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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6/24 姊妹，賣冬瓜－「國籍法」修法行動性別培力工作坊 

記錄：吳宛霖、鄭詩穎 

時間 流程 帶領者 記錄 

12:30-13:00 報到 

13:00-13:15 CEDAW 影片宣導 

13:15-13:30 引言與彼此認識 

鄭詩穎 

（南洋台灣

姊妹會社工） 

介紹工作坊與工作人員，並請成員逐一自我介紹，

並陳述自己參加工作坊的原因。 

13:30-14:00 

 

【工作坊】 

「國籍法」凝聚修法共

識工作坊 

 

吳佳臻 

（台灣人權

促進會執行

委員） 

 

「內人、外人」活動： 

1. 進行團體活動，請成員移到教室後方，選出兩名

「觀察者」、三名「外人」，其餘者為「內人」成員，

必須肩並肩緊密靠著圍成圈，維護其「土地主權」。

活動分成兩輪： 

(1) 三位「外人」必須想辦法進入圓圈，且只能使用

肢體動作。 

(2) 告訴所有參與者，內人圍成的圓圈即為台灣，三

位「外人」是想進入台灣的外國人，可利用說話與

肢體的方式進行。 

2. 分別請「外人」、「內人」、「觀察者」進行分享。 

14:00-14:25 

小組討論： 

分成四個小組，進行小組討論：【如果你是政策的制

定者，請討論：(1)外國籍配偶歸化有什麼條件？(2)

外國籍配偶歸化有什麼限制？】 

不需按照現行法律規定，只要自己小組有共識即

可，即可將討論結果寫在紙上：藍色紙張上寫「條

件」，紅色紙張上寫「限制」。 

14:25-14:45 

大團體分享： 

1. 將各組意見貼在大紙上，一起討論，並介紹「血

統主義」、「出生地主義」、與英國歸化條件。 

2. 匯整大家的共識： 

- 條件： 
(1) 曾有實質婚姻即可(包含現行婚姻) 
(2) 需經過上課、考試與公民訓練 
(3) 居住年限 
(4) 家庭有（可拿得出）工作證明 
- 限制 
(1) 重大犯罪 
(2) 假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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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15:20 

 

【主題說明一】 

說明「移盟版」國籍法

修法要點 

鄭詩穎 

（南洋台灣

姊妹會社工） 

1. 說明現行國籍法六大缺失以及六大修法主張。 

(1) 「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過於嚴苛 

- 修法要點：將歸化條件述明為「無一年以上刑事判

決紀錄」。 

(2) 能居留，但歸化條件很困難，叫她怎麼辦？ 

- 修法要點：增加特殊歸化條件適用對象，擴及以下

對象：「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

籍子女具撫養事實，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依

親對象死亡」、「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

配偶，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待」。 

(3) 放棄國籍問題多 

- 修法要點：刪除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提出喪失其原

有國籍證明之規範。 

(4) 沒有參政權，公民權有漏洞 

- 修法要點：限制歸化者不得擔任特定公職為歧視性

差別待遇，應予刪除。 

(5) 同是國民，為何有差別待遇？ 

- 修法要點：刪除「歸化人及隨同歸化之子女喪失國

籍者不得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6) 五年內可以撤銷身份證，公民權利朝不保夕！ 

- 修法要點：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121 條第一項規

定之規定，將撤銷年限縮短為兩年。 

2. 移盟版修改與刪除的條文：修改「國籍法」第三、

四、十五、十九條，刪除條文第九、十條。 

15:20-15:30 休息時間 

15:30-15:40 
討論、釐清：對移盟版

本的建議與討論 

鄭詩穎 

（南洋台灣

姊妹會社工） 

延續方才的內容，請大家發表對移盟欲修正、刪除

條文的意見，並進行討論與釐清。 

15:40-16:45 
【主題說明二】 

立法程序說明 

陳雪慧 

（前徐中雄

立委辦公室

主任） 

1. 簡介經歷。 

2. 介紹與解說立法程序及立院運作現況： 

(1) 立法院目前分區及不分區立委加起來共為 113

位。 

(2) 提法案須先有十五位立委連署，包含提案人、連

署人，不同黨派為佳）。 

(3) 主要提案人需跑完提案流程，相關程序都要參

與。 

(4) 立委隔屆不處理現正在運作的法案，沒有通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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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來。 

(5) 立法程序：立委提案後會先進入程序委員會，通

過後會被分配審理的委員會，再進行三讀程序。一

屆總共有八會期，即是四年時間，因此第八會期尤

其關鍵。 

(6) 二讀前會先進行朝野協商，有許多策略可以使

用：例如拆解法條請不同立場的立委支持；如何促

進朝野協商支持法案等等。 

(7) 說明其他應注意事項 

- 「推」法案及「擋」法案相同重要。 

- 和立委保持長久關係是重要的，對法案將有正面助

益。沒有立委會是永遠的敵人，可能這次不接受Ａ

法案，不表示不支持Ｂ法案，保持開放態度也是重

要的。 

- 認識程序委員會（特種委員會）委員，可由網上或

由立委助理取得相關資訊。不同會期，組成會不同。 

- 認識自己選區的立委為最基本的功課。 

16:45-18:40 

【分組討論】 

「國籍法」修法行動策

略討論，分成三組討

論： 

1. 媒體組 

2. 宣講展演組 

3. 修法推動組 

(1)媒體組：梁

組盈（南洋台

灣姊妹會組

織發展委員

會委員） 

(2)宣講展演

組：李佩香 

（南洋姊妹

劇團執行秘

書） 

(3)修法推動

組：洪滿枝 

（南洋台灣

姊妹會副理

事長、外配基

金委員） 

【媒體組】 

1. 為內部成員舉辦「國籍法」培訓（時程：七月安

排工作坊） 

一、新頭殼「當椰奶遇上珍奶」節目團隊 

2. 進行國籍法系列報導─修法要點配合個案故事

（時程：八月進行節目內容分工，預計於 2012

下半年播出） 

3. 進行姊妹會國籍法相關活動報導─將劇團/講師

隊關於國籍法展演/宣講成果整理後，納入新頭殼

明年度節目內容（時程：預計於 2013 上半年播

出） 

4. 隨機彈性搭配修法小組之行動 

1. 為內部成員舉辦「國籍法」培訓 

二、會訊團隊 

2. 安排專題、專欄（時程：2012 下半年至 2013） 

♦ 備註：若成員已在其他小組參加過國籍法培

訓，就不用舉辦。 

 

【宣講展演組】 

1. 為成員舉辦國籍法培訓（時程：7 月份劇團成員

一、南洋姊妹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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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 

2. 國籍法相關情境劇本編排─完整劇本與三人小

組微型劇本（時程：8 月份劇團排練） 

3. 秀洵老師其他縣市社大課程可邀請劇團成員以

國籍法為主題進行分享（時程：2012 下半年度彈

性安排） 

4. 劇團巡演，暫定東勢巡演時會有工作坊探討國籍

法議題（時程：2012 年底到 2013 年） 

1. 為成員舉辦國籍法培訓（時程：7 月份講師隊聚

會） 

二、講師隊 

2. 宣講版本設計：20 分鐘版與 50 分鐘版，由成員

共同討論，以個案故事為主帶入國籍法修法要

點，不同場合可運用不同長度的宣講版本（時

程：8 月份產出兩種版本） 

3. 外出宣講必須詳實記錄 QA 部分─把資訊回報給

修法、媒體組成員（時程：2012 下半年度到 2013

年） 

4. 請姊妹會幹部主動安排國籍法相關宣講（時程：

2012 下半年度到 2013 年） 

 

【修法推動組】 

1. 基礎分析：立委認識與背景分析，尤其是內政委

員會的委員（時程：2012 年 9 月前，新會期開始

前） 

2. 修法論述加強與修飾：（1）產出移盟版國籍法說

帖（2）爭議點釐清與研究（例如國籍法第九條，

歸化須先放棄母國國籍各國相關規定）（時程：

2012 年 9 月前） 

3. 遊說與社會支持：（1）舉辦記者會，搭配相關案

例（2）打電話與拜會立委辦公室，簡要說明移

盟版本（3）於八月底舉辦立法院說明會（4）九

月會期開始後，積極拜會立委爭取連署與支持

（時程：2012 年 9 月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