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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版序 

自2019年出版本書後，轉眼間，2年已過。隨時事不斷演化，政策改

變下法令須配合修正。爰法律書籍出版時，意氣風發；法規一旦修正，

則乏人問津。蓋因近日來移民法規修正已累積許多，加上前版內容難免

有疏漏或錯誤之處，本次改版亦將一併修正及更新。 

算算看，接觸移民業務逾20年頭，時間快速飛去，從對移民事務之

懵懂無知至頗有心得，歷經摸索期、養成期、知悉期及進化期；個人深

知移民法規既廣且雜，國際及國內移民事務也逐漸在不同領域上有其聲

量（加深與加重），處理移民相關事務亦極度不輕鬆。手邊有本可資運

用或參考的類此書籍，可加速吾人進入移民脈絡之中。個人所抱持著，

希望能對國內移民事務略盡心力，以及對自己的職涯發展有所交代，並

同時告誡自己，「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時時勉勵、充實及精進自

我。 

本書再版，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的肯定與協助。也謝謝購買本書的所

有讀者；當然，最重要的是有家人支持與鼓勵，有你們陪伴是最完美不

過的。 

 

楊翹楚 謹識 

於新北市永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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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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人口販運防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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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大法官釋字第497號解釋可參照。惟兩岸條例針對來臺許可事由及申請類型有做
原則性規範，此與港澳條例有本質上差異。 

6
  該會已於106年9月15日正式裁撤，相關業務已併入文化部及陸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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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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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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修正，110年1月27日修正公布為第9次修正，係配

合民法成年未成年修正，於112年1月1日施行；最近一次為111年1月12日

修正公布，主要針對機關名稱之修正，如入出國及移民署修正為移民署；

海岸巡防署修正為海洋委員會；中央勞工主管機關修正為中央勞動主管機

關。現行條文共計12章、97條。 

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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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次，最近一次為108年7月24

日修正公布，同年9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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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次，最近一次為111年1月12日修正公布，主要針

對機關名稱之修正，如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修正為勞動部；行政院新聞局修

正為文化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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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次，最近一次為110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

針對第10條擔任公職之限制部分，刪除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等不復

存在之機關名稱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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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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講 

入出國及移民法 

由於世界經濟發展快速，交通越發便捷，國際間人員的自由流動頻

繁，其所形成的入出國管理及國際移民課題，越趨重要。然因入出國與移

民涉及人口的流動、證照核發與查驗、停留、居留及定居案件的審理，以

及移民業務、婚姻媒合、查察等等，其內容繁雜且分工細膩，為能有效統

合上述事項，需有一部完善的法律以資遵行，並順應世界潮流、順從民眾

所需，研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於民國88年5月21日經總統令制定公

布，同日施行。同年10月30日發布「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並施行。

以下分別就條文內容、理由說明、相關涉及條文、問題探索（條文解析及

釋義）等加以說明。
1 

【重要記事】 

78年專案方式開放外籍勞工 

81年通過就業服務法，允許民間產業引進外籍勞工 

83年全面開放外籍配偶（70年代已有菲律賓；80年印尼新娘增加） 

 

 

                                                        
1
  其中第7章第40條至第47條有關人口販運規定條文，因另有專法介紹，爰不再贅
述。另110年12月21日三讀通過，111年1月12日公布有關機關名稱之修正，併予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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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立法目的）   

為統籌入出國管理，確保國家安全、保障人權；規範移民事務，落實移

民輔導，特制定本法。 

【立法要旨】 

移民法之制定，歷經一段頗長過程；期間又逢大法官第454號解釋出爐，

更加速推動制定本法配合之需要。遂於88年5月14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同月

21日總統公布、行政院28日發布自21日施行，完成國內重要的移民事務里程

碑。制定時後段原有「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文字。但

於96年11月修正時因「本法與其他法律尚不生適用順序之問題，爰將後段規

定刪除」，並且就移民「人權保障」部分予以明定。 

 
 

明定本法立法目的，即宣示涉及五大重點工作，包括：入出國管理、

國家安全、保障人權、移民事務及移民輔導等五個面向，此亦為移民政策

需執行之事項。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第2條：「入出

國，在國家統一前，指入出臺灣地區」。 

 
 

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及遷徙之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自由設定

住居所、遷徙、旅行，包括出境或入境之權利。對人民上述自由或權利加

以限制，必須符合憲法第23條所定必要之程度，並以法律定之。中華民國

83年4月20日行政院台內字第13557號函修正核定之「國人入境短期停留長

期居留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7點規定（即原82年6月18日行政院台內字

第20077號函修正核定之同作業要點第6點），關於在臺灣地區無戶籍人民

申請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得不予許可、撤銷其許可、撤銷或註銷其戶籍，

並限期離境之規定，係對人民居住及遷徙自由之重大限制，應有法律或法

概念說明 

相關條文 

大法官解釋 釋字第454號（87年5月22日）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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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明確授權之依據。除其中第1項第3款及第2項之相關規定，係為執行國

家安全法等特別法所必要者外，其餘各款及第2項戶籍登記之相關規定、

第3項關於限期離境之規定，均與前開憲法意旨不符，應自本解釋公布之

日起，至遲於屆滿1年時失其效力。 

關於居住大陸地區及港澳未曾在臺灣地區設籍之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

居留及設定戶籍，各該相關法律設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併予指明。 

第二條（本法主管機關）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 

【立法要旨】 

88年公布之本法，本條第2項原有「內政部為辦理本法規範之入出國及移

民業務，設入出國及移民署……」規定，於96年12月26日修正時（97年8月1

日施行），為配合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之施行，有關設置機關之規定不

宜於作用法中明定，且與移民署業務相關之機關甚多，並不僅限於警政署，

又有關業務上之協調聯繫事項，性質上係屬附則（參考本法第94條），爰刪

除之。 

 
 

涉及組織法部分，應回歸各機關組織法規之規定。故「內政部組織

法」於97年1月2日修正公布，第8條之4已明定：「內政部設入出國及移民

署，掌理有關入出國及移民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內政部移民署

組織法於102年8月21日修正（原名稱為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組織法），

104年1月2日施行。 

 
 

一、「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第3項：「本法施行後，除本

法及各機關組織法規外，不得以作用法或其他法規規定機關之組織。」 

二、「內政部組織法」第8條之4：「移民署，掌理有關入出國及移民

事務；其組織，以法律定之」。 

三、第94條：「移民署與海岸巡防、警察、調查及其他相關機關應密

概念說明 

相關條文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74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移民法規／楊翹楚著. -- 二版. -- 臺北市： 
元照,  2022.02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652-1（平裝） 

 
1. 移民法 

 
577.62                      110020358 

 

 

 

 

 

 

移民法規                
 

作    者 楊翹楚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680 元 

專    線 (02)2375-6688 

傳    真 (02)2331-8496 

郵政劃撥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 2019 年 1 月  初版第 1 刷 

 2022 年 2 月  二版第 1 刷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957-511-652-1 

 5R002RB 

購書請至：https://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4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