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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已自民國103年11月20日施行，使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

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近年來每年約有一萬一千至一萬五千對跨

國婚姻離婚，占全國總結婚對數之17％至26％之間，促使《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就兒童

不與父母分離原則、會面交往權之保障，格外值得重視。本文經由判決分析發現，我國

雖於民國96年增列「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且基於兒童人權，特別授權主管機

關得以外籍人士遭強制出國，將對子女造成重大損害之虞，准許其繼續居留，但不論是

移民署之裁量或法院之認定，均趨於保守，導致本國兒童之外籍父母遭強制出境，從而

上述《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之宣示實際上也難以實現。另我國現行簽證規範導致外籍父

母無法以依附其在臺之未成年子女為由，提出依親居留簽證之申請，並因此無合法之工

作權，亦連帶影響扶養及照顧義務之履行。未此建請從速優先檢視相關法令及進行行政

措施之改進，以盡可能保障每位兒童與父母團聚之權利。 

  關鍵字：兒童權利公約、外籍配偶、依親居留、強制出國、會面交往 

 

壹、前言 

  聯合國大會於1989年11月20日以第44/25號決議通過《兒童權利公約》（UN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簡稱CRC），此公約乃重要之國際兒童人權法典，

亦為最廣為國際社會接受之人權公約之一；其內容闡明兒童及少年為權利之主體，各國

應採取立法及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及少年在生存、發展、參與、受到保護等各方面

享有平等權利，且所有關係兒童及少年之事務，均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考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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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退出聯合國後，無法加入各項國際人權公約，為使國內法律能與國際人權標準接

軌，政府乃進行一連串國際公約國內法化的立法工程。幾經研議，立法院於民國103年5

月20日制定《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共10條，並於同年6月4日由總統公布，依據該法第

10條，本法自民國103年11月20日施行，亦即預留六個月之倡導及準備期間，此一安排亦

由於103年11月20日為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實施之二十五週年，故將該日明定本法之

施行日。 

  綜觀《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之具體內涵，首要者在於其第2條規定「公約所揭示保

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於此一效力基礎上，施行法

遂要求「各級政府機關行使職權，應符合公約有關兒童及少年權利保障之規定，避免兒

童及少年權利受到不法侵害，並積極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第4條）。也因此，

確切掌握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為施行法通過後各機關當務之

急。《兒童權利公約》係國際社會首次以條約方式臚列兒童在政治、經濟、社會、健康

及文化上的權利，至今已有一百九十三個締約國2，堪稱聯合國所推動最成功的國際公

約3。除前言外，共計三章五十四條，內容包括兒童應受保障之實體權利及對簽約國之程

序性規範，其中兒童應受保障之實體權利主要規範於第一章，該章條文共計四十一條。

茲將性質相似的權利彙整後，臚列《兒童權利公約》各項權利要旨如下表1。 

  有鑑於近二十年來，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甚為普遍，截至民國95年以來，每年仍有

約二萬對之跨國婚姻締結，占全國總結婚對數之13％至18％之間（表2參照）；然而，跨

國婚姻之維繫亦面臨文化差異之挑戰，自民國95年以來，每年仍有約1.1萬至1.5萬對跨國

婚姻離婚，占全國總結婚對數之17％至26％之間（表3參照）。以民國102年為例，當年

離婚對數為53,604對，其中跨國婚姻占12,091對（22.56％），亦即五對離婚中有一對為

跨國婚姻。此一社會現象將促使吾人格外重視《兒童權利公約》所揭示兒童不與父母分

離原則、會面交往權之保障（第9條）及為與父母團聚而出入境之權利（第10條）。本文

期望於彙整此等權利之具體內涵後，透過司法判決之檔案分析，特別就外籍配偶離婚後

親權行使之困境予以呈現，並參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所賦予之國家義務，思考突

破此等困境之道，盼能拋磚引玉，共同提升我國兒少人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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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兒童權利公約》各項權利要旨 

權利要旨 條次 

1. 禁止差別待遇原則 第2條 

2. 兒童最佳利益原則 第3條 

3. 尊重兒童父母原則 第5條 

4. 生存權及發展權 第6條 

5. 身分權保障：姓名權、國籍權、知悉父母權 第7條、第8條 

6. 不與父母分離原則、會面交往權之保障 第9條 

7. 為與父母團聚而出入境之權利 第10條 

8. 禁止非法移送國外 第11條 

9. 自由表意權、訴訟表意權 第12條、第13條 

10. 思想、良知及信仰的自由 第14條 

11. 集會、結社的自由 第15條 

12. 隱私及名譽權 第16條 

13. 資訊權及文化權 第17條 

14. 父母共同養育原則、國家協力責任、托育服務 第18條 

15. 防止兒虐之保護措施 第19條 

16. 兒童之安置與保障 第20條、第25條 

17. 收養保障：最佳利益及國內優先原則 第21條 

18. 難民兒童之保障 第22條 

19. 身心障礙兒童權益保障 第23條 

20. 醫療和保健服務 第24條 

21. 社會保障給付 第26條 

22. 生活基本保障：父母責任與國家支持 第27條 

23. 受教育權 第28條 

24. 教育目標：發展潛能、尊重人權、多元文化 第29條 

25. 原住民文化權 第30條 

26. 休閒及遊戲權 第31條 

27. 免受經濟剝削權 第32條 

28. 免受毒品危害權 第33條 

29. 免受性剝削權 第34條 

30. 防止兒童誘拐買賣 第35條 

31. 防止各種形式之剝削 第36條 

32. 禁止不當刑罰及正當程序保障 第37條 

33. 從武力紛爭中獲得保障 第38條 

34. 遭受不當待遇兒童之恢復及重整權 第39條 

35. 少年事件處理原則 第4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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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我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統計 4 

年別 
結婚 

對數 

本國 

對數 

外籍或大陸配偶國籍（地區） 

合計 大陸港澳 外  國  籍 中外籍

結婚對

數比 
對數 ％ 對數 

大陸 

地區 

港澳

地區 
對數 

東南亞

地區 

其他

地區 

95年 142,669 118,739 23,930 16.77 14,406 13,964 442 9,524 6,950 2,574 6.0 

96年 135,041 110,341 24,700 18.29 15,146 14,721 425 9,554 6,952 2,602 5.5 

97年 154,866 133,137 21,729 14.03 12,772 12,274 498 8,957 6,009 2,948 7.1 

98年 117,099 95,185 21,914 18.71 13,294 12,796 498 8,620 5,696 2,924 5.3 

99年 138,819 117,318 21,501 15.49 13,332 12,807 525 8,169 5,212 2,957 6.5 

100年 165,327 143,811 21,516 13.01 13,463 12,800 663 8,053 4,887 3,166 7.7 

101年 143,384 122,784 20,600 14.37 12,713 12,034 679 7,887 4,784 3,103 7.0 

102年 147,636 128,144 19,492 13.20 11,542 10,829 713 7,950 4,823 3,127 7.6 

103年 

1～10

月 
121,890 105,629 16,261 13.34 9,146 8,382 764 7,115 4,452 2,663 7.5 

 

表 3、我國人與外籍人士離婚統計 5 

年別 
離婚 

對數 

本國 

對數 

外籍或大陸配偶國籍（地區） 

合計 大陸港澳 外  國  籍 中外籍 

離婚對 

數比 
對數 ％ 對數 

大陸 

地區 

港澳

地區 
對數 

東南亞

地區 

其他

地區 

95年 64,540 52,950 11,590 17.96 7,165 7,057 108 4,425 3,737 688 5.6 

96年 58,518 47,428 11,090 18.95 6,603 6,494 109 4,487 3,844 643 5.3 

97年 55,995 44,574 11,421 20.40 6,578 6,482 96 4,843 4,179 664 4.9 

98年 57,223 44,066 13,157 22.99 7,794 7,672 122 5,363 4,632 731 4.3 

99年 58,115 42,882 15,233 26.21 9,694 9,592 102 5,539 4,755 784 3.8 

100年 57,008 42,854 14,154 24.83 8,740 8,628 112 5,414 4,723 691 4.0 

101年 55,980 42,545 13,435 24.00 8,235 8,110 125 5,200 4,428 772 4.2 

102年 53,604 41,513 12,091 22.56 7,277 7,144 133 4,814 4,122 692 4.4 

103年 

1～10

月 
44,661 34,964 9,697 21.71 5,832 5,707 125 3,865 3,257 608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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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關於外籍配偶離婚後居留權益及親權行使之規範 

 一、跨國婚姻之維繫困境 

  婚姻係以一夫一妻之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唯此一目的是否能達成，亦與結婚時事

實面之情境攸關，從而影響日後是否走向家庭暴力、離婚等法律面之發展。多項地區或

全國性調查研究均指出，東南亞外籍配偶與國人步入婚姻之方式以朋友介紹及婚姻仲介

居多6，於交往及謀合基礎有限之情形下，難免不利於婚姻之維繫。例如，臺灣彰化地方

法院91年度婚字第239號民事判決曾指出：「…兩造婚姻出現重大破綻，其中部分因素雖

係兩造經常吵架或打架，惟兩造乃係異國婚姻，生活風俗習慣差異甚鉅，故在沒有感情

基礎之情形下結婚…」；類似情境例如臺灣臺南地方法院91年度婚字第620號民事判決亦

指出：「…蓋婚姻乃一男一女為組織家庭、共同生活為目的…，而於異國聯姻之情形，

夫妻二人因生長背景不同、生活習慣各異，更須長久時間之認識、調適方能建立起共同

生活之模式…」。以上案例呈現出跨國婚姻之維繫困境，一旦走向離婚之途，隨之而來

的外籍配偶居留權益與兒童人權維護，便經常是政策上的難題。 

 二、外籍配偶居留權益與兒童人權 

  外籍配偶係因依親（配偶）而合法居留，若婚姻關係結束，將導致居留原因消失。

對於外籍配偶於入籍或取得身分證前，若本國配偶死亡，我國移民政策於「入出國及移

民法」民國88年5月21日施行初始，便採取准予繼續居留之政策7。相較於此，關於外籍

配偶入籍前因離婚導致居留原因消失，原則上應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

後限期出境。爾後有鑑於社會福利政策應以家庭為基礎之呼籲8，民國96年12月26日立法

院增列「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如下：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

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 

一、因依親對象死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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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三、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 

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

生子女。 

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

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 

六、外國人與本國雇主發生勞資爭議，正在進行爭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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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六款得准予繼續居留之事由，其中第3、4、5款均與「未成年親生子女」攸關，

呈現出國境管理及移民政策企求與兒童人權兼顧之政策考量。惟實際落實程度如何，仍

待吾人檢視實際個案後評估。 

 三、大陸配偶之相關規範 

  相較於東南亞或其他國籍之外籍配偶係以「入出國及移民法」為規範依據，大陸籍

配偶係另以「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為準，兩者之政策考量及規畫基礎並

非全然一致9。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授權訂定之「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

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關於大陸配偶入籍前離婚得否繼續居留，係規

定於第14條第2項第1款：「大陸地區人民申請依親居留，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許

可；已許可者，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一、申請依親居留原因消失。但已許可依親居留，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撤銷或廢止其許可：（一）依親對象死亡。（二）於離婚後三十

日內與原依親對象再婚。（三）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四）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

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此外，同條第3項亦規定：「依前項第一款第三目規定依親居留

之大陸地區人民，喪失其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者，廢止其依親居留許可。」 

  若對照上述「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外籍配偶入籍前離婚得繼續居留之事

由，似較大陸配偶寬鬆（大陸配偶部分並無「經法院核發保護令」、「強制出國對未成

年親生子女將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等得繼續居留之事由），此等政策差異或

許是考量設籍前之外籍配偶其社會適應、工作權乃至於訴訟權等相關權益行使，均與語

言能力攸關10。多項地區或全國性調查研究均指出，相較於大陸籍配偶，東南亞或其他

國籍之外籍配偶所感受到之語言困境明顯較高，從而亦影響其相關權益行使及福利資源

運用11。 

參、《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跨國婚姻下兒童權益之保障 

  不論是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若因入籍前離婚而導致居留原因消失並遭強制出國，

顯然將對於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造成衝擊12；此外亦可能影響乃至於剝奪其子女

依照《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第10條所應受之保障，茲摘錄其約文如下13： 

《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不與雙親分離原則及會面交往權保障） 

一、簽約國得違反父母之意思，保護兒童不與其父母分離；但當局若經法院

審查後循合法程序裁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對該兒童為有利者，不在此

限。兒童受父母虐待、遺棄或在父母離異時，該項裁決尤有其必要，此

時，該兒童之住所應一併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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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前項為法律訴訟時，各關係人均得出席並申訴意見。 

三、簽約國應尊重與父母任何一方或雙方分離時的兒童權利，使其能定期與

父母直接接觸並保持私人關係；但因此違背該兒童之最佳利益者，不在

此限。 

四、當分離係肇因於父母一方或雙方或兒童受扣押、監禁、放逐、驅逐出境

或死亡（包括任何原因造成簽約國看管下之人的死亡）時，該簽約國受

有請求時，應在不損害該兒童福祉的情況下，給予該父母、兒童或視其

情節，給予其他家屬有關失蹤家屬下落的消息。惟簽約國應確保任何關

係人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兒童權利公約》第10條（為與父母團聚而出入境之權利） 

一、兒童或其父母為團聚而請求進入或離開簽約國時，簽約國應遵照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之義務以積極、人道與通融的方式處理之。簽約國並應確保

請求人或其家屬不因該請求而蒙受不利。  

二、父母分住於不同國家之兒童，除情況特殊者外，有權與其父母定期直接

接觸保持私人關係。簽約國應遵照第九條第二項規定之義務，尊重兒童

及其父母得離開任何國家，包括進出自己國家的權利。而出國之權利除

依法且不違背公約所承認之其他權利，並為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

公共衛生與道德以及他人之權利與自由者外，不得加以限制。 

  此外，《兒童權利公約》於第12條第1項特別揭示：「簽約國應使有意思能力之兒童

就與其自身有關事務有自由表意之權利，其所表示之意思應依其年齡大小與成熟程度予

以權衡。」；關於此等兒童表意權，《兒童權利公約》並要求各國應於司法程序中給予

特別保障，故於第12條第2項規定：「據此，應特別給予兒童在對自己有影響之司法和行

政訴訟中，能夠依照國家法律之程序規則，由其本人直接或透過代表或適當之團體，表

達意見之機會。」此外，《兒童權利公約》於第18條第1項揭示父母對兒童之養育責任：

「簽約國應努力使養育兒童是父母共同責任的原則獲得大家認同。父母或依其情節之法

定監護人應負養育兒童之主要責任。此時，兒童的最佳利益尤其應該成為他們最關心之

事。」第27條第2項則要求：「父母或其他對兒童負有責任者，應在其能力與財力許可範

圍內，保證兒童成長發展所必需之生活條件。」從而，跨國婚姻下兒童父母之一方若遭

強制出國，亦可能違反將兒童視為權利主體之理念及對兒童表意權之保障，並影響父母

共同養育責任之實踐，政策規劃及行政執行上不得不審慎為之，兼顧國境管理與兒童人

權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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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外籍配偶離婚後居留權益及親權行使之案例分析 

 一、案例分析之規劃 

  本次案例分析係採取檔案分析之方式，就特定系列之物件內容進行分析（Content 

Analysis）14，於判決搜尋系統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為關鍵字取得相關判決，進

行內容分析。經搜尋及閱讀後共擇取三個相關案例，因外交部機關為位於台北之內政部

入出國及移民署，且居留處分並非適用簡易程序事件15，依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之規

定，此等案件均歸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管轄16。 

 二、案例介紹 

  （一）泰籍父親離婚後遭限期出境案（聲請停止執行）17 

   1. 事件大要 

  A父為泰國籍人士，與臺灣籍配偶於民國（下同）95年2月9日結婚，並於96年11月2

日產下一女。前對於A父提起離婚訴訟，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調解成立，調解內容如

下：（1）兩造同意離婚，並自調解成立之日起婚姻關係消滅。（2）兩造同意對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單獨任之。（3）A父得於兩造所育前開未成年子女未滿

二十歲前，與之會面交往。 

  A父前以依親國人配偶之事由取得居留許可，居留期限至102年9月18日屆滿，嗣A父

於102年8月7日持停（居）留簽證申請外僑居留證，經移民署（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審查A父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居留原因消失」之情形，乃以行政處分否

准其請，並請A父於停留期限屆滿前離境。為此A父提起行政救濟並聲請停止執行限期出

境之行政處分。 

   2. 雙方重要主張 

    （1）限期出境處分所依據之離婚及監護權事實是否正確？ 

     （A）A父主張 

  A父主張其為泰國籍人士，僅通曉簡單之中文日常用語，無法辨識中文文字之字

義，而上開調解內容，包括離婚、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與未成年子女

之會面交往及撫養費等，調解時並未委請任何通譯為A父翻譯，致A父不能瞭解調解內

容，也不知悉成立之內容不僅包括離婚，還包括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

單獨行使。倘若A父瞭解調解內容，必會爭取維持婚姻，並爭取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為此，A父已起訴請求撤銷前開調解，經一審判決後，現該訴訟正繫屬

於臺灣高等法院，有A父之民事上訴狀可證。另關於調解筆錄所約定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對實屬不利，A父亦向法院聲請改定，現由新竹地院102年度家非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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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221號案件受理。 

     （B）移民署主張 

  A父與業已經調解離婚，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單獨任之，該離婚

及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登記係法律上之事實，於撤銷或改定前皆屬有效。A父雖於短

期內將無法探視或給付其撫養費，惟若其調解離婚無效之訴勝訴，則其離婚登記自始無

效，移民署仍將准予A父繼續居留，屆時A父仍得克盡父親之責，亦得與父親團聚，對於

權益保障而言亦難稱有「難於回復之損害」。 

    （2）限期出境是否將影響A父之訴訟權？ 

     （A）A父主張 

  移民署拒絕A父申請居留，無異是剝奪A父於上述案件之訴訟權益，及提出訴願、並

要求陳述意見之權利，而與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所保障之「尋求其反對驅逐出境之補救

辦理的充分的便利，以其有效行使他的全部訴訟權利」之原理原則相違背。 

     （B）移民署主張 

  A父稱若未能親自到場出庭陳述，將對其自身及之權益造成難於回復之損害，惟該

等訴訟可委由訴訟代理人代為進行，A父依法仍得於出境後委由訴訟代理人代為爭訟。 

    （3）限期出境是否將影響A父之探視權及造成子女損害？ 

     （A）A父主張 

  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規定，因A父為外國人，若未能擔任對未成年人權利

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即必須返回本國。如此一來，以臺灣、泰國兩地之遙及泰國之薪資

水準，A父不但無力支付對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甚至也無力負擔來臺之往返機票費

用，連探視權亦無法行使。 

     （B）移民署主張 

  否准A父申請居留並請其於居留期限屆滿前離境，尚難謂將對於造成「重大且難以

回復損害」之虞。再者，A父與之家庭、婚姻關係對已造成傷害，並非停止原處分之執

行即得以彌補或回復。 

   3. 法院裁判 

  本案法院認為A父倘欲在本案判決確定前，尋求暫時權利保護，應另依行政訴訟法

第298條規定聲請假處分。從而，A父依行政訴訟法第116條第3項規定聲請停止原處分之

執行，難認有停止執行之利益，其聲請不應准許，應予駁回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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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越籍母親離婚出境後無法依親居留案19 

   1. 事件大要 

  B母為越南籍女子，於民國（下同）88年間與我國男子（下稱蘇君）結婚，並於89

年11月16日在臺產下一女（下稱蘇女），嗣因B母與蘇君無法繼續共同生活，於93年間

協議離婚，並約定蘇女由蘇君監護，其後B母因居留期間於93年10月1日屆滿而返回越

南。惟基於母女天生血緣關係，且為蘇女身心能正常成長，B母仍與蘇君保持朋友關

係，聯繫未曾間斷。 

  B母表示蘇君於97年間再婚，且不願照顧蘇女，B母知悉後寢食難安，為免幼女流落

街頭，置之險地，B母遂立即來臺照顧女兒，並於100年6月7日與蘇君重新約定共同行使

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100年7月28日再與蘇君重新約定由B母單一方行使負擔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但依現行法令規定，依親居留簽證並不包含依附直系血親卑親屬，導

致B母每半年需返回越南一次再入境臺灣，如此不僅B母需額外花費時間勞力及金錢，母

女生活更陷困頓，處境令人堪憂，B母乃蘇女現在唯一可依靠之親人，何況，B母唯有取

得居留證，才能進一步取得身分證而合法在臺工作，靠一己之力照顧蘇女。 

  為此，B母遂於101年11月15日致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陳情其申請依親簽證乙事，經

外交部於101年12月3日以領2字第1015148581號函（下稱原處分）否准所請，B母不服，

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請求法院判令外交部准許B母居留簽證

之申請。 

   2. 雙方重要主張 

    （1）B母可否因照顧子女而申請依親居留？ 

     （A）B母主張 

  為求行使對為成年女兒之監護權，並避免頻繁出境及合法工作，請求法院判令外交

部准許B母居留簽證之申請，並保證對女兒不離不棄，主管機關亦可隨時派員監督訪

查，如有不實，可隨時撤銷B母之居留簽證。 

     （B）外交部主張 

  依外國護照簽證條例施行細則第13條第1項：「申請居留簽證目的，包括依親、就

學、應聘、受僱、投資、傳教弘法、執行公務、國際交流及經外交部核准或其他相關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活動。」另依現行簽證作業規定，有關依親居留簽證，僅以

依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附直系血親尊親屬為限，此觀外交部網頁所載「外國人申請中

華民國簽證相關手續及說明」之相關內容自明。因此，B母以依附其在臺之未成年子女

為由，提出依親居留簽證之申請，自與外交部所定之前揭申請條件不符，不應准許。 



專 題 論 述    

 

新世紀智庫論壇第68期／2014.12.30  57 

    （2）B母可否因再次入境後取得監護權而申請居留？ 

     （A）B母主張 

  B母於93年8月2日與蘇君協議離婚，並約定由蘇君取得未成年子女蘇女之監護權，

其後B母因居留期間於93年10月1日屆滿而返回越南，爾後再次入境並於100年6月7日與

蘇君重新約定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100年7月28日再與蘇君重新約定由B

母單一方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故B母主張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

第3款「外國人於離婚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得獲准繼

續居留。 

     （B）外交部主張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第3款之適用，必須以「…外國人於居留期間內，

居留原因消失者，…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三、外國人於離婚

後取得在臺灣地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依現行簽證實務作業，簽證申

請案件如符合上述要件，雖申請人並不符依親居留簽證之申請條件，但外交部及駐外館

處會審酌其申請目的，而改以「經外交部核准或其他相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之

活動」為由准予核發居留簽證，俾利申請人入境後依上開規定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申請外僑居留證。但B母並未於「居留期間內」取得在子女監護權，不符法定要件，故

無法為其核發居留簽證。  

   3. 法院裁判 

  本案法院均依照外交部主張而為判決，駁回B母之訴。 

  （三）大陸配偶離婚後爭取監護權案20 

   1. 事件大要 

  C母與其前配偶結婚而育有一女，經移民署許可依親居留，於民國（下同）93年4月

8日核發給依親居留證。嗣C母於95年6月23日向移民署申請長期居留，經移民署以C母與

許碧松業於95年5月23日離婚，未取得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監護權為由，廢止C母

依親居留許可及註銷依親居留證。C母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

決C母與前配偶就其未成年子女監護權之爭訟尚在法院審理中，移民署不得廢止C母依親

居留許可，註銷依親居留證及限期C母出境，乃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並於96年10月9

日確定21。 

  C母嗣於96年10月29日請求辦理長期居留，移民署爰恢復C母依親居留證及准予延期

事宜，惟因涉及C母監護權爭訟判決是否確定，移民署嗣向臺灣板橋地方法院（下稱板

橋地院）查詢，獲知臺灣高等法院業以97年度非抗字第78號民事裁定駁回C母抗告，並

於97年10月2日確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C母前配偶單獨任之，移民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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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依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及第

45條第1款規定，於97年11月4日廢止C母依親居留許可，註銷其於93年4月8日核發依親

居留證，請C母於收到處分書之翌日起10日內申請出境證件出境，未依規定申請出境或

逾期未出境，得強制出境。C母不服，復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遂向法院提起本件行

政訴訟。 

   2. 雙方重要主張及法院認定 

    （1）大陸配偶得否主張「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第5款而繼續

居留？ 

     （A）C母主張 

  按「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第5款規定：「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

留期間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五、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

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C母現在處境確實符合

「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第5款之規定要件，該法條雖係規範外國人，但仍得以

類推適用。 

     （B）移民署主張 

  C母為大陸籍人士，應適用「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

可辦法」相關規定，該辦法並無「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區已設

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此一准予繼續居留事由。 

     （C）法院認定 

  移民署對C母作成本件「廢止C母依親許可」處分，其規範基礎為「大陸地區人民在

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4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規定，而C母主

張該處分違法所引用之法規範卻為「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但書第5款之規定。

因為上開二組法規範雖係分別針對大陸地區人民與外國人之居留許可條件為規範，但從

「人本」之角度考量，外國人與大陸地區居民許可在臺灣地區生活之條件不應有所不

同，而實證法對二組類似事實，卻作了差別處遇，即違反了憲法上「平等原則」22。從

而C母之主張在法理上應可被接受，故法院即行審查「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但

書第5款規定之構成要件在本案中是否被滿足。 

    （2）限期出境是否將造成子女損害？ 

     （A）C母主張 

  C母前曾向板橋地院聲請民事暫時保護令獲准，證明前夫有使用暴力侵害之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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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養子女當有不當影響。前夫並違背板橋地院准予C母得在每月第二、四週之週六探

視女兒之裁定，不當阻撓，破壞扭曲母女親情，對於許念慈人格發展實有重大不利之影

響。C母遂於97年10月13日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聲請改定監護人，雖經駁回，但C母已提

起抗告。 

     （B）移民署主張 

  C母聲請改定其女監護權，並無礙於原處分事實認定、法律適用之結果。 

     （C）法院認定 

  C母已向家事法庭請求改定其女監護權，並在該非訟程序中提出女兒遭受不當對待

之主張，但經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家事法庭為實體調查後，駁回C母改定監護人之請求，

並且在裁定理由中逐一說明C母主張不可採，或不能證明之心證依據。C母雖謂其已對上

開裁定提起抗告，但單純提起抗告對本院心證之形成並無助益。 

伍、結語 

  早於1967年，心理學家Holmes及Rahe於發展「生活改變與壓力感量表」時，便已將

喪偶及離婚分居第一及第二位。相較於一般國人，當婚姻移民面臨不幸福的婚姻生活或

喪偶之痛時，尚須面對國家移民政策下居留權益與民法離婚相關制度的交錯糾葛，特別

是設籍前之外籍配偶，可能因居留原因消失，居留許可遭廢止而限期出國，親子分離，

的確將面臨更大的壓力及無助感，值得吾人規劃及落實更周延的政策以保障其人權及未

成年子女之成長利益。以下分就司法案例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提出評述： 

 一、司法案例之綜合評述 

  由上述案例可知，我國雖於民國96年增列「入出國及移民法」第31條第4項，且基於

兒童人權，特別授權主管機關得依第5款「因居留許可被廢止而遭強制出國，對在臺灣地

區已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難以回復損害之虞」，准予外籍配偶繼續居

留，但不論是移民署之裁量或法院之認定，均趨於保守，至少就司法判決而言，尚未見

適用本款之案例。另法院雖已將本款類推適用於大陸籍配偶，但仍以大陸配偶未取得子

女監護權為由，作為不適用本款之依據。以上認定均將導致未成年子女之父親或母親遭

強制出境，從而上述《兒童權利公約》第9條關於不與雙親分離原則及會面交往權之保

障，實際上也難以實現。 

  此外，《兒童權利公約》第27條第4項特別揭示各國應建立養育費償還制度：「簽約

國為使父母以及其他對兒童負有財務責任者償還兒童之養育費，不管其居住在國內或國

外，應採取一切適當之措施。對兒童負有財務責任者居住在與兒童不同國家時，簽約國

尤須要透過參加並締結國際協定，或訂定其他適當之協議，使其償還養育費。」然觀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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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現行簽證作業有關依親居留簽證，僅以依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依附直系血親尊親屬

為限，導致外籍父母無法以依附其在臺之未成年子女為由，提出依親居留簽證之申請，

僅能以限制較多、期間較短之停留方式入境，並因此無合法之工作權，連帶影響扶養及

照顧義務之履行。而此等限制之依據僅為外交部網頁所載「外國人申請中華民國簽證相

關手續及說明」之相關內容，似亦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之虞。 

 二、《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下之國家義務 

  在台灣，外籍配偶離婚後之居留權益，如何於國境管理、移民政策、兒童人權等價

值間取捨因應，今後已必須配合《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下之國家義務，逐步辦理，茲

分述如下： 

  （一）推動、考核及協調義務 

  有鑑於公約之落實有賴各政府機關之跨部會協力推動，乃至於與外國政府及國內外

之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合作，故《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5條規定「各級政府機關應

確實依現行法規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公約規定事項，並實施考核；

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內外非政

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進公約所保障各項兒童及少年權利之實現。」

從而，移民署宜就外籍與大陸配偶離婚後之親權行使事項，基於兒童人權重新評估外僑

居留之裁量基準；另外交部就依親居留事項、勞動部就本國兒童之外籍或大陸父母在台

工作權事項、社會及家庭署就相關福利資源事項，均宜從速妥適規劃。 

  （二）預算及組織義務 

  有鑑於預算及組織乃政策推動最關鍵之配套，故《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8條特規

定「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公約保障各項兒童及少年權利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

優先編列，逐步實施。」至於組織部分，《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6條則要求行政院應

成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推動小組」23，負責推動本公約相關工作，其中並包括接

受涉及違反公約之申訴，如此將促使公約所保障之權利獲得另一救濟途徑，然具體之申

訴規範等子法，尚待主管機關訂定。就本國兒童之外籍或大陸父母遭強制出國之情形，

推動小組亦宜與權責機關、司法機關發展共識，避免此一申訴管道仍僅是發函主管機關

回覆或依循法院判決。 

  （三）修法義務 

  為求國內法體系之一致性並落實《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施行法第9條特規定「各

級政府機關應依公約規定之內容，就其所主管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於本法施行後一年內提

出優先檢視清單，有不符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三年內完成法規之增修或廢止及

行政措施之改進，並應於本法施行後五年內，完成其餘法規之制（訂）定、修正或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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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措施之改進。」從而優先檢視清單應於民國104年11月20日提出，並於民國106年

11月20日完成修法及改進；非優先檢視清單之其餘法規，則應於民國108年11月20日完成

修法及改進。關於本文所述本國兒童之外籍或大陸父母遭強制出國及無法依親居留之相

關法令，建請從速優先檢視、修法及進行行政措施之改進，以盡可能保障每位兒童與父

母團聚之權利。 

【註釋】 

1. 請參考：施慧玲，〈從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到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兼談法律資訊之應

用與臺日比較研究方法〉，《臺灣國際法季刊》，第8卷第2期，2011年，頁95-150。 

2. 聯合國成員未批准《兒童權利公約》者僅有索馬利亞、南蘇丹及美國。 

3. 相較於《兒童權利公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至今有一百六十七個締約

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則有一百六十個締約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

歧視公約》則有一百八十三個締約國；「世界貿易組織」（WTO）則有一百五十五

個締約國。 

4.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全球資訊網》，<http://www.immigration.gov.tw/ 

ct.asp?xItem=1287427&ctNode=29699&mp=1>（2014/12/21 visited）。 

5. 同前註。  

6. 請參考：內政部，《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狀況調查報告》（台北：內政部，2004

年）。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大陸及外籍配偶生活處遇及權益之研究》（台北：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2009年）。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外籍配偶家庭暨子女生活

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4年）。台南市政府，《台

南市外籍配偶家庭暨子女生活狀況與福利需求調查成果報告》（台南：台南市政府，

2010年）。 

7. 請參考「入出國及移民法」民國88年5月21日施行版本，第29條第2項。 

8. Mei-ying Chen, “Becoming Taiwanese: Self-Perceptions of the New Taiwanese Immigrant 

Fema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ia-Pacific Studies, Vol.6, No.2, 2010, pp.1-22. 

9. 廖元豪，〈「我們的」法律，「她們的」命運—台灣法律如何歧視外籍與大陸配

偶〉，「亞洲女性移民／移工NGO組織者國際工作坊」研討會會議手冊，2005年，

頁131-140。 

10. Milton J. Bennett “Towards Ethnorelativism: a Developmental Model of 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 in R. Michael Paige (ed.), Education for the Intercultural Experience 

(Yarmouth, ME: Intercultural Press Inc., 1993). David Este, “Social Work and 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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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y,” in Gwat Young Lie and David Este (eds.), Professional Social Service 

Delivery in a Multicultural World (Toronto: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1999), pp.27-45. 江

亮演、陳燕禎、黃稚純，〈大陸與外籍配偶生活調適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第105期，2004年，頁66-89。 

11. 同註6。  

12. 蔡震榮，〈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論驅逐出國處分—評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5年

度訴字第2581號判決〉，《法令月刊》，第60卷第8期，2009年，頁21-37。  

13. 約文版本取自社會及家庭署，《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全球資訊網》，<http:// 

www.sfaa.gov.tw/SFAA/Pages/List.aspx?nodeid=30>（2014/12/21 visited）。  

14. Earl Babbie著，陳文俊譯，《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北：雙葉，2005年）。 

15. 關於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行政處分，目前僅外籍人士之收容事件適用簡易程序，居留事

件仍需適用一般程序。可參考「行政訴訟法」第229條：「適用簡易訴訟程序之事

件，以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下列各款行政訴訟事件，除本法別有

規定外，適用本章所定之簡易程序：…五、關於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之行政收容事

件涉訟，或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者。第二項第五款之事件，由受收容

人受收容或曾受收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不適用第十三條之規定。但

未曾受收容者，由外交部機關所在地之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管轄。」 

16. 依「行政訴訟法」第13條第1項：「對於公法人之訴訟，由其公務所所在地之行政法

院管轄。其以公法人之機關為外交部時，由該機關所在地之行政法院管轄。」由於我

國中央政府及多數機關均位於台北市，此一規定對居住於中南部民眾之訴訟權行使，

有違反平等原則之虞。 

17. 請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停字第63號裁定。 

18. 本案行政法院亦可行使闡明權，曉諭聲請人變更，而非逕予駁回。  

19. 請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2年度訴字第546號判決。 

20. 請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8年度訴字第921號判決。 

21. 請參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6年度訴字第761號判決。 

22. 法院於此並引用黃茂榮著，《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台北：黃茂榮，2006年4月，

增訂5版），頁593以下之說明。 

23. 該條第2項規定學者專家、民間團體及相關機關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

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並得邀請少年代表列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