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婚、歸化，遙不可及的夢想？」 

跨國婚姻境外面談與家庭團聚權 
政策對話論壇會議紀錄 

 

時間：2014 年 11 月 5 日（禮拜三）下午 13:30-17:00 
地點：國家婦女館（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15 號 9 樓） 
主辦單位：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洋台灣姊妹會 
協辦單位：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 
會議紀錄：胡頎 

 

壹、會議緣起 
 

台灣政府針對東南亞等特定國家實施「境外結婚面談制度」，台灣人民若欲

與東南亞國家人民結婚，必須先在當地通過面談，獲得行政機關對「婚姻真實性」

的認可，婚姻移民才可申請簽證來台。然而，攸關二人終身幸福的面談卻完全基

於承辦人員個人主觀判斷。許多夫妻曠日廢時，受盡盤查私生活的羞辱，最終仍

未能通過。 

台灣人權促進會、南洋台灣姊妹會於 101 年 11 月 30 日，舉辦「移民結婚面

談是黑箱監督機制待建立，《個資法》淪為行政機關搪塞工具」記者會，說明境

外結婚面談無有效監督機制，導致國際家庭因面談瑕疵而無法團聚。同年 12 月

19 日又辦了「婚姻移民與台灣未成年人之外國籍父母入台與居留程序」的政策

論壇。然而從 101 年至今，政府毫無動靜。因此我們再次辦理政策論壇，以訴求： 

一、建立外配境外面談監督機制，防止行政機關恣意判斷，戕害移民家庭團聚權。 

二、《個人資料保護法》不應淪為行政機關搪塞工具，個人有權要求調閱面談影

音紀錄。 

 

 



 

貳、NGO 個案分析與核心建議 

(詳細內容請參考會議手冊附檔) 

一、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 

1. 《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台面談作業要點》第

12 條：「外交部或駐外館處經面談雙方當事人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不

予通過：（一）任一方承認係通謀虛偽結婚。（二）雙方對於結婚重要事實

陳述不一或作虛偽不實陳述。（三）任一方之文件經查為冒用或偽變造。（四）

有其他事實足以認為係虛偽結婚。」 

→缺乏具體認定標準 

2. 外交部曾親自表示，外勞變成外配的申請將會被特別嚴格審查。然而移工曾

在台灣有工作經驗，對風俗習慣較熟悉，且可能比一般外籍配偶有更長的

時間和台灣另一半相處，沒理由特別刁難。 

3. 觀察期間不可工作也不可保健保，這樣的刻意阻礙也許是外交部試圖驗證是

否為真心，這種試煉的心態很可笑，婚姻應該要被祝福，而不是刻意破壞。 

二、南洋台灣姊妹會 

(一)個案一 

1. 為什麼可以這麼容易片面離婚？ 

2. 柬埔寨政府禁止柬埔寨人民和台灣人結婚，因此連申請境外面談的證明都無

法得到。之前協助成功的個案是因為有子女所以可以特別通過，但難道兩

個人相愛除了一起生活還一定要生出孩子證明嗎？ 

3.  為了可以跟小孩偷偷見面，選擇逾期居留帶在台灣，後來認識另一位台灣

男子，兩人相愛卻找不到辦法結婚。 

(二)個案二 

1. 要拿什麼證明自己是「真結婚」？ 

2. 境外面談只能三次，三次不通過怎麼辦？ 

3. 移工就是因為來台灣工作才真的認識他的配偶，但這樣反而被外交部認為是

 



 

「假結婚」；反而沒來過台灣，經過仲介介紹的才是「真結婚」。這不是非

常荒謬嗎？ 

4. 先生就是愛自己的太太才願意這樣來來回回，為什麼相愛的人反而要這樣承

受辛苦的考驗？ 

三、台藏家庭人權聯盟 

1. 針對流亡藏人，台灣政府只發停留簽證，不發居留簽證，滿六個月就要出境

一次。 

2. 雖然有小孩的可以直接居留，但這麼困頓的狀況根本不允許生育撫養。 

3. 申請簽證一定要附良民證和身體檢查表，要經過印度縣的單位、印度外交

部、我國外館一關一關查核，我國外交官員實際要求要看的文件往往和網

站上的規定不同，很多人因為誤信外交部網站資訊導致有文件不齊這類小

失誤就被駁回，印度國土遼闊，取得文件再回台灣須花費超過一個月。 

4. 外配的中文必然不那麼好，答非所問是很合理的。面談官問結婚請了那些

人、吃了什麼、結婚前一天穿什麼衣服，今天早上吃什麼，那先生答不一

樣難道就是細節不符合嗎？ 

5. 流亡藏人在結婚前不能申請來台，親人都沒辦法先互相認識 

6. 流亡藏人台灣大概十幾對，只有第一對沒有錯誤其餘的外配國籍都被誤植為

印度。而等待居家訪談時，但服務站承辦員常常出錯，。 

 

參、學者回應(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 

關於境外面談問題，修正可以分幾個層次 

一、外配簽證被註記問題 

應刪除《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3 條「持停留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

證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這條法

給予外交部針對曾經在台逾期停/居留的外籍配偶在其簽證上註記的權利，這些

註記令他們「停留不得轉居留」，即使他們在台灣有合法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甚

至必須撫養子女、父母，但他們每六個月，甚至兩個月就必須出境，沒有權利「停

留轉居留」、不能合法工作。 

 



 

刪除的理由如下： 

1. 外交部有核發外國人來台簽證之權利，但移民署則負責外國人入境後的停/
居留事宜，而外交部在簽證上恣意註記，令移民署不敢違背外交部的指示，

進而禁止了外配由停留轉居留的權利，足已顯示外交部已超越其行政權限。 

2. 外館比起國內移民署相對人力、能力和資源都不足，不可能專人調查判定婚

姻真偽，音專心處理依親簽證發放，待其來台後，由移民署來查察判定。 

 

建議： 

1. 行政院提案修法刪除移民法第 23 條。 

2. 未刪除前，移民署應停止推卸責任給外交部，承認外交部針對外配停留

簽證註記僅為參考用，不應有絕對的決定權。 

二、婚姻面談問題外交部有很強的使命感，行使國家主權要幫國家把關，但今天

涉及的是一個家庭的團聚而非一般外國人來台觀光或工作。98 年監察院已經特

別對外交部糾正案，外配和一般外國人不一樣，後者要進來我們可以說那是我國

給予的特權，但外配要進來涉及家庭團聚，那是權利。再說雙方已有結婚證明，

不應該假定為假。外配沒有做錯什麼，只是因為證據不足的懷疑，就必須要分隔

兩地，有悖常理。 

1. 裁量標準。監察院糾正案中曾請外交部協調訂定一個裁量的統一標準，但目

前網站上仍找不到。有時候是裁量權太大不肯割捨，有時候是裁量權在你但

是你不敢調整。如果外勞轉外配的身份轉換外交部有證據覺得必須嚴格把

關，那請寫把裁量標準出來，不寫出來就不應該私下這麼做。 

建議： 

1. 當夫妻雙方都已經在台灣了，實在沒必要跑到境外，給比較不熟悉面談專業

的人程序跑一遍。 

2. 特別指定 21 國的人士來台結婚要面談的標準應該檢討。 

3. 可採文書驗證的不必要專程跑一趟。如果外交部要行使跟移民署一樣的權

力，那是否能在各種法規程序嚴謹程度上也比照移民署？比如對大陸配偶，

移民署規定是要「有重大瑕疵」；但外館是雙方「回答不一」就不行。如果

不能，外館就應該採謙抑的原則(沒有能力判斷所以不應該挑別人毛病)。 

4. 婚姻面談不通過，通知書上應該要用白話語言說明救濟管道並加強宣導救濟

流程。 

 



 

5. 《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如果涉及我的權益，我可以調閱行政程序中

的所有影音文字和逐字稿，所以外交部不得用《個資法》拒絕當事人調閱個

人資訊。 

 

肆、政府代表回應 

一、移民署代表林秀芳科員 

1. 《移民法》第 23 條，外來人口能不能取得外僑居留證，停留要改辦居留必須

尊重主責機關外交部。 

2. 部分新移民不了解法律造成權益損失，其實服務站每個月會開關懷會，由健

保署、勞動部等說明相關規定，並邀請與新移民一起生活的人共同參與。其

實新移民很多，去市場也常常可以看到外籍配偶和陸配，NGO 也很多，社工

也很多，他們應該會得到充足的資訊。 

3. 回應南洋台灣姊妹會的個案一：因為依親結婚才能來台灣，搬離住所十四天

內就必須和服務站做變更紀錄，否則先生報行方不明，移民署聯絡不上，現

在又確實沒有依親事實，會造成配偶不好的紀錄。且時間快到期了自己也應

該要知道。她的消極不作為是間接造成自己如此處境的原因。現在遇到自己

的真愛才開始積極作為，如果這樣都能通過，對守法的人不公平。另外，排

除柬埔寨不許通婚的問題，單純逾期出境是可以回來的。（姊妹會補充：曾經

逾期居留超過 90 天將會被移民署管制入境數年及判處罰金，而境管解除後入

境仍須找尋台灣的擔保人才能申請簽證來台，這樣的限制導致沒有孩子監護

權的離婚外配選擇成為黑戶，才能偷偷去探望孩子） 

二、外交部簽證組代表陳雅玲秘書 

1. 面談機制：很多人會質疑為什麼能憑一個面談官的主觀性決定一段婚姻過與

不過？其實我們只要被派到需要面談的國家的外交部同仁，都有行前訓練三

天(看面談光碟，不能問涉及隱私的問題)，有基本概念，到了外館有前輩帶

領，並且還有面談結果的複審制度。 

2. 境外面談的量很大，比如在越南，一天排十對、二十對，現場抽籤，有半個

小時也有問到三個小時。另外因為外配語言問題，還需要翻譯人員，因此必

須由外交部在境外處理。 

3. 面談是針對簽證而非針對結婚，只是因為婚姻佔大宗而且婚姻衍生的問題較

多。 

4. 說詞不一的比對：我們不是因為一個問題的不一致而說他們是假結婚，問題

 



 

主要會放在怎麼認識、怎麼交往的過程。事實上他們在大廳等的時候我們就

開始看了。 

5. 我們不是一味阻絕外國人入境台灣，我們也要保護國人，因為有些國人真的

是被騙的。太太有男朋友、曾經結過婚、特種行業等，如果沒有面談國人因

為語言不通的關係根本不知道。早年外籍配偶最多只是想來工作，但近年來

越來越多惡意欺騙的案例。很多是台灣的外籍配偶回頭邀請原鄉姊妹，拿了

聘金但人卻不願意來台灣。 

6. 面談結束後會把所有紀錄給當事人看，當事人簽名確認後留存。有些狀況是

人口販運的女生要求我們保護她，因為自己是被父母賣掉逼婚，唯一的解套

方式是在面談時表達她不願意嫁過來，所以若因面談不通過男方要調閱面談

紀錄，我們會基於保護女生個人隱私不給男方看。 

7. 面談沒過有提供行政救濟管道，可以在 15 天內提出異議，30 天內提出訴願。

很多人會質疑我們官官相護，這時候外館必須毫無保留把所有影音文字光碟

寄回國內，由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答辯，有五名專員處理。承辦員必須先看過

光碟。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有權利將案子退回外館要求外館重新面談，如果台

灣外交部覺得外館的判斷合理，就會往上送到外交部的條法司審理，條法司

也同意外館判斷後，會往上送到行政院訴願委員會(當事人還是可以在這邊看

他自己的答辯，但還是不能看女方的)(行政院訴願委員有法律代表和 NGO)。
如果行政院也覺得不應通過，還可以打行政訴願官司讓法官來判。 

三、回應 

(一)主持人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王娟萍： 

1. 法律不保障不懂法的人，如果他又沒有其他資源，是不是就活該？ 

2. 我們贊成排除假結婚的，但是不應把假結婚真結婚混為一談。 

3. 有多少人真的申請調閱境外面談錄影? 
[陳雅玲秘書：實務上真的很少個人申請，最多一兩對。多是律師或 NGO 代

為申請。一般面談結束後雙方往往會對一次答案，男生會說答案一樣，怪罪

我們為何不給過，但事實上我們看到的真的女方說的答案就不是這樣。 

(二)廖元豪副教授： 

1. 我們同意境外面談有保護作用，問題在如何讓該來的不會被無辜排除。 

2. 面談確實很難有量化標準，但也不能全然毫無監督或是依賴面談關心證。 

3. 移民署剛剛的回應和我們不衝突，尊重外交部跟全權由外交部決定是兩回事。 

4. 法令很複雜是連台灣人自己都難以理解的，面談不通過的救濟辦法，法令沒

 



 

有禁止你在書面上或任何方法上做更詳細的說明。 

 

伍、現場陳情 

一、周小姐 

與敘利亞人登記結婚，但他們國家已經內亂很久，所以在第三國辦理登記結婚，

也在台灣辦理登記結婚，但台灣要求他必須回他的國家註冊結婚，才能再過來。 

※移民署代表林秀芳科員： 

如果可以有應聘事由來台灣之後依《移民法》第 23 條可以再轉依親。 

二、黃先生 

二人事實上同居，並育有一女，但因妻子是逃逸外勞，被發現後遭到遣返，並遭

境管，七年不得入台。黃先生父親七月時大腸癌過世，母親也重病，女兒才出生

不久，只好辭職在家，一面照顧母親和女兒，一面奔走求助。現在已斷炊四個月。 

依《外交部及駐外館處辦理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申請來台面談作業要點》第 7
條第 5 項「有事實足認婚姻真實無虞並經外交部核准」者，「得免予面談」。但外

交部對如何「足認婚姻真實無虞」缺乏明確定義，仍要求他們必須面談，時程排

在明年二月。 

黃先生數次詢問能否盡快，這樣的狀況要延續到二月根本活不下去。他準備了大

量資料陳情，結果面談官看都沒看。越南的外交部代表竟然告訴他：「再吵就會

影響面談分數！」「人權在越南不適用。」「不要和越南人結婚就沒事了。」 

※外交部簽證組代表陳雅玲秘書： 

1. 因為監察院糾正，所以規定第二次以上的面談規定兩個月內一定要排，所以

這半年來很多首次面談都被拖。一般正常是三個月三個半月，但因卡到過年

才會延到二月。 

2. 有小孩的實務上 99%境外面談會過。 

3. 面談通過之後公文給移民署移民署才會解除境管。 

4. 免面談的規定:結婚一年、第三地認識、有小孩這三種可申請免面談，但由外

館決定。 

 



 

5. 逃逸外勞被管制有很多狀況，被管制七年的結婚是減為一年。 

 

陸、綜合討論 

一、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邱雅青 

1. 面談為什麼要針對特定 21 國？不用面談的這些國家就沒有假結婚嗎？ 

2. 為什麼明明可以就地結婚的人一定要回去結婚再來？ 

3. 很多個案有婚姻事實，只是因為經濟困難而沒有生小孩的勇氣。 

4. 個案劉先生。 
100 年和印尼籍女子結婚，由於她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年齡未到，仲介公司

用了別人的名字，後來三次都是本名，所以外交部一直要求補齊 99 年到 02
年的資料。100 年結婚到現在經過兩次面談，101 年最後一次面談到現在都還

沒被通知第三次面談。 

二、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洪滿枝 

1. 境外面談到底擋掉多少假結婚？多少真結婚？ 

2. 不管是真結婚假結婚如果她從事非法工作她一定會被抓被遣返，不需要在第

一關這麼沒有轉圜餘地的擋掉。 

3. 希望面談能有比較明確的標準。 

三、四方報記者 

外交部剛剛說近年來非法打工的數量增加，所以面談必須更嚴，請問是否有比較

明確的數據來說服大眾？ 

四、外交部簽證組陳雅玲秘書 

1. 根據越南代表處做出的統計，北越一年 50%甚至快到 60%境外面談申請件，

是來台灣的外勞，其中 40%是被境管的，80%本有另外一半，一被管制遣返

出境就馬上回去離婚再跟國人結婚。我們合理懷疑他們結婚是因為解除管制

的唯一管道就是結婚(從七年轉為一年)。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對外勞轉為外配

的個案會特別緊張。因為北越逃逸外勞情況非常多。 

 



 

2. 南越則是仲介相親為主，甚至有賣女兒的狀況。婚仲業在越南是非法的。這

也是為什麼會有說詞不一的狀況。檯面上的介紹者、媽媽、姊姊都是假的，

以避免暴露真正的仲介身分。仲介要求他們背答案說謊，但男方背答案常常

反而講錯。當然有的時候答案都對的人反而我們才會覺得可疑。 

3. 胡志明市面談通過率是 70%，這麼嚴謹也不過篩掉 30%，而我們不敢保證真

的都篩對了。 

4. 我們歡迎 NGO 協助個案陳情，畢竟真的假結婚也不敢陳情。 

五、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李佩香 

這三、四年移民署有在委託其他單位辦理通譯培訓，全國各地都有合作團體，如

果由外交部辦理境外面談，而非移民署在國內面談，只是因為語言問題，這部分

可以解決。 

六、台藏家庭人權聯盟代表王斌英 

還是希望取消境外面談 

七、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理事蕭小翠 

婚姻的真實性如何讓行政單位考驗？ 

八、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梁組盈 

1. 外交部打擊人口販運跟修改結婚申請來台面談作業要點，應該是並行不悖

的，希望外交部能積極地從制度面減少對家庭團聚人權的破壞，而不是一直

叫個案去找民間團體幫她們陳情。 

2. 如果面談人手不夠應從預算的編列著手，加派人力，而不是讓申請面談的跨

國家庭無窮無盡地等待，如果外交部真的資源和專業不足，就應該把面談或

相關規定還給有資源且專責處理相關議題的移民署。 

九、主持人新移民勞動權益促進會創會理事長王娟萍 

1. 《移民法》第 23 條停改居能否由移民署決定？ 

2. 擔心他們做壞事的話應該由台灣的警察單位處理。 

3. 申請調閱境外面談光碟的人很少是不是因為對這一救濟管道的說明推廣不

 



 

夠？ 

4. 因列出作業要點標準 

5. 能否改為境內面談？ 

十、南洋台灣姊妹會執行秘書洪滿枝 

是否能給我們 NGO 定時追蹤的管道？ 

 

十一、本次會議結論： 

（一）關於境外面談問題建議： 

1、外配簽證被註記問題：行政院提案修法刪除移民法第 23 條。未刪除前，請移

民署與外交部共同研議並協調，針對外配停留簽證註記僅為參考用，不應有

絕對的決定權。 

2、婚姻面談問題：請外交部依監察院糾正案中曾請外交部協調訂定一個裁量的

統一標準，落實辦理。 

3、馬上可調整作業程序部分：請檢視及修正現行面談可即刻調整之程序，如政

府網站錯誤的公告訊息，並放置適用的法定內容、夫妻皆在台灣取消再至境

外面談、特別指定 21 國的人士來台結婚要面談的標準檢討、可採文書驗證的

不必要專程跑一趟、倘婚姻面談不通過，其通知書上應該要用白話語言說明

救濟管道並加強宣導救濟流程。 

4、 外交部不得用《個資法》拒絕當事人調閱個人資訊：依《行政程序法》第

46 條規定，如果涉及當事人我的權益，當事人可以調閱行政程序中的所有影

音文字和逐字稿。 

 

 

（二） 面談人員須提升專業訓練及敏感度： 

1、 面談人員專業能力須提升：外交部所指面談人手不夠應從預算的編列著

手，加派人力，不應轉嫁至申請面談的跨國家庭，建議外交部真的資源和

 



 

專業不足，就應該把面談或相關規定還給有資源且專責處理相關議題的移

民署。 

2、 跨國婚姻不應成為打擊人口販運的理由：打擊人口販運跟修改結婚申請

來台面談作業要點，應該是並行不悖的，且為二個不同範疇的問題，建請

外交部能積極地從制度面進行檢視並予以修正。 

 

（三）民間團體繼續進行監督：本次所辦理之 2 場平台會議之討論決議，請相關

單位盡快進行檢視並予以修正，民間團體將繼續進行監督責任，不定期追

蹤進度、辦理各項會議及召開記者會，俾利落實人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