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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自完成「移民政策與法規」一書，已匆匆七載流逝；對於法令變動

不知凡幾。期間因工作關係，改版一直延宕。再者，資料蒐集完備，索

幸把原書分成二個部分重新撰寫，即本書及「移民政策論及實務」乙

書。對這些年來研究心得，有點收獲。 

移民法規包含的內容眾多，相牽連的它法亦不少；全然編寫，恐要

分成上、中、下等書才能完整說明，對個人及讀者是沉重負擔。故以幾

部常用到、一定用到的移民法規為主幹，並佐以案例問題或重點提示，

餘皆簡略論述，非意謂此些法規之不重要。 

書寫過程中，幾度停筆；突發覺自己所學之渺少，對於綴字屬篇不

間斷者，其詞藻之豐、文筆之流暢及毅力之剛強，多了幾分佩服之意。

後忍牙持續，終至完成。對於家人親友之鼓勵、同事間之幫忙，以及老

師們，李宗勳教授、黃居正教授、黃富源教授、陳建民教授、張平吾

教授、楊永年教授、詹中原教授、蔡震榮教授、蔡正文教授及蔡庭榕

教授、不斷的從旁激勵，如同在乾枯期逢霖雨、迷途時之指針，實在是

無法透過言語表達內心的感謝。當然，父母與鎮日陪伴的妻兒，更是內

心安定的力量。 

本書之完成仍嫌匆促，期望前輩及先進不吝指正，並給與筆者個人

惠予指導。 

 

楊翹楚 謹識 
於新北市永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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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講 

前 言 

臺灣由於國際地位特殊，涉及國家發展政策推展必須考量外在因素，

否則，勢必會引起不必要的困擾。對於移民政策及事務亦是如此。一般國

家，人別僅區分本國人或外國人，頂多加雙重國籍或無國籍人即可；正因

為國情環境影響，臺灣地區人別可再區分為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香港澳

門居民及大陸地區人民，依照不同人別制定不同法律適用。法律規定之內

容，亦因人別不同而有權利與義務某些程度上之互異。
1
大體上來說，法

規定之權利給予或寬鬆度排序，為臺灣地區有戶籍國民、無戶籍國民、外

國人、港澳居民及大陸地區人民。
2
其相對應法律包括：「入出國及移民

法」（以下簡稱移民法）、「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港澳條例）

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兩岸人民關係條

例）。
3
不過，就整體性看來，「國籍法」係屬移民之一環，

4
且為移民最

重要之身分取得準據法之一；然「國籍法」非由移民機關統籌。換言之，

「國籍法」應該由移民機關來掌理，而非由現行之內政部（戶政司）負

責；亦即，有關國籍事項之辦理，應納入移民機關體制內，統一由移民機

關處理，如此一來，整個移民體系及制度才能算是完整一套制度，而非現

行切割之運作模式。 
                                                        
1  此結果造成常受抗議不公之來源。 
2  無國籍人民雖可列為其中之一，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93條規定，適用外國人

相關規定。然無國籍人民，其權利享有，無法與外國人相契合，其排序，可能要

列在大陸地區人民之後。 
3  「人口販運防制法」基本上亦屬移民法規類型之一；惟其目的較不相同於其他法

律，故第一部分中暫不列入討論範疇。另外，「難民法」因尚在立法院審議中，

未來如制定公布，其亦屬眾多移民法規之一。 
4  甚至包括「戶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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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現行移民法規特性 
有關我國現今施行之移民法規，雖有數種，性質略有不同；總合說

來，具有以下的幾項特性： 
一、特別法與普通法併存：移民法屬普通法，而港澳條例及兩岸人民

關係條例則為特別法。三者間有其連結性，如移民法第21條有關外國人禁

止出國之規定、第10講面談及查察章，針對大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為

其準用（職權行使）之對象。 
二、分別散見於不同法規，有點黏又不會太黏：不同的法規有不同的

規範需求，可就其實際面加以律定；雖然整體的規定儘量能朝向權利或義

務之一致性。 
三、以人別身分為區別標準：造成彼此間權利與義務不同，也常常是

受到考驗或質疑之處。不過，權利不同確實是無可厚非，蓋因時空脈絡所

造成之結果，有其特殊性；假如權利規定大家都相同，何必要那麼多部法

令之存在呢？就不具任何實質意義。 
四、授權之子法多（但也太多），補充母法之不足：各母法所授權之

子法，多達數十種，此亦為其他法律所少見；可見移民法規之複雜度及多

樣性，非其他法律所可比擬。 
五、各體例有其不同之處：除處罰規定應符合「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第2款涉及人民權利義務，應以法律定之外，餘如申請積極要件、否准

條件、管制年限及證件名稱等規定並不相似。移民法大都規定於母法內，

而港澳條例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則授權於其子法中再加以律定。
5 

六、法律主管機關大不相同，分工細膩：包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負

責大陸與港澳）、內政部（國籍、移民與人口販運防治）、外交部（護照

與簽證）、僑務委員會（華僑議題）、勞動部（工作權）、蒙藏委員會
6

（蒙藏人士）。 
七、內涵係為避免主權爭議與造成政治上的紛擾：外國人入出國、大

陸地區人民及港澳居民入出境，其屬性及目的相同，入「國」或入「境」

                                                        
5  大法官釋字第497號解釋可參照。 
6  該會已於106年9月15日正式裁撤，相關業務併入文化部及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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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避免不必要的政治紛爭。 
八、制定目的各不相同：可參考各相關法律第1條規定。 

貳、移民法規基本資訊 
一、移民法：內政部為主管機關；民國88年5月21日制定公布，同日

施行。期間共歷經8次修正，最近一次為105年11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12
月1日施行。現行條文共計12章、97條。 

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為主管機關；81年7月31
日制定公布，同年9月18日施行。期間共歷經修正16次，最近一次為104年
6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3日施行。現行條文共計6章、96條。 

三、港澳條例：陸委會為主管機關；民國86年4月2日制定公布，條文

涉及香港部分，於同年7月1日施行；條文涉及澳門部分，於88年12月20日
施行。期間共歷經修正4次，最近一次為104年6月17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
3日施行。現行條文共計5章、62條。 

四、國籍法：內政部為主管機關；民國18年2月5日制定公布，同年2
月7日施行。期間共歷經修正5次，最近一次為105年12月21日修正公布，

同年12月23日施行。現條文共計23條。 
五、人口販運防制法：內政部為主管機關；民國98年1月23日制定公

布，同年6月1日施行。期間共歷經修正1次，最近一次為105年5月25日修

正公布，其中第4條於同年5月27日施行；第2條及第20條，於106年1月1日
施行。現行條文共5章、4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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