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章 婚姻移民相關立法例之考察 

3.1 前言  

    每個國家對移民之看法因其國家狀況而有不同，亦分別定有不同移民

政策，對於婚姻移民亦多認屬移民之一部分，對於與其本國人通婚之外國

人移入，多於移民法規中定有相關規範，以下介紹美國及日本之立法例，

作為比較研究之參考。 

3.2 美國移民法制 

    美國素來有民族融爐（melting pot）之稱，每年約接納將近 70 萬來自

世界各地移民，美國雖為移民國家，美國對於移民係於「移民法」中規範，

但移民政策自始即有贊成及反對之爭論，歷年來國會立法亦隨著美國國內

民意輿論狀況及國內經濟發展情形數度修正，美國 1875 年開始即有第一

個限制移民的法律出現，1882 年曾立法徵收移民人頭稅，並禁止可能成為

公共負擔的人入境。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於來自戰爭摧殘國家的移民大量湧入，再加上

戰後經濟蕭條，美國開始對移民人數作限制，1924 年的移民法開始有非臨

時性的配額限制，每年約有 15 萬的移民配額，依 1920 年時居民來自國家

的比例分配，但來自歐洲國家的移民不受配額限制。1952 年「邁克卡倫－

華特法案」（McCarran-Walters Act）修正移民法，對於移民配額、入境程

序、禁止入境理由、遣送出境理由等均設有規定，雖其刪除了對亞洲人進

入之禁止，卻給予相當低的配額，每年僅 100 人左右。104其後於 1965 年、

1978 年分別均有相關修正，1965 年移民法修正重點，包括：廢止以「來

自國家」比例來分配配額的制度、廢除了對東方人的特別移民限制、禁止

因種族、性別、國籍、出生地和居住地作移民歧視等，1978 年修正重點在

於，使東半球與西半球兩套移民配額系統合而為一，建立一個每年 29 萬
                                                 
104 參見吳懿婷譯，勞倫斯．傅利曼（Lawrence M.Friedman）著『二十世紀美國法律史』（AMERICAN 
LAW IN THE 20TH CENTURY），商周，2005，頁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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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配額系統。105

至 1986 年修正通過「移民改革及管制法」，亦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主

要是雇主罰則、反歧視條款及大赦。106鑒於美國常發生不具移民條件的人

以假結婚方式非法移入，因此，於 1986 年 11 月國會亦通過「移民結婚詐

欺法案」（The Immigration Marriage Fraud Amendment of 1986），希望

透過多重手續審查及嚴格的處罰，以遏止假結婚的行為。1990 年通過的移

民法，主要是人道關懷及增設投資移民及傑出人才移民，並將每年移民總

數增加為約 70 萬人。1072001 年發生 911 事件，該事件顯露了美國移民法

制及執行上的許多缺失，嗣後通過了「美國愛國者法」，加強申請人背景

調查、回教國家出生登記制度、外國留學生簽證重新整合、給予執法機構

廣泛的新增權力從事偵查等措施，美國移民管制開始又更加的嚴格。108

3.2.1.美國移民法制及管理 

美國對於入境之管制，一向採取雙重審查，首先外國人須先申請入境

簽證，簽證則區分為「移民簽證」與「非移民簽證」，通常由美國駐外國

使領進行審查，申請人如被駁回申請後，並無申訴權。至取得簽證者，在

機場、港口等處要求入境時，再由移民局（改制後為國土安全部）的移民

官第二次審核。移民官有相當大的權力，得查看其文件、實施面談及搜查。

如果移民官認為當事人意圖不合或資格不符，得要求當事人搭下班飛機回

去，如當事人不願，得要求改日到國土安全部接受詢問，移民官如認其有

權進入美國，會當場核發入境文件，如認有疑義不許入境，惟情節不嚴重，

可准許短暫停留，如認無權進入美國者，得讓當事人選擇自行搭機返回或

至移民法庭申訴，如移民法官認其無權進入美國，則會下達拒絕入境令，

命其離開美國。
109美國對於移民管理方式如下：110

                                                 
105 See Aleinikoff, Thomas Alexander ＆ Martin,David A, IMMIGRATION PROCESS AND POLICY, 5 

nd ed, West Publishing Co.,2003,at 146-166.; 參見營志宏，『美國移民法』，揚智，民 93，頁 4。 
106 雇主罰則係雇主在僱用時有義務要求應徵者填寫表格，聲明自己有權工作，如未盡此義務則

將罰款，如僱用無工作權者將被處罰金，如係累犯則將受刑事處罰；為平衡雇主罰則所帶來對少

數民族或移入者之不利影響，爰制定反歧視條款，亦即禁止因某人來自的國家和是否為美國公

民，對之有就業上的歧視，惟保護對象限於美國公民或有意成為美國公民的合法居民（申請過入

籍的永久居民等）。參見營志宏，『美國移民法』，揚智，民 93，頁 5-6。 
107 Supra note 104, at 167. 
108 Supra note 104, at 512. 
109 參見營志宏，『美國移民法』，揚智，民 93，頁 24-25。 
110 參見陳啟源，「美國移民管理制度：試論我國國境管理之芻議」，中央警察大學警察叢刊，民

91 年，頁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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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配額制度： 

（1）不受配額限制：可以獲得永久居留身分之申請人，含美國公民之直

系血親及回美居留之居民。 

（2）受制於每年限額：限額有全世界限額、單個國家限額。 

2、分類制度：美國將移民區分為親屬移民、聘雇就業移民、投資移民、

抽籤移民。 

3、優先制度：又區分為（1）超級優先：不受配額限制；（2）各類移民排

序優先：將全球配額比率分配予某類移民，在該類移民內，又依照申請

者領域、教育程度、特殊才能等分優先等級。 

4、合法永久居留之管理：在美國取得永久居留權之外國人稱為合法永久

居民（legal permanent resident，簡稱 LPR，即綠卡持有人），合法永久

居民除了可以保有原始國籍外，並可享受近乎美國公民之權利，如擁有

工作權、自由往返國境等、惟如其離開或一年以上，綠卡將自動作廢，

即喪失永久居民身分，如其長期停留在外，則可能被移民官員認為有意

放棄永久居留權，移民官得於該居民入境後，提出「遣返出境」之訴，

要求移民法官將其遣返出境。 

3.2.2 婚姻移民取得居留或公民資格之條件 

美國公民或永久居留權（即綠卡持有者）者，均得為自己的配偶申請

移民，所謂配偶是指申請時具有婚姻關係，且當初結婚時至提出移民申請

均有效，結婚的目的並非為了申請移民。以配偶身分申請移民者，經面談

後初期僅發給臨時居留證（或可稱為有條件的永久居留權），111在這兩年中

須對移民原因持續能證明其移民之意而無虛假情事，在符合移民條件下，

亦即在臨時居留滿 2 年前 90 日前，申請變更為永久居民，移民局有權要

求面談，經移民局審核認符合條件，則解除其條件，申請人取得永久居留

權。如申請人之美國公民配偶在這兩年內死亡或已離婚，但當初的婚姻是

真實的，或是被美國公民配偶虐待毆打，112如離開美國將遭致嚴重苦難，113

可免送共同申請書，由移民局決定是否解除其永久居留條件限制。 

                                                 
111 INA § 216(a) (1), 8U.S.C. § 1186a (a) (1). 
112 INA § 216(c) (4) (C), 8U.S.C. § 1186a(c) (4) (C). 
113 INA § 216(c) (4) (C), 8U.S.C. § 1186a(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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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永久居留權者，其在美國之權利仍與公民不同，美國公民之權

利，約有下列幾點：1、持有永久居留者仍係外國人，美國政府如認其無

意圖永居美國，將會撤銷其永久居留權；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則得自由進

出及永久居留美國。2、取得永久居留權者至他國旅行，不能申請美國護

照，並不會受到美國駐外使領館的外交保護；美國公民則有領取美國護照

的權利，有旅行遷徙的自由，在外國有權受到美國駐外使領館的外交保

護。3、取得永久居留權者不能在美國投票；美國公民方有投票的權利。

若干非選舉產生的公共職位，亦常限制僅有公民始得擔任。114則有拒進出

與永久居住美國之權利。 

如欲取得公民資格，須申請歸化入籍，取得永久居留權者仍須符合持

有綠卡、取得永久居留權後，在美國持續居住 5年（美國公民配偶為 3年）、

申請入籍前 5 年中至少有 2 年半實際在美國居住（美國公民配偶為 1 年

半），在申辦移民局轄區中至少居住 3 個月；至於申請人資格條件為：年

齡至少在 18 歲以上、能夠書、寫及閱讀簡單英文及了解基本美國歷史及

政府組織、在過去 5 年品德良好、115申請人認同美國精神及能融入美國社

會及生活，符合上述條件者才能申請入籍美國，申請人應負舉證責任，而

須經過考試、面談等程序。 

3.2.3 美國婚姻移民之特別管制措施 

由於外國人利用假結婚方式取得移民身分之情形，非常普遍，為期有

效杜絕，美國政府訂頒「1986 年移民結婚詐欺法案」（The Immigration 
Marriage Fraud Amendment of 1986），116 依據「移民及國籍法」第 216 條

規定，創設「附條件永久居留身分」（conditiona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外國人如與美國公民或有永久居留權者結婚，取得美國移民身分，並非立

即取得永久性質之居留身分，而係獲得「有條件永久居留身分」，俟其結

婚滿 2 年之日的前 90 日，由夫妻雙方共同提出相證明文件申請變更身分

為一般永久居留權，解除附條件狀態。亦即，結婚應符合真實誠信（Bona 
                                                 
114 參見營志宏，『美國移民法』，揚智，民 93，頁 145-146。 
115 入籍的申請人，須在法定的 5 年或 3 年永久居留權期間，具有良好的品德，如有刑事案件被

判有罪，尤其是道德性犯罪、或服刑 6 個月以上、或娼妓、習慣性酗酒、通姦破壞他人家庭等，

均不符合良好品德的條件。8C.F.R. § 316.10(b)(1) 
116 本法案之制定經過，係因美國以婚姻移民取得永久居留權之手續相當便利，造成有心移民者

利用假結婚進行移民之情形普遍，約略估計可能有三成，因此制定移民詐欺法。參見徐慧怡，「美

國移民詐婚修正法案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42 期，民 86 年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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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de），非僅取得一張綠卡（Green Card），美國移民局為查察婚姻真實性，

對於跨國婚姻得要求提出相關證明文件，顯示其為真實婚姻。117

至於證明婚姻非假結婚之相關證明文件，例如結婚照或其他家庭照

片、夫妻聯合財產之證明、子女出生證明、租約、納稅表格、雇主信函、

保險單、房屋抵押貸款、聯合消費貸款、信用卡、聯合支票和儲蓄帳戶等，

如提出相關證明或未經核准解除該條件，合法居留身分自動消失，外籍配

偶隨時得被遣送出境。美國移民局如發現以下情形之一者，得在「附條件

永久居留期間」，撤銷其永久居留身分：（1）婚姻係虛偽的，雙方係為移

民之目的而結婚，即當事人是以結婚為取得綠卡之手段者。（2）婚姻狀態

已結束或被宣告無效者。（3）當事人以金錢購買婚姻。本法案對於參與「假

結婚」犯罪行為之人處以重罰，可能被處 25 萬美元以下之罰金或 5 年以

下有期徒刑。118當事人如曾被以「假結婚」理由拒絕移民申請，以後永遠

不得以任何理由申請移民美國。119另一方面，美國國民作為虛偽結婚之配

偶，本身亦可能依案件情況而有犯罪責任。120

本法案實施後，美國公民及其外籍配偶曾提出告訴，主張本法案第 5

條侵害當事人憲法上所保障之權利，惟多數下級審法院認為該條款仍屬合

憲，1211990 前雖然許多法院認移民詐婚修正案第 5條適用結果，將使結婚

配偶面臨許多困難，但沒有任何聯邦一審或二審法院認為該條款違反憲法

中之正當程序（due process）或平等保護（equal protection）條款。在Smith 
v.INS一案中，法院首次考慮是否有違平等保護條款，法院承認當事人選擇

結婚對象之結婚權受到第 5 條之侵害，但法院拒絕適用侵害基本權利之「嚴

格審查標準」（strict scrutiny test），反而適用「合理標準」（rational test）檢

視，認為驅逐或遣送外國人出境是政府政治部門行使之「基本主權屬性」

（fundamental sovereign attribute），應免於司法之控制，亦即認為司法無權

認定政治部門在外國人方面之權力運作。法院並認為當國會選擇漠視婚姻

之效力，而立法否定外國配偶變更身分的資格達二年，程序上正當條款本

身並未要求給予原告一個美好順利的婚姻，婚姻在憲法保障之自由權範圍
                                                 
117Supra note 104, at 316. 
118See 8 U.S.C. §1325（c）Marriage fraud ”Any individual who knowingly enters into a marriage for the 
purpose of evading any provision of the immigration laws shall be imprisoned for not more than 5 
years, or fined not more than ＄250,555, or both.” 
119 參見陳啟源，「美國移民管理制度－試論我國國境管理之芻議」，警學叢刊，第 33 卷第 3 期，

民 91 年 11 月，頁 251。 
120 See U.S.v. Vickerage, 921 F.2d 143(8th Cir. 1990); I.N.A. §275(d), 8 U.S.C. § 1325(d). 
121 Smith v. INS, 648 F. Supp. 1113(D. Mass. 1988); Anetekhai v. INS, 876 F.2d 1218(5th Cir.1989); 
Almario v. INS 872 F.2d 147(6th Cir.1989); Minatsis v. Brown, 713 F. Supp. 1056(S.D. Ohio 1989); 
Montague v. Meese. 683 F. Supp.589 (N.D. Tex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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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並未包括使其配偶得以居留美國之權益，法院亦認並無違反實體上的

正當法律條款。122

不過近年來哥倫比亞特區聯邦上訴法院作出不同的判決，宣布本法案

第 5 條違反憲法中之程序上程序條款；在Escnar v.INS 一案中，123上述法

院認為本法案第 5條乃是程序上而非實體上之違憲，因條文本身意旨，並

非故意禁止結婚，而是藉時間阻止可能之詐婚，法院強調者為公民配偶身

分之權益，而非外國配偶，對於公民配偶除非履行正當程序，否則不得剝

奪公民配偶擁有之被保護權益，享受婚姻及居留本國均為正當程序保障之

自由權，本案中真正問題應為有否決聽審之權利，經過三段測試後124，法

院發現：1、第 5 條強制性驅逐條款可能對合法婚姻之壓抑遠較阻止詐婚

之可能性高；3、原告除主張給予被聽審之機會外並未要求其他新程序。

法院因而認本修正案第 5條不符合程序上正當程序違憲。 

 在Manwani v. U.S. Dept. of Justice 案中，125北加州地區法院認除第 5
條違反正當法律程序條款外，亦違反憲法第 5 修正案之平等保護條款，本

案法院認在美國原告之結婚權是個人隱私權中重要要素之一，任何條文直

接或實質侵害結婚權，並非直接無效，而是要通過嚴格審查之測試，法院

亦認外籍配偶同時享有憲法保障之權益，正當法律程序適用條款適用外國

人。由於詐婚法案第 5條剝奪原告聽審機會，法院判決該條侵害隱私權；

法院亦認該條違反平等保護條款，因其區別有效或詐婚之基礎僅在配偶有

否旅遊國外之能力，故條文對婚姻的效力或對詐婚之可能性並無合理關

聯。126
  

3.3 日本相關移民法制  

日本由於其民族性及其文化、歷史背景因素，對維持其人口種族「單

純」極為重視，不太能接受外來人口移入日本，日本的移民政策可說是採

取防止其他國家人民取得日本國籍，也就是日本是傳統非移民型國家。二
                                                 
122 其後陸續有 4 個聯邦法院受理有關第 5 條合憲性之案件，法院都依偱Smith案認為並未違憲。

參見徐慧怡，「美國移民詐婚修正法案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42 期，民 86 年 6 月，頁 158。 
123 Escobar v.INS.896 F. 2d 564(D.C. Cir. 1990). 
124 法院的三段測試，應考慮下列問題：1、政府之行為是否影響到私人權益；2、錯誤剝奪上述

權益之危險性，是否得經由其他程序加以保障；3、執行上述程序，是否會有害政府利益及加重

行政負擔。 
125 Manwani v. U.S. Dept. of Justice, INS, 736 F. Supp.1367 (W.D.N.C. 1990). 
126 以上介紹參見徐慧怡，「美國移民詐婚修正法案之研究」，中興法學第 42 期，民 86 年 6 月，

頁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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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大戰後，日本政府於 1949 年於外務省下設置「入國管理部」，掌理入出

國資料及審理，昭和 27 年進行機構改革，將原隷屬外務省的「入國管理

廳」改為「入國管理局」，隷屬於法務省，並先後訂定「外國人登記法」

及「出入國管理令」，嗣後因外國人出入日本者，質與量均有增加，爰於

昭和 56 年將出入國管理令修訂為「出入國管理及難民認定法」（以下簡稱

入管法）。 

3.3.1 日本入出國管理制度 

日本外國人出入國管理制度，有下列特色：1、入境三審制；2、居留

資格制度；3、外國人居留登記。127外國人欲入境日本，須先申請簽證，依

入管法第 7條規定之解釋，簽證係日本駐外使領館向日本政推薦該外國人

入境日本，並不妨害國家或公共安全的一種推薦意思表示。128日本外交單

位所核發的簽證，有短期間的簽證、長期間的居留簽證。如欲在日本停留

或居留之外國人，須取得居留資格。有關居留資格的種類，可分為二大類，

第一大類分為：1、外交。2、公務、3、教授。4、藝術。5、宗教。6、報

導。7、投資、經營。8、法律、會計業務。9、醫療。10、研究。11、教

育。12、技術。13、人文知識、國際業務。14、企業內調職。15、表演。

16、技能。19、留學。20、就學、21、研修。22、依親生活。23、特定活

動。以上 1－18 項得在日本工作，19－22 項不得在日本工作；25 項則視

法務大臣視各個外國人特別指定之活動，視其內容決定准許工作與否。第

二大類分為：24、永久居留資格。25、日本人之配偶。26、永久居留者之

配偶等。27、定住者。24－27 項得在日本工作。
129

3.3.2 日本異國婚姻申請居留或公民之條件 

日本人民與外國人通婚，稱為「囯际结婚」，可譯為「異國結婚」，日

本亦有異國通婚逐年成長的狀況，亦曾有「進口新娘」的現象，惟日本對

於以婚姻申請來日本者，採行簽證及入境前之多重審查，日本對於核發居

留簽證相當嚴格，居留效期多僅限於一年以內，屆滿前須經審查個案予以
                                                 
127 日本法有關入出國之用語，「入國」為進入日本領土、領海、領空之意；「上陸」為經機場、

港口，經檢查之後，進入陸地之意。 
128 參見春田哲吉，『查証知識』，有斐閣，1990，頁 217。 
129 參見法務省入國管理局編修『出入國管理實務六法』，日本加除，1999，頁 171-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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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簽。 

外國人申請歸化取得日本國籍相當困難，依日本國籍法第 5條規定，

如非具備以下條件，法務大臣不得允許其歸化：1、有繼續居住日本 5 年

以上的事實。 2、必須滿 20 歲以上，且依日本法律規定具有行為能力。3、

必須品行優良。4、有自己或共同生活之配偶及其他親屬的資產，或有維

持生計之技能者。5、無國籍者或自願取得日本國籍後，放棄原來國籍。6、

自日本國憲法施行後，無在日本國憲法或其下成立政府，企圖以暴力破

壞，或依其主張組織政黨及其他團體，或有參與之事實者。至於日本國民

之配偶為外國人者，依國籍法第 7條規定，有繼續 3年以上在日本有住所

或居所，且現在於日本擁有住所者，即使不具第 5條第 1款、第 2款規定，

法務大臣仍得批准其歸化；日本國民之配偶為外國人，自結婚之日開始已

滿 3年，且有繼續 1年以上在日本有住所者亦同。 

日本一般取得永久居留許可之時間為 10 年，相較於歸化入籍的要求

年數為 5年，顯示日本較不願意給外國人永久居留許可。日本婚姻移民為

日本國民配偶身分，在日本享有工作權；在取得公民資格前，其身分仍為

外國人，依日本司法學說實務認為，仍受到基本人權的保障，130有關參政

權方面，原則上不適用於外國人，惟地方自治團體之選舉權，容許有永住

資格之外國人享有。 

3.4 婚姻移民立法例之比較觀察 

前面已介紹有關美國及日本婚姻移民法制，可以發現像美國這樣一個

傳統移民型國家在給予永久居留及公民身分之規定上較開放，所需的時間

較短，至於像日本此類非移民型國家則較保守，不但取得永久居留權期間

較久，且不易取得公民資格。亦即隨著各國對移民的態度及政策，各國均

得於移民法制中規定外國人或婚姻移民申請居留、取得公民資格的條件及

時間；至於條件寬嚴，則係由該國移民法規明定，其為國家主權範圍。移

民法律地位及權益，常隨該國移民政策而有所調整。 

再就外國人或婚姻移民所得享有之權利，不論美國或日本移民法制，

均未賦予外國人或婚姻移民享有入境權利，亦即核發簽證及准許入境均屬

國家主權行使，美國及日本對於簽證核發及實際入境，均會實施嚴格審查

及檢查，以維護國境安全。外國人視其取得簽證種類及居留資格為何，一
                                                 
130 參見日本最大判昭和 53 年 3 月 10 日民集字第 32 卷第 7 號第 12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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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係取得居留資格者有工作權；至於婚姻移民則較一般外國人更容易取得

居留資格及工作權，取得公民資格亦較一般外國人更為容易。 

即使像美國屬於鼓勵移民的國家，對於婚姻移民取得公民身分，仍規

定須居住一段時間並經嚴格審核，甚至為了防止外國人利用假結婚方式移

民至美國，特別訂定「1986 年移民結婚詐欺法案」用以規範，且經過以平

等權審查模式檢驗，尚維持合憲見解。雖美國移民法對於婚姻移民條件較

寬，惟實務上須經過嚴格的審查，且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證明婚姻真實。

在我國之情形，兩岸條例第 15 條及第 79 條，亦設有防範假結婚之相關規

定，131國人如與大陸人民以假結婚方式，申請該大陸人民來台，係違反前

揭規定，將被科處刑罰，司法實務上亦存在相關判決。132

美國及日本之移民法制可提供吾人以下省思：移民移入相關權利之保

障是相當重要的，惟仍須檢視國內相關情況，建構符合國情的移民政策，

並採行有效管理方式，避免產生脫序情形，反而造成移民政策之緊縮，致

影響移民權利。即使是像美國開放接受移民的國家，仍有其移民政策及管

理手段，其目的亦在確保移民權利及國家利益間找尋平衡點，殊值得吾人

參考。 

 

 

                                                 
131 兩岸條例第 15 條第 1 款規定：「下列行為不得為之：一、使大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

兩岸條例第 79 條設有處罰規定：「違反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一年以上七年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第一項）意圖營利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年以上十年以下有

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五百萬元以下罰金。（第二項）前二項之首謀者，處五年以上有期徒刑，

得併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下罰金。（第三項）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第四項）」 
132 例如 90 年台上字第 3180 號判決：「．．按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七十九條第一

項處罰違反同條例第十五條第一款所定使大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罪，凡非經合法手續進

入者皆包含之，上訴人使大陸地區人民以假結婚真入境之脫法方式，進入台灣地區，即該當本罪，

自不以偷渡進入為限。．．」92 年台上字第 40 號判決意旨亦有類似闡述，94 年台上字第 1064
號判決亦可資參照：「．．台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七十九條第一項對於違反同條例

第十五條第一款所定使大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台灣地區之處罰，旨在防止大陸地區人民非法進入

台灣地區，以維護台灣地區之安全與安定；所稱『非法』，自應從實質上之合法性予以判斷，凡

評價上違反法秩序之方法，均屬『非法』。．．故在大陸地區通謀虛偽結婚，以不實之結婚證明

辦理相關戶籍登記、入境等手續，憑以進入台灣地區，其所持之入境許可文件雖係入出境主管機

關所核發，形式上為合法，但因以詐欺方法而取得，即不具實質上之合法性，仍屬非法進入台灣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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