國籍法，

在準歸化與歸化這段時間內，變成無國籍者，萬一發生意外問題所衍生的社會

問題。 

 

主持人 彭懷真：今天的會議是我明天上行政院開會前的會前會，希望用比較易

懂的表格呈現方式，把各個國家發生的案例事件具體數據化，才能盡速處理。 

 

吳翠霞(志工)：我們協會裡有一個個案杜 × × 是家暴個案，就是在放棄越南國

籍，申請中華民國國籍身分時，發生訴訟上法院事件，聽她說這事件令她非常

困擾萬分痛苦，我們很同情他的可憐遭遇，卻不知如何幫她。 

 

張碧新：我們嫁來台灣拿身分證的時間前後至少 8 年，也是覺得太長，我的朋

友嫁來台灣 4 年沒有工作，丈夫死了孩子又不認媽媽，什麼都沒有最後還是回

去大陸。 

 

李麗華：我們有個個案更慘，來台灣十幾年也沒有身分證，老公死了卻被子女

懷疑照顧老公意圖不軌(老公生前都是太太所照顧，還被逼迫放棄遺產、房子…

最後配偶把孩子留下自己回大陸生活，不想再爭奪。目前個案以專案處理；其

實要討論這種個案還真是不少…我們今天重點還是在外配準歸化問題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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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歸化時一定要放棄國籍？請問魏世強老師如何取得身分證有沒有放棄原有

國籍？ 

 

魏世強：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外配，在台灣念大學時，就一直在找資訊和方法

花了 10年的時間才拿到身分證，但是我並沒有放棄本國國籍，因為我不是公務

人員，如果要當公務員，就必須放棄本國國籍，但是東南亞國家每個國家國情

不同，情況不一定相同。 

 

結論： 

李麗華：魏老師取得身分證的時間也不算短，我們希望修法的目的是爲了避免

喪失國籍之期間，外籍配偶隻身異國求助無門，毫無人權且易衍生社會問題，

但是若要求以專案處理，國家眾多國情不同，並不容易。因此擬出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取得歸化後再補交喪失本國籍證明。第二個是核發準歸化之前移民署

專勤隊就應該先來查察結婚的真實性，減少準歸化階段已喪失國籍卻又被質疑

婚姻真實性堪虞而最後無法取得歸化、淪為無國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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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九十九年度台中縣婦女團體面對面溝通平台    

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第三場問問問問卷卷卷卷    

99/08/0399/08/0399/08/0399/08/03 

一一一一、、、、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基本資料    

性別： 

 

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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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您對於活動的滿意度    

1、活動內容與工作性質是否相近 

 

2、活動行程安排是否適當 

 

3、對於場地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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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於時間的安排 

 

5、對工作人員的服務 

 

6、您對於此次的整體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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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印象最深刻的課程？？？？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原因為何？？？？    

1.王老師授課，深入淺出，清楚易懂。 

2.學到國籍法，可以爭取新移民姊妹，國籍權力。 

3.行動影片，令人佩服與感動，有時要跨出第一步真的很難。 

4.印象最深刻的為綜合座談，因為在與團體成員討論時，聽到許多在歸化國籍

上遇到困難的案例，也吸收到成員們各種不同的看法及想法，對於歸化國的有

更深的探討。 

5.王世智老師－多元文化課程，老師學識淵博，對移民法規內容相當了解，令

我受益良多。 

6.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經驗。 

7.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探討，生動活潑的帶領，充滿實務經驗的講師，在工作

中連結服務對象。 

8.歸化國籍的問題，先放棄國籍再取得國籍，這樣會造成無國籍人(黑戶)的情

形。 

9.歸化國籍，需要財力證明。 

10.外籍配偶如何取得居得權。 

11.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探討，國籍法中的財力證明對東南亞配偶的影響。 

12.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探討，主講人王世智理事長，講得很精采。 

13.認識多元文化，對法令研究很深。 

14.認識多元文化與實物探討，知道很多的法律得款。 

15.王世智理事長的認識多元文化與實務探討，貼近生活，提高對國籍法的認識。 

16.王老師真是專家，講得很清楚。 

17.王世智老師對法瞭解透徹，講解易懂，受益頗多。 

18.影片觀賞表達比較有效果。 

19.國籍問題，有詳細的說明，希望可以有相關書面資料。 

20.國籍法與國籍法條文。 

21.歸化國籍。 

22.財務證明。 

四四四四、、、、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將所學應用於實際工作之情形    

1.可以幫助有問題姐妹，提供法律知識。 

2.目前在實習當中，還未接觸到此類工作。 

3.了解政府的修法內容，可告知服務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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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移民申請歸化流程的了解，尚未能應用於工作(未工作)。 

5.移民法規，財力證明的相關內容。 

6.非常有幫助。 

7.可幫助有須要的新移民的困難。 

8.親身體會。 

9.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足以自立生活有保障。 

五五五五、、、、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對未來活動之需求與規劃建議    

1.希望場所在寬一些。 

2.可請志工來做玩具，改善孩子吵鬧情形，場地可再做改善，使 PPT可以清楚

讓參與人員觀看。 

3.分組討論的討論內容及方向應更具體，無法有效討論國籍法內容及修法方向。 

4.若遇新移民參加會議，可請志工協助照顧小孩，或請新移民的家人幫忙照顧

小孩，以免影響會議的投入及專注。 

5.名牌可於參加成員簽到時發，可避免之後工作人員找不到成員的名牌。 

6.時間可拉長，帶領討論可加上目前法令及可修正方向。 

7.對於離了婚喪偶就成為無國籍人，也不能再回其本國，覺得很可憐，不知所

從。不知是否可以修法，使其成為中華民國人。 

8.請多多舉行新移民相關議題的活動。 

9.能準時上課，也能準時下課。 

10.對新移民要求加強語言能力，比較好溝通。 

11.建議此種會議能發結業證書或研習條。 

12.會議地點是不錯，但不好停車，希望下次會找個好停車的地點。 

13.講師講的一些條文，希望可印在講議上。 

14.對新移民要加強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