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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DAW公約民間影子報告與政府部門對話會議：新移民議題 

會議實錄 

內政部移民署： 

1. 0800-088-885外籍配偶諮詢專線委託賽珍珠基金會執行，電話由各國外配接

聽，這些外配都有受過專業訓練，並非由本國社工員接聽電話。 

2. 去年修正兩岸條例時，並非取消兩年團聚期的規定，而是併計為依親居留，

居留證逾期的部份，要釐清的一點是若外配都有按照申報地址居住，在屆滿

前會提醒他們要延期，可是因為許多外配並未按址居住亦沒有主動通報，所

以喪失自己的權利而受到裁罰。 

3. PPT 第 25頁婚姻媒合部分，跨國婚姻媒合希望採公益化，不希望是營利事

業，成為公司行號為了賺錢目的變成買賣婚姻，物化女性的現象。透過財團

法人或是社團法人經過許可來執行，但並未禁止個人從事此工作，前提是不

能要求期約報酬。 

4. PPT 第 24 頁學歷認證部分和教育部權責相關，東南亞各國外配採認要進一

步接洽外交部。另外，外配子女學習狀況並未比一般國人子女差，惟同儕關

係需要受到注意。 

5. 6月底止外配已達到 43萬多人，政府機關也看到文化衝擊與適應問題，所以

民國 92 年訂定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由中央的 11 個部會 25 縣市

相關機關配合辦理，內政部每半年會檢討一次相關機關辦理情形。目前是依

照 99 年 6 月 9 日修正的措施持續辦理相關生活適應輔導的 8 大重點工作跟

40項輔導措施。謝署長親自拜會 25縣市首長，並且與各縣市非營利團體座

談交流，希望能促進中央與地方協調，並發現地方在執行的困難，持續推動

網絡平台建立，希望中央與地方合作建置好外配相關輔導措施。 

6. 外配基金部分則依照 93年度行政院的指示，從 94年度起 10年籌措 30億的

經費，加強外配輔導相關工作。目前每年撥 3 億基金辦理相關服務措施，包

括外配職訓、外配就業服務、外配創業輔導、縮短數位落差學習課程，以及

外配核心職能相關學習課程，訓練外配就業能力。因為他們現在取得居留權

就都有工作權，接下來要推展他們就業能力。從 94 年到今年 7 月為止，基

金補助案件共有 894 案，金額共 11 億多。未來仍會積極推動外配照顧，輔

導措施、外配照顧與輔導基金以正面積極態度照顧、輔導外配。以共進和諧

多元性社會作為政策主軸，並以社會照顧積極態度照顧新移民衍生之相關問

題。另外基金因是臨時性業務編組，將於 103 年屆滿，所以我們由 99 年起

逐年編列年度概算，也請各級政府編列外配相關預算，以期屆期後對外配服

務仍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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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創會長蕙美（台中縣木棉花愛縣關懷協會）： 

前兩天收到勞委會公文提到其建議內政部新住民照顧服務員訓練相關問題，勞委

會方面認為照顧工作資格和學歷無關，但是內政部公文回函應該比照國人至少小

學畢業。但外配來上課就代表有身分證，事實上和國民一樣，本國國民甚至也不

太願意從事這塊，但是就差在學歷部分他們無法取得證照，勞委會詢問是否能放

寬規定，但內政部說照顧工作需要陪同，陪同又需要聽說讀寫能力。不過照顧服

務員也可以只需要陪伴聊天。外勞從事看護工，也不需要學歷認證，想請問這部

份是否比照外勞，因為這些新住民的確有能力。 

 

雲林縣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針對外配工作證部分已經取消，但有發現喪偶的外籍配偶需要申請工作證，他已

經喪失經濟依靠，要自食其力照顧家庭。在雲林工作機會少，但是又被要求申請

工作證。雇主又怕麻煩而不錄用。取消工作證應該普及，不要刁難，這樣不合理，

建議應該取消規定。 

 

湯修女靜蓮（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我要問另外一個問題，CEDAW 對於女性外籍勞工比較保護，而非外籍配偶？另

外，我去年在 IOM(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for Migration) 他們強調 CEDAW 不

會接受人口販運，人口販運在聯合國會放在另一個部門。 

 

范委員國勇（主持人）： 

CEDAW 要保護外籍勞工非外籍配偶，所以是否要 under在 CEDAW 之下討論？

人口販運在聯合國其他組織下做，所以要不要在討論 CEDAW 時，也將人口販運

議題屬於 CEDAW 部分？ 

  

謝涼（台灣東南亞姊妹會）： 

外籍配偶在申請雇用獎助時多未成功，原因有幾種：1. 外配非弱勢，因為他尚

未拿到身分證，請問這有限定國人或外籍配偶嗎？另外推薦三次以上，也就是說

要找三間雇主，如果仍不能，才能申請雇用獎助？ 

 

杜專員瑛秋（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針對女青年會報告部分，PPT 27 頁子女監護權部分，政府應該討論，有些縣市

在判定監護權時，的確是會考量母親身分證尚未取得，但政府需要考量孩子需要

母親的權利部分。我們遇到的問題是，當大陸配偶離婚後取得孩子監護權，其居

留及取得身分證是沒有影響的，可是對外配是有影響。在申請歸化期間，如果先

生提出離婚或離婚成功，整個會重來。或婚姻關係消滅又沒孩子監護權問題，不

能以依親歸化取得身分證，變成無國籍。要恢復原國籍需要一段時間，菲律賓可

能要半年到一年，這段時間的空窗期，當婚姻關係消滅也無法獲得台灣之臨時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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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有一位外配，有兩段婚姻，將與第二任丈夫之子歸於第一任丈夫，但第一任

丈夫提否認，第二任丈夫又過世，此外配收到移民署通知婚姻關係中止的速度很

快，但為什麼不是採用輔導方式協助他們？另外，第 21 頁部分，拘留時證件被

扣押，沒有拿回來才導致居留逾期，應該要了解他們的狀況，也可能是被夫家扣

押。 

 

王委員介言（行政院婦權會）： 

新移民女性在準歸化等待期間，因為家暴離家就被拒絕。被駁回後就會延伸出來

另一個問題，無法恢復母國國籍時，就會變成沒國籍的情況。今天下午婦權會會

前會會處理這個問題。等待期間放棄母國國籍，申請又被駁回，就沒辦法恢復原

來國籍。其實還有很多概況都不盡合理，需要協助。 

 

范委員國勇（主持人）： 

法律是抽象規範，實務上運作流程要有詳細細節，有時候主管機關要做權責上的

裁量權，希望裁量能有同理心。有些事情也要站在公部門立場上，對他們也有同

理心。 

 

蔡主任順柔（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 

1. 第一頁部分，「表一」人數一覽表能否加上男女性別上的統計。既然有結婚，

能否也增列離婚的比例表？ 

2. 第三頁，家暴問題能否改成家庭問題，因為家庭問題會衍生出家暴問題。 

3. 能否在報告中增加健康需求，因為生育自主權及台灣優生法中，對於女性有

沒有墮胎權利的問題。優生法中規定如果太太要墮胎需要先生簽署，應該把

法律放進去。 

4. 居留證沒辦法買電話、車，要靠先生購買，還有居留證在得到 AIDS 或其他

疾病時沒有辦法享有一些福利。 

5. 勞委會提供外配就業津貼，外配拿到居留證的數字不會超過 100 人，拿到身

分證的數據幾乎都掛零。 

6. 輔導需求部分牽扯到證照問題，目前所有證照考試都是中文，之前好不容易

爭取到交通部對外配考照可以提供各種語文，但為何這些證照考試卻無法提

供相關語言需求服務？如果我們有通譯人員訓練，也能讓外配有工作做。 

7. 標籤化與污名部分，政府也做了相當的努力，包括對談方式由外籍新娘到外

籍配偶到新移民、新住民，我覺得這個歷程是可以被交代的，普遍社會對名

詞的改變值得鼓勵。親職教養的問題，有幾個需要提出的部份，首先，屏東

縣公館國小前年第一名畢業是印尼配偶的小孩，他丈夫是精神障礙者，但教

養有問題嗎？這會牽扯到，國家政策中托育公共化不足。 

8. 第六頁家庭照顧責任的負擔第二段，跟第十頁的句子是一樣的，能否有修改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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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七條居留證件逾期法令簽證這一整段和第十一頁是一樣的，所以能否講說

移民規範從外事到移民署的改變是可以說明的。外事課只要逾期居留就遣

送，但現在移民署有小孩就可以寫報告讓他留在臺灣，不用出境。 

10. 身分行為的自由，就是有關通訊、購車和銀行等，因為沒有居留證不能去辦。 

11. 第 10 頁有關台灣現行法令探討跟媒合部分可以加上，高雄民間團體有組成

滿天星聯盟禁止業者媒合廣告存在，應該也放進來。 

12. 第 11頁和第 4 頁一樣，請把這整個歷史再修正。 

13. 沒有身分證絕對拿不到國民年金。 

14. 另外健康需求部分，有姊妹變成植物人，因為他拿的是外僑居留，所以所有

補助都輪不到他，因為所有人不敢蓋章，也不能申請任何福利，包括殘障福

利卡。 

15. 第 13 頁，中間部分找不到工作所得或生活開銷跟後面又有同樣的字句。還

有過於傾向為台灣人子女而非婚姻移民，是我們移民法的問題，那第 4個部

分不要只講愛滋，要講健康處境與困境。 

16. 第 14 頁，外籍愛滋配偶無法獲得台灣長期居留，他們好像沒有長期居留證

是永久居留。 

 

黃理事長乃輝（台灣新移民成長關懷協會）： 

我國學歷認證部分還在原地踏步，我們有請內政部長主持專案會議，但到現在教

育部還是沒有動作，他們認為國高中以下是縣市政府責任，但縣市政府沒有法

律。第二是希望報告能加入他們的健康議題。這些孩子的未來，我們政府到現在

沒有任何政策關於他們識字教育的教材。 

 

講到學歷認定部分，我們這有一位負責翻譯的姊妹是印尼大學經濟系畢業的，可

是當他要做托育照顧時，人家一直要他拿出小學證明，我們不承認他們的學歷是

很嚴重的問題。 

 

麥理事長玉珍（台灣新移民協會）： 

我想要提出三個部分需要修正， 

1. 放棄越南國籍，離婚又無法恢復原國籍，台灣又無法給國籍，變成沒有居留

證的人，這樣我們怎麼去辦利益？ (他好像是這樣說，可是看不懂耶) 

2. 財力證明部分，有丈夫就不用 500 萬，也不用工作證明或一技之長證明，但

喪失配偶或自己帶小孩要有 500萬證明。 

3. 我們姊妺有收到公文，像我本身是華僑，我之前過來是放棄國籍，現在就不

必放棄。但是有姊妹是說有拿到阿公護照是中華民國，到僑委會辦華僑證明，

但現在內政部發現是華裔不是華僑，所以說當初給的身分證是錯誤的，六個

月內要放棄國籍，不然身分證無效。請問能否以個案方式協助，因為他們都

是用身分證還被要求要放棄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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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另外大家都要我們上 72小時的課，但有沒有說請先生去上課？ 

 

天主教善牧基金會： 

關於放棄國籍部分，中市有一個案，在婚姻過程中要辦理歸化，所以放棄越南國

籍，但在申請過程中就離婚了，離婚時有拿到孩子監護權，可是後來變成戶政事

務所跟他說因為是離婚，要辦身分證要比照外國人拿出 500萬財力證明，這部份

能否放寬？ 第二個部分是大陸配偶反應職業訓練部分，職訓局有新移民專班，

但可能課程他們不需要，所以想參加一般的職業訓練，可是一般職訓就要附上學

歷證明，尤其大陸配偶很難提出。最後，有一位女性是假結婚進來台灣的，但後

來與另一位台灣人有婚姻關係也生孩子，但孩子戶籍身分部分，戶所部分不同縣

市有不同作法。有些縣市很積極，可協助孩子戶籍上很快可以取得身分，孩子的

權益部分都能得到保障。但有些縣市不行，或要求一些很難取得的證明。在戶政

上應該要有一套一致作法，態度上應該要以輔導為主。 

 

龔執行長尤倩（天主教嘉祿國際移民組織台灣分會）： 

從移民婦女跟移工角度切入，我想先談移民婦女問題。我覺得台灣移民婦女政策

很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把婚姻跟移民婦女的居留權綁在一起。我們談到很多移民

婦女在準歸化程序中，已經放棄本國籍後，後來淪為無國籍，我覺得就會是這個

問題，一旦婚姻出狀況就完蛋了。這個“綁”是不是有意義，要如何認定？政府應

該好好研究。另外既然有婚姻事實即可取得身分證的話，我們最近跟許多民間團

體組成黑戶人權行動聯盟，因為我們最近碰到非常多黑戶媽媽，他們跟台灣人有

婚姻事實，且已經 10 幾 20年都在台灣。但就如今天報告提到的，他們很多人並

不清楚居留規定或是家裡窮，根本接不到移民署通知，而沒展延居留，變成黑戶。

移民署提出三個條件作為核發身分證標準，第一個就是要有孩子，第二個就是有

效期間內的外國護照，第三個是必須要有合法婚姻。但問題是，這些女性逾期作

為黑戶 10 年了，他們根本不會有效期內的護照，因此無法提出。變成他們被迫

視為是外國人必須要出境。婚姻移民居留跟婚姻綁在一起，中間如何認定，我認

為移民署應該要好好研究。在移工這塊，我們和在座的希望職工中心等一些民間

團體組成移工聯盟，在 2003 年開始，國策顧問劉俠事件後，其實我們看到一個

問題就是台灣很多外籍監護工都是女性，而且已經 17 萬，超過台灣所有移工的

半數。這麼多女性從事此工作，工作現場就像 7-11，那我覺得雇主也習慣這樣使

用他們，當我們現在提到要尊重他們權益時，希望推動家服法。平常家庭是私領

域，可是現在他們進入家庭照顧老人病人，家庭變成職場是公領域，和勞動相關

條例是否也該進入職場給予他們保障。另外他們多照顧家庭老弱小，但照顧責任

是國家責任，所以國家是否也該介入協助。我們長期以來不只希望移工能有基本

勞工條件保障，也希望推動內政部喘息服務讓他們進入家庭。台灣現在喘息服務

時數少之外，有聘僱外勞家庭不能申請，所以會造成弱弱相殘循環的狀況。我們

在談移工需要有基本權利時，內政部喘息服務這塊應該也要撥入經費，因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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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家庭會說移工一旦休假誰照顧病人，只好不斷使用這些移工。我覺得這需要

很堅強的行政意志並要看到問題，其實喘息跟家庭照顧員這塊是很大的市場可以

促進就業，包括本地家務勞動者。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 

1. 雇用獎助部分：供外配或中高齡原住民使用。透過這個工具鼓勵老闆來雇用。

並不是說每個人符合身分就會用到此工具。在就業服務站會做個案能力判

斷，如果試過幾次都不能直接找到工作，不透過此補助，那就會提供此誘因

給雇主，這是此獎助的目的。 

2. 統計部分針對身分證未拿到前，對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的就業協助。津貼部

分也不是福利津貼性質，所以相對人數不一定會那麼多。 

3. 另外也有講到訓練部分，會把這意見帶回去。因為其實訓練有學歷限制可能

是後續跟一些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要考後續證照有關連性的。 

4. 工作權部分，女青年會簡報有提到就業歧視那一塊，外配工作權在 2003就不

需工作證能否補上去。 

5. 簡報 17 頁有講到技能檢定，其實勞委會在 2004 開始，外配跟大陸配偶只要

持居留證就可以報名技能檢定。 

6. 離婚或喪偶者工作證議題部分，是因為法條關係。大陸配偶依據兩岸人民關

係條例，在今年 7 月陸委會有發文說大陸配偶如果離婚或死亡，不必再申請

工作證。另外，外籍配偶法條是就業服務法，目前法律規定若是離婚或死亡，

的確需要工作證，因為涉及修法程序較繁複，我們會帶回去向相關單位反映。 

7. 就業歧視部分有加強對雇主的溝通與宣導。也將宣傳手冊翻譯成四國語言，

裡面有說明當面對就業歧視時，他們的申訴流程、申訴條件與申訴結果可能

的情況為何。半年會統計一次申訴個案數。 

8. 如果有就業需求，到我們就業服務機構，有就業諮詢，並協助他們找工作。

雇主歧視問題，我們今年有發函給工總包括六大工商團體，請他們轉告雇主

和會員有關外配工作權、部分相關規定還有防治就業歧視，呼籲雇主如雇用

外配要依照勞動基準法和勞動保險條例、就業服務法相關條例辦理。 

 

李秘書長萍（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外配不知道如何申訴並表達自己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所以最重要的是把宣導教育

納入計畫，並用他們文字全面性宣導。 

 

行政院勞委會； 

針對女青年會所提報告建議訴求部分，文字上稍微建議一下，所提的創業鳳凰

中，“外籍配偶需與配偶共同簽署財富累計計畫”這幾個字應該拿掉，因為我們並

沒有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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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1. 文字檔案中第 4 頁，“家暴議題”可以直接切入重點講婚姻暴力議題，否則以

下引用數字可能會有差距。因為家暴含括了兒少保護事件。 

2. 表 2 數據也有問題，因為總人口數部分可能要拿 “女性有偶人口數”比較精

確，不然本國籍部分 1142萬多可能是全部女性包含青少年部分。 

3. 第 6 頁部分圖表第 2 小段， “外籍配偶本身語言障礙資訊缺乏對相關法令無

從認識”這裡提到“無從認識”好像是在說政府做的很不好，但政府都是做多國

語言版本的，所以這樣說好像太武斷。 

4. 第 3 行 2007年家暴處理專線開始提供英文，其實是 2005年開始的。 

5. 113各國通譯部分是 24小時隨時待命。 

 

內政部移民署： 

1. 今天大多數討論和社會司及戶政司相關。 

2. 移民署署長曾向越南司法部長反應應該將國際公約放進來，因為國際公約規

定放棄本籍且未取得他國國籍前，仍屬於原國籍。希望 NGO 也能發揮更大

的力量。 

 

伍副研發長維婷（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回應一下剛剛湯修女提到的問題。CEDAW 有規範人口販運的條文在第 6條，絕

對可以監督人口販運部分。另外 CEDAW 目前看待的婦女是在於女性人權，無關

乎其國籍，所以不能因國籍而限制個人的福利、政治參與權利等。 

 

李秘書長萍（中華民國基督教女青年會協會）： 

在 IOM 中沒直接談到婚姻移民這塊，但其實 CEDAW 顧問跟委員還是很重視此

議題，從婦女人權和婚姻關係之間去看待這些問題，包括外配不能買手機或是信

用卡申請等都是歧視議題。這議題並不僅是整體性，也包括在很多角落。如何能

讓外配認識 CEDAW 內容及了解其影響，希望第一線同仁一起努力。就撰寫這份

外籍配偶在台灣的 CEDAW 報告書裡，剛剛提供的修正意見我們儘量修正，如果

需要再補充的部份，如統計數字部分我們還會再做確認。建議會儘量遵照辦理，

但會透過討論。另外在實務上遇到的部份沒有一一列舉，但會把談話內容記錄下

來給相關部會。相信政府部門會願意做適當修正。移民署剛提到外配改變地址部

分，其實我們在做家訪和個管的部份，很多資料都是不正確的，儘管我們有這樣

法令，可是事實上卻不如我們預期，相關單位甚至民間單位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

沒有具體的東西，使能夠給他們最好的服務，這是移民署需要重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