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章 緒  論 

1.1 研究動機與問題提出 

1.1.1 研究動機 

人類為追求更好的生活，自古以來即不惜千里找尋合適的環境，相關

移民活動由來已久。各國亦隨著其國家型態，有其相關移民制度及法律。

在我國的情形，台灣過去也有一段移民歷史，可說是由移民組成的社會。

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由於特殊的政治環境，在戒嚴體制下嚴格控管人民的

移動，加上因地狹人稠，人口密度高，早期採行所謂「移出從寬、移入從

嚴」之原則，使得移入人口之數量及其管理均未受重視，相當晚方建置移

民法制。1

移民活動有其歷史和類型，就近些年之觀察，估計全球每年約有一億

五千萬人具有「在國外出生」的身分，雖其僅代表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
2這些跨國移動，隱藏許多社會與政治問題，國家對於跨國移動居住於本國

境內的人民應負何種責任，移民權利亦為近年來國際上討論之課題。 

在我國之情形，最近一次較具規模的遷徙活動，可追溯自 1949 年政

府及相關人員自中國大陸播遷來台，其後相關遷徙活動則不甚顯著。自

1980 年中期以來，隨著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腳步，經濟活動日漸發

達，逐漸邁入已開發國家之列，民眾生活日漸富裕，台灣產業結構及社會

型態均有所改變。近十年來，隨著國際化時代的來臨，人口移動遷徙更加

頻繁及便利，逐漸產生國人與外國人，尤其是與東南亞女子通婚者日益增

多的現象。而隨著政治解嚴、終止動員戡亂，我方政府開放兩岸交流後，
                                                 
1過去法律上僅有國籍法規範外國人取得國籍事項，有關外國人至我國居留等相關事項，多以未

經法律授權之行政命令處理，嗣司法院於民國 87 年 5 月 22 日公布大法官議決釋字第 454 號解釋，

認為「國人入境短期停留長期居留及戶籍登記作業要點」第 7 點關於在台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人

民申請在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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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限期離境之相關規

定，與憲法第 10 條人民有居住及遷徙自由之規定不符，應自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年時

失其效力；內政部為綜整有關移民事務之法規，擬具「入出國及移民法」草案，於民國 88 年公

布施行，自此方有較為完整移民事務之法律基礎。 
2 一億五千萬這個數字還包括為數約一億二千萬人之難民在內。參見「國際遷徙與移民－解讀『離

國出走』」，Peter Stalker 著，蔡繼光譯，書林，民 91 年，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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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兩岸人民通婚現象亦大量且快速產生。自是以還，我國國民與外來人口通

婚來台之移民潮逐漸增多。據內政部資料顯示，自民國 76 年 1月至 94 年

5 月，我國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總計 348,492 人，其中外籍配偶 126,361

人；大陸配偶為 212,232 人。以民國 93 年為例，平均每 3 對婚姻即有 1

對是國人與外籍配偶或大陸配偶聯姻，此種大量婚姻移民移入現象，對我

國社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4

結婚係為親屬、家屬及親子等身分關係發生之根源，婚姻制度隨國

家、民族而有所不同，結婚須符合法律規定始生效力，依我國民法親屬編

規定，結婚之成立須符合實質要件及形式要件，跨國婚姻之問題更加複

雜，其屬涉外身分法律關係，跨國婚姻成立或生效，我國涉外民事法律適

用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婚姻成立之要件，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

結婚之方式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行地法者，亦為有效。」亦即原

則上須適用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兩岸通婚之情形，於「台灣地區與大陸

地區人民關係條例」（以下簡稱兩岸條例）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結婚或

兩願離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行為地之規定。」亦即適用行為地法，如

在大陸結婚，則須適用大陸地區規定。跨國結婚成立或生效後，如該外籍

或大陸配偶有意移入，則須依相關法律規定申請入境停留、居留或定居，

此種以婚姻事由移入者即屬所謂婚姻移民。外籍配偶或大陸配偶移入我國

係分別適用不同法規，外籍配偶適用「國籍法」、「入出國及移民法」（以

下簡稱移民法）等，大陸配偶主要適用兩岸條例相關規定。外籍配偶或大

陸配偶在取得我國國民身分前，仍屬外國人或大陸人民，其在我國享有何

種權利，攸關他們在我國所享有之待遇，與他們在台生活習習相關，我國

憲法對外國人或大陸人民是否給予基本權利之保障，即成為值得探討的問

題。 

有關外國人是否享有或享有多少我國憲法所保障之基本權利，在我國

公法學界之討論不多。這可能與過去我國外來人口移入狀況不甚顯著有

關，但隨著國際經貿發展活絡、全球化程度日深，跨國人口遷移，已成為

世界潮流，跨國活動的增多，不斷衝擊各國既有的移民制度，各國對之亦
                                                 
3 我國民國 76 年 7 月 15 日宣布解除戒嚴，民國 76 年 11 月 2 日開放民眾赴大陸探親，民國 80
年終止動員戡亂。 
4 有關外籍與大陸配偶在台生活狀況，內政部 92 年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7 日辦理實地訪查工作，

整理編印「外籍與大陸配偶生活狀況調查報告」。另行政院亦相當重視外籍與大陸配偶日增的現

象與問題，組成跨部會小組，由經建會擔任幕僚，研擬「現階段外籍與大陸配偶移入因應方案」

於民國 93 月 6 月 10 日陳報行政院核定，本方案對於社會面的影響分析略為：婚姻移民呈現非以

感情為基礎的婚姻移入，對社會正面的影響為刺激社會多元文化發展，負面影響為婚姻商品化、

造成婚姻價值觀偏差、族群間易生歧見、影響社會融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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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調整其移民法規，相關移民政策及法規亦影響該國的移民活動，而移

民之權利保障議題，亦在人權為普世價值的觀念下，逐漸受到較多的討

論，已略有保障實際內涵之類型。台灣當然亦同受國際遷徙浪潮影響，對

於外國人在我國所受權利保障問題，逐漸受到重視及討論。 

有關外國人人權保障，在二次大戰後已有新的發展，人權理念逐漸突

破國家框架，國際人權之保障已成為普世尊重之價值，在人權保障國際化

的今日，我國面對近來產生大量婚姻移民現象，應檢視現行移民法制有無

體認到現今國際人權保障之發展趨勢，尤其是對於日益增多之婚姻移民有

無給予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之保障。特別是在我國因法制架構之不同，對於

婚姻移民區分有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他們在法律上所受之待遇有所不

同，是否成為差別待遇，此種差別待遇是否合理？如何適切評價其法律地

位及相關權利之保障問題？這些問題迭來廣受外界高度關切注意，爰有詳

加探討之必要，以釐清相關問題及爭議，並可對於我國移民政策及移民法

規提供一些建議。 

  1.1.2 問題提出 

觀諸各國對於移民活動，均有其移民政策並制定移民法規，移民法規

所採行之管理措施或手段，常隨著該國之移民政策有所不同，移民法規主

要在落實該國的移民政策。各國的移民政策隨各國情況而有不同方向，有

積極接受移民者，亦有消極接受移民者。5在我國情形，過去移民現象並不

普遍，且由於人口密度高，採取所謂「移出從寬、移入從嚴」政策，亦即

對於國人移出台灣寬鬆對待，對於外國人移入台灣則從嚴審查，實際上以

往移出者數量均高於移入者。6

而近來因婚姻移民大量移入，帶給我國社會不小影響與衝擊，有利亦

有弊，優點是解決失婚問題、刺激社會多元文化發展等，其缺點在於透過

婚姻仲介形成速食婚姻、非以感情為基礎婚姻移入包含隱藏打工或其他目

的之虛偽婚姻、文化差異造成之隔閡及適應困難、工作機會及社會資源排
                                                 
5例如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國家主張自己乃是「移民的國度」（countries of immigrants），成為其

建國理念的基礎之一。這些國家大量接受移民申請，使得每年都有以移民身分進入的外國人前來

定居，並有協助移民成為公民的制度。惟另有例如日本等族群國家，國家成員身分取決於共享的

族群性，因此並不將族群的異質性視為一種正面的社會價值，這些國家認定自己為非移民國家。 
6 依內政部統計資料，民國 72 年開始，遷移人口的移出顯然大於移入，特別是在民國 85 年，其

原因係受中共於總統大選前對台進行飛彈試射，使兩岸情勢趨於緊張，造成許多台灣民眾對台海

恐產生戰爭的心理因素而移出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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擠等問題，須從整體面來看待此一現象。締結婚姻建立家庭固屬於人民的

自由權，雖我國憲法並無明文規定所謂婚姻及家庭權，惟從大法官相關解

釋可發現家庭與婚姻權亦屬憲法保障之權利，人民享有婚姻自由權利，其

內涵包括選擇對象自由，該對象自不以本國人為限，我國國民當然可選擇

與非本國人結婚，惟近年來產生的現象是國人娶外國人或大陸女子的比例

突然增加了許多，大量婚姻移民移入影響我國人口結構質與量，與我國人

口政策亦有密切關聯，移民政策屬人口政策下之一部分，移民政策及法規

影響移民現象，移民現象則影響我國人口結構，使我國人口結構產生變

化。因此如要解決我國面臨的人口問題，擬訂適當的移民政策及法規是相

當重要的一環。 

現今衍生大量婚姻移民移入我國狀況，固然須從整體社會、經濟層面

來看，甚至須納入全球化的角度整體觀察，不過仍與移民政策及法規有相

當密切之關聯。我國十餘年前所定「移出從寬，移入從嚴」之移民政策，

在現今時空環境均有所轉變情形下，己不符合目前趨勢及需要。行政院於

民國 92 年時，對於現階段外籍與大陸配偶人數的成長及所衍生相關問題，

成立「外籍與大陸配偶相關議題專案小組」，研擬完成「現階段外籍與大

陸配偶移入因應方案」，分析外籍與大陸配偶移入造成之影響，並從人口

因素看待移民，研提政策建議。不過，很可惜的是，時至今日，我國移民

政策及方向究竟為何，仍未見明確。 

移民政策及移民法規代表國家接受移民的態度及立場，關係移民之法

律地位及權利，亦會導引國家整體移民現象及移民種類，我國近來產生許

多婚姻移民，而在我國法制上究如何看待移民，移民在我國權利為何，過

去較少人去探究此一問題，瞭解憲法上移民權利，方能擬訂有助保障其權

利的移民法規，也可使社會大眾及移民本身認知其定位，移民的權利與一

般國民權利有無不同，或是有何種不同，將兩者比較出來，始能瞭解檢驗

對於移民保障範圍如何。 

前面已提到，由於科技進步經貿活動發達，人口移動亦日益頻繁，國

際上已漸正視國際遷徙者之權利保障問題，二次大戰後發展的國際人權公

約，已使人權保障逐漸國際化趨勢，國際上關於人權保障公約為何，對於

我國移民法規有何影響？其對我國日益增多婚姻移民的權利保障問題有

何助益？移民得否主張我國憲法上有關基本權利之保障，其他國家之情形

又是如何，本論文將從這些問題逐一開始探討。易言之，國人與外國人通

婚，該外籍配偶在取得我國國籍之前其身分是外國人，惟其兼具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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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之身分，亦即其身分有一階段為界於外國人與本國人間，其法律地位

為何？享有權利保障程度為何？現行移民法制對外籍配偶所得享有之權

利是否較一般短期入境外國人為多？是否符合人權保障國際化的趨勢？

此為我國面臨的新興問題，爰須加以探討。  

在我國因有特殊的兩岸關係，而婚姻移民的大宗又是來自中國大陸的

大陸配偶，我國法制將婚姻移民區分為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觀察我國移

民法制相關規定，可以發現兩者呈現不同的待遇，過去幾年來亦引發不少

爭議。7由於平等權即是在探討兩群人間差別待遇存在為前提，在我國平等

權之探討，不論學界或大法官會議分就各領域及課題均己有充分探討，8故

以平等權觀點檢驗其差別待遇尤具重要意義，在探討差別待遇問題，即須

比較兩者差別待遇情形及差別待遇之原因為何，以平等權加以審查，有助

釐清外籍與大陸配偶間差別待遇合憲性問題。 

在以平等權觀點探討時，即會面臨如何區別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涉

及大陸配偶身分定位之基本問題，亦與兩岸之定位問題有關，以憲法增修

條文及現行法制相關規定如何看待中國大陸及中國大陸人民？有關大陸

人民是否為我國國民，在法制、學理及國際法角度檢視，見解如何？以平

等權檢視究能提供何種思考？大陸配偶是否與外籍配偶之法律地位一

致？兩者在台待遇是否須完全相同始符合平等權？再者甚至是否無庸區

分，忽略兩岸問題的存在，逕將大陸配偶待遇一律適用外籍配偶相關規

定？深入探討這些問題，發現問題癥結所在，可以對前面所述外界常提出

的疑問找出答案。 

採討前述問題時，亦應將目前婚姻移民現狀納入觀察對象，近十年衍

生大量婚姻移民，尤以近幾年成長速度最鉅，依內政部統計資料顯示，民

國 87 年時外籍配偶有 10,484 人（男 1,798、女 8,656），大陸配偶 12,167

人（男 382、女 11,785），至民國 92 年時外籍配偶 19,101 人（男 2,794、

女 16,307）、大陸配偶 34,991 人（男 3,207、女 31,784），9外籍配偶成長

人數較民國 87 年數量已成長 2 倍，且九成來自東南亞國家，大陸配偶人
                                                 
7 尤其是兩岸人民關係條例於民國 91 年間修法，主管機關行政院大陸委員會所提出修正草案，

將大陸配偶取得定居權利（即取得身分證）之時間，修正為 11 年，引起大陸配偶三度走上街頭

抗議，其訴求即是認為歧視大陸配偶。 
8 大法官有關平等權保障的解釋甚多，舉凡考試公平、課稅公平、行政救濟機會及程序平等、選

舉平等、男女平等、公平服公職（服兵役）、平等請求國家賠償等方面，大法官均有所闡釋。 
9 民國 93 年外籍配偶人數為 20,338 人（男 2,771 人，女 17,567 人），大陸配偶 10642 人（男 236
人， 女 10,386 人）；民國 94 年外籍配偶人數為 13,988（男 2,687 人，女 11,121 人），大陸配偶

人數為 14,258 人（男 2,687 人，女 11,121 人），參見內政部網站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st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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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成長 3倍，且按全國人民結婚數量來看，平均每 3對婚姻即有 1對是國

人與外籍或大陸配偶通婚，何以產生此種集中於來自東南亞國家及大陸地

區女性以結婚方式的現象，是否包含若干虛偽結婚情形，此種情形是否與

我國移民法規及移民管理制度有何關係？10參照現今一般國家移民政策趨

勢，多鼓勵帶來專業技術、人才、資金等對國家經濟有貢獻的移民，而婚

姻移民移入較多的國家，在歐美國家過去的經驗來看，其中不少是所謂為

取得工作權、居留權或者公民權的虛偽婚姻，虛偽婚姻屬於所謂非法移

民，極易影響國內治安及造成社會問題，美國為遏止虛偽婚姻，在其移民

法中定有過濾及審核機制，對於虛偽婚姻亦設有刑責，值得參酌。我國移

民法規及政策如何在人權保障及為確保國家利益防止非法二個層面，尋求

出平衡點，亦深值探討，或許可對移民政策及法規的修訂提供一些建議與

參考。 

1.2  研究範圍 

由於移民一詞，一般而言包含本國人移出外國及外國人移入本國，本

文所擬研究者，為外國人或大陸人民移入我國之政策及法制涉及婚姻移民

部分，且主要集中在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及是否合理之探討。 

在探討婚姻移民是否享有憲法保障基本權利時，由於我國憲法似無明

確規定，故參酌其他國家移民法制，以及國際人權公約對於人權保障規

定，探討分析婚姻移民得享有何種基本權利；對於屬於人權保障事項，國

際法肯認只要是自然人均得享有，因此本論文對於屬於人權性質之權利，

例如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言論自由等權利，不作實質之探討。現行

「入出國及移民法」及「兩岸人民關係條例」，對於收容及強制（驅逐）

出境之處分，係交由治安（即警察）機關作決定之規定，是否符合我國憲
                                                 
10 事實上我國婚姻移民現象，已有許多學者就社會學角度進行研究，例如夏曉鵑、趙彥寧等人，

請參閱夏曉鵑，『流離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台灣社會研究叢刊，2002 年。其

中據學者觀察所描述內容，可以發現一個現象，就是我國東南亞外館或境管審核官員，在審查時

相當擔心假結婚或太多來自東南亞或大陸新娘而勸阻，可是大多東南亞或大陸新娘仍非常願意嫁

來台灣，對結婚對象不多加選擇即嫁來台灣，來台後又因適應、婚姻問題控訴遭受不公平待遇，

是受害者，筆者有一點疑問是：如果認為婚姻移民是資本國際化婚姻商品化的產物，政策及法規

是否不應過於鼓勵接受婚姻移民，何以來台後盡量給予「賦權」（empower）來解決他們來台後

的問題，「賦權」（empower）對許多甘願承受風險的人有助益，惟亦有助提高來自前揭國家人民

以婚姻作為跨境移動工具的情形，台灣是個地窄人稠、資源相當有限的國家，如果以婚姻作為跨

境移動的手段大批移入造成的影響，最直接的是就業市場、社會福利的排擠，以台灣的環境與條

件而言是相當不利的；此外，其他國家亦有類此情形，但其他國家作法，並非完全以「賦權」或

早日給予公民身分，作為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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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關人身自由之保障，頗有疑義，惟此並非本論文所欲探討之重點。本

論文所擬探討的內容主要是與婚姻移民來台生活相關的權利，集中在遷徙

自由中的入境權、居留定居權、工作權，以及取得國籍身分後參政權、服

公職權等公法權利，因為該等權利除與婚姻移民來台生活較有關連性，於

國際人權公約中設有相關規定，且現行移民法制前揭權利，對於外籍配偶

與大陸配偶存在差別待遇，在探討上得以突顯比較之意義。在比較同時，

則另就大陸配偶的定位問題作一研析。 

本文以平等權觀點探討其差別待遇是否合理，而平等權審查有數種模

式，我國多半承襲美國及德國之審查方法，鑒於美國法審查標準上已發展

多元化且類型化的審查標準，由於我國已有許多論著在探討美國及德國之

審查模式，相當精闢深入，11故本文重點不在探討平等權審查模式，僅簡

單分析後直接選取美國法「三重基準理論」進行審查。而研究範圍包含大

陸配偶與外籍配偶之法律地位、差別待遇比較及合理性問題，在探討同時

一併檢討我國婚姻移民現況及相關問題，目的希望一方面從憲法平等權觀

點釐清婚姻移民之法律地位及所得享有之權利，另一方面則檢視外籍配偶

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合理性問題。此外，並希望一併從由國際人權保障角

度加以檢視，並提出對現行婚姻移民法制的具體建議。 

1.3  研究方法 

本文之研究方法，主要是以蒐集閱讀國內外有關外國人或移民權利保

障、移民政策及法制及我有關婚姻移民法規與實務統計資料，進行研析探

討，研討重點在於以平等權審查相關問題，以發現目前婚姻移民法規及政

策之缺漏，俾提出具體建議。研究方法略述如次： 

1. 文獻探討法： 

蒐集國內與國外有關外國人及移民權利保障、國際人權公約、平等權

審查模式、移民法制及兩岸定位問題等相關文獻資料，進行歸納及整
                                                 
11 例如林子儀，「言論自由的限制與雙軌理論」，收於『言論自由與新聞自由』，元照，民 88 年；

法治斌，「司法審查中之平等權：建構雙重基準之研究」，收於『人權保障與釋憲法制』再版，月

旦，民 82 年；黃昭元，「憲法權利限制的司法審查標準：美國類型化多元標準模式的比較分析」，

台大法學論叢第 3 卷第 3 期，民 91 年 5 月；倪伯萱，「種族優惠性差別待遇的司法審查－以審查

標的分析與檢討為中心」，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民 91 年徐秀蘭，「平等權審標準之解析與建構

---以社會立法為中心」，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民 89 年 6 月；蘇彥圖，「立法者的形成餘地與違

憲審查－審查密度理論的解析與檢討」台大法研所碩士論文，民 87 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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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確認研究主題及研究內容。 

2. 比較研究法： 

蒐集國外有關對於移民法規、政策及制度相關資料，進行比較分析；

於探討大陸人民及兩岸定位問題時，蒐集德國統一前處理分裂國家之

實務及學說，歸納整理並與我國情形作一比較。在處理以平等權審查

婚姻移民差別待遇問題時，蒐集德國、美國發展之審查模式進行比

較，選取以美國法審查模式探討。 

3. 制度分析法： 

就我國移民法制中關於婚姻移民之規定、移民政策及相關婚姻移民統

計資料，針對大陸配偶與外籍配偶之制度及規範作一比較分析，以平

等權審查觀點，分析其分立法目的及制度設計之原則與體系，對照國

外移民制度（政策及法規），以發掘相關問題原因並提出制度面解決

方案。 

1.4  本文觀點及架構 

1.4.1 本文觀點 

大量婚姻移民移入我國，為近來社會出現新興現象，影響我國人口結

構及社會發展甚鉅。我國婚姻移民法制，由於存在兩岸間特殊情形，而產

生大陸配偶與外籍配偶之區別，兩者法制面有不同規定及制度，造成他們

不論是入境權、取得居留權、定居權、工作權、參政權均有所不同，形成

差別待遇。移民在相關國際人權公約及實務上較被重視的問題是法律地位

及權益保障問題，尤其是人權理念，隨著人員移動日益頻繁，國際公約規

範及其發展，逐漸形成普世價值，在一國憲政體系內，人權範圍與傳統國

民權概念已形成互相消長情形，婚姻移民又因具有家庭團聚及共同生活權

利，在國內法體系所受到的保障似應較一般短期入境的外國人為高。 

一般婚姻移民移入，面臨最直接的問題為：取得公民身分權前之入境

權、居留權、工作權，以及取得公民身分後有關參政服公職權利問題，故

本文選取這些標的作為審查對象，除探討是否符合國際人權保障之精神，

亦採平等權審查模式檢驗其合理性，至於審查模式經分析比較則選取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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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審查方式，審查結果發現對於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大多仍

屬具合理性，亦尚符最低文明標準。惟隨著婚姻移民相關措施放寬，其人

數即有昇高趨勢，且出現以虛偽結婚來台比例增多情形，本文認為婚姻移

民權利固須符合人權標準加以保障，惟應考量現實面，建置完善移民管理

措施及法規作為配套，由於台灣是地窄人稠、社會及自然資源相當有限，

如果為了符合人權大幅放寬婚姻移民來台相關權利，實務上即可能增加大

批藉婚姻作為手段移入現象，將造成我國就業市場或社會福利的排擠，以

台灣的環境及條件可能無法容納過多的移民，如移入人數過多或造成一些

社會問題，甚至可能會反撲移民政策，致使移民政策緊縮，影響移民權利

及法律地位。 

就現行我國移民法制來看，對於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有不同法律架構

形成差別待遇，有其複雜的背景及因素，探究其原因兩岸關係及定位問題

仍為重要關鍵。兩岸關係及定位，涉及高度政治性，目前是依憲法增修條

文第 10 條（現為第 11 條），制定兩岸條例作為法律規範。法制面對於大

陸人民既非認其為本國國民，亦非將之視為外國人。因為如果認為大陸人

民是我國國民，以平等權審查，許多關於大陸人民權利之規定，明顯與本

國國民不同，其合理性有很大的疑義，將大陸人民視為本國人，此種說法

亦忽略國際法觀點以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存在事實。可是現行法制

對大陸人民亦非認其為外國人，事實上兩岸間情勢與一般外國相當不同，

兩岸關係有其歷史因素，自民國 38 年以來，兩岸間軍事、政治對峙局面，

似未曾紓緩，中國大陸對我方威脅性高於其他國家，中國大陸難與一般外

國同視，對於兩岸定位問題很難以一刀切割，認其不是本國就是外國，無

寧認兩岸間就是所謂特殊關係，大陸人民既非本國人，亦非外國人，兩岸

關係隨著情勢有所變化，當政治局勢明顯或時機成熟得以民主方式確定

時，當然相關法制會隨之調整，雖我國司法實務上對於兩岸問題有時難免

會避難至「政治問題」，惟亦非無法界定，政治部門、立法部門固得以民

程序表達兩岸定位，甚至司法實務亦藉個案闡釋界定，其見解並非僵化不

能改變。參照東西德關於分裂國家理論及演變，東西德在分裂時期也面臨

許多這樣的矛盾及爭議，他們也走過一段法律論戰過程，發展出許多理

論，足以作為借鏡及參考。雖兩岸定位問題涉及高度政治性，惟涉及人民

權益問題時，仍可藉人權保障價值理念予以檢驗，此時國際關於人權保障

或對於移民權利保障之規範及精神，即可作為參據。  

以平等權審查大陸配偶與外籍配偶之差別待遇問題，我國目前實務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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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承襲國外法制，尤其是美國及德國相關學說及實務，由於操作性的考

量，本文選取美國法模式審查，在檢驗過程中，帶來許多新的思維，就權

利類型判斷採取寛嚴不同審查標準，重點還是在於實質問題，例如審查外

籍與大陸配偶取得國籍或身分前入境權、工作權、居留權等，仍會考量區

別的原因何在以及實際需要為何，至於審查結果發現基本上仍可容許外籍

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惟仍有若干未盡合理部分須加以修正調整，仍須注

意的是不要造成政策上逆選擇或「逆差別待遇」，12亦即，外籍與大陸配偶

雖得差別待遇，惟在移民政策及法規上，如果過於放寬或優惠某一類別，

實務上即可能產生較另一類別更大幅度的成長，而影響整體國家利益。13

有關婚姻移民國籍取得，涉及移民及國籍法規及政策，一些學者及人

權團體認現行規定過於嚴格，不符合人權保障，甚至認為給予國籍或國民

身分，為保障其人權之起點。惟本文認為，國民身分取得與人權保障是兩

件事，婚姻移民移入後即應給予相關權利的保障，人權保障更是無庸區分

是否為本國人或外國人，只要是人即應享有基本人權保障，取得國籍或國

民身分並非保障人權的起點，對於外國人或移民給予人權保障，應從其踏

進我國國土即給予人權保護，對於婚姻移民尤須賦予較一般外國人還高的

保護。對於移民賦予國籍，仍應回到國家成員身分要素本身，亦即經過實

質審核後賦予，並與效忠及國族意識結合，方能使國家整體利益獲得保障。 

經由本文研究發現，對於現存婚姻移民之待遇仍有改善之空間，人權

保障相當重要，是普世價值，我國應循此方向繼續努力。惟本文要提出一

個提醒，婚姻移民除了人權保障外，還有其他公共利益及現實面待解決的

問題，也就是婚姻移民法制不是只給予人權充分保障即足，還須兼顧其他

影響國家整體利益問題。例如針對利用現行婚姻移民管理制度疏漏而形成

假結婚真打工或假結婚真移民的情形，外籍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常造成
                                                 
12 參見蔡茂寅，「平等權」，月旦法學第 46 期，民 88 年 3 月，頁 116。區別不合理差別待遇之基

準之一，包含為社會通念所允許，不得因之產生「逆差別待遇」，形成新的不平等，例如僑生在

國內之就學雖然有其不利之差異存在，但保障一定名額之僑生得進入國立大學之醫學院就讀，衡

諸國內醫學教育資源之有限性，此種作法顯然為社會通念所不許。 
13 比較明顯的例子是，由於外籍與大陸配偶工作權制度不同，外籍配偶部分於民國 92 年修正「就

業服務法」放寬外籍配偶結婚入境取得外僑居留資格後，無庸申請許可，即得在台工作。自民國

93 年起外籍配偶，尤其是越南配偶來台即大幅度增加，其數量甚至快超過大;陸配偶。越南配偶

來台後，除了出境假結婚案件，亦查獲多起賣淫案件，美國 2006 年人口販運報告即指出，台灣

發生許多自越南來台的假結婚案件，這些新娘被利用賣淫，並將台灣自 2005 年列為第二級國家

再降為第二級觀察名單。當然放寬工作權，是為保障婚姻移民權利，不是為了鼓勵假結婚，可是

卻形成仲介集團利用的管道及誘因。實際上結婚是當事人雙方合意自願締結婚姻的行為，公權力

機關很難查覺真實與否，如加強審查，又易遭人權團體指責違反人權，假結婚乃成為非法移民一

大便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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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法仲介分子或人蛇集團，視其待遇之差異，鑽營較有利或較寬鬆之部

分，引進大量外籍或大陸人民。目前國人每 3對即有 1對是與外國人（九

成來自東南亞國家）與大陸人民結婚現象，應非正常狀況，參酌其他國家

並無如此高的比例，此種情形亦在國際間被認為我國是否存在進口新娘或

人口販賣之疑慮，14亦即應檢視移民法規及制度，是否造成可乘之機，否

則一個用意是保障婚姻移民權利的法規與制度，反而造成不法分子利用的

管道，對於那些被誘騙結婚來台者，反而會使其人權遭受更大的侵害，因

此如何杜絕此種情形亦為現階段應加以重視的課題。 

總結而言，目前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差別待遇及衍生相關問題，顯示

我國欠缺明確的移民政策及有效處理移民問題的組織，使得婚姻移民法規

與實務面產生落差，如能建立有效管理制度減少相關問題發生，當更能回

到保障婚姻移民之本質，更能促進對於移民權利實質保障。至於外籍配偶

與大陸配偶所存在差別待遇問題，本文認為除實務面問題外，亦係政治現

實不得已之作法，如能減緩或解決兩岸間政治、軍事對立及衝突，或是兩

岸關係有所改善，當能對差別待遇現象提供極大的幫助。另，探討差別待

遇合理性問題，本文建議，現階段仍應回到問題基本面，也就是先解決差

別待遇不合理部分，並檢視現實面問題及其原因，參酌其他國家處理移民

事務的經驗，檢討修正現行移民法規，並制定符合我國需要的移民政策，

並與國際人權保障思潮接軌，以提昇婚姻移民實質權利及法律地位，使我

國真正落實「人權立國」精神。 

1.4.2  論文架構 

   本論文之研究架構如次： 

1、婚姻移民之形成背景及憲法上基本權利之保障問題（第二章） 

    本章首先概述我國移民歷史及介紹我國移民法制，而以婚姻移民身分

移入則為近年來發生的現象。移民與國民不同，其身分為外國人，移民有

其成因及類別，婚姻移民則為以婚姻關係移入者，在我國因有兩岸分治問
                                                 
14 參酌美國「2005 年人口販運問題報告」指出「台灣主要是婦女．．人口販運的目的地，一些

來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泰國、柬埔寨、越南的販運受害者．．或被以就業或結婚等不實允諾誘騙

至台灣．．」將我國原本從 2004 年列為第一級國家被降為第二級（指正在為符合最低標準做出

重大努力，但被評為沒有完全遵守這些最低標準的國家）；美國「2006 年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亦

指出，許多來自東南亞國家（特別是越南）來台灣的假結婚案件，常被以人口走私的方式賣到台

灣，遭到性和勞力剝削，因此台灣再被降為第二級觀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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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故包括外籍配偶與大陸配偶，婚姻移民是否享有我國憲法上基本權利

之保障，由於我國憲法對此欠缺明文規定，故參酌其他國家法制及國際公

約保障外國人或婚姻移民權利相關規定來探討。 

參酌德、日通說，多將憲法保障權利，依其性質區分為人權、國民權

及公民權，外國人得享有人權保障，至國民權或公民權則限於國民或公民

方得享有，惟現今已進入人權保障國際化的時代，對於人權保障更加重

視，參酌國際公約及其他先進國家的理論及實務，對於外國人亦朝最低文

明標準之人權加以保障，移民者當然亦同受至少是人權性質之保障，並且

人權與國民權區分概念，已隨著時代演進而有人權保障範圍逐漸擴張之趨

勢，不過仍會隨著國家本身的移民政策之寬嚴及國家之處境及局勢而受到

影響。此外，本文嘗試另從平等權觀點探討此問題，畢竟外國人或移民與

國民身分不同，亦可導出憲法規範保障之層次。 

2、婚姻移民法律地位及差別待遇之比較（第三章） 

    論及婚姻移民之法律地位，由於我國有特殊兩岸關係，本章先探討大

陸配偶之定位問題，如分由我國憲法增修條文及相關法制角度，或從國際

法角度檢視此問題即會得出其屬本國人或外國人之不同看法，界定其究屬

本國人或外國人，將影響其主張相關權利的基礎。觀察我國大法官會議相

關解釋對大陸地區及大陸地區人民定位之看法，惟仍未見明確，由於涉及

高度政治性問題，司法宜否介入或應由政治部門或立法部門來作判斷，本

章將作探討。 

欲瞭解婚姻移民在台的法律地位，可從其入境權、居留定居權、工作

權探討，前揭權利與婚姻移民享有家庭團聚權及共同生活密切相關，而外

籍配偶與大陸配偶來台在相關法制上設有不同規定。至其取得國籍及身分

後，在台之參政權及服公職權，現行相關規定設有若干限制，況且外籍配

偶與大陸配偶來台之規定亦有所不同，本章並一併就兩者之差別待遇情形

作一比較及說明。 

3、平等權基準之探討（第四章） 

    平等權是探討兩類對象存在差別待遇是否合理的問題，我國有關平等

權之學說及實務，多承襲德國法及美國法，而過去曾偏重於引介德國的學

說，以「恣意之禁止」、「事物之本質」及「體系正義」等作為審查標準，

惟其定義即面臨難題，亦即相當抽象空泛，而美國在審查標準上相對而言

較為明確，已發展多元化且類型化的審查標準，在平等權的分析上較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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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本章除先介紹我國平等權審查之發展，包含司法實務及學說，並

簡介美國法平等權及德國法平等權，在探討大陸配偶及外籍配偶差別待遇

之議題上，採行美國法之審查模式，亦即採用目前實務所使用之「三重基

準理論」，即依所涉及權利類型，從合理審查標準、中度審查標準及嚴格

審查標準中選擇其一，作為審查是否合憲之基準。 

4、以平等權檢視婚姻移民差別待遇之合憲性（第五章） 

前已論及婚姻移民之法律定位及差別待遇情形，對於外籍配偶與大陸

配偶之差別待遇比較問題，以平等權審查亦具相當實益，本章即以美國法

模式探討差別待遇合理性問題。在選取審查標的，原則上是以大陸配偶與

外籍配偶來台最常面臨的問題即入境權、居留定居權、參政、服公職權、

工作權作為探討之對象。本章首先討論大陸配偶問題，如依現行憲法及法

制架構，將大陸配偶視為本國人，而現行兩岸條例對於大陸人民（包含大

陸配偶）之權利設有許多限制，對於大陸人民差別待遇之緣由，係以其台

是否設有戶籍作為限制其權利之基礎，按照美國法之模式即會適用嚴格審

查標準，兩岸條例所採行限制之手段是否合憲即存爭議，以平等權觀點審

查即得驗證前揭說法之合理性。 

在探討大陸配偶與外籍配偶存在之差別待遇，在涉及其享有家庭團聚

及共同生活時所面臨入境權、居留定居權、工作權利，採用美國法「三重

基準理論」審查，探討差別待遇合理性。再就外籍配偶須經歸化取得國籍

程序，而大陸配偶則無須經此程序作進一步比較分析，並就參政權及服公

職權利之不同規定，運用「三重基準理論」審查，探討其合理性及是否符

合人權標準。有關婚姻移民差別待遇問題涉及移民政策，須一併檢視我國

移民政策，並且觀察我國婚姻移民實務面問題。 

5、結語（第六章） 

   敘明本文研究發現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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