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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古希臘悲劇作家尤里庇底斯的《米蒂亞》，描寫一位蠻邦公主，為了幫助男

主角傑森，不惜弒父叛兄，拋下一國公主的身分來到希臘城邦生活，而後因丈夫

的背叛，在自己及其二個小孩將面臨被國王驅逐出境的困境下，走投無路的女主

角米蒂亞只好手刃親子。文學經典有助於描繪社會問題，《米蒂亞》一劇描寫了

異族女性結婚至離婚後所面臨的困境，而藉由文學經典的描繪及互文性作用，本

文將分析台灣二十年多年來越籍配偶離婚後之司法判決文本，試圖勾勒出跨海婚

姻當事人之想像、法庭話語模式所隱藏之文化意涵及權利關係、及其相關婚姻或

移民法規範之變遷與判決之間的影響，二千年後，在法規範都相對完備的狀況下，

現代的米蒂亞所面臨的困境為何？ 

 

本文第一章節為緒論，包含研究動機，研究判方法及範圍。第二章節則藉由

《米蒂亞》一劇，描繪異族女性在面臨丈夫背叛，自己及小孩將被驅逐出境之心

理狀態，並回顧法律與文學跨界整合運動發展狀況，包括文學中的敘事學是如何

運用在法律文書上，這些敘事觀點及評價，連接了證據與證據之間，重構法律事

實，而裁判書內的觀點、語氣、視角、時序排列又如何在我國家事事件判決呈現？

法官或不同性別的當事人有沒有其偏好之敘事方式？而不同方式的敘事方式又

有何利弊？第三章節則是探討跨海婚姻背景及相關移民法規範之變遷，當中包括

近期國籍法修法中可議之處。第四章節則是研究針對越籍配偶的司法判決文本，

從程序面及實體面的具體個案著手。程序方面包括跨海婚姻判決中極大比例的一

造辯論判決及其送達問題，而實體方面，將呈現台籍丈夫對跨海婚姻的期待與落

差，雙方因資源優勢不對等所造成爭取親權之困境，及多元文化政策納入司法系

統之情形為何？由於社工訪視報告在法官判斷未成女最佳利益扮演極重要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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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故本文亦一併討論立法及實踐爭議。在台越雙方經貿、勞工、婚姻事件交流

頻繁下，民國 52 年的「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已不敷使用，故我國與越南

簽訂了「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以應付更複雜之民事取證及執行等問題，而

後續實施狀況都有賴持續關注並調整。最後，不管是法官或社工師，皆是兼具中

立及判斷的角色，而自身是否具有全球化及性別意識，都將與當事人的權益息息

相關，因此雙方如何進行跨界對話整合或是具有因應社會變遷而隨時修正之能力，

皆是亟待觀察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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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 

本研究取材是尤里庇底斯的《米蒂亞》，此劇描繪一個異族女性的婚後困境，

它是希臘神話金羊毛冒險故事的後傳，許多英雄冒險神話停留在英雄克服萬難，

最後凱旋歸國並抱得美人歸，然而尤里庇底斯卻以婚姻悲劇的方式延續英雄傳說。 

異族女性遠嫁他鄉，她們的困境所為而來？ 

 

回顧台灣移民法規架構，外籍配偶可能首先面臨到國家法律居留期限的壓力，

而沒有居留權也代表無法合法在台工作，而須要仰賴丈夫金援。遠渡來台展開新

生活，在台灣有自己新生活時，離婚可能意味可能帶走他們的全部，包括爭取小

孩親權。當這些紛爭進到法院體系，用訴訟的方式為之時，台籍丈夫是否因文化、

社會資本等優勢進而得以控管這些從東南亞而來外籍妻子或使她們不得不服從。

有學者曾對台籍丈夫進行訪視，認為台籍丈夫其實有害怕逃妻的恐懼，避免讓妻

子過度與外界接觸，「不論娶中國或越南，兩方面都沒有感情基礎的情況下，就

是要讓她在看不懂聽不懂的情況下依賴你，她也就跑不到1」在台籍丈夫有可能

利用自身優勢之隱性支配的狀況下，法官是否有能力知道有能力看清楚這些層層

的權力關係？在國族想像的差異中，仍有性別的差異分工，我們在想像他者及外

來人時，也同時在建構對自己的想像，透過他們來想像自己。因此，在這些判決

書中，當事人、法官、社工對他們的想像也投射出自己的自我意象。性別運動試

圖改變兩性關係不平等，推出多元文化政策，但是這些努力是不是可能在跨海婚

姻訴訟中再度呈現2？ 

 

                                                      
1 田晶瑩、王宏仁，男性氣魄可「娶」的跨國婚姻：為何台灣男子要與越南女子結婚，台灣東

南亞學刊，3 卷 1 期，頁 28-29，2006 年 3 月。 
2 王曉丹，法律論證事實的脈絡分析—以越南婚姻移民婦女之「家庭暴力」為例，台灣法學新

論，第 14 期，頁 60-61，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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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米蒂亞》劇場一開頭，米蒂亞就告訴觀眾：「我倒寧可上前線打

三場仗，也不願懷胎一次。事情在我看來就是這樣，妳們3或許不以為然，畢竟妳

們有國、有家，這裡就是妳們的家鄉，妳們可以享受生活，享受親朋歡聚一堂的

和樂。我呢？卻是個棄婦，是個流亡者，丈夫沒有把我當回事看，我頂多不過是

他從異城帶回的擄物罷了。在這漫天的憂苦中，我沒有母親、兄弟或任何親戚可

仰仗以避難。」一語道出身為女人、母親、異鄉人，被丈夫拋棄無親無依的處境，

而在自己無法自保，無法在所處的國家有立足之地時，還要面對骨肉分離。手刃

親兒前，作者深刻描寫了米蒂亞在殺掉小孩與保護小孩間，既矛盾又焦慮的心理

狀態：「想想完成這計謀之後，我所要做的事，不由得我不掉淚，因為，我將殺

掉自己的孩子；我的孩子，沒有人能給你們安全的保證。當我毀掉傑森全家時，

我會離開這地，逃脫手刃親子的罪孽。」但隨著劇本進行，在與傑森進行最後協

商對話時，被眾人認為桀驁不馴、性情剛烈的米蒂亞卻以低恣態乞求傑森「我不

必在這裡攪擾你，或者攪擾國王一家人，他們總是認為我不夠友善。我就要被逐

出此地了，不知你可願請求克里昂不要連孩子也驅逐，好讓你能照料他們。」，

只可惜此時傑森並無法保證克里昂國王的心意，更加深米蒂亞對於孩子歸處的最

深隱憂。 

 

而法律工作者可以藉由這些文學經典作品的描繪來理解社會問題，而筆者因

過去曾參與過偵查、審判實務，了解傳統法釋義學甚至是法律語言本身的侷限性，

並無法客觀且事前有系統地列出所有可能性，在缺乏客觀標準下，判決之結果往

往取決於法官主觀之想像，而法官主觀之想像，則可仍能建構在社會刻板印象，

再行複製於判決書上。因此，希望藉由更多文學中的主題，在一來一往的對話碰

撞場景，呼應在法庭開庭時的現場衝突現場。  

 

                                                      
3 此處所指的「妳們」，是指與米蒂亞對話之同城市柯林斯的婦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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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問題意識 

從文學中「互文性」的觀點出發，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

文本有其獨特風格、結構、樣式，並且與其他文類產生互動，構成一個龐大的系

統。文本並非單一也不會停留，新的文本將持續與其他文類文本（歷史文本、文

學文本、藝術文本、法律文本）相互指涉，產生新的互動及意義。司法判決文本

的分析可以找尋其法庭內及法庭外活動的軌跡，包含原告起訴狀、被告答辯狀、

庭上的言詞陳述攻擊防禦，法庭外社工、警察機關等訪視報告，及法官適用法律

或其他司法判決之心證。因此，本文將嘗試搜集大量司法判決文本，將其類型化，

並藉由法律敘事方法分析，由不同敘事者，如法官、原被告、律師、社工師各自

敘事的角度，及對敘事時間之順序安排，勾勒出東南亞外籍婚姻中所呈現有圖像，

並嘗試提出問題。 

 

（1） 熟悉法律敘事模式，是否相對掌握了由話語所帶來的法律權力？ 

（2） 跨海婚姻的面貌及爭取子女監護案件在判決如何呈現？ 

（3） 藉由不同時期司法判決文本觀看變遷，檢驗其困境是否有因法規範增修及

社會文化的影響而有新的互動方式，米蒂亞的千古難題是否有所突破？抑

或仍是難解的課題仍待解決？ 

 

 

三、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文研究方法採取個案文獻分析方法，並以我國司法判決為中心，而在挑

選判決的標準上，因某些案例上可能過於平面，故判決選擇上將採取較具代表

性之判決當做研究個案。另外，縱使因家事事法之涉及隱私，故部分判決不公

開在司法院判決網上，然而就現行所搜集到的判決已具有參考及研究價值，畢

竟判決文書所呈現的就是一個人的生命經驗面貌，如同文學中的敘事亦是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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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生命為描寫。  

 

而在司法院判決網上，本文並未採用輸入「案由」方式搜尋，理由在於判決

案由是案件最初進到法院分案時，由法院分案室人員初步就起訴狀內容分案，與

最後法官最認定之案由可能有出入之虞。且如果起訴狀若有多項主張，亦只會陳

列出一項，例如只在案由列「離婚等」，無法涵蓋所有原告之訴之主張。然而在

婚姻事件常常是多項主張並列，不論是同時合併，或是列為備位，例如婚姻事件

中可能會同時有財產上之主張，例如贍養費、扶養費，或是有非財產上之請求如

子女監護問題。而此點在家事事件法家事事件法第 3 條第 5 項第 8 款、第 41

條第 1 項中有清楚規定，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事件，屬家

事非訟事件。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

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或地方法院家

事法庭合併請求，並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

為反請求。然而本文欲呈現婚姻事件全部可能的面貌，及考慮到司法程序的流動

性，故在判決搜尋設定上捨棄「案由」欄位之方式搜尋。 

 

根據內政部移民署至 106 年 3 月之最新外籍配偶國籍統計資料，大陸港澳

地區占 64%，越南占 18%，印尼佔 5%，泰國佔 1% 。 

 

 

1                      越南 51,690                                      

2                      印尼 7,497                                        

3                      菲律賓 2,574                                        

4                      柬埔寨 2,069                                        

5                      緬甸 1,086                                        

6                      泰國 882                                          

7                      馬來西亞 169                                          

8                      日本 107                                          

9                      其他國家 105                                          

10                    巴基斯坦 66                                            

96年起至105年底外籍配偶歸化(取得)人數統計表（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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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製表日期：106 年 10 月 10 日）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再者，依上開表一顯示，我國近十年，越南將近 5 萬多人取得我國國籍，越

南相較中國大陸，在文化與語言上之隔閡更大，故本文將司法判決的範圍限縮在

比例次高的越南進行研究。據此，本文是以在關鍵字欄位上輸入「越南&離婚&

子女」為搜尋。 

 

值得一提是，依上開關鍵字加上法院搜尋之結果有高達七百多筆，然多數

並非與本研究相關，再研究一些判決後發現，部分法官會以「越南國」三字描

述「越南」，故為了再更接近研究主題，再以「越南國」三字再為限縮，而出現

件數則改為三百多件，更符合本次研究主題的案件。 

 

至於地區選擇上，是以台灣六都直轄市所在之法院為搜尋判決的範圍，此範

圍涵蓋臺灣北中南主要城市地區，而以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 「各縣市人口結婚

和離婚對數及結婚和離婚率按性別及結婚次數分」一表顯示，前五名外籍配偶結

婚對數最高縣市依序為新北市、高雄市、台北市、桃園市、台中市，而上開五個

都市，亦為六都所涵蓋之都市，故應有高度參考之價值。另外，就判決日期上並

未設定，以司法院線上判決網所能公開提供之判決為主，而就本文所搜集到的司

法判決素材中，最早的判決是從民國 88 年間起，故時間範圍上是從民國 88 年起

至民國 1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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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學與法律 

一、從希臘悲劇《米蒂亞》談起 

尤里庇底斯的《米蒂亞》是希臘神話金羊毛冒險故事的後傳，許多英雄冒險

神話停留在英雄克服萬難，最後凱旋歸國並抱得美人歸，然而尤里庇底斯卻以婚

姻悲劇的方式延續英雄傳說。雖然此劇本距離今日有二千多年，然而卻具有時代

意義時至今日，也是大多數我國外籍配偶離開自己家鄉來到我國的心聲。尤其是

隨著全球化，跨國婚姻現象更較過往普遍，當中更以東南亞女性移民占多數，面

對不同的文化、語言、生活習慣衝擊，我國在婚前、婚姻中、甚至是離婚後是否

有相應而生之制度保障？讀完《米蒂亞》一劇後，更能體會文學故事與真實人生

互相呼應的普遍性，理察．波斯納在《法律與文學》一書中說4： 

 

「人類情境中有些具有普遍性的層面是科學迄今無法處理的，例如愛、對死亡的

恐懼、感情的成熟和社會適應不良，而作家就用一種特別出色的方式把這些層面

做戲劇化的處理。這種戲劇性的表現和與較具時事性的作品相比，不但不容易

『過時』，反而更能夠跨越時空的阻隔。」 

 

《米蒂亞》一劇不但成功突破時間的考驗，也在不同的地域流傳，但相同的

悲劇是否會再度發生？米蒂亞並非自願與丈夫分開，而當時國家權力則是以克里

昂國王之意志為中心，克里昂國王是丈夫傑森的新岳父，米蒂亞並非自願與傑森

離婚，而當時國家律法也無法公正地為她裁判，甚至在當時的社會，男性的婚外

情並不會遭受處罰。米蒂亞在遭受背叛的心情無法平復下，克里昂國王又宣布要

將她及其兩子驅逐出境時，這位異族女性必須要用極端的方式去展現自己對婚姻

的失落與憤怒，亦即殺害丈夫即將娶進門的妻子。當時的國家的律法，甚至希臘

神話中所謂「神的正義」並無適時站出來替米蒂亞主持公道，米蒂亞必須藉由一

                                                      
4理察．波斯納著，《法律與文學》，楊惠君譯，頁 60，商周出版公司，200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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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力去完成復仇及安頓自己小孩的任務，在殺害公主後，米蒂亞卻也把自己和

小孩逼上絕路，她深知科林斯人不會放過自己及小孩，為了避免小孩流落到敵人

手裡，只好手刃親子。 

 

二千年後，雖然我國在刑事上有通姦罪罰，民事法規上，亦有國家公權力介

入保障婚姻制度，然而這些看似完備的立法，是否有所改善新住民的處境？二千

年前希臘悲劇突顯出來異族女性的困境，和今日台灣新住民所遭遇的困境也許不

太一樣，但是所面臨的歧視和文化、司法背後權力的不對等，可能是不變的難題，

二千年前米蒂亞被迫需殺死自己小孩，但二千年後，異國婚姻的美夢破碎後，為

何仍有新住民母親仍被迫，甚至自願割捨自己小孩？在越方官方統計中，每年仍

有五、六十件是跨海尋子的案件，這些母親寧可背負誘拐罪名或是小孩可能成為

黑戶的狀況下，也要攜子回到原鄉，也許心裡已有預設在司法審判的過程中，並

非對自己有利，如同米蒂亞知道國家律法並無法替她作主，只好犧性小孩，並斬

斷與其父親會面交往權利。 

 

綜上，本文希望東南亞外籍配偶面對類似婚姻處境時，可以藉由健全的社會、

司法制度，幫助這些新住民解決離婚之後的後續問題，讓故事中走投無路的米蒂

亞，或是現今的米蒂亞們可以丟下手中的匕首，不再造成一齣悲劇。 

 

 

（一）《米蒂亞》前傳—尋找金羊毛英雄冒險故事 

上古文學希臘神話是是西方文學、哲學、宗教、政治、藝術等重要源頭，希

臘出現後，人類成為宇宙的中心，這是思想上的重要改革，是在希臘神話出現前

的世界前所未見。因此，希臘神話帶出了人對生命的基本問題，如命運是什麼？

人與命運的關係？這些都成為文學史上重要的母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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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人擅長從神話中取材，他們不在滿足於歌和故事的美麗，他們必須去認

知、去解釋，因此他們創作悲劇，並從中取得最高成就，黑格爾認為衝突是戲劇

詩的基本特徵，是藝術理念在劇中實現的主要途徑，動作或情節是實質上衝突發

生、發展和解決的過程。戲劇是一整完整的爭端形態出現，這樣對話互動的論述，

重點在是話語相對，即問—答形式，而這樣的語境也有助於我們還原衝突現場，

也更貼近社會現實。運用在法學上時，法律還原爭端的方法，就是藉由法庭質問

及起訴、答辯狀等去描述雙方的爭端，戲劇在此是精確的語言。 

 

《米蒂亞》是希臘悲劇作家尤里庇底斯改編希臘神話尋找金羊毛所延續之劇

作，了解其原本希臘神話有助於了解米蒂亞的性格及心理狀態，故仍對金羊毛前

傳稍作交待。 

 

希臘著名的英雄們搭上阿哥號遠征尋找金羊毛，男主角傑森答應了這次的冒

險，在一次冒險挑戰中，天后希拉為了幫助這些英雄，請愛神阿芙柔黛蒂幫忙，

阿芙柔黛蒂的計劃是讓自己的兒子邱比特施展魔力，讓科爾奇斯國王的女兒米蒂

亞愛上傑森。米蒂亞會施展魔法，這將有助於在這趟旅程中克服敵人及猛獸。愛

神之魔力如此強大，米蒂亞無法克制愛上這個異鄉人，傑森知道米蒂亞對自己的

冒險之旅十分有利。米蒂亞的父親計劃謀害眾英雄，瘋狂情慾及保護愛人的慾望

驅使米蒂亞與父親作對，協助英雄們對抗自己的國家，並決定與傑森私奔，而在

逃離的過程中，米蒂亞殺害了自己的弟兄。冒險結束回到希臘後，米蒂亞又幫助

傑森進行另一樁可怕的復仇。米蒂亞向傑森的對手皮里亞斯的女兒聲稱知道可返

老還童的祕訣，為了證明，米蒂亞當著皮里亞斯女兒的面前，宰殺一頭衰老的公

羊，把屍塊放入滾水中，念了咒語，水裡霎時跳出一隻羔羊。皮里亞斯的女兒信

以為真，於是將自己的父親割成一截一截，此時米蒂亞早已離開宮殿，皮里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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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兒也才恍然大悟自己殺了父親的罪行。 

 

 

（二）尤里庇底斯《米蒂亞》劇本主軸 

在當時希臘男英雄主宰的世界中，米蒂亞擁有比男性武力更強大的魔法力量，

一種原始社會中，尚未被文明化的野性，米蒂亞追隨自己的激情，崇尚自由，脫

離了原生家庭，跟著傑森來到文明的希臘。劇本一開始，就已描寫到傑森為了要

娶柯林斯國王的女兒為妻，撇棄了自己的妻兒，米蒂亞自知被冷落後，終日自怨，

呼喊著她曾拋棄的故鄉。米蒂亞一出場就告訴觀眾：「我倒寧可上前線打三場仗，

也不願懷胎一次。事情在我看來就是這樣，妳們
5
或許不以為然，畢竟妳們有國、

有家，這裡就是妳們的家鄉，妳們可以享受生活，享受親朋歡聚一堂的和樂。我

呢？卻是個棄婦，是個流亡者，丈夫沒有把我當回事看，我頂多不過是他從異城

帶回的擄物罷了。在這漫天的憂苦中，我沒有母親、兄弟或任何親戚可仰仗以避

難。」一語道出身為女人、母親、異鄉人，被丈夫拋棄無親無依的處境。此時國

王克里昂立意要將米蒂亞及其二子逐出柯林斯，因為他顧忌著米蒂亞的魔法及妒

火會傷害他及他的新婚女兒。米蒂亞則向國王哀求再給她一天的時間給孩子尋求

庇護。 

 

而在自己無法自保，無法在所處的國家有立足之地時，還要面對骨肉分離。

手刃親兒前，作者深刻描寫了米蒂亞在殺掉小孩與保護小孩間，既矛盾又焦慮的

心理狀態： 

 

「想想完成這計謀之後，我所要做的事，不由得我不掉淚，因為，我將殺掉自己

的孩子；我的孩子，沒有人能給你們安全的保證。當我毀掉傑森全家時，我會離

                                                      
5 此處所指的「妳們」，是指與米蒂亞對話之同城市柯林斯的婦女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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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這地，逃脫手刃親子的罪孽這的確是一件非常恐怖的行為，可是我實在無法忍

受敵人的嘲笑，只好任由這些事發生，我活著有什麼益處呢？沒有國，沒有家，

痛苦時沒有避難所，我的錯誤早已蹈下了，在拋棄父家時，聽信一個希臘人的話

時，就蹈下了。承蒙上蒼的佑助，現在，就是向他討債的時候了，他將無法看見

自己和我所生的孩子長大成人，也別想和新婚夫人再繼子嗣…別以為我是成日窩

在家的弱女子。」 

 

但隨著劇本進行，在與傑森進行最後協商對話時，被眾人認為桀驁不馴、性

情剛烈的米蒂亞卻以低恣態乞求傑森：「我不必在這裡攪擾你，或者攪擾國王一

家人，他們總是認為我不夠友善。我就要被逐出此地了，不知你可願請求克里昂

不要連孩子也驅逐，好讓你能照料他們」。只可惜此時傑森並無法保證克里昂國

王的心意，更加深米蒂亞對於孩子歸處的最深隱憂。 

 

於是米蒂亞策劃由她的二個小孩給新娘送上沾滿毒液的新娘禮袍及冠冕，新

娘已穿上禮袍全身著火，身體被火焰吞噬地面目全非，國王克里昂趕來，撫屍痛

哭，但自己的身體也被粘繫在那件衣袍上，並使他乾瘦肌肉剝離了身體，最後二

人的屍體便躺在一塊。執行這樣可怕報復計劃的米蒂亞知道自己和二個小孩也難

逃一死，既然如此，就只能親手殺死他們。 

 

米蒂亞呼喊小孩到她的面前，端詳他們：「來，孩子，把手兒給我，把手兒

給媽媽親。哦，親愛的小手，親愛的紅唇，還有多麼坦蕩的眼神，當初我是怎麼

懷你們的！我祝你們幸福，但不是在這世界。這裡所有的，已經被你們父親取走

了…走吧！走吧！我再也不能正視你們，也不能見你們的面，悲哀已經將我淹沒。」 

  

而當傑森趕來時，米蒂亞已現在屋子的上面，坐在一輛群龍拉曳的車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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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邊伴著二具童屍，留下不斷詛罵米蒂亞的傑森： 

 

「你心腸真是冷硬到敢於殺死自己的孩子。做了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妳難道還有

臉面向白日，面向大地？我恨不得妳死！當初我把妳這個反叛父親和本家的孽種

從蠻邦帶到希臘，如今想想，真是愚蠢。…希臘的女人中，不會有人敢下這毒手

的…走吧！作惡多端的人，手刃親兒的毒婦，我我自個兒面對命運哭泣。我再也

無法從新婚的恩愛中獲取快樂，也無法在活人的世界裡與兒子交談，我的一生算

完了。」 

 

（三）從文學角度看《米蒂亞》 

中外文學當中不乏「棄婦敘事」及「殺子敘事」這兩種主題，但這兩種主題

在中國古代文學是斷裂的。中國女性殺子大多是出於「醒悟嫁仇」、「名節受損」，

而棄婦則是藉由死亡或孝義來換取社會的同情，這可能是中國古代社會對男權社

會封建禮教宣揚的一種手段。相較之下，《米蒂亞》是首先結合這兩者的西方文

學作品，一方面也暗示著西方文化重視個體生命、張揚個人情感
6
。因此，即使在

事件的開端，身為被丈夫背叛的受害者，由於過分追求個人主體意識，卻沒有通

過正確途徑解決問題，沖破道德底線，以殺子懲夫之方式將孩子當作工具，忽略

相應的社會義務而產生悲劇7。 

 

然而，亦有認為米蒂亞弒子悲劇有跡可循，當時的時空背景處於雅典民主衰

落時期，是從氏族部落走向奴隸社會之過渡期，男性在結婚後的婚外情並不會被

處罰，因此報復之概念仍根深蒂固，所以她也意識到自己對科林斯公主之報仇，

                                                      
6 楊慧，西方「美狄亞」與中國「殺子」、「棄婦」敘事比較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 36 卷

第 1 期，頁 138，2010 年 1 月。 
7 王恩超，淺析美狄亞形象所包含的倫理道德思想—讀古希臘悲劇《米狄亞》有感，文學理

論，第 20 期，頁 42-43，2013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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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林斯人一定會報復她，尤其是對他的孩子們
8
，因此米蒂亞必須要用這樣極端之

方式展現當時父權制社會中之壓迫及父系婚姻的問題。 

 

另外，《米蒂亞》相較於其他希臘悲劇，神的正義在此劇是缺席的，人們在

感覺到自己受到屈辱時，會要求神主持公義，然而在此劇中，尤里庇底斯造就了

一個更混亂的世界，「神所作成的許多事，或是或非，不是人意所能判斷的。我

們崇奉的圭臬，未必就是終極真理，神的謀劃總是超乎塵想。」，此劇中，神的

旨意與人的道德律非但不合，且背道而馳
9
。如同，傑森雖然在最後劇本咒詛米蒂

亞難道不怕遭受因果報應？是否敢面對天日，面對大地？然諷刺的是，米蒂亞可

以逃走是因為天神所提供的車輦。然而也是因為這樣神祇缺席，我們在詮釋此劇

時，可以從凡人的角度處理，去面對人類的共同情感。在亞里斯多德《詩學》中，

分析了基本悲劇結構及功能，亞里斯多德認為悲劇是使觀眾透哀憐及恐懼（pity 

and fear）來達到淨化作用(catharsis)，意思就是觀眾看到劇中模仿對象的突發的遭

遇，也可能是他們的遭遇，而與這些人物有了連繫，悲劇喚起了觀眾潛在的、本

能的哀憐與悲憐，這些本屬於自然本能、生物個體的「痛苦感覺」，因為被賦予

一種屬倫理而超倫理的藝術形式，從而昇華為一種社會性的人類共同情感，而產

生了悲劇的淨化作用10。 

 

二、 法律與文學之關係 

 

（一）科際整合之必要性 

基於法律的複雜性，法學研究法律本身，即法律規則構造、立法過程、實用

                                                      
8 姜曉娜，美狄亞弒子的必然性研究，外國文學芒種期刊 455 期，頁 114-115，2014 年 4 月。 
9 劉毓秀．曾珍珍合譯，《希臘悲劇：阿卡曼儂、伊底帕斯王、米蒂亞》，頁 170，書林出版公

司，1984 年 10 月。。 
10 鄧光志，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談「淨化」概念，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4-

35，201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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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等外，也應當研究其他社會現象，包括從其他角度切入，而這些就是綜合法

學之必要，因為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不能以任何單一的絕對因素來解釋法律，社

會、經濟、心理學歷史及價值判斷都影響或制約著法律。用唯一的社會因素（例

如權力、民族遺產、經濟、心理學或種族）或者是用唯一的法律理想（例如自由、

平等、安全或是理學），來分析解釋法律是不可能的。11如同博登海默說的，法律

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室、角落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房間和角度，

法理學上的學說只是代表有限及局部的真理，我們應該要用各種角度去將法學的

圖像拼湊起來，無法只使用單一觀點來著眼法律
12
。例如法律人類學的領域，認

為當法條的純粹文義解釋、體系解釋、比較法（外國立法）難以得到共識時，法

律人類學研究所得之地方文化、習慣、民俗等，可成為最後適用的法律解釋方法

之一，一種法學跨界研究之取徑，擴大對法律知識在實作上之各種想像13。 

 

（二）互文性—論文本間相互轉化與吸收 

互文性的概念，必須先了解何謂作品（Work），何謂文本（Text）。文學批評

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在 FROM WORK TO TEXT 一文中
14
，認為作品是實

在的，被拿在手上，是佔據書空間的一部分，而文本則是一種方法論，所以文本

是被語言捉住的，文本組成的時刻是一種橫越，可穿過一篇作品，甚至數篇作品。

作品則是停在一個意指（signified）之上，作為一個普遍符號，產生功能，而文本

則要倚靠詮釋，一種意指的無限推衍，文本是拖延的（dilatory），它的範圍就是

意符（signifier）的範圍。作者被視為作品的父親和主人，但文本是在沒有父親的

簽署下被閱讀的。 

 

                                                      
11 沈宗靈，《法理學》，頁 511，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4 年 5 月。 
12 同前註，頁 506-511。 
13 郭書琴，從「法律知識的技術性」談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方法與實例，載：《法律人類學、法

律知識與法律技術》，頁 116-117，元照出版，2016 年 5 月。 
14 羅蘭巴特，從作品到本文，載：《當代西方文學批評理論》，朱耀偉編譯，頁 15-23，駱駝出

版社，199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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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字源就是 textus，是織的意思，互文性，英語為 intertextuality，按照字

面的解釋就是紡織交合，也就是文本的間之交互指涉。此概念為 Julia Kristeva 於

1960 年代提出。Julia Kristeva 為法國理論批評學家及語言學家，受到法國後結構

主義之影響，認為文本與其他文本皆在交互指涉下產生，每個文本都是把自己建

構為一個引用語的馬賽克，雖然此一術語是由 Julia Kristeva 所提出，然而在她的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一書整理出俄國文學批評學家米哈伊．巴赫金對話理論

的，認為巴赫金的對話理論定義了寫作同時有其主體性及溝通性，更好的說法，

就是互文性，即巴赫金認為文本寫作皆是一文本對另一個文本的吸收及轉化
15
。

而在從互文性的視角分析，互文性如果理解為文本之間之互相指涉，那麼互文性

並非文學藝術所獨有，「可以說只要有文本—文學藝術文本、科學文本、歷史文

本等等—存在，就有互文性。文學藝術自不待言，即使是以邏輯嚴密、價值中立

為圭臬的科學論文也少不了在行文中添加注釋和文後列出參考文獻，而這些都是

再明顯不過的互文性標志了。16」 

 

而在法律與文學運動的流派中，法律本身就是語言的建構物、流傳物，因此

我們也認為法規範、法律判決書等也是文本的一種。上開互文性現象也將體現在

法學上，在法律的制訂、解釋、修正、執行與社會習俗與文化間相互影響，法官

得心證之過程，當事人參與法庭活動之理解與詮譯，如此累積出來之判決，又再

影響著社會變遷，又反過來強化了對於系爭課題之法學論述之強大能量，屢次型

塑了法律文化17。 

 

（三）法律與文學運動 

1. 運動背景及流派分類 

                                                      
15 Julia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Reader, ed Toril Moil, p35-40，Oxford, 1986.  
16 李玉平，互文性新論，中國當代文學與理論，南開學報第 3 期，頁 112，2006 年 2 月。 
17 郭書琴，逃家的妻子，缺席的被告？--外籍配偶與身分法之法律文化初探，中正大學法學集

刊，頁 7，200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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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法律與文學的活動，從 1970 年代左右，由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院詹姆斯．

懷特（James Boyd White）一書《法律的想像》（The Legal Imagination）開始了有系

統的研究，而其風潮乃受後現代主義思潮之影響，後現代主義的思維是以強調否

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非正統性、不確定性、非連續性以及多元為特徵的。 

 

而關於其分類，美國理察．波斯納法官，區分成「文學中的法律」（Law in 

Literature），即研究文學作品中的法律議題，與「法律中的文學」（Law as Literature），

即藉由文學的角度分析兩種法律文本—法律文書（法令或是契約），和司法判決

18。而後因研究路徑不同，又再出現有關文學的法律（Law of Literature），即研究

文學藝術的法律，如著作權法、出版自由等，和通過文學的法律（Law through 

Literature）由於看到文學的影響力，有一些作者嘗試用文學的手段來講述、討論

和表達法律問題19。而在中國，亦有學者直接打散過去的分類，而重新區分成（1）

文學法理學，即傳統對西方經典文學作品中法律主題或問題的研究，（2）闡釋法

理學，是另一個作為文學的法律分枝，運用文學批判方法，構建運用與揭示法律

文本意義的解釋性策略、及（3）敘事法理學，即在法律分析中運用了文學敘事

技巧，透過講述故事的方式描述一種共同經驗20。然也有學者認為繼續服從這種

傳統的類型劃分，其實不令人滿意，因為許多作實際上同時跨數個類型，因此，

出於研究便利，不得不對這些作品的複雜性給予某種概略化之分類21。  

 

2. 文學與法律之功能論 

研究文學究竟對法學專業領域有何作用，有學者認為法律的研究不僅限於實

法的法釋義學範圍，除了法釋義學外，應去探討法律是什麼？法律的社會功能、

                                                      
18 同註 4，頁 47。 
19 蘇力，《法律與文學—以中國傳統戲劇為材料》，頁 11-12，2006 年 9 月。 
20 明輝、李霞，西方法律與文學運動的形成、發展與轉向，頁 66-69，國外社會科學期刊，

2011 年 5 月。 
21 徐忠明，溫榮，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述評，中山大學學報，第 50 卷，頁 162，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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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的極限、法律是否能實現正義？閱讀法律文學作品的另一個可能在於透過他

檢驗法規範所欲追求的目標，兩者都共同處理「生命」的問題，由於法律所處理

的生命（個人或集體）是有侷限的或有盲點，因為每個人對生命理解的可能及生

命的不可預測性，讓法律的訂定及透過文字落實後的法律，而文學在處理人的生

命，在文學中，對於生命應該如何被對待或應該如何發展，並沒有一個標準，因

此透過文學生命的樣貌可被用各種方式呈現出來，而法律人可以透過閱讀文學作

品開闊自己對於「生命」的想像，這些想像可以讓我們有能力回到法規範當中去

檢驗究竟法規範所欲提供給人民形塑「生命」的空間是什麼
22
？ 

也有學者認為就判決文字來說，法律的專業語言是必要的，但那是法律判斷

時的法定標準，仍停留在抽象的模式，對具體個案而言的關照密度永遠不夠，因

此，法律專業語言並未對眼前判的人生故事進行完整密度的檢視，相對地，唯有

大量的「非法律語言」變成有內容、有真實生命的東西，而文學這方面的視角可

能是比法律學更精緻23。 

 

 

三、法律敘事學 

「敘事學」即是對故事和話語這兩個層次展開的理論研究，發展可追溯至亞

里斯多德《詩學》，在採用結構主義方法的敘事學誕生之前，對敘事結構技巧研

究一直從屬於文學批評或文學修辭學，但 20 世紀後，因結構主義思潮興起，從

注重傳統道德意義、創作背景、歷史語境之文本外部，漸漸轉至文本內部，著力

探討敘事作品內部的結構及各要素之間的關聯。而後更因跨學科等途徑，又將敘

事學推向新的發展，敘事學變得越來越注重「非文字媒介24」或「非文學話語」，

                                                      
22 陳惠馨，法律文學與法學研究的關係，月旦法學教室，第 12 期，頁 97-98，2003 年 10 月。 
23 黃榮堅，《靈魂不歸法律管》，頁 174-177，商周出版，2017 年 8 月，。 
24 例如夏曉鵑在「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中，搜集了 33 件從 1988 年至 1996 年期間，出

現在台灣報紙、電視新聞節目及雜誌上與「外籍新娘」有關的報導，一方面分析媒體對此異國

婚姻及當事的男女描述了些什麼，另一方面分析媒體是如何呈現，而透過研究，發現即使報導

的媒體本身具有政治立場之異質性，卻一致呈現對外籍新娘貶抑之「第三世界」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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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種「雜糅性」也使敘事學在西方新的歷史語境中繼續發展
25
。 

 

法律敘事即屬敘事學流派之一，用研究文學作品的方法於法學上，目的是從

法律文本的修辭與結構，挖掘隱藏於法律條有與判決文字內的意識型態，學者李

佳玟定義如下： 

 

「運用文學作品中『敘事學』（narratologies）的方法，從敘事時間與空間、角

色描述、因果關係，以及讀者與文本之間的互動等結構與語言的角度，去探究法

律原則與判決背後，究竟隱含何等文化意涵與權力關係26。」 

 

學者陳惠馨以法律敘事之觀點看待婚姻與性別事件，在司法判決文書、法規

範中找出影響社會、當事人的價值觀及評價。例如在有關離婚糾紛的司法文書敘

事中，法官必須在有限的的資料中做出是否准予離婚的判斷，而不同審判文件呈

現不同審判者對於婚姻存在或維持目的有不一樣的看法27，而當事人所關注的就

是這些法官判斷的價值究意為何。 

 

另外，從證據使用的角度出發，法律敘事方法提供了法官「重構案件事實」

的功用，有中國學者做了以下解釋28： 

 

「證據是認識案件事實的第一來源，但這些證據提供的信息實際上是支離破碎的，

沒有重點的，離案件事實還有很大的差距，簡單地將其羅列並不能夠呈現出完整

的案件事實。我們感覺在證據和事實之間其實存在著斷裂和分野，那麼符合法律

                                                      
25 申丹，《敘事學理論探蹟》，頁 11-20，透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14 年 9 月。 
26 李佳玟，女性犯罪責任的敘事建構—以鄧如雯殺夫案為例，臺大法學論叢第三十四卷 

第六期，頁 10，2005 年 6 月。 
27 陳惠馨，《法律敘事、性別與婚姻》，頁 285，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 年 3 月。 
28 張德森，康蘭平，法律修辭的司法運作：案件事實敘事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頁 79，第

35 卷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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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要求的案件事實究竟如何形成的？通過經典案例的敘事分析，我們發現案件

事實其實是一個完整的敘事文本，經過證據建構階段之後，它仍然需要在敘事活

動和修辭活動中完成。案件事實的形成，不僅是證據的產物，也是語言和修辭建

構的產物。」 

 

承上，判決的敘事是串起這些片斷證據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因為案件事實都

是發生在過去，法官無法以時間倒流之方式來揭示真相，只能藉由這些敘事與證

據間的關聯來建立其真實性及可信性
29
，因此如何敘事，及敘事中所呈現的敘事

模型如何便顯得重要，有學者歸納了二種敘事論證模型： 

 

在 Just Words: Law, Language and Power 一書中，該書作者提出兩種論述模型，

而學者王曉丹，也以此法律敘事的女性主義法學分析過我國實務判決。30該論證

模型有兩種型式，一種是以「規則為導向的論述」（rule oriented account），主張對

方違反規則，而證據的選擇也是要證明是否符合某一法條，而排除了個人及社會

的原因，而另一種是「關係為導向的論述」，（relational accounts），即主張依據一

般社會觀念的倫理原則、個人、社會地位，論述者傾向將生活的細節交待清楚。 

 

綜上，本文嘗試提出一個問題，如熟悉法律敘事模式，是否相對掌握了由話

語所帶來的法律權力？在外籍配偶案件又如何呈現？本文將在第四部分，做出更

清楚之論述。 

 

 

                                                      
29 趙靜，法律敘事與文學敘事，當代文壇，2008 年 2 期，頁 45。2008 年。 
30 王曉丹教授在「法律敘事的女性主義法學分析—最高法院二十三年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之

司法實務」一文中，以受暴婦女請求裁判離婚的案件，搜集近六年來引用過最高法院二十三年

上字第四五五四號判例的地方法院判決，並分析法院判決中所呈現之法律敘事，以女性主義法

學說明「性別差異」其在判決中是如何地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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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與文學運動之危機及限制 

了解到文學與法律運動所帶來的新視野後，本文也嘗試以「科際衝突」或「科

際限制」的觀點去檢視法律文學運動之弊失。由於法律與文學是在後結構主義中

產生，後結構主義中的去中心化性、破碎性、及不連續性，法律與文學係在此模

式下為基礎，側重的重點並非相對同一，呈現個人化、不確定性，有學者認為也

造成該運動總體上的混亂及和零散，成果非顯著，並不能成為抗衡法律經濟學派

的強有力的辯論31。 

 

亦有學者認為，以「文學中的法律」而言，確實有其繁榮局面，但也含著深

刻的危機，第一，在法學研究過程中應如何「認為對待文學」的問題，似乎尚未

引起學者得重視，所謂認真對待文學一者體現在選擇文學作品的態度上，既要恰

當評估被選文學作品的代表性，又要保持相應的警惕，而不要被文學作的內在書

寫規律（例如，明顯的感情偏向）所誤導，另外還需對作品本身尊重，不能因「作

者已死」而任意揣讀解釋。第二是對文學材料的使用，是否真的帶來新的見解和

思考，實際上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32。  

                                                      
31 徐秀佳，法律與文學關係之初探，法律博覽，第六期，頁 80，2012 年。 
32 徐忠明，溫榮，中國的「法律與文學」研究述評，中山大學學報，第 50 卷，頁 168-169，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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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跨海婚姻背景及相關法規範變遷 

 

一、 臺灣跨海婚姻之現象 

人類會因就業、留學、工作等原因而有遷移行為，而婚姻亦是引發遷移行動

因素之一。臺灣從 1970 年代以來，經濟發展快速，相較其他東南亞國家，如菲

律賓、印尼、越南、馬來西亞等地，臺灣人之所得大幅增加，但因台灣社會普遍

存有「上嫁下娶」之觀念，讓處於社會階層較弱勢之台灣男性，為了組織家庭，

因而轉而往大陸或是東南亞尋找合適伴侶，形成的「婚姻斜坡」現象33。然而，

婚姻移民並非臺灣獨有之現象，有學者以全球化宏觀之角度分析，認為這樣的跨

國婚姻來自於資本主義發展下之副產品，資本發展造成了核心、半邊陲、邊陲國

家的國際不平等分工，臺灣在躋身為經濟體系半邊陲位置後，便進行對東南亞等

剝削，而東南亞國家也因資本國際化之關係引發失業等經濟危機，轉而向較發達

國家發展，婚姻移民流向就此形成34。 

 

                                                      
33 顏朱吟，台灣社會跨國婚姻女性之歷史映照：「流離尋岸」的另一面鏡子，，高雄師大學

報，第 27 期，頁 69-72，2009 年 12 月。 
34 夏曉鵑，資本國際化下的國際婚姻—以台灣的「外籍新娘」為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39

期，頁 63-64，2000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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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製表日期：106 年 8 月）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以上表格整理自內政部統計資料，由於此統計資料在東南亞部分僅有在 90

年後始有數據，但不難看出早期從東南亞地出嫁來我國的女性，一年達到 1 萬

7198 人，直至 95 年後，有逐漸漸緩的趨勢。 

 

由於這樣跨海婚姻之現象，台灣族群面貌因而轉變，在中國華夏地區的春秋

戰國之時，便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論調，而早期漢人看待原住民也是以

類似態度，在這個特定群體，冠予較負面、刻板印象的形容詞，如「蕃人」、「山

胞」，而對於原住民的文化與生活習慣，也以相同的 價值觀與生活方式加以排斥。

35在這樣傳統文化思維影響下，臺灣過去就面臨了原住民—漢人；漢人中的本省

人—外省人，還有本省人中的閩南人—客家人族群紛爭，這些東南亞外籍配偶，

                                                      
35王振寰等人著《社會學與臺灣社會》，頁 193、203，巨流圖書公司，第四版，2016 年 9 月。 

總計

大陸港澳地區 東南亞地區 大陸港澳地區 東南亞地區

民國90年 1,004                 760              26,338              15,570              43,672        

民國91年 1,778                 977              27,767              16,746              47,268        

民國92年 3,073                 1,081            31,353              16,600              52,107        

民國93年 356                   939              11,840              17,198              30,333        

民國94年 448                   727              13,963              10,227              25,365        

民國95年 514                   537              13,871              6,111                21,033        

民國96年 583                   448              14,003              6,817                21,851        

民國97年 626                   473              12,149              5,315                18,563        

民國98年 690                   482              12,519              5,101                18,792        

民國99年 840                   554              12,333              4,666                18,393        

民國100年 1,046                 551              12,483              4,336                18,416        

民國101年 1,093                 649              11,215              4,069                17,026        

民國102年 1,083                 616              10,295              4,282                16,276        

民國103年 1,202                 735              9,702                5,065                16,704        

民國104年 1,310                 743              8,944                5,377                16,374        

民國105年 1,337                 876              8,237                6,960                17,410        

男方 女方

結婚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分（按發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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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來自不同宗教、文化、教育背景，目前社會仍習慣以「第五大族群」來稱呼

這些新住民，雖有研究民族主義之學者認為在全球化影響下，過去延續族群差異

的條件逐漸不存在，民族的影響力可能因跨越國界的世界體系及「趨同力量」之

影響而日漸減少，的確從台灣歷史而言，上開所述族群之對立及磨擦已日漸少，

只是新住民仍是前社社會有形、無形資源分配不平等之弱勢者36，而這些歧視是

否會在法律中展現，政府是如何針對這些移民制定相關法規制度，有否受國族、

性別、階級偏見影響，都需逐一檢視。  

 

 

二、 婚姻移民法法規範設計變遷 

（一）婚姻-取得國籍之連結 

日本於 1899 年制定第一個國籍法，而該法於同年亦施行在台灣，但這部卻

是充滿父權血統主義的法律，在夫為尊的配偶國籍同一原則下，妻子的國籍從屬

於丈夫，而必須放棄自己原有國籍，但使縱使經歸化後為日本國民之妻子，在離

婚後，便喪失日本國籍，離婚可能使得一個人女人成為無國籍人37。換言之，一

個女人與國家之間的連結在於「婚姻」，而國籍在被當成是取得國民基本權、公

民權的前提下，透過婚姻取得丈夫的國籍，國籍象徵了作為國家成員的法律身分，

這些身分與取得該國社會、教育、醫療、工作資源息息相關，但取得國籍前，這

些外國人在台灣是如何定位其法律身分，這些身分又享有那些權利？而正式取得

國籍後，是否就實質取得這些權利。以下介紹台灣移民法規制度設計及其近期修

法現況。 

 

 

                                                      
36 同前註，頁 203。 
37 陳昭如，性別與國民身分—台灣女性主義法律史的考察，臺大法學論叢第三十五卷四期，頁

17，2005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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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籍法近歷年修法現況及檢討 

國籍法於民國 18 年公布並實施，但因各界反應國籍須男女平權、放寬喪失

國籍限制等聲音，歷經 70 年後，一直到 88 年立法院始檢討其不符時宜之法令，

並於隔年 89 年就國籍法為大幅度修正，法規沿革歷程如下表： 

 

 

國籍法主要修正內容（民國 18-105年） 

18 年 制定公布條文共 20 條。 

89 年 因時移遷，有些條文未能適應現實及男女平等之要求，主要修正內容有

將「父系血親主義」修改為「父母雙系血統主義」、國籍歸化，須設定

住所期限之法定條件、外國人申請歸化應先提出喪失國籍之證明，以利

執行、喪失國籍者須申請，並經內政部許可始喪失我國國籍，其未成年

子女可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失國籍、明定申請喪失國籍者，內政部不

得為喪失國籍許可之各種情形、歸化後取得我國公職之限制。 

90 年 僅針對第 20 條修正：公立學校教師、聘任研究人員，非屬公職，不需

因取得外國國籍而必須解除或免除其職務，但身兼行政職務者則應有國

籍法之適用。 

94 年 參酌美國等多數國家之相關法規，均有外籍人士申請歸化該國國籍時，

須具備基本語言能力、瞭解國民權利義務之規定 

95 年 為配合國民大會廢止，爰刪除第 10 條及第 20 條「國民大會代表」文

字。 

105 年 1. 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修正為「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

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2. 刪去外籍配偶須財力證明之規定 

3. 因家暴離婚未再婚，在一定條件下，得申請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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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歸化前須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修定為「歸化後一年內提出

證明」。 

5. 認通謀虛偽或收養而歸化取得國籍，不受撤銷權行使時間之限制。 

 

 

可以看到自民國 89 年大幅度修正後，分別於 90 年、94 年針對公職限制及

入籍測驗為零星修正，16 年後，直至去年 105 年，國籍法才有較重要之翻修，

這樣的修法部分值得肯定，但過去長期的爭議仍就存在，甚至據移民盟表示，可

能是退步的修法，逐條檢討如下： 

 

 

首先就國籍法第 3 條之部分， 

修正前 修正後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

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

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

繼續五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

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

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

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 

實繼續五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 

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 

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 

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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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

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

試、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

準，由內政部定之。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 

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認

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

議程序、定期檢討機制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

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

測試、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本次修正之處從「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修正為「不良素行，且無警察

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理由在於品行端正文義過於廣泛，難以認定其

具體內容，易滋疑義，而「無犯罪紀錄」範圍亦過廣。而「無不良素行」之認定

將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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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法第 4 條 

修正前 修正後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

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

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二、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

國民。 

  三、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

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

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

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第四

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

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至第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

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

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 

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

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

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

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

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

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

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

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

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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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

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

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修法前條文，要求外籍配偶需要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始能自立，確保生

活無虞，且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所謂「有相當財產」或「專業技能」

係指須具備最近一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二

倍者，或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其立法目的可能避

免這些婚姻移民變成中低收入，占掉過多社會福利資源38；然而有學者認為，用

經濟理性來分配移民管道，採用經濟財力的篩選方式，是帶有階級偏見的論述來

管理他們，以「優質移民」來平衡人口素質，這樣的階級主導移民政策令人憂慮

39。而本次修法已刪除此規定，國籍法第 3 條第 4 款雖仍保留「有相當之財產或

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規定，但在第 4 條已明文規定，外籍

配偶並不適用，換言之，已將財力證明及經濟自主要求刪去，對外籍配偶而言，

不會因為本身經濟條件欠佳而被拒於門外，否則即屬對國民婚姻自由權不必要之

限制條件。 

 

同條亦增加了「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

偶死亡後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婚

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立法理由僅簡單以四

個字「處境堪憐」說明，但深入了解這受婚姻移民受暴個案，絕非僅是受暴過程

                                                      
38 許崇賓，外籍配偶工作權之問題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36，98 年 5

月。 
39 曾嬿芬，誰可以打開國界的門？移民政策的階級主義，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一期，頁

102，2006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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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身心之創傷，而是在於婚姻與國民身分相互捆綁，再可能因離婚而失去身分後，

將被遣返之恐懼，致無法擺脫婚姻暴力之陰影。 

 

 

國籍法第 9 條 

修法前 修法後 

外國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

者，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

能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

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

者，不在此限。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

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

得喪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

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

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

不能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

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

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

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

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

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及

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

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會公正

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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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

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

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本次修法重點在於廢除須先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修定為「歸化後一

年內提出此證明」，修正意旨在於避免於申請歸化過程中，若流程不順，這些新

移民可能會變成無國籍之狀態，又申請歸化時間也是一段未知之「空窗期」。但

移民南洋台灣姐妹會執行祕書李佩香表示40，105 年新修正之國籍法第 9 條仍有

問題，例如有些國家根本沒有「放棄原有國籍制度」，要如何提出證明。又依新

修正條文，在某些特定條件下，例如第 6 條之「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或是由

第 9 條第 3 項第 2 款規定之由政府機關推舉出之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

術、體育及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材，有助中華民國利益者外，是否仍有做到上

開判決所言「對外國人一視同仁」？ 

 

而另一條引起爭議的條文還有國籍法第 19 條 

修正前 修正後 

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五

年內發現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

應予撤銷。 

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除

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許

可外，內政部知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

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

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逾五

年，不得撤銷。 

                                                      
40 參考新聞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142，最後造訪日期：106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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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

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者，不受前項撤銷權行使期間之限制。 

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處分前，內

政部應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

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撤銷其歸化許可，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虛偽結

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

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

成，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

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

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本條係有關歸化及撤銷國籍之規定，然而長久以來，一直存有很大的爭議。 

依我國憲法第 3 條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國籍法長久

存在之爭議，在於外國人必須先放棄本國國籍，始得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41，有

認為中華民國採取「單一國籍原則」或「默許雙重國籍原則」，而適用範圍應包

括本國人或外國人，否則可能有違我國憲法平等權對規定。而國際上聯合國「減

                                                      
41 在本次國籍法第 9 條當中，已經廢除先取得廢除國籍證明始能申請歸化，而改為申請歸化後

一年後提出即可。但是仍是要求外國人仍需喪失國籍，最後才能取得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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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無國籍狀態公約」內有類似規定，若國家法律規定要喪失國籍，除非當事人已

取得他國國籍42，旨在減少此無國籍之狀態（statelessness）。 

 

關於此爭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0 年訴字第 6606 號判決，法官做出下列解

釋，「我國國籍法之所以限制外國人申請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必須先放棄其原

有國籍，乃基於國家忠誠及減少雙重國籍之考量，並藉以凝聚全國人民之愛國情

操生死與共，限制外國人除能提出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其原

有國籍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外，應先放棄其原有國籍始得申請歸化，有

其國家利益，即令因而造成外國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損害，從目的性衡量，有其

必要性，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是上揭國籍法及相關法令規定，於必要性原則

並無違背，此項限制性規定亦無過度，且對於全部外國人，又均一體適用，亦符

法律之平等原則。」 

 

據移民盟表示，此條修正對新移民衝擊最大，原因在於已經取得身分證的外

籍配偶，若被控假結婚，身分可能隨時會被撤銷，因本條撤銷權行使是無行使時

間限制。勞動人權協會執行長王娟萍43表示：「國籍法第 19 條對新移民影響非常

大，新移民拿到身分證後還要擔心，一旦感情生變，被先生或朋友說成是假結婚，

就有被撤銷國籍的恐懼，盼政府不要只會說要照顧新移民，修法卻是人權剝削。」

而本文認為，就判決搜集過程發現，台籍丈夫對跨海婚姻有特定想像存在，若這

些新移民在婚姻不如原本期待，或婚姻生活稍有磨擦，則容易醜化或妖魔化這些

新移民，認定是來台灣「騙身分證工作」或「騙錢」，而在台灣提起法院控訴十

分容易，而新移民在面對不熟悉的司法訴訟過程，或要勞心費力應付整個偵查過

                                                      
42 Article 7（a）in Convention on the Reduction of Statelessness “If the law of Contracting State 

entails loss or renunciation of nationality, such renunciation shall not result in loss of nationality 
unless the person concerned possesses or acquires another nationality.” 
43 參考新聞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7/9/13/n9626314.htm，最後造訪日期，106

年 10 月 10 日。 



 

32 
 

程，本身可能就是一種折磨或是懲罰，更可能成為丈夫威脅的籍口或報復之手段。

我們知道台灣對外籍配偶或大陸配偶這些居留權之限制，是為了防範「假婚姻，

真移民」之現象，惟透過限制真婚姻之限制來達到假婚姻之防範，是否能在中間

取得平衡44？移民聯盟團體也表示，條文內容看似正義，但無視撤銷理由與所帶

來的無國籍懲罰是不合比例，且我國通譯和法律扶助缺乏，可能使這些新移民姐

妹錯過抗告、訴願等時限，歸化後的新住民皆是處於放棄母國國籍之狀態，政府

只是在製造無國籍人球45。另外，若欲想打擊真正來台假結婚，真賣淫之狀況，

政府可以在事前嚴格審查入境聲請，以面談機制而言，多數流於形式，甚至出現

「考古題」之現象，政府可加強在事前把關，使這些婚姻移民者減少被撤銷國籍

之狀況46。 

 

退萬步言，本文認為本條可議之處在於，即使構成「假結婚」之理由或有與

法不合之處，由於已歸化成我國國民，在撤銷權除斥期間行使上不應沒有限制，

在法律安定考量上，對於不法追訴之限制期限應一視同仁，且相較通謀虛偽結婚

的台灣國民而言，頂多就是罰錢，但對新移民而言卻是「撤銷國籍」，而成為「無

國籍身分」，以懲罰之手段上，兩方呈現極度不對等的狀態，似有檢討改進之處。 

 

（三）入出國及移民法 

移民政策法令上，我們有從移民三法，即入出國及移民法、國籍法、及移民

署組織條例上之研究，國籍法已上文討論過。而「入出國及移民法」於民國 88 年

公布，實施 6 年後因移入移出人口都已有結構性的變化，然在婦女團體、移民人

權團等努力及督促下 96 年 11 月完成了東南亞新移民女性與其家庭相關權益之

                                                      
44 陳惠馨，從國家、婚姻與夫妻關係談性別正義，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05 期，頁 113，

2008 年 4 月。 
45 參考新聞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87142，最後造訪日期：民國 106 年 10 月 11 日。 
46 胡智皓，《我國歸化制度之研究》銘傳大學兩岸關係與安全管理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08，2011 年 6 月。 



 

33 
 

改善，從管制面走向保障面，從原本「移出從寬，移入從嚴」之閉鎖狀態走向較

開放的政策，於是於民國 96 做了大幅度的修正 

1. 增列家暴條款：婚姻移民居留過去和婚姻關係完全綁在一起，只要婚姻關係

消滅，居留證就不能展延，被迫離境。然此狀況，對受暴之新移民婦女相當

不公平，因此，特別仿效美國移民與國籍法第 204、216 條規定，對於受虐之

外之外籍配偶，給予其居留之權利。 

2. 家庭團聚權：依親居留將不再受到配額限制，依親入境不受財力限制，減去

階級歧視之措施。 

3. 反歧視條款：因台灣並無所謂「反歧視法」，而新移民若在公私部門受到歧視

與排拒時，可能求助無門，而為此入出國移民法第 62 條明定禁止一切歧視

「居住於臺灣地區對人民」之行為，並設立申訴機制，更明定罰則。 

4. 建立正當程序：例如規定移民署須有特定事由，才能檢查外國人證件，而針

對強制驅逐出國諸如此類的重大行政處分須經書面通知並經過聽證程序，亦

應以書面記載處分之主旨、事實、理由、法律依據、救濟途徑，得召開審查

會，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5. 增列外國人口販運之被害人保護專章：人口販運之受害人主要來源為大陸、

東南亞地區人民，這些受害人藉由假結婚、外勞仲介、非法偷渡等途徑被欺

騙或被強押來台，被迫從事性交易或剝削勞力的工作，因此將特設專章並設

立專責中心。 

6. 禁止婚姻媒合：認為婚姻基本上不宜作為商業交易標的，民法第 573 條亦有

規定，因婚姻居間而約定報酬者，就其報酬無請求權，且在婚姻仲介商業機

制下，已有販賣人口之行為。第 58 條明文規定訂婚姻媒合不得為商業登記，

也不得要求或期約報酬，禁止婚姻媒合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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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離婚後的處境—從憲法家庭基本權探討與子女利益相關 

由這下表可以看到，雖然東南亞地區女性外籍配偶的結婚對數自 94 年開始

遞減，但離婚對數亦從 94 年開始增加，但我們對於這些外籍配偶離婚後，社會

是否有給予相對應的保障，外籍配偶有什麼權利可以主張，以下將從憲法基本權

—家庭權出發探討。 

 

 

表三（製表日期：106 年 8 月） 

資料來源：內政部移民署 

 

 

家庭被賦予情感連繫、保護養育等社會化功能，隨著國際人權理念本土化，

即全球在地化（global-localisation）推展下，相較於法治國家面對家庭隱私之不介

入，全球法基於社會正義理念，強調婚姻移民應享有國內法上家庭權益的平等保

總計

大陸港澳地區 東南亞地區 大陸港澳地區 東南亞地區

民國90年 174 91 4,535 1,847 6647

民國91年 128 116 5,384 2,026 7654

民國92年 259 178 7,829 2,201 10467

民國93年 387 200 7,470 2,715 10772

民國94年 431 260 6,776 3,133 10600

民國95年 430 282 6,689 3,453 10854

民國96年 355 279 6,217 3,548 10399

民國97年 348 236 6,299 3,962 10845

民國98年 396 215 7,350 4,439 12400

民國99年 464 211 9,265 4,500 14440

民國100年 421 217 8,328 4,515 13481

民國101年 346 206 7,849 4,195 12596

民國102年 342 201 6,928 3,940 11411

民國103年 348 180 6,618 3,687 10833

民國104年 352 195 6,165 3,719 10431

民國105年 354 177 5,941 3,633 10105

離婚人數按性別及原屬國籍分（按發生日期）

男方 女方



 

35 
 

障47。 

 

家庭基本權亦保障人民之家庭共同生活與團聚，雖然家庭基本權並非憲法第

22 條列舉基本權，但在大法官釋憲實務第 242 號及 552 號中，推導出家庭基本

權做為人民憲法上權利的依據，應該將「家庭共同生活圓滿」作為重要之價值。

至於外國人得否享有此基本權之權利，多數說認為應區分權利性質--「人權」、「公

民權」、「國民權」，如屬基本人權如生命、人身自由、言論自由，應不區分是本

國人或是外國人，若屬公民權之部分，如公職、選舉，屬本國人與國家主題意識，

涉及國家基本政策，應屬本國人的基本人權。而國民係屬於中間型態，以本國人

優先享有，外國人則視各國開發程度或國際人權保障而定。48而在臺北高等行政

法院 95 年度訴字 2581 號判決一案中，原告面臨廢止外僑居留證處分書，將被我

國驅逐出境，而承審法官考量到原告已長期居留我國並娶妻生子，家庭生活重心

係於我國，台北縣政府若驟然以上開事由令原告出國，對原告造成之傷害，與欲

達到之目的利益（管理國家安全），失其均衡，有違比例原則。據此判決，我國

應以肯認家庭基本權為普世價值，外國人應得享有我國憲法基本人權之保障。 

 

家庭權保障之範圍，依憲法學者分類49可分為： 

1. 組成或不組成家庭之權利：包括適婚之人無配偶者，本有結婚之自由，反

之，不結婚、離婚或離開家庭亦是該自由之範圍。 

2. 和諧家庭生活之權利：家庭成員平等與相互尊重是和諧家庭生活之根本，

包括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保護。 

3. 維持家庭存續之權利：維持家庭順利運作，對觮庭之社會福利給付、租稅

                                                      
47 施慧玲，陳竹上，論婚姻移民家庭權之平等保障，月旦法學雜誌，第 189 期，頁 22-23，

2011 年 2 月。 
48 蔡震榮，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保障論驅逐出國處分—評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5 年度訴字

第 2581 號，法令月刑，第 60 卷 8 期，頁 29-30，2009 年 8 月。 
49 李震山，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中正法學集刊第十六期，頁 71-75，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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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優惠，維持家庭最低生活尊嚴。 

4. 維持家庭親屬關係之權利：包括婚姻同居義務、日常家務代理、扶養、親

權之保護教養，也包括了婚姻關係存續中與離婚後親權之行使與扶養。 

 

而本文認為家庭基本權的範圍包括與（1）原生家庭親人探視權與及（2）離

婚後與自己子女團聚的權利。原生家庭探視權的部分，雖然入出國移民法亦同樣

禁止依親之外國人進入，然此條文誠如前述，已於 96 年修正時，增加依親及有

擔保的方式即可讓親友入境。但我國現行法律規定，即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第 44 條辦法仍有其相關限制：「外國人從事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規定工作者，不得攜眷居留。但受聘僱期間在我國生產子女並有能力扶

養者，不在此限。」，然而這樣排除與其親屬見面是否有其妥當性？ 

 

除了與原生家庭相聚之外，另一個對新住民之難題在於與自己台灣家庭與子

女的團聚。一個已婚的女人與國家的聯繫，是以婚姻做為媒介，可以透過婚姻，

取得該國特定之權利及地位，婚姻的締結與解除時，喪失當初締結連結後，從社

會角度觀察，這些新移民從母國原生家庭至台灣社會，意味著女性移民地理空間

及社會關係的轉變。從支持網路的角度來看，跨國婚姻可能使空間隔離而與原生

家人、朋友、鄰里等社會人脈弱化或崩解50。因此，這樣與母國社會人際關係弱

化或斷裂後，離婚後，可能處於更孤立無援的狀態。以現行法而言，96 年 12 月 

26 日修正通過入出國移民法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放寬離婚後的外籍配偶若取得

未成年親生子女親權，可繼續在臺居留，但是在取得親權的過程中，本身就困難

重重，若在小孩成年，還未歸化或取得永久居留權，將被迫與子女分離，影響新

住民之家庭基本權，因此，如何在未成年子女利益，及憲法保障之家庭基本權中

取得平衡，需要法官的智慧，如同憲法學者所言，「家庭權正受多元價值、科技

                                                      
50 葉肅科，《外籍與大陸配偶家庭問題與政策：社會資本/融合觀點》，學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出版，2006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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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無國界理論的衝擊。單就國內法言，憲法、法律與社會三者間，一直處於

相互協調或衝突的緊張關係中，一部活的憲法，必須有回應社會變遷的能力51。」 

 

 

 

 

 

 

 

 

 

 

 

 

 

 

 

 

 

 

 

 

  

                                                      
51 李震山，憲法意義下之「家庭權」，中正法學集刊第十六期，頁 97，2004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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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法庭判決所勾勒出來之跨海婚姻困境 

一、程序面之困境：送達與一造辯論判決 

按民事訴訟法第 382 條第 1 項規定：「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

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不到場之當事人，經再傳

而仍不到場者，並得依職權由一造辯論而為判決。」，而在外籍配偶離婚案件中，

更常見這樣的案例存在。其實，按學者陳惠馨的研究，早期台灣司法實務上，一

方會先提起履行同居之訴，而在獲得確定判決後，再據此請求法院依民法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5 款，請求判決離婚。而研究發現，當時很多離家的配偶很少出席參

與法院的審判（有些可能因為沒有收到法院的開庭通知書），因此，法院通常適

用所謂「一造辯論」的判決作出准予離婚的判決52。 

 

一造辯論判決，係當事人之一造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時，法院的處置，實

務上認為須具備下列要件53： 

1. 須當事人之一造，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 

2. 須不到場之一造，其不到場為無正當理由，而其中包括不到場之一造已受「合

法通知」，例如對監所人為送達者，如逕送其住居所，則不合法，應囑託監所首

長為之。 

 

有疑問者在於，就離家之配偶而言，何謂「合法通知」？合法通知建立在合

法送達，而送達係法院送達機關依法定方式，將訴訟上之文書，對於當事人或其

他訴訟關係人為交付，使其能知悉文書內容為目的之訴訟行為。依法定方式為送

達後，不論當事人或其訴訟關係人是否實際獲取該件文書，是否確實知悉文書內

容，合法送達之訴訟行為即發生訴訟法上一定之法律效果。其對於當事人合法聽

                                                      
52 陳惠馨，《性別關係與法律-婚姻與家庭》，頁 92-93，元照出版公司，2013 年 9 月。 
53 陳計男，民事訴訟法論（下），頁 10-12，三民書局，5 版 2010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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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權之保障有重大意義，在立法上須在程序促進與合法聽審權間求其平衡
54
。然

而，在跨海婚姻當中，妻子幾乎是以台籍丈夫在台住所為住所，對其送達之結果，

有幾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補充送達」（民事訴訟法第 137 條），第二種則是寄

存送達（民事訴訟法第 136、137 條）。而在第一種補充送達的狀況下，由於丈夫

兼具同居人及訴訟當事人二種身分，故這是在送達文書上，法院及送達機關須避

免。而第二種寄存送達係把送達通知書 2 份，一份黏貼於送達人住居所門首，另

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惟對離家之妻子而言，回

到送達處所並且發現上開領取通知之機會極低。據此，在傳喚無著之狀況下，被

告並無為自己答辯之可能，故法官極有可能為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然而，一造辯論判決對被告的訴訟保障影響有多大呢？以下引自一位學者曾

為之司法實證分析：學者陳竹上則做了一則小規模之司法實證研究分析，研究結

果如下表所示55： 

 

 

 

 

 

 

 

 

 

                                                      
54 姜世明，民事訴訟法（上冊），頁 500，新學林出版公司，2012 年 11 月。 
55 陳竹上，離婚訴訟中新移民子女親權規劃之困境分析，載：《婚姻移民人權之理論與實務一

書》施慧玲主編，頁 318，五南書局，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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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程序 原告一造辯論 兩造互相辯論 合計 

判決件數 40 3 43 

相對百分比 93.0% 7.00% 100% 

判決結果  勝 敗  勝   敗   

判決件數  40 0   2 1  43 

相對百分比  100%  0%  66% 33%   

表四 

 

從上開表格可得到，原告一造辯論之機率極高，且在被告缺席狀況下，勝率

可以幾乎說是百分之百。若是同時提起離婚及子女親權請求，則社工就訪視部分，

亦無法有表達意見之機會，而被告亦無機會收受判決，經過一定期日之後，判決

確定日後，法律關係即產生身分權利義務變動關係，被告縱使知悉，也無可挽回。 

 

在本次搜集判決中，有一則離婚並請求子女親權之案件，在被告及其子女缺

席狀況下，仍判決「共同監護」，當然，關於如何共同監護之方式、時程自然無

從酌定。 

 

士林地方法院 101 婚字第 67 號民事判決案件事實：原告（台籍丈夫）因越

南妻子離家多年，故向法院提起准原告與被告離婚之訴，並請求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任之。就離婚部分，法官以違背同居義務，

顯係惡意離棄原告在繼續狀態中，而判決離婚，但本件被告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

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有利於己之聲明或陳述。就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部分，

本判決囑託臺北市基督徒救世會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進行訪視並提出報告，該報



 

41 
 

告並沒有訪視到被告及其子女，訪視報告表示聲請人雖有適任監護人之條件，然

而本案在於子女與妻子在越南生活多年，其使用語言及風俗文化有所差異，返台

生活需面臨適應及調適問題，且未能訪視到子女，對於子女意願或與父親之相處

也處於未知。 

 

本件法官卻在被告、子女皆缺席之狀況，判處「共同監護」 

 

「本院亦因被告送達處所不明致無法訪視或調查未成年子女現今實際生活狀況，

則原告主張未成年子女李○○出生後居住台灣，對台灣之生活環境較為習慣，與

事實即有出入，難認原告較適任親權人，本院因認宜由兩造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

之監護人，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上開判決理由似乎在母親及女兒皆缺席之狀況，只憑原告一方面之詞，而做

出「共同監護」之判決，略嫌速斷，對於缺席之妻子及女兒來說無非是種突襲判

決，且就雙方如何執行「共同監護」也無從協商規定下，對於後續交付子女之執

行也是一大問題，試問，此判決在判斷資訊如此缺乏之狀況下，且雙方分隔兩地，

何以認為「共同監護」是較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呢？ 

 

雖然，由上開表格所示，一造辯論判決被告勝率幾乎是零，但本文仍在此次

設定的判決中找到一則原告敗訴的例子，此判決是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婚字第

3 號民事判決，原告表示被告離家出走，過去曾通報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報列

為失蹤人口，中間曾經由員警尋獲被告，要求原告前去保釋，但原告認為被告並

沒有把丈夫及公婆放在眼中，故明知員警已尋獲被告，仍未至警察局保釋，而後

還請求法院依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之事項判求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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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法官向警察局函查之結果，認為被告係遭原告驅趕始離家不歸，於警尋

獲後，又拒將被告領回，故被告離家及兩造分別生活，係非可歸責於被告之事由

所致。又認為兩造為夫妻，應互敬互愛，相互扶持生活，被告為越南籍人士，自

越南遠嫁而來，隻身在台，原告為其丈夫，竟因兩造感情不好，即將被告趕出家

門，報案以失蹤外僑列管，於尋獲後仍拒絕為其保釋，豈是夫妻相處之道。此判

決之結果值得讚許，因若無法官積極查證，函查警察局，亦有可能聽取原告片面

之詞，認有惡意遺棄，或雙方有難以繼續相處之事由而應准離婚。 

 

而就一造辯論判決部分，本文挑選了幾則一造辯論判決，希望看出在過去將

近 20 年當中，法庭將是如何面對缺席的被告，在判決書上又是呈現何種敘事方

式？第一則判決是台北地方法院 88 年婚字第 527 號民事判決（裁判日期：89

年 03 月 20 日），本案原告為台灣籍丈夫，被告為越南籍妻子，丈夫訴請離婚，

認被告不履行同居義務，並表示要與原告離婚，事由則是一方惡意遺棄他方者在

繼續狀態中者。而本件判決，並未有被告任何答辯之狀紙或言詞陳述，僅列出原

告聲請狀之理由，理由全文如下： 

 

「一、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六條各款所列

情形，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二、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

係現仍存續中，詎被告藉探親期限屆至返回越南時，竟拒不來台與原告履行

同居義務而惡意遺棄原告之事實，業據原告提出戶籍謄本、越南結婚證書、

辦理來台之保證書各一件為證。被告未到庭陳述，亦未提出書狀供本院審酌，

是自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三、按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

態中者，為判決離婚之原因，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定有明文。

被告離開二造約定之住所返回越南，且拒不與原告同居並要求離婚，迄今約

二年載餘，並未與原告共同生活，又無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亦不負擔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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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費用，使被告生活陷於困難，是被告不僅有違背同居義務之客觀事實，

亦有拒絕同居之主觀情事，顯係惡意遺棄原告於繼續狀態中，原告據以訴請

判決離婚，依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四、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有理中，

並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前段、第七十八條判決如主文。」 

 

由上列判決可以看出，法官只依據原告提出之聲請狀及證據而單方面審查，

然而對被告究竟在何處，並未為查證，法官敘事的部分僅上開幾行，也未見有任

何囑託查訪之動作。 

 

直至近日之相似判決，法官幾乎都會查證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確實調查外

籍人士入出國各項資料以為佐證。如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婚字第 808 號民事判

決、新北地方法院 103 年婚字第 123 號民事判決等等，可見法官皆會依職權向

入出國移民署調取入出境資料56。 

 

值得一提的是，原以為可能隨著時代之進步，司法院對其法庭查證之細緻程

度提昇，然而在臺中地方法院 89 年婚字第 944 號民事判決中（判決日期 90 年 

6 月 12 日），除了調查被告入出境資料外，其承審法官張惠立另為囑託外交部依

被告越南地址送達訴訟文書。 

 

「並經本院調閱被告入出境資料查明被告於八十九年一月五日出境後即未返台等

情無訛，有內政部警政署九十警署資字第七九九四四號函一件附卷足憑；復經證

人戴景源證述被告可能是沒賺錢，回去越南就不回來了等語明確，參以經本院囑

託外交部按被告越南地址送達訴訟文書，亦經被告親收，此有外交部條約法律司

函附送達證書及郵件回執各一件在卷可稽，被告復未提出書狀為何陳述，亦未到

                                                      
56但本文搜集的判決內也未有調入出境資料，如桃園地方法院 104 年婚字第 633 號民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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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爭執，自應堪信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本文故再以原關鍵字加上外交部做為搜尋條件，然而只有找到臺灣高雄地方

法院 96 年婚字第 358 號民事判決，其承審法官為林建鼎。接著再就上開兩位

法官，張惠立法官及林建鼎法官，至 Lawnote 判決搜尋網再為搜尋，發現兩位法

官就類似案件將有囑託外交部送達文書之辦案流程，且在判決書中交待清楚。如

張惠立法官在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89 年婚字 988 號民事判決案件、臺中地方

法院 92 年度婚字第 225 號民事裁定，林建鼎法官在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

第 234 號家事裁定、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182 號民事裁定中也有相同處

理。 

 

而林法官在新竹地方法院 103 年度婚字第 54 號裁定，更直接闡明處理這類事

件的理由： 

 

「民事訴訟法第 145 條第 1 項及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39條亦有

明文。尤以被告如為或原為外國籍者，原告應依起訴狀內容，提出被告所屬國籍

通用語文作成之起訴狀翻譯本，送交受訴法院，便於併同起訴狀繕本送達該被告

所屬國之合法地址，以利被告從容應訴，乃國際間就涉外民事訴訟案件，所普遍

承認被告應享有之訴訟程序上基本權利，倘受訴法院未踐行上開程序，其所為確

定判決，通常不被他國所承認，此參諸民事訴訟法第 402條第 1項第 2款之規定

意旨，應可推知。揆諸上開法律規定與說明可知，本國人提起涉外民事訴訟事件，

須使被告受有程序保障，即除送達之適法性外，尚須使被告有了解可能性及適時

性，而涉外民事訴訟案件，原告對於受訴法院製作之言詞辯論期日通知書，亦應

提出被告所屬國籍通用語文作成之翻譯本，以利被告順利應訴，而此一提出起訴

狀及言詞辯論通知書翻譯本，即為原告起訴後，應遵守義務之一，倘原告起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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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受訴法院要求，提出起訴狀及通知書翻譯本，且未載明被告之住所或居所，

均核屬起訴不備其他要件，此時，法院應命原告補正，如原告不補正或逾期補正

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 

 

綜上，其法理源於被告之程序保障權，雖外籍配偶後來會歸化為我國國民，

然而如上開所述，如被告為外國籍者或原為外國籍者，送達除我國住所外，亦應

對外國地址為送達。而原告除應起訴狀給法院，起訴狀繕本給被告外，須另附起

訴狀譯文一件，並應載明被告於國外之住所地址，使被告有知悉被訴，以保障訴

訟權益，故觀察林建鼎、張惠立法官上開判決及裁定，皆在原告對外籍人士提起

訴訟時，即要求須補正起訴狀譯文及對造之國外地址，以利囑託外交部為送達，

否則即以民事裁定駁回，如此作法，值得讚許。且而依民事訴訟法上，其實逕就

外籍配偶在台灣所登記之戶籍地為送達，已屬合法，兩位法官願意多耗費時間，

延後結案日期，並就越南住處為送達，可謂有以訴訟當事人之訴訟利益著想。而

面對這些外籍配偶，其實有賴在國籍申請、戶籍遷移、司法互助等面彼此相互合

作，降低這些女性對我國司法系統之陌生程度，至於具體建議將會在下一章節提

出。 

 

二、 法律敘事是如何呈現 

如同第貳章所述，法庭敘事方式可分成規則導向型（rule-oriented）及關係型

敘事（relational），規則導向型是把敘述建立在具體的規則、職責、義務，這些敘

事與法律的邏輯是一致的，證據之提出也與所主張的具體規則有關。而關係型敘

事偏向將觀眾帶入他們的社交世界。 

 

離婚事件，尤其是女性一方之敘述常常是以關係型導向敘事，亦即，他們把

對法律的主張建立在「社會行為」的一般規則上，聚焦在個人的身分地位，著重



 

46 
 

與生活有關的細節，雖然這些細節不一定和法律沒有關聯57。而規則導向型的敘

事，也是法官了解該案所必須解決的問題，通常僅限於與合約或規則上，不太在

乎社會關係或人際關係上的細節，而以下判決也呈現這樣的敘事關係。 

 

以臺灣高等法民事法院 104 年度家上字第 242 號為例，被上訴人（越南妻

子）則傾向將自己的社會背景及發生事件前後脈絡做為交待，穿插「日常生活細

節」，以及在「事發當下雙方之情緒」等去建構事實： 

 

「被上訴人是越南人，為了上訴人離鄉背井遠嫁至臺灣，豈料上訴人竟不知好好

珍惜，以手受傷為由，讓被上訴人獨立支撐全家之經濟。被上訴人每天在外工作、

照料子女，上訴人卻不體諒被上訴人之辛勞，經常在半夜將被上訴人吵醒，並強

迫性交。103 年 4 月 26 日被上訴人晚間回家，煮家人晚餐及整理孩子們的東西

後，被上訴人因太過於疲累而感覺身體不適，豈料上訴人竟想性交，被上訴人因

身體不適而拒絕，適巧孩子們的一句話，上訴人便不斷責備沒有把小孩教好，不

斷咆哮，被上訴人為求得清靜就走到客廳，上訴人竟將怒氣轉發到孩子身上，並

作勢要打小孩。而後上訴人便將被上訴人的手腳壓制住，強迫與被上訴人性交。

被上訴人多因受不了上訴人折磨而要離婚，上訴人則以兇狠的眼光：『你如果要

跟我離婚，我會把你殺死。』恐嚇被上訴人，並曾以雙手按被上訴人的脖子顯些

喪命，被上訴人從此不敢再提出離婚之要求。上訴人沒工作在家不煮飯給孩子吃，

不打掃，每天要跟被上訴人要新台幣（下同）200元零用錢，要抽煙或吃正餐之

外的東西，上訴人每月的電話費更高達 1-2000 元…，上訴人向被上訴人要女兒

的護照，豈料女兒竟遭上訴人責罵，以致於女兒嚇到躲起來，被上訴人心急如焚

連絡學校幫忙才找到。爰依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訴請離婚。並聲明：淮兩造離

婚。」 

                                                      
57 參考約翰．康利，《法律、語言與權力》程朝陽譯，頁 88，法律出版社，20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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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台籍丈夫）回應之方式，則是直接否認，敘事簡潔不帶其他評價及

情緒為下列反駁： 

 

「上訴人於 102 年 11 月間，於工作時不慎摔斷手臂，須休養 1 年，才會痊癒，

上訴人並非好吃懶做之徒，被上訴人應體恤上訴人。上訴人因手傷，無可能強迫

與上訴人發生關係，當被上訴人下班回家，梳洗完畢後即進入子女房內，並鎖上

門睡覺，上訴人並無打擾被上訴人，更無責罵子女。被上訴人於 103 年 4月間不

告而別，離家居住，被上訴人偶而會回家探視子女，亦與上訴人發生關係，被上

訴人於離家前並無要求離婚，資為抗辯。」 

 

而本案法官在判決時，則是分割可能犯罪行為及情緒，並針對這些行為逐一

查證；如本案首先先調查丈夫是否有「手傷事實」，再調閱醫院病歷之後，確查

丈夫確有手傷之事實「是上訴人辯稱其因手傷休養無法工作，並非籍故不工作等

語，應可採信。又上訴人因手傷無法工作固屬實在，惟被上訴人主張在上訴人手

傷期間，家中經濟由伊獨立支撐等語，亦與事實相符，而屬可採。」接著再描述

子女詢問是否有強迫性交及子女對父母平常相處模式為何，再就恐嚇部分為處理，

「兩造子女聲請不清楚，經本院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查詢亦無報案紀錄，

被上訴人此部分主張，尚無可採。」最後再說明婚姻破綻原因乃上訴人對於被上

訴人犯立負擔家計、照顧子女之辛苦、不能加以體諒，但因妻子後來離家出走，

亦有可責之處，惟丈夫可責程度較重，故判准離婚。 

 

以敘事學角度而言，法官並非站在全知全能的敘事視角，但描寫並安排事件

發生的先後順序反映法官的心中價值選擇。本文發現在同一件事情敘事上，法院

審理無依時間發生先後，而是將「行為」與「情緒」不分時間先後抽離出來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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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依「事證」、「人證」之先後順序分列羅列在判決書中。家事事件難以判斷何以

為真，本文注意到法官羅列心證的順序則是依證據「證明力高低」、「可信性」做

為敘事之先後順序，例如客觀醫院診斷證明，最易法官查證，而被放到前面，而

再來是小孩的證詞，而是否有恐嚇一事，則是去警察局查明有無報案紀錄，但以

我們的社會經驗，縱使無報案紀錄，也難以證明妻子所言為假。而最後一項被拿

出來衡量的可能才是當事人的情緒。這樣的敘事，不一定符合當事人婚姻狀況之

先後順序，可能忽略是妻子在婚姻進展所積累的情緒，如期待、失落、委屈、害

怕等連續的情緒反應，而非僅係單一事件而致妻子對雙方的婚姻難以忍受。故判

決最後認妻子「不經協商率而離家，留二名未成年子女由上訴人獨自照顧，亦有

不當」，可能忽略了在長期精神緊蹦之婚姻關係中，外籍妻子是否與台灣丈夫處

於相同平等之談判地位或溝通空間。 

 

在本件離婚事件附帶爭取子女親權上，妻子即使知道自己經濟條件有限，卻

有意爭取其親權行使，其女兒亦已向社工人員表達想跟媽媽住的意願：「希望和

被上訴人（媽媽）同住，主要因被上訴人為外國人，生活比較不清楚，需要別人

幫忙，與被上訴人同為女性，對彼此事情比較了解。」，惟越南妻子可能因「離

家」因素，而在「同住原則」、「手足同居原則」、或「考量子女求學地穩定不移

搬遷」等評量失去其優勢，最後的結果是並未取得該名子女親權。 

 

有學者觀察到大多數規則導向型偏向是男性，而關係型敘事較多是女性，這

樣的關係敘事可能帶有性別成見在裡面，但這樣的差異值得注意，因為法律強烈

地傾向於規則導向型敘事，法官須要用自己理解可能適用的法規將其重新組織，

將無關的事實拋棄，而這樣的不平衡不見得對女性敘事有利58。 

 

                                                      
58 同前註，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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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規則型敘事對法官的好處在於調查證據之便利，也無須將當事人

情緒來龍去脈逐一交待，不同的家事法官也容易趨於同樣判決結果，降低司法判

決歧異性。然而在使用專業術語與閉鎖性的問題於規範之下，將當事人描述之事

實服膺於法律要件，非個人與去語境化，使當事人的情緒在裁判書中失聲，可能

導致法庭包青天式的權利意識，呈現當事人聽也聽不懂，想說也不能說，而法官

且說也說不聽，要聽的聽不到的平行對話59。  

 

然而在家事事件中，除了法定事由離婚事由外，立法者另外增加「重大事由，

難以維持婚姻者」，就是在於法條本身之侷限性，無法事前以評量表或明列規則

進行，再加上家事事件本質之變異性，若是用規則型敘事方式便削弱了立法者給

予法官依具體個案裁量之空間，也易忽略夫妻雙方對於婚姻生活中或是父母與子

女之互動關係。 

 

如果說，審判的敘事並不是憑空所創，而是反映社會中已存在的意識型態抗

爭，而法律審判變成了這樣的場域60，對外籍配偶而言，語言的隔閡及對法律的

不熟悉，對法規則陌生的狀況下，是否能期待他們說出符合規則導向的敘事模式

呢？很明顯地，在這場競爭下，外籍配偶們成為了弱勢的一方。 

 

 

 

 

 

                                                      
59 邱雅荺，糾紛中的自我角色與衡平—越南新住民的司法歷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

頁 144-151，106 年 6 月。 
60 李佳玟，女性犯罪責任的敘事建構—以鄧如雯殺夫案為例，臺大法學論叢第三十四卷 

第六期，200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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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台籍丈夫對跨海婚姻之想像及控訴 

本則判決是單純訴請離婚之案件，原告係台灣籍丈夫，被告係越南籍妻子，

原告則是訴請離婚，但法院審理後，認為不能已一方主觀上已喪失維持婚姻之意

欲，而主張兩造間已有難以維持婚姻，而認為丈夫無理由，故予駁回。而從此件

司法判決丈夫對妻子的控訴，在一來一回的答辯中，勾勒出一位台籍丈夫對於一

位理想的外籍妻子的想像及對跨海婚姻所存有之刻板印象。由於此份判決，丈夫

對妻子提出多項控訴，故以表格分項陳列，便於理解：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97 年婚字第 81 號民事判決 

敘事 原告起訴（臺灣籍丈夫） 被告答辯（越南籍妻子） 

 

 

 

（一） 

惡意遺

棄 

被告於 96 年 8 月 3 日左右未告

知原告即擅自搬離兩造之住所，

原告於翌日清晨返回住處始發現

被告丟下洗衣機裡之衣服不知所

蹤，之後才知悉跑去屏東所謂表

姐阿紅家，顯然被告把汐止青山

路租屋處所當旅館，要住就住，不

想住就搬走。 

96 年 8 月 26 日我們上來去原告公

司與原告士林老家，但原告避不見

面，管理員還轉述說不歡迎我們。 

 

 

 

 

 

 

 

於兩造間係透過仲介相親締結之

婚姻本無深厚情感為基礎，實有

賴於夫妻間正常性生活，藉由雙

方身體上耳鬢廝磨及結合，以逐

漸培養夫妻間應有誠摯相愛之情

感，而原告亦係滿懷與被告長廂

廝守、白頭偕老之心情，欲與被告

被告乃越南之外籍配偶，眾所周

知，我國人士至越南娶親，僅有短

短數日時間，就必須決定陪伴自己

終生之人，此與我國古代僅憑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決定終生大事相去

無多。原告既選擇千里迢迢自越南

將被告娶回臺灣，必已了解此種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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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親密關

係 

生育子女共組幸福美滿之庭。豈

料，被告婚後拒不履行夫妻間之

性生活，藉口做愛會痛云云，屢屢

拒絕與原告做愛，縱若答應做愛

時，竟稱「做愛怎麼那麼慢，可以

快一點嗎」云云敷衍原告以草草

了事，要原告知難而退，甚且要原

告自己找女人做愛，以及揚言要

叫醫生將原告生殖器切除以不用

做愛云云，令原告備感難堪、挫折

及心灰意冷，自尊心嚴重受損，被

告上開所為豈是一個正常為人妻

子之行為？ 

婚過程，然原告竟稱此種婚姻「兩

造結婚本無正常男女交往所培養

之感情為基礎」。果如此，原告何

以選擇此種婚姻？何以不在越南

與被告交往兩三年後再將被告娶

回？而是等到 

結婚 3 年多後，才主張此項原告

早已明知且自願選擇之婚姻，叫被

告情何以堪？且原告主張被告拒

絕履行性生活乙事，乃原告臨訟杜

撰，片面主張，根本沒有任何證據，

且實際情形係被告非常想要生兒

育女，經常希望與原告同床「努力

做人」。 

 

 

 

 

 

 

 

 

 

 

（三） 

被告卻滿腦子都是金錢，不斷向

原告要錢，亦不分擔家用，根本無

與原告相互扶持共營婚姻及家庭

生活之意，工作所得均匯回越南

娘家，而被告曾於新娘確認表第

九項問題「你需要每月按時寄錢

回家嗎？」勾選「不需要」，並宣

誓若有欺瞞願負法律及賠償責

任，是被告將工作所得全部均匯

回越南顯然係在詐騙原告，並已

惟查，被告僅國中畢業，對於越南

文尚有讀寫困難，遑論中文，被告

僅知於嫁來臺灣當時，曾依介紹人

員詢問回答問題，而當時被告即明

白表示，需寄錢回越南扶養父母，

且原告亦表同意，至於該確認表何

以如此填寫，原告何以至今反悔，

被告確實不解。且上開確認表並無

法律效力，縱令上開確認表確實為

原告親自填寫，然子女本有扶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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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父

母 

違反上開新娘確認表之宣誓，就

原告所推算金額至少有新臺幣

（下同）57 萬餘元。 

孝敬父母之義務，此不因被告為越

南人或臺灣人而有所不同。原告禁

止被告扶養父母，非僅違反強行規

定，更違反公序良俗。果原告一開

始即不願被告寄錢回越南，何以被

告請原告幫忙寄錢，原告仍願幫

忙？足見原告早已明知被告必須

寄錢回越南。除將所得中寄 10,000

元回家扶養老母外，每月均交付

10,000 元予原告，其中還包括原告

父親住在安養院之費用。 

 

 

 

 

（四） 

來台騙

婚？ 

96 年 8 月 2 日為原告之生日，在

如此夫妻增進婚姻生活情感之重

要節日，被告竟棄原告於不顧，反

與朋友外出遊玩鬼混，直至晚上

十點多才回家，質問其蛋糕何

在？僅淡淡回答一句忘記了，一

副無所謂的樣子，毫無任何歉疚

之意，當日原告下班回家疲累不

堪，原本滿心期待與被告一同慶

生，卻獨坐家中，不僅未進晚餐，

亦未見被告帶回生日蛋糕，令原

告情何以堪，任誰均會感到無比

氣憤。惟被告有時間出去遊玩鬼

混，卻不思利用原告生日機會與

事實是 96 年 8 月 2 日原告生日，

被告問原告要不要被告買蛋糕慶

生，但原告表示不要、浪費錢，後

來被告朋友打電話來，要被告跟他

去 101 逛街，被告告訴原告這件

事，原告表示可以，原 

告去了之後，於晚上 6 時許打電

話問原告吃飯沒，原告表示吃了，

被告就表示晚上 10 時才會回家，

但被告回家時，原告將大門反鎖，

造成被告無法進入屋內，被告就睡

在走廊，直到隔天下午 2 時許，原

告才開門讓被告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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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為情感交流，亦不願與原告

履行夫妻性生活，足知被告根本

無心維繫家庭，遑論與原告共營

幸福美滿婚姻生活，無非利用原

告騙婚以來臺灣工作賺錢，並取

得臺灣之身分證，是以兩造婚姻

自始即生嚴重破綻，實有難以維

持之重大事由 

 

 

 

 

 

 

 

（五） 

婚外情 

且被告與葉玉清於 96 年 9 月 27

日至原告公司時竟有公然手牽手

之情形，顯見被告與所謂表姐夫

葉玉清似有不正常之關係。 

阮氏紅乃證人葉玉清之配偶，證人

阮氏紅當天並與證人葉玉清及被

告一同至原告公司，雖未與被告一

同進原告公司，卻是在樓下等候。

試問：果證人葉玉清與被告有何閒

隙或曖昧，何以要在證人葉玉清之

配偶在樓下等候時發生？何以要

在大庭廣眾之下，且地點是在原告

公司？被告與證人葉玉清難道不

怕原告發現？難道不怕證人阮氏

紅發現？難道不 

怕葉玉清之兒子回去告訴阮紅？

被告除佩服原告之想像力外，已對

此無言。 

 

就敘事（一）之部分，主要兩造之爭點在於被告是否於 96 年 8 月 3 日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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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迄今，拒不返家履行同居義務？而本件原告提出被告某日擅自離家，把家當

旅館，想住就住，不想住就搬走。而被告答辯在 8 月 26 日，其實有返家，且為

管理員所知，只是原告拒絕讓被告入門。而此敘事的依據也在於民法第 1052 條

第 1 項第 5 款（舊法）裁判離婚之事由「夫妻一方已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

中」，而關於此部分，已於前述稍作討論。 

 

敘事（二）的部分，爭點主要是民法第 1052 條第 2 項「是否有前項以外之

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一方負責

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原告提出了媒介跨海婚姻的本質，由於並非自然交往

認識，而係透過媒介方式成婚，故婚後須藉由「性行為」親密的方式經營婚姻，

而身為人妻的責任就是須配合。惟就被告立場，認為原告既然當初選擇此種婚姻

方式，就應該了解此婚姻之本質，婚後再以「無感情基礎」，讓被告感到傷心，

而兩人在性生活上也並不協調，被告之答辯也僅以想和原告「生兒育子」，對夫

妻間親密互動方式無共識此事並無反駁。原告此段敘事，或許也呈現了台籍丈夫

對東南亞跨海婚姻的想像，跨海婚姻的成本極高，幾乎在一趟「相親行程」中就

要決定人選、並在當地辦理提親、宴客、結婚登記等等，在婚前可以說沒有機會

就彼此價值觀或性態度做更深度的互動及了解。此種情境下，原告即在起訴狀主

張，認為既婚姻並未建立在感情基礎，婚後就須要依靠「性」的手段來增加彼此

的感情，然而就被告之立場，認為原告既然當初都選擇這樣的婚姻，就不應以其

性質，否認感情，且就性生活不協調一事也認為原告係杜譔，並非真實。 

 

敘事（三）的部分，也能看得出來大部分台灣籍跟丈夫對外籍新娘娘家經濟

的刻板印象。原告認為被告是在詐騙，被告雖然當初勾選不必匯錢給越南娘家的

選項，後來卻出爾反爾。然而被告主張，子女本就有其扶養父母之義務，不因台

灣人或越南人就有不同，且其約定也可能因違反善良風俗而無效，更何況今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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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仍是有出錢在原告父親安養院的費用上。而從原告的敘事及當中所提及之「調

查表」，而且可以說明台灣社會仍將新移民女性原生國家視為落後貧窮，這些落

後貧窮的「他者」至臺是為了金錢和娘家，對台灣社會也難有貢獻61。 

 

敘事（四）的部分，原告則是針對被告沒有用心幫原告買蛋糕慶生的部分提

出被告並無心經營婚姻的事證之一，而被告則是提出已有事先通知原告，而原告

已表示不用。只是諸如此類的小事，在原告的起訴狀中，似有要導向被告無心經

營婚姻，是以詐取台灣身分證為目的，而雙方有無法繼續婚姻的事由。 

 

敘事（五）是針對婚外情的部分，也常常是離婚判決有力可訴請法院判請離

婚的法定理由之一，本件原告懷疑被告疑有婚外情，也提出兩人的曖昧情形監視

錄影，而被告針對此點加以否認。而本段法院則是認為監視器錄影畫面並不清楚，

因此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外遇之情況。 

 

 

四、 爭取親權困境 

（一）案例 1：輸在起跑點？施暴的父親案 

嘉義地方法院 94 年度婚字第 236 號判決，其中原告（越南妻子）常常無故

遭被告（台籍丈夫）毆打，原告也因此向法院聲請保護令，被告所為顯有不堪同

居之虐待，故依民法第 1052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2 項請求法院判准離婚，並請

求由父親行使兒子之親權，而母親行使對女兒之親權： 

 

本案經法院查證，發現被告婚後多次毆打原告，被告也自承「94 年 2 月 24

                                                      
61 陳美瑩，台灣夢？台灣魘？新移民女性婚姻困境與解決策略，載：《婚姻移民人權之理論與

實務》一書，施慧玲主編，頁 245，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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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我有踢聲請人的大腿，結果他就跌倒，因為他做事情沒有經過我的同意，我經

營的自助餐店貨款沒有算清楚，而且常常跟男人出去，我打踢他的時候有罵他三

字經我罵他為什麼這麼賤」等語，故法院亦認為被告婚後多次毆打原告，經核「上

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之發生應歸責於被告，原告則無歸責事由。從而，原

告以此為由訴請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綜上，縱使法院認為應全部歸責於被告，然在審酌未成年人親權行使時62，

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5 條規定對於施暴者推定不宜行使未成女負擔「法院依法

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時，對已發生家庭暴力者，

推定由加害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該子女。」，法院仍基於原告經濟狀況

不佳，交由被告任之較為適合。 

 

因此，本案原告就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部分提起抗告，而

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裁定仍維持原審見解，理由整理如下： 

 

就經濟狀況而言，抗告人在台北擔任專櫃小姐，月薪 16,000 元加上加班費，

一個月有 2 萬多元，以台北的物價加上抗告人個人生活開銷，經濟顯然拮据，難

能期待對長女施加良好之教養，此觀台北縣政府社會局檢送之 95 年 2 月 15 日

訪視個案工作摘要紀錄表，亦認為縱使越南籍妻子爭取得到案主的親權，勢必減

少工作時間，而收入亦會減少、生活支出卻增加，故上訴人是否有經濟能力單獨

撫養案主，則無法得知。 

 

再就扶助系統而言，抗告人稱其越南表妹亦嫁來台灣，台灣婆婆表示願代為

                                                      
62 本件第一審地方法院判決雖有囑託嘉義縣社福機構家庭訪視，然承審法官對社工訪視報告心

證之形成並無任何交待，無法得知訪視結果，包括是否有確實訪視到原告（當時兩造已分居一

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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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其長女，惟表妹終究非直系親屬，況其已嫁人，表妹之婆婆關係又更疏遠，

直言之，該人終究係外人，能否能長時間無償照應支持，不無可疑！而前開台北

縣政府社會局之訪視個案工作摘要紀錄表針對此點，認為兩造相比，台籍丈夫有

較完整的親屬支援系統，且兒女自出生起即在鄉間成長，另有多位堂姐妹，並有

三位叔伯，家庭系統完整，扶助系統相對較強。可互相照料學習。 

 

最後再以「手足同住原則」，不宜再做強制分監護，造成兄妹分離。又認抗

告人畢竟原係越南籍，未能受相當之中文教育，日後對子女之學習教養，終究不

如相對人係本國人對本地民情習俗之瞭解，對小孩從家庭生活中學習融入社會之

能力相差甚大而認為由越南籍妻子行使親權並不適宜，故維持原審判決63。 

 

 

（二）案例 2：主動棄權案 

而相類似之判決，尚有新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婚字第 669 號民事判決，原告

係越南籍妻子，而被告係台灣籍丈夫，妻子因不堪被告同居之虐待，且就此已取

得地方法院通常保護令原告取得核發之通常保護令 (板橋地方法院 96 年度家護

字第 137 號)，但就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方面，卻因自身經濟及語文能力，而願

意主動讓出親權，原告在起訴狀中聲請「今原告為外籍新娘，謀生能力與語文能

力均屬有限，幾經考量，原告不得不忍痛放棄爭取對未成年子女之監護權利，同

意由被告來行使及負擔，並希望以此方式喚被告身為人父之責任感」。而本案台

籍丈夫認為民法規定父母有扶養未成年子女的責任，原告有所得，有謀生能力，

父母可以平均負擔，而希望原告可以扶養次子，由被告扶養長子。 

 

                                                      
63 本案越南妻子仍繼續就未成年子女監護此請求向最高法院再為抗告，再抗告理由在於違反家

庭暴力防治法第 35 條規定。而最高法院認為再抗告人所陳上開理由，係屬認定事實當否之問

題，核與適用法規是否顯有錯誤無涉，且亦無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情事，參

照民事訴訟法第 436 條之 5 第 1 項規定，其再為抗告，不應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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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本案法官認為衡酌二造行使親權能力、意願、親權現況、親屬支援不宜將

兩名子女分別交由原告或被告行使，均由被告任之較為適合。然而，本文認為此

理由薄弱，且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35 條推定不宜由施暴方行使，違反推定之具

體理由何在，未詳加說明。最重要的是，外籍配偶們是否傾向未戰先降呢？他們

對在台灣法院去爭取行使親權的想像，是否只停留在法官只判斷經濟狀況？故而

忽略有其他替代方案能夠彌補這一塊的不足？ 

 

 

（三）案例 3：隔代教養在他鄉，行不行？ 

本件裁定聲請人為台灣籍丈夫，相對人為越南籍妻子，聲請人之聲請為改定

未成年人監護人，而法院裁定主文如下：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德權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單獨任之。兩

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華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繼續由相對人單獨任之；惟相

對人若欲攜同未成年人王○華離境，應得聲請人同意。」 

 

 

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字第 92 號民事裁定（案由：改定監護） 

 聲請人（臺灣籍丈夫） 相對人（越南籍妻子） 

 

 

 

 

 

 

兩造所生 2 名未成年子女，既是我

國子女，應有權利回來接受我國

之義務教育，學習我國文字、語

言、文化及適應環境，相對人實無

權利剝奪未成子女應享有之權

益，本件相對人實無法勝任未成

本件聲請人自 99 年 2 月 l 日起迄

今，均未依前開調解筆錄之 

內容，給付任何未成年子女扶養

費予相對人，相對人本可向聲請

人請求未成年子女成年前之全部

扶養費，惟聲請人早已向相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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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子女之親權人，且因聲請人並

非未成年人王健德、王佳華之親

權人，故亦未能依法將未成年子

女王健德、王佳華帶回臺灣。本件

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王健德、王

佳華僅能以越語溝通，堂堂中華

兒女竟淪落至此，誰之過呀！ 

表示其名下無任何財產，其亦不

願意依照調解程序筆錄履行給付

扶養費之義務，相對人雖知依強

制執行程序亦無法自聲請人處取

得子女扶養費，但為使法院了 

解聲請人對鈞院98年度司家調字

第 283 號調解筆錄自始即無履行

之誠意，但其卻一再以訴訟及強

制執行之方式要求相對人將未成

年子女帶回臺灣，相對人為越南

女子，自己在臺灣生活已屬不易，

更何況聲請人已 2 年半未給付任

何子女扶養費予相對人，相對人

在臺灣若要同時扶養照料兩位未

成年子女實有困難，聲請人不思

自己未盡為人父之責，卻欲聲請

改定未成年人親權人，此對未成

年子女實非公允，亦非有利。 

 

 

 

 

（二） 

相對人早淪為「越南仔店」之 

陪酒、陪唱之女郎，專供人猥褻玩

樂，會到「越南仔店」尋歡之男性，

儘是一些生性猥瑣、好色、難登大

雅之堂的「豬哥型」登徒子，是以

相對人所交往之對象儘是這些人

渣，而與相對人同居或一夜鴛鴦

相對人未針對此點答辯 



 

60 
 

露水情之男子，是否會對兩造所

生未成年子女王佳華有猥褻行為

呢？真是可想而知呀！ 

 

而本件據聲請人意旨，於兩造離婚前，兩個未成年子女即被送往越南外祖母

家，故在敘事（一）的部分顯現「微弱親屬支援系統」及我國籍丈夫對本身文化

過度的優越感，台灣籍丈夫表示不想與子女分離，且既是我中華民國子女，自然

要學習我國文字、語言要文化。而相對人則答辯，因聲請請並未履行協議給付扶

養費，已經二年沒有收到聲請人的扶費費用，聲請人未盡人父之責，且要求改定

監護並非公平。 

 

而從雙方敘事中，也可以看到跨海婚姻若離異後，一方未必會在台灣久住，

又或者，如本案的相對人，仍選擇在台灣居住，但因為外籍身分在台灣找工作並

非容易，故教養責任就由自己本身在越南的父母親承擔，雖然說在目前台灣夫妻

雙薪結構下，把小孩交由自己的父母親照料（隔代教養）是尋常之事，誠如前述

案例 1 中，家暴的父親仍把自己的小孩交由自己的母親照料，但對於在台無親無

依的外籍配偶來說，只能將小孩送回遙遠的故鄉。這也是跨海婚姻離婚後，就子

女安置問題最棘手之處，亦即要如何保障雙方的會面交往權利，又同時兼顧子女

就學教育的最佳利益。 

 

而就敘事（二）的部分，聲請人認為相對人因在「越南仔店」為陪酒伴倡女

郎，而這些地方通常是較複雜人士會出沒之區，可能不利子女教養，但相對人就

此點而言，並未提出相關答辯。而就本文搜集到的另一則判決，臺灣高等法院 103

年度家上字第 147 號民事判決，也是以此為攻擊點，認為母親若有涉足這些聲色

場所，則可能不利於子女教養。然而此點，前件審理法官在衡量子女最佳利益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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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引用聲請人此段主張，也未公開此段敘事是否影響心證，法官態度並不明朗，

而就高等法院 103 年度家上字第 147 號判決中，法官則有囑託新北市警察局中和

第二分局查訪，認為無證據證明被上訴人係從事不正當之工作。 但不管是否有

母親是否在卡拉 ok 店、按摩店上班的事實，從這些答辯中的確我們也可以去思

考，在這些聲色場所的工作的女子，是否會影響成為一位好的母親，當台灣籍丈

夫以此為訴訟上作攻擊時，妻子要如何為自己的身分及立場答辯防禦呢？  

 

由上開三則判決可知，「經濟弱勢」、「語言能力」、「微弱的親屬支援系統」

可以說是新移民女性在爭取親權時的困境，且身為外籍配偶，也諳知此點，但本

文認為，就經濟弱勢的部分，其實是能以對造負擔扶養費用來彌補，畢竟本案被

告有家暴傾向，恐不利子女發展，法院應慎重為之。另外「微弱親屬支援系統」，

如果此論點成立，那麼新移民女性幾乎在司法判決中不太可能取得親權，畢竟娘

家遠在他鄉，遠不如台灣籍丈夫的親屬支援系統。如同施慧玲教授所言「承審法

官認為越南母親未能受相當之中文教育，日後對子女之學習教養，終究不如相對

人係本國人對本地民情習俗之瞭解，對小孩從家庭生活中學習融入社會之能力相

差甚大。然而若此一推論成立，則外籍配偶不論其性別或母國國籍為何，幾乎均

無法擔任子女親權行使人。畢竟在中文教育及本地民情習俗之瞭解上，外國人終

究不如本國人64。」 

 

 

（四）案例 4：新的開端—反向思考雙文化的優勢 

然而，隨著時代及法規範之變遷，民法第 1055 條之 1 於 102 年新增法院為

前條裁判應注意事項，其中新增第七款「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64 施慧玲，陳竹上，論婚姻移民家庭權之平等保障—全球法本土化的考察與反思，月旦法學雜

誌，第 189 期，頁 33，20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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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近年判決，也發現高等法院 103 年度家上字第 147 號民事判決65，法官就文

化價值方面，做出不同以往的判決。 

 

本件判決上訴人為台灣籍丈夫，而被上訴人為越南籍妻子，妻子主張曾遭丈

夫家暴，有其地方法院 100 年度家護字第 691 號民事通常保護令，並在台北市家

暴中心委外單位社工協助下，搬離原住處，並請求法院判准離婚原審結果是未成

年子女權利義務之使或負擔在原審由妻子為之，丈夫不服因而提起訴。 

法院判決上訴駁回理由如下： 

 

「按法院依法為未成年子女酌定或改定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人時，對已發生

家庭暴力者，推定由加害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該子女，家庭暴力防治法

第 47 條定有明文。上訴人曾實施前述之家庭暴力行為，令未成年子女目睹之，

更波及未成年子女，自應推定由上訴人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不利於未成年子女王

○○。且本院參酌前揭訪視報告及程序監理人之報告，認上訴人對於未成年子女

教養觀念，多為嚴厲、命令態度，未能按未成年子女發展及學習狀況，為適當尊

重，且上訴人對於自身臺灣文化有優越感，相對於被上訴人越南文化持有貶低態

度，未能以尊重及平等態度看待被上訴人出生國家，而王○○另一半的血脈亦源

於被上訴人，若上訴人言談間對被上訴人或越南文化有較多貶低及負面語詞，往

後造成王○○自我認同混淆，無法正向看待自己所處於雙文化優勢，不利於王○

○身心發展。相對之下，被上訴人較能以開放態度，讓未成年子女建立自信、正

向價值，對自己照顧能力不足之處，也歡迎其他資源介入協助。此外，上訴人對

被上訴人多所指摘，不能理性對話，難以期待有效率地共同行使負擔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因此，原審審酌兩造之人格、監護能力、上訴人施暴之情節等各情，

認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被上訴人任之，較

                                                      
65 本件原審（台北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76 號判決）不公開，故本文只針對上訴審部分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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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子女之最佳利益，核無不合。」 

 

以上判決悉知，法官已將多元文化的理念納入司法系統，認為小孩的另一半

血脈也是源自於母親，若父親字裡行間對越南文化有貶意，小孩可能會產生自我

認同混洧，無法正面看待自己的身分。 

 

近期也有研究認為在新民移婚姻中重要的是「協助當事人就不同文化、風俗、

宗教、社會婚姻觀的認識與了解，而非只是識字生活輔導班，一味的要求外籍配

偶融入我國社會，以單向的同化教育來貶低外籍配偶的原生文化66。」據此，單

向同化教育理念須摒除在法庭外，語言能力不該成為對子女利益不佳的理由，不

論是當事人或是法官須要用更寬闊多元的心態去看待這類案件。 

 

有學試圖借鏡德國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建議政府提供新住民台灣語言課之同

時，是否能提供一系列其母國文化教育，深化小孩子對母親文化方面的認同，因

據德國經驗發現，較能掌握母親母語的小孩，對自我的肯定較高，並成為一種自

信來源67。據此，若父親或台灣之環境對母親淵源文化帶有貶低之態度，也會相

對影響小孩對其本身自我認同，難以期待對子女教育有正面開放之影響。而本則

判決也是本文搜索範圍內，認為相較於先前法官執著於語言能力之比較上，本則

以肯認雙元、多元文化認同出發，逆轉傳統判決向來所認為劣勢之處，值得肯定。 

 

五、 法官的第三隻眼：社工訪視報告爭議性 

現行涉及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的案件中，法院經常囑託當地縣市

                                                      
66 王雅慧，外籍配偶離婚後對未成年子女親權行使之研究—以子女最佳利益為中心，東海大學

法律研究所碩士論文，頁 86，103 年 6 月。 
67 蕭至邦，文化認同與跨文化婚姻子女教育問題探討，載：《婚姻移民人權之理論與實務》一

書，施慧玲主編，頁 335，五南書局，2012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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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工訪視，然司法院裁判系統判決搜尋之限制，依先前所述搜尋方式，並無 85

年以前之相關判決，故無法對照更早期法官是否有囑託社工訪視，及其對司法判

決的影響，然後就 85 年以後，所尋得之判決幾乎有囑託社工訪視，然而這當中

也出現社工訪視報告差異之爭議，在此也列出一則判決供討論。 

 

本件判決為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婚字第 111 號民事判決，原告為陳氏美鸞

（越南籍妻子），被告姚志明（台灣籍丈夫），原告聲請離婚，而法官判決原告之

訴駁回。本件雖囑託兩個社會福利機構為訪查，原告律師認為這兩個機構所為之

訪視報告原告律師方認為有很大的出入，以下列表格呈現兩方社服機構的不同：  

 

 童心園協會 聖功基金會 

雙方經濟狀況 童心園訪視報告中，雖記載被

告為裝潢公司之作業員，月收

入新台幣 32000 元，然與年度

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不符。且被告所述「未

從事保全工作」，也未有報稅

資料，須待被告舉證，否則訪

視報告則不可採。 

原告自嫁來臺灣及長子出生

後，即辛勤工作，有 88、99 年

度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可證，原告自己有經

濟能力，無負債。 

未成年子女意

願 

未對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故

所做評估與建議是否係對該

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保護，

容有疑慮。 

本件未成年子女亦明白表示

「要跟原告共同生活，絕對不

願與原告分開，原告去那裡，

他就要去那裡」、「不想看到

被告及與其生活」，該陳述言

簡意賅，毫無潤飾，可信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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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多兒童肺腑之語。 

原被告是否善

盡親職 

訪視報告的「家庭狀況」提及

被告於休假時都會想探視未

成年子女，總須看原告之臉

色，相當不便。惟又在「親職

能力」欄說明被告經常會利用

時間探視未成年子女，親職關

係良好，顯見原告並未阻擋其

會面交往。又被告提供照顧計

劃書中「一如往昔在未成年子

女熟識環境下成長」，惟被告

之住所先前履遭上門討債，對

未成年子女而言，難謂穩定之

生活環境。 

本件未成年子女除不得不留於

越南治療那段期間外，多由原

告親手照料，原告胞姐亦嫁至

臺灣，居於原告現住處附近，

可互為支援，足證被告係用心

照料，並非為爭取親權，而虛

飾編纂應付訪視。 

 

 

從上開訪視報告就相同狀況的描述，在原被告經濟狀況、親職能力、未成年

子女意願可以說是大相逕庭，然而實務上，社工訪視對於法官心證的形成，有很

大的影響，而關於社工訪視報告這一段其實在立法歷程上，也不斷飽受爭議。民

國 85 年 9 月 25 日新增修民法第 1055 條之 1，依立法院法律系統，立法理由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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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55 條之 1 

（新增條文）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

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

左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

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

人間之感情狀況。 

新增理由 一、本條新增。 

二、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

審酌時之最高指導原則。故明定具體客觀事由作

為審酌之參考，爰增定本條提示性規定。 

 

本條立法原意在於明文規定法院為離婚後子女親權之裁判時，可「參考社工

人員之訪視報告」，希望引入專業人士來協助法官判斷「子女最佳利益」。否則

法官僅從短短幾次開庭的接觸，或是書面上的卷宗資料，通常難以知悉父母是否

適任以及他們與子女之間的感情狀況與生活關係等重要資訊68。然而本條新增理

由「故明定具體客觀事由作為審酌之參考」，雖立意良善，惟社工訪查報告之客

觀度的高低，其實在本條新增後是備受質疑的。而這一點在後來民法第 1055 條

之 1 修正案時，在立法院提出相關討論。依據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1 次會

議議案關係文書中69，當時法務部部長羅瑩雪提出建議，希望在實務工作上，希

                                                      
68 劉宏恩，離婚後子女監護案件「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再檢視—試評訢二○一三年十二月修

正之民法第一○五五條之一規定，月旦法學雜誌，第 234 期，頁 197，2014 年 11 月。 
69 參考立法院第 8 屆第 4 會期第 11 次會議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此議案內容紀錄，立法院法律

系統網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http://lis.ly.gov.tw/lglawc/lglaw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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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請法官儘量在委託社工調查之前，提供社工要調查對象的前科紀錄、教育程

度、經濟狀況、照顧孩子的相關紀錄等等資料，因為法律本身的缺失並不大，但

是在執行上要用心，調查報告做的好不好是對孩子最佳利益能否精確掌握的最重

要關鍵，因此也建議在條文中加入其他相關機構的調查。 

 

 

委員名稱 提案內容 

賴委員士葆 大家都知道社工人員的訪視是作文比賽，而且訪

視之前還會打電話告知對方，讓對方有時間準備，

把家裡打掃得很乾淨等等。 

吳委員宜臻（一） 主要是希望社工的訪視報告不要變成法院認定子

女最佳利益的唯一依據，非常好笑的是所有家事

件法官收案之後大概就是先做訪視報告，其他事

情都不做，我們聽到實務上非常多律師試圖用其

他專家報告、心理諮商師報告，或者提供其他證

據，但是萬一訪視報告和媽媽或父親委託律師提

出的專家意見不一致，實務上主要還是採納社工

訪視報告。 

吳委員宜臻（二） 現在本席就要告訴你社工訪視報告出什麼大問

題，第一品質良莠不齊。很多個案當事人都說來

訪視的社工好年輕，他們到底能不能知道現在的

狀況、到底知不知道我很愛孩子，他到底知不知

道我已經準備好了，或者他到底知不知道另外一

半是會虐待孩子的、到底知不知道另外一半的性

格有問題，人格不適合照顧小孩？你們知道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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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訪視報告良莠不齊的程度都已經受到個案質

疑，我們先不處理社工為什麼這麼年輕，這可能

是因為經費問題，一份社工訪視報告經費只有三、

五百元，這部分等到預算審查時再處理，但良莠

不齊這件事就沒辦法讓當事人信服，法官居然還

奉為聖經將其視為裁判唯一依據，真是笑死人了。 

尤委員美女 目前在實務上，程序監理人好像有點被濫用，有

的法院經常用程序監理人，有的法院卻從來沒有

指定。而程序監理人做的事情跟社工的訪視有點

重疊，同時跟民事訴訟法的特別訴訟代理人也互

相重疊。 

 

而在附帶決議階段，吳宜臻委員、尤美女委員、潘維剛委員也認為社工資源

（人力、經費）城鄉差距明顯，造成目前社工訪視報告品質良莠不齊，加上各縣

市分別沿用不同標準，採行不同調查項目和內容，均讓社會擔憂是否確能提出符

合子女最佳利益之報告。爰此，為確保未成年子女之利益，法務部、司法院與衛

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應於三個月內提出社工訪視表的統一指標。 

 

最後於 102 年新增了，除了社工人員的訪視報告外，法院得再參考其他機關

的結果認定。前後法的條文羅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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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 修法後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

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參考社工人員

之訪視報告，尤應注意左列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

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

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

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

情形。 

二、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

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 

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

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 

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

觀。 

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

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

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

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

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

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

結果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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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年 102 年 12 月三讀通過「家事事件法」，該法第 17 條及第 18 條規定，

法院在承審家事事件審酌必要事項時，得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

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或由家事調查官進行

特定事項之調查，俾利審酌相關事項。而為因應家事事件法制定，民法第 1055 條

之 1 有關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之審酌與認定，應該適當引進具備專業知識人士協助

法院，或法院得參考除社工訪視報告以外之調查方式所得到之結論，以斟酌判斷

子女最佳利益，爰增訂第 2 項。 

 

 

 

 

 

 

 

 

 

 

 

  



 

71 
 

伍、反思及修法建議 

 

一、 推動司法互助—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 

（一）臺越民事協定簽署背署 

越南台灣事務委員會於 1997 年成立，隸屬於越南總理府，委員會包括越南

總理府、外交、財政、貿易、關稅總局、司法、公安等。由於臺越之間司法互需

求殷切，民商、婚姻、勞工民刑事案件日益增加，尤其是婚姻、親權、訪視事件，

需要進行雙邊諮商，故原本的法源，即「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所得請求之

司法互助已不敷使用，更何況在未簽署多邊公約、雙邊協定之情況下傳票、通知

書、等判決司法文書是否有效，及所取得之證據有否證據能力在他國法院多有爭

議70。 

 

為解決此一問題，我國與越南政府認有簽署司法民事互助協定之必要，以提

供兩國司法保障，爰於 99 年 5 月 20 日與越南簽署「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

（下稱本協定），本協定為繼我國與美國於 91 年簽署「臺美刑事司法互助協定」

後，另一與無邦交國家簽署的司法互助協定，具有重大的外交意義，本協定於

2010 年 11 月 5 日經立法院議決通過。本協定共 29 條，主要內容包括雙方應依

據本協定，在民事事項提供交換法律資訊、文書送達、調查取證、證人及鑑定人

之傳喚與保護、承認與執行民事裁判和仲裁判斷及其他爭議須解決協助之事項，

以下是本協定生效後相關統計數據： 

 

 

 

                                                      
70 楊婉莉，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簡介，司法新聲，第 103 期，頁 60-61，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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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司法互助案件統計表71： 

 請求國 請求件數 完成件數 執行中件數 

臺越民事司法

互助 

我國請求 2,246 1,200 1,046 

越南請求 1,946 1,890 56 

備註：統計期間自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生效後（民國 100 年

12 月 2 日）迄 106 年 6 月 30 日（請求件數係扣除函退未受

理之件數） 

表五（製作日期：106 年 10 月 10 日） 

 

此表統計期間係自協定生效後 6 年內執行實況之資料，可以見到我國對越南之

司法請求件數共 2246 件，比越南對我國請求件數較高，然而本表並沒有再揭露

請求件數中不同性質案件之請求比例，而請求件數與完成件數之落差為何？是否

有執行上之困難？這些都需要再細部說明。 

 

（二）臺越民事協定主要內容—送達 

送達問題，在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簽署前，我國已有相關法源依據得請求

外交部囑託送達，故在本協定中的規定其實並沒有太大差異。但在司法實務似乎

並未完全落實。101 年司法院函請72各級法院法官，表示因外界反應，家事事件

當事人一造為新移民時，常有因「送達住所不明」未收到開庭通知，不了解文書，

而無法維護其權益之情形，因此參酌辦理民事訴訟事件應行注意事項第 139 點，

受送達人為外國人時，其送達之通知及裁判書類，仍應以我國文字製作，惟囑託

外國管轄機關為送達者，應備有關訴訟文書之譯本。囑託駐在該國之中華民國大

                                                      
71表格來源：法務部官網，國際司法互助實況與成效專區：

https://www.moj.gov.tw/lp.asp?ctNode=35890&CtUnit=14265&BaseDSD=7&mp=001 
72 司法院 101 年 12 月 28 日司法院祕書長祕臺廳少家二字第 1010036818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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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公使、領事或其他機構、團體為送達。103 年復以相同函示內容73通知各級

法院外，並請法官在確知送達處所不明之當事人為新移民或家庭暴力被害人時，

除命他造查址及提供最新戶籍資料外，必要時，亦得向衛生福利部之婦幼保護系

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查詢，以保障其權益。 

 

惟在實務上未被確實落實，蔡培慧委員於 105 年 6 月之「只要抱抱、不要

暴暴！新移民家暴處理流程與困境探討政策論壇」上，又重新談及此送達不明之

狀況。雖然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於 105 年 7 月份之重要工作報告針對此點提出

檢討，並再度發函提示各法院，只是從司法院的工作報告亦能得知，司法院似乎

宥於「司法審判獨立」之立場，而僅能「反覆提示」各級法院法官，但本文有疑

義之處在於程序上之保障並不妨礙司法審判獨立內容，但由於送達程序之作業規

定僅是行政機關命令，對法官並無拘束力，再加上法官在判決書上對程序部分大

部分並未交待清楚，是否讓法官認為該注意事項要點僅為「訓示規定」？ 

 

（三）臺越民事協定主要內容—境外取證 

 

誠如前述，由於原本國際司法互助之法源僅有「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然在婚姻、親權、訪視等事件，亟需藉由相互協商之方式進行，但由於雙方於司

法制度、國情、社會工作領域發展上之落差，故在本協定實施後，司法院於 105

年 5 月 13 日召開「臺越司法互助『未成年子女監護權事件境外取證』諮詢會議」，

邀請相關東南亞外籍配偶專家學者協助法院進行未成年子女親權事件於越南之

現況與「依臺越司法互助調查取證機制請求越南官方進行未成年子女監護事件訪

視時應注意之事項」等議題提供建議及進行意見交流，並訂定符合越南國情且可

                                                      
73 司法院 103 年 12 月 8 日司法院亦以祕臺廳少家二字第 1030033024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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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越方使用之訪視文件74。主要是考量越國情文化差異、越方查訪人員通常不具

有社工專業背景等因素，爰簡要說明臺灣社工人員進行訪視時之注意事項，在調

查訪視有必要時，得參考該表件擬具內容，請各地方、國家之法院協助。 

 

這些注意事項包括： 

1. 事先準備好攝錄器材，及與年幼小孩會談時需要的媒材（如畫筆、畫紙、玩

具） 

2. 依受訪者的年齡、身心發展、使用的語言及所能理解的程度，以適當的方法

向受訪者說明訪視的目的及內容。 

3. 尊重受訪者及其家庭隱私，並保守祕密。 

4. 要親眼見到受訪視的未成年子女。不宜由其他人轉述或代答。 

5. 若未成年子女無法使用本國語言，要由翻譯人員一同前往訪視。 

6. 不需依照訪視表中的問題逐字或逐題詢問，可以用聊天的方式進行。 

7. 盡可能在徵得照顧者的同意下，拍下該未成年子女現在居住處的居家環境，

包括屋外、室內及未成年子女的臥室等照片。 

8. 以客觀敘述寫下訪視者親眼所、親耳所聞的事物，最好直接引用受訪者的話

語，標示那些是受訪者所述，那些訪視者觀察。 

 

（五）臺越民事協定—交付子女執行 

臺越人民離婚後，實務上曾發生越南籍配偶將子女攜回越南，臺籍配偶跨海

請求駐越南代表處協尋，但無法以強制之手段將子女帶回。越南司法部戶政司阮

副司長國強目前臺越間司法互助案件之類型多為離婚案件，但常發生越南籍配偶

將小孩帶回越南，而造成小孩無國籍之情況發生，目前越南已進行調查，確認下

一代是否有國籍，避免臺越子女成為「黑戶」。而駐越南代表處張寧祕書表示，

                                                      
74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105 年 5 月份之重要工作報告第貳部分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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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收到臺籍人士請求協尋越南籍妻兒之案件約計有 50 至 60 件，現駐越南代

表處現面臨的問題是，許多臺灣人取得離婚後，向代表處詢問如何執行，也越南

籍人士也有相同情形，因此臺越雙方如何利用「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應有

更多磋商機會。鄧副司長回應，若從國際公約角度考量，若已取得法院相關判決

仍行將小孩帶走，這已非單純之司法互助事，而是會被認定誘拐應依國際公約加

以處理75。 

 

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第 21 條第 1 款規定，承認與執行法院裁判之請求，

得由當事人直接向有權承認之法院提出。而同協定第 22 條規定，締約一方承認

與執行他方之法院裁判時，應適用其本國法律。受請求方法院審查之範圍，僅限

於該裁判是否符合本協定，不得為實質審查。此即是「裁判承認制之刑式審查」，

有學者認為有雙邊條約關係的國家彼此間，應較一般國家關係密切，就彼此判決

之相互承認上，理論上應該要較簡便，推測其原因可能在於當初臺灣談判代表不

熟悉外國判決承認實務之結果76。 

 

二、 社工訪視報告 

社會工作師法第二條規定本法所稱社會工作師，指依社會工作專業知識與技

術，協助個人、家庭、團體、社區，促進、發展或恢復其社會功能，謀求其福利

的專業工作者，而充足的社工人力可被視為社會國之基本特徵77。在現行涉及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的案件中，法院經常囑託當地縣市的社工訪視，藉

由社工工作師的專業技能協助，而關於社工訪視報告其實在立法歷程上，也不斷

飽受爭議，本文已於前章判決分析中探討過。  

 

                                                      
75 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研討會會議報告，頁 40-41，報告日期：2013 年 3 月 6 日。 
76 陳啟垂，承認外國判決的效力及程序，月旦法學雜誌，第 235 期，頁 233，2014 年 12 月。 
77 姜世明，《家事事件法論》，新學林出版公司，頁 141，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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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權訪視的社工法定職務係以家庭訪視及撰寫報告為主，然而當初的立法意

旨是在於「客觀中立」，以子女最佳利益當作審酌的最高指導原則，並以利法官

根據此訪視報告做出較利判斷。然而「客觀中立」的事實真的存在嗎？人類在解

決問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帶入了想像力和創造性，好讓問題在一定的歷史、文

化框架中看到得解答，而社工要如何在這樣特定的歷史、文化框架觀點中進入衝

突現場78？且根據研究結果，社工平時並不會特別去學習有關外籍配偶的課題，

其主要資訊來自於媒體報導及同儕間之討論。亦即，社工員在接觸外籍配偶的個

案時，平常對外籍配偶的知識主要是同儕的工作經驗及媒體報導79，據此，在社

工對外籍配偶有限的知識內，是否能做到客觀中立呢？畢竟在「在一套服務體系

初發展的階段，決定服務內涵與服務品質的不只是中央的政策與法律，而是處在

調適摸索狀態的直接服務組織、組織關係與工作人員。80」因此，在立法歷程上，

初期雖然將社工的角色拉進法律中，幫助司法人員釐清法規範之外的社會工作領

域，但其本身的成效亦取決於社工師本身之多元文化的敏感度。畢竟社工師在執

行工作時，除了要與案主建立真誠的信任關係，使案主願意分享切有的困難及真

實的想法外81，也應接納案主的個別差異和多元文化。建立一套由社會科學的抽

象語言形成的知識體系82，將原本負面的價值判斷中性化，否則易落入自身道德

判斷。 

 

以下就參考歷屆立法會議報告及監察院等相關報告，整理出幾個社工訪談報

告的問題，並嘗試提出可能解決的方向： 

                                                      
78陳竹上、曾竹寧，法律知能與社會工作專業：跨界整合的探索及一位外籍配偶爭取監護權案

例的啟發，Asian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2 卷 2 期，100 年 12 月。 
79 孫智辰、郭俊巖，社工員面對外籍配偶個案文化能力之探討—以家庭暴力事件為例，通識教

育學報創刊號，第 274 頁，2008 年 5 月。 
80 白秀雄、方孝鼎，新移民（外籍配偶）福利服務輸送困境之分析，2009 年台灣社會工作專業

人員協會年會「雙十年華、百年議題—困境下的台灣社會工作新能量」研討會，頁 1，2010 年

9 月。 
81 黃克先，助人專業與多元情緒勞動：社工員與常民助人者服務外籍配偶的比較研究，台灣社

會學第二十四期，頁 119，2012 年 12 月。 
82 同前註，第 1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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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養全球化意識 

社工師與外籍配偶各自擁有著自己的生活世界，彼此在文化上是存在著差異

性，社工師必須要擁有對外籍配偶本身文化、價值觀的基本認識，否則容易形成

狹隘的價值觀。因此，培養全球化意識有助於社工師與案主溝通，所謂全球化意

識（global consciousness）乃指個人須具備世界是不同人們間複雜的交流認知，

而把世界看作一個生態系統，全球化意識需要開放性地且敏銳地察覺同樣現象有

多樣解釋的批判性思考及溝通，但不是像大熔爐那種只是把不同背景同化到更大

的社會當中，沈潛多個世代的本身文化才是珍貴的。美國學者 Cynthia Bisman 提

出的理論可當作參考83： 

 

為了要培養全球化意識，社工師要具備下列能力： 

1. 參與全球化社會，社工必須有能跨種族、倫理、社會及地理上的不同的能力。 

2. 尊重所有人倡導他族權力時的獨特性及尊嚴。同時保持察覺自己與群眾內 

的差異。這需要本身的反射性，看到自己的內在觀點同知也能認同其他人 

特定族群的世界觀與價值觀。 

3.  用不同的方式利用自己傳達好奇心及關懷。這需要一個人對偏見的發聲及對

案主各種情況的反應的觀察。 

4. 擁抱批判性思考及實踐。利用理性、地理及文化的脈絡、同儕間相互審視，並

同時認知到案主是最好的倫理、文化的專家。 

5. 倡導對相同事件有不同解釋的一種敏感度及包容性。對不同語言、文化的尊重

和認知，並且有更多無限的方式去詮釋不同語言、文化、國家事件。 

 

 

                                                      
83 CYNTHIA BISMAN, SOCIAL WORK—VALUE-GUIDED PRACTICE FOR A GOLBAL SOCIETY, 167(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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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人員—社工師的輔助資源 

有立法委員認為其中也有一部分是社工師本身過於年輕，資歷不足，然事實

上的確也有研究報告指出，年輕的社工師也有可能對現場陌生或感到害怕。「社

工員菁菁曾向我說，她對家暴案件處理很無助，因為自己沒有婚姻經驗，而要與

兩個相互仇視、情緒激動的對象一同會談，這種充滿情緒張力的場合，更令她害

怕84。」，然而，像這樣基層、年輕社工在與學院習得的知識和實際應用落差或不

知應對的情形原本就是實務上易遭受的困境與過程，尤其在需要取得案主信任關

係的狀況下，若是剛畢業的社工，容易給人「涉世未深」或「不懂人情事故、社

會事」的印象85，如同在上述整理表格中，案主對年輕社工所提出之質疑，而在

無信任基礎下，案主可能不願意交流真實想法或自身處境。 

 

關於此點，某縣市曾在行政院勞委會補助的多元就業開發方案人員（以下簡

稱多元人員）政策下，推出「非社工專業的輔助性」人力，而這些人負責協助辦

理外配輔導與關懷的工作。多元人員的背景多是年紀 50 幾歲，學歷國中以下，

多是家庭主婦，她們的人生歷程多半不太順遂，曾遇到家暴、離婚、單親扶養等

等86，而的確社工在與人生閱歷豐富的許多的多元人員共事過程中，有時也會感

受到專業知識不如草根判斷實用，畢竟在社工的實作場合內，「何謂專業」不像

學院中專業權威在場時的場合那樣清楚87，因此「多元人員」可能是社工在執行

業務時，可為輔助的人員，提高案主對於社工的信賴感，有助於建立互相關係。 

 

（三）政府缺乏統一標準 

台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劉嘉怡曾在探討子女最佳利益的記者會上表

                                                      
84同註 81，頁 134。 
85同註 81，頁 118。 
86同註 81，頁 117。 
87同註 81，頁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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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88，「不同縣市訪視報告中，內容少的僅 2頁，多的卻有 10頁，例如某縣市委

託的團體在親職能力這個欄位中僅讓社工自由填寫，另一縣市委託的團體卻列出

9大項、29細項的指標，如何確保這樣的訪視報告可以讓法官確定誰是對子女利

益最好的父母？」，尤其在離婚的狀況，夫妻可能分居在不同的縣市，而當縣市

標準不統一時，是否可能造成對夫妻一方不公平。，縮短城鄉差距，而訪問格式

也應同一，在相同問題下，比較雙方同異才有其意義。 

 

在這些修法爭議中，司法院也在隔年召開說明會，就社工訪視報告訂立統一

參考指標及格式（詳見附錄二），其中包含請社工人員注意族威之傳統習俗、文

化及價值觀，「訪視人員應考量城鄉差距及各族群在不同文化、習俗、宗教信仰

差異下，對子女教養之影響及期待不同；以多元文化觀點，對未年子女之最佳利

益提供價值判斷、評估，另外，探視未成年子女時，應參酌其祭典節日。」等注

意事項，請社工師注意。 

 

 

（四）避免角色重疊、資源濫用 

各立法相關人員認為在家事事件法施行後，已引進家事調查官制度，可能會

朝社工訪視調查報告與家事調查官雙軌，但宥於社工人員素質不齊，故可能朝家

事調查官訪視報告為重的方向前進。而本文這次越南籍配偶的判決關鍵字再為搜

索，發現由家事調查官越籍配偶案件，只有 3 件係親自由家事調查官進行訪查

（桃園地方法院 104 年度婚字第 405 號民事判決，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4 年度

家聲抗字第 18 號民事裁定、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3 年度家親聲字第 426 號民

事裁定），而結果也證明現行僅有高雄家家事法院較有充足的人力為所謂的訪視

工作，所以目前仍是需要大量需要社工人力，因此，本文認為雙軌制基本上並不

                                                      
88 新聞網址連結：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31211/306925/

（最後造訪日期：106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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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 

 

本文認同尤美女委員在本條二次的廣泛討論會議中89所提出，認為這可以是

一個「團隊」的概念進行，亦即將來由社工、家事調查官及程序監理人形成一個

團隊，由社工去做家庭訪視報告，家事調查官去調查社工師無法做的部分，而程

序監理人則是站在子女最佳利益的角度，獨立地處理他的事情。 的確，社工訪

視報告及家事調查官訪視的確會有重疊之處，若由家事調查官配置多位社工師之

方式，可能是現行面對現行家事調查官員額不足過渡期之最佳配套措施。 

 

三、 將性別及多元意識納入司法系統 

法律理論往往抽離具體的社會脈絡，而以法條作為論證基本元素，但這種法

律論證模式抽象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忽略重要的情節，而這樣的狀況，使得

法律無法隨著社會變遷而有迅速的修正90。從上一章判決文本中，可以看出具體

法庭個案顯示了法官於思考性別、家庭、及國族時之不合理之處及揭露當事人的

敘事間隱含的性別、階級等意識型態之權力關係。 

 

以法社會學的觀點，法律的觀點並非只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實定法（law 

in books），而是行動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至少有三個層面意義，第一個層

次是指由立法機關通過的法案、司法機關的判例、或行政機關的法規命令，這個

層次的法社會意義牽涉到法事實是否在規範建構過程中納入。第二層次之法社會

意義著重於法實踐本身如何在社會脈絡中產生作用，即法實踐的過程，法律工作

者在日常工作中運用法律的過程。第三層次著眼於法文化之下人民的法意識，並

從法之實效性予以衡量91。  

                                                      
89 參考立法院公報第 102 卷第 71 期院會紀錄。                                     
90 王曉丹，台灣的性別與法律研究，法令月刊，第五十八卷第四期，頁 105，2007 年 2 月。 
91 王曉丹，從法社會的觀點論女性主義立法行動—女性主義法學在台灣的實踐及其法律多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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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言之，我們必須並在具體事件思索法的「正當性」（legitimacy）及「有效

性」（effectiveness）的問題，必須建立在相關社會事實經驗的了解，行動中的法

律就是希望藉由法律相關的事實討論，從動態系統的觀點，具體地探討社會具體

脈絡的運作92。例如，在討論「送達」程序時，應該去了解是同樣法律適用不同

個體的差異，有如此高比例的「一造辯論判決」就是可能忽略被家暴的妻子不敢

回家，又或者是就這些外籍配偶原本就以夫為戶籍，在對台灣法律知識薄弱的狀

況下，可能無意識到本人不在戶籍地時，可能對其法律身分的變動產生鉅大影響，

亦即看似中立未帶實質評價的「程序」，可能「實質」影響了當事人的法律行動

選擇和社會生活93。 

 

本文認為，要如何檢視靜態條文到動態法律系統，司法界必須要開啟跨界對

話，對生活事實、社會變遷的了解，才有辦法具體化原本的抽象條文及法不確定

概念。事實上，現今有社會學家提出法律知識乃是社會工作的六大知識領域之一，

建議社工師可透過在職訓練、個案研討、聯繫會報等機制納入相關法律知能94。

在雙方都能檢視自身不足狀況，進而跨界對話時，社會工作者及司法工作者將能

藉由整合，對案主或當事人的處境有深層了解。  

                                                      
義的面貌，東吳法律學報第十九卷第一期，頁 52-53，2007 年 3 月。 
92 劉宏恩，「書本中的法律」（Law in Books）與「事實運作中的法律」（Law in Action）, 月旦法

學雜誌，第 94 期，頁 283-287，2003 年 3 月。 
93 郭書琴，從「法律知識的技術性」談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方法與實例，載：《法律人類學、法 
律知識與法律技術》，頁 116-117，元出版，2016 年 5 月。 
94同註 80，頁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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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婚姻是牽起新住民與我國的重要連結，國籍代表了法律身份、居留權利、工

作資格，擁有國籍和上開資源分配息息相關，但離婚之後，因女性移民空間及社

會關係的轉變，除了與原鄉家庭連繫之斷裂，也意味可能失去上開資源，或是在

台灣組成家庭的過程中建立情感、養育的一切，如子女親權，進而陷入孤立無援

的困境。本文在考察相關移民法規過程中發現，就新住民相關之法規範主要為國

籍法及入出國及移民法，惟國籍法自民國 18 年立法以來，曾經歷經 70 年皆未修

法之狀態，一直到 89 年才有大幅度修正，已從「父系血親主義」修改為「父母

雙系血統主義」，是一大改革進步。但在去年 105 年國籍法的修正上，有些條文

雖放寬了外籍配偶歸化的經濟條件限制，但在「撤銷國籍」之處理上卻有檢討空

間，不少移民聯盟團體及學者共同反應條文內容看似正義，目的在於防範「假婚

姻，真移民」，然而可能使新住民即使歸化成功後，活在隨時可能變成「無國籍

狀態」的陰影中。本文研究搜集判決過程中也發現，仍有台灣籍丈夫，因生活中

磨擦、親密關係不協調等而懷疑自己的妻子是來台灣騙身分證或工作，由於當初

在歸化之過程中，外籍配偶需放棄自己的國籍，如國籍再被撤銷，除了須被驅逐

出境外，更可能變成「無國籍狀態」，這條的條文是否又再強化了婚姻關係中供

給者與仰賴者之權力關係，使台灣丈夫更占上優勢？相關之移民法規，可能成為

丈夫對女性控制之來源，政府是否更加深外籍配偶之恐懼，而只能吞忍在婚姻中

之不合理的暴力或虐待？ 

 

在法庭判決訴訟活動中，程序面的困境莫過於是妻子缺席之一造辯論判決，

在被告妻子缺席之狀況下，原告台籍丈夫勝訴的機會極高，這主要關鍵點在於「送

達」是否合法。由於外籍配偶來我台，多是以對方戶籍為其戶籍地，然而外籍配

偶可能因家暴或其他原因離家而導致送達不到，在此狀況下，根本無從出庭替自

身狀況辯解，或是知悉法律關係上的身分權利義務變動，例如，在本文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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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法官在被告、子女缺席之狀況，判處「共同監護」，不但對缺席的妻子是種

突襲裁判，甚至對未成年子女來說也是一樣令人措手不及。而從早期判決中，法

官幾乎只採原告片面之詞，而對外籍配偶之行蹤未加以查證，近年來的判決已有

向內政部移民署函查外籍配偶入出境之習慣。然而，縱使外籍配偶已出境回到越

南的狀況下，卻極少見法官後續是以何方式再為通知及送達，在這次判決搜索範

圍中，僅有兩位法官在判決書中闡明有囑託外交部按被告妻子越南地址送達訴訟

文書，並清楚交待被告是否親收、送達證書及回執等。相較之下，大部分法官縱

使知道被告已離境，也未再交待後續。雖在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簽署前，我國

已有相關法源依據得以請求外交部囑託送達，然而從司法院只能不斷以「函示」

提醒法官，並在面對立委質詢時，只能以「尊重司法獨立」之立場說明，似乎暗

示送達程序並未確實落實，然而，這樣就「程序面」保障之不彰，將影響到當事

人「實質面」之權利保障，本文認為尊重司法獨立之範圍，應係在於實質之裁判

內容。甚至相較於一般國內民事案件，跨海婚姻案件更需要以另種角度面對這樣

的差異，並非只是一視同仁地以公示送達等形式方式面對當事人法庭缺席的狀況，

而這些也都有賴我國在國籍申請、戶政遷移、司法互助等相互配合。 

 

回應本文的問題意識，法庭敘事方面可應證熟悉法律敘事模式，也相對掌握

了話語所帶來的法律權力。法律敘事係從敘事時空、角色描寫、因果關係、時序

安排立場出發，去探討判決書背後，所隱藏之文化關係及權力為何。有認為可分

為「規則為導向的論述」及「關係為導向的論述」。規則導向之論述會明確主張

對方違反規則，排除個人細節及社會因素，而關係導向之論述，則傾向將生活細

節交待清楚。而本文發現，就家事案件中，規則型敘事對法官而言在於調查證據

之便利，也無須將當事人情緒來龍去脈交待清楚，然而去語境式的對話，裁判書

的順序並非事件發生的前後順序，而是依據法庭能力對證據可信度之高低羅列，

可能前後因果關係錯置，進而造成當事人在裁判書中失聲。再者，就外籍配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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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對台灣語言、文化法律之陌生的狀態下，怎麼能期待他們說出符合規則導向

之敘事？ 

 

另外透過上開近二十年內的司法判決文本分析中，在原告起訴與被告答辯間，

可以看出雙方對跨海婚姻的想像、期待、與落差。在跨海婚姻中的丈夫對這樣婚

姻的想像，兩性關係中的不平等及社會刻版印象又在判決書中再現，有丈夫認為

兩人並非自然交往，而係透過媒介方式成婚，故婚後須藉由「性行為」親密方式

經營婚姻。甚至，在當初在越南時，妻子填表表示不用匯錢回娘家，因而對妻子

而後匯錢回娘家之方式認為妻子違反當初的契約，而提出控訴，在各項指控中不

免同樣指向台灣長久對這些從東南亞的新住民典型的印象，媒體所塑造的刻版印

象，例如來台詐婚、吸血、容易紅杏出牆等等，再度複製於判決當中。倘若，再

加上國籍法撤銷國籍規定，無疑對新住民來說，在婚姻中更須步步為營，是否還

能期待雙方彼此平等對待？ 

 

而在爭取親權之案件中，本文發現有案例是丈夫多次毆打妻子，妻子也已取

得保護令，甚至在離婚本訴中法官亦認定「無法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發生應歸責

於被告（即丈夫），原告則無歸責事由」，惟在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方面，法

官則以經濟狀況、扶助系統認定新住民不適合行使親權。甚至有外籍配偶認為自

身謀生能力與語文能力均屬有限，不得不忍痛向法院聲明可由台籍丈夫來行使利

義務。然而，就外籍配偶而言，如微弱親屬支援系統此論點成立，那麼他們幾乎

不太可能取得親權，畢竟自己原生家庭遠在他鄉，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由於種種

困境，也使得外籍配偶覺得在台謀生不易，再加上自己白天也要工作，於是便而

將自己的小孩送回原鄉的父母照顧，而當中所牽涉子女就學及雙方會面交往權利，

也值得法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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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法院在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判斷上，跨海婚姻中之跨海取證或執行，

也較一般婚姻案件來的困難。近年，在台越經濟、貿易互動頻繁下，婚姻、親權、

訪視等需要雙邊諮商的案件日益增加，原本的法源「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

因自民國 52 年來並無修法，原本所得請求之司法互助已不敷使用。據此，我國

及越方於民國 99 年經立法院議決通過臺越民事司法互助協定，在民事事項提供

交換法律資訊、文書送達、調查取證等規定。其中，調查取證案件中，也因為我

國與越南國情文化差異，越方查訪人員通常不具社工背景，司法院爰於 105 年分

別針對各種身份「學齡前兒童」、「學齡兒童」、「在越南的父母」、「父母以外的主

要照顧者」、「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或幼兒園老師」訪視表供越方參考。而針對交

子女交付執行，根據越方統計資料，每年有約 50 件到 60 件尋求越南籍妻兒案

件，代表執行方面是有一定困難，但由於本協定施行尚未達一年，尚未累積足夠

個案可供參考，後續執行問題仍有待觀察。 

 

社工訪視報告可以說是法官的第三隻眼，因為從短短的幾次開庭接觸到書面

上的卷宗資料，通常難以知悉父母與小孩相處真實狀況。我國民法於 85 年 9 月

25 日新增 1055 條之 1，規定法官在為未成年子女案件時，應審酌社工人員之訪

視報告，然而本條文新增後，在實務上也頗受質疑，主要理由在於社工品質良莠

不齊，再加上各縣市對社工訪視標準不一，在離婚分居兩地之狀況下，卻面對不

同的標準。本文在判決中也發現，不同社工機構在同一事件上，對雙方經濟狀況、

未成年子女意願、原被告是否善盡親職等主要評量標準事項有大相逕庭之意見。

我國民法爰於 102 年針對此條文再次修法，故從原條文「應審酌社工訪視報告

到」，修正「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

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

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從過去單採社工訪視

報告的立法，到現在加入不同角色，避免偏頗。實務上，亦有提出多元就業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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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人員政策，做為社工輔助性人力，提高案主對於社工的信賴感。最後，本文

也認為不論是在解決一般離婚案件及跨海婚姻案件，現行法院仍高度依賴社工訪

視報告，但由於家事事件法的施行，司法程序中又將出現家事調查官、訴訟代理

人、程序監理人等等的角色幫助法院做更周全的判斷，然而現行法規範如何和這

些新角色互動，同時也要面臨家事調查官在實務上人力不足的問題。本文發現，

就家事調查官而言配額及地區因素，能參與跨國婚姻案件的機會寥寥可數，未來

要如何創造一個有效率的家事團隊，彼此能相互分工，不造成角色重疊浪費，皆

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最後，回歸到《米蒂亞》文學敘事，希臘悲劇《米蒂亞》呈現了一位異族

女性的困境，以當時希臘的時空背景下，國家公權力並無法保障婚姻制度及替

米蒂亞爭取到小孩的親權。對照二千年後的台灣，在刑事上有通姦罪罰，民事

法規上，亦有國家公權力介入保障婚姻制度，移民法規隨著時代推進，也對欲

歸化為我國之外籍配偶採取較為開放的態度，但是來自夫家的歧視及司法背後

的權力不對等是不變的難題，二千年前米蒂亞被迫弒子，或許在現今台灣社

會，新住民們不需要再面對以殺死親子的極端手段尋求出路，但仍在這些司法

判決文書的敘事中看到新住民母親被迫甚至自願割捨自己小孩，這些母親寧可

背負誘拐罪名或是小孩可能成為人口黑戶的狀況下，也要攜子回到原鄉，從本

次研究的各式司法敘事中可以發現，超脫法規範背後，沉潛幾世紀的價值觀及

性別意識，或許才是造成新住民難以掙脫困境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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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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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地方法院 101 年度監字第 92 號民事裁定 

新竹地方法院 102 年度婚字第 182 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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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 104 年度家聲抗字第 18 號民事裁定 

 

 

 

 

 

 

 

 

 

 

 

 



 

94 
 

 

 

 

 

 

附錄一 

國籍法 

第一章   固有國籍 

 

第 1條（規範內容） 

 

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回復與撤銷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章  國籍之取得 

 

第 2條（中華民國國籍之生來取得）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四、歸化者。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 

 

第 3條（一般歸化及其條件）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

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

續五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研議

程序、定期檢討機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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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

試、免試、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 4條（特殊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

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不須符合前條第一項第四款。  

  二、為中華民國國民配偶，因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未再婚；或其配偶死亡後

未再婚且有事實足認與其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但與其亡故配偶

婚姻關係已存續二年以上者，不受與親屬仍有往來之限制。  

  三、對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有扶養事實、

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會面交往。  

  四、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  

  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  

  六、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七、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或輔助人。  

      未婚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其父、母、養父或養母現為中華民

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第 5條（特殊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

第五款要件，並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二、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十年以上。 

    

第 6條（特殊歸化）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雖不具備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要件，

亦得申請歸化。  

 

第 7條（歸化人之妻及未成年子女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 

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第 8條（申請機關及生效日）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者，應向內政部為之，並自許可

之日起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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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條（喪失國籍證明） 

外國人申請歸化，應於許可歸化之日起，或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始得喪

失原有國籍者自滿一定年齡之日起，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屆期未提出者，除經外交部查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屬實，致使不能

於期限內提出喪失國籍證明者，得申請展延時限外，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依前二項規定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前，應不予許可其定居。  

  外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免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一、依第六條規定申請歸化。  

  二、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科技、經濟、教育、文化、藝術、體育

及其他領域之高級專業人才，有助中華民國利益，並經內政部邀請社

會公正人士及相關機關共同審核通過。  

  三、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前項第二款所定高級專業人才之認定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章  國籍之喪失 

第 10條（歸化人任公職之限制）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  

  一、總統、副總統。  

  二、立法委員。  

  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

試院院長、副院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

計長。  

  四、特任、特派之人員。  

  五、各部政務次長。  

  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  

  七、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  

  九、陸海空軍將官。  

  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  

  前項限制，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 

定。 

    

第 11條（喪失國籍之情形）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一、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之無行為能力

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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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為外國人之配偶。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但受輔助宣告者，

應得其輔助人之同意。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可，隨同喪

失中華民國國籍。 

     

第 12條（不得喪失國籍之情形） 

依前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

許可：  

  一、男子年滿十五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未免除服兵役義務，尚未服兵役

者。但僑居國外國民，在國外出生且於國內無戶籍者或在年滿十五歲

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遷出國外者，不在此限。  

  二、現役軍人。  

  三、現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第 13條（喪失國籍之例外）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雖合於第十一條之規定，仍不喪失國籍：  

  一、為偵查或審判中之刑事被告。  

  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完畢者。  

  三、為民事被告。  

  四、受強制執行，未終結者。  

  五、受破產之宣告，未復權者。  

  六、有滯納租稅或受租稅處分罰鍰未繳清者。 

 

第 14條（撤銷喪失國籍） 

  依第十一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未取得外國國籍時，得經內政部之

許可，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第四章  國籍之回復 

第 15條（喪失國籍之回復） 

依第十一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第

三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四款要件，得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歸化人及隨同歸化之子女喪失國籍者，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 16條（未成年子女之回復國籍）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之未成年子女，得申請隨同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第 17條（回復國籍之申請機關及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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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應向內政部為之，並自許可

之日起回復中華民國國籍。 

 

第 18條（回復國籍人任公職權利之限制）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者，自回復國籍日起三年內，不得任第十條第一項各款公

職。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五章  附 則 

 

第 19條（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之許可撤銷） 

歸化、喪失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後，除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應撤銷其歸化許可

外，內政部知有與本法之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二年得予撤銷。但自歸化、喪失

或回復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逾五年，不得撤銷。  

經法院確定判決認其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

受前項撤銷權行使期間之限制。  

撤銷歸化、喪失或回復國籍處分前，內政部應召開審查會，並給予當事人陳述

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銷其歸化許可，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條規定認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  

  二、經法院確定判決，係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養而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

籍。  

前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同組成，

其中任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之人數不得少於

二分之一。  

第三項審查會之組成、審查要件、程序等事宜，由內政部定之。 

    

第 20條（取得外國國籍公職人員之免職及例外）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

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

院、內政部、縣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

各該機關免除其公職。但下列各款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公立大學校長、公立各級學校教師兼任行政主管人員與研究機關

（構）首長、副首長、研究人員（含兼任學術研究主管人員）及經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或文化機關核准設立之社會教育或文化機構首長、副首

長、聘任之專業人員（含兼任主管人員）。  

  二、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以外之人員。  

  三、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而以契約定期聘用之非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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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僑務主管機關依組織法遴聘僅供諮詢之無給職委員。  

  五、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以具有專長或特殊技能而在我國不易覓得之人才且

不涉及國家機密之職務者為限。  

第一項之公職，不包括公立各級學校未兼任行政主管之教師、講座、研究人

員、專業技術人員。  

中華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擬任本條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時，應於就

（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一年內，完成喪失該國

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 21條（證書費）（刪除） 

 

第 22條（施行細則之另訂） 

本法施行細則由內政部定之。 

 

第 23條（施行日）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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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關於民事

司法互助協定 

 

駐越南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與駐臺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下簡稱雙方），為

加強雙方民事司法互助之合作，在平等互惠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如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協助之範圍 

一、締約雙方應根據本協定，在民事事項相互提供下列司法互助： 

（一）文書送達 

（二）調查取證 

（三）承認與執行民事裁判和仲裁判斷 

（四）本協定所規定之其他互助事項 

二、本協定所稱之「民事」，係指民事、商事、婚姻、家庭及勞工等事件。 

三、本協定所稱「權責機關」，係指法院、檢察署及主管民事事項之其他機關。 

 

第二條 司法保護 

一、締約一方之人民在他方境內，於人身及財產權利享有與他方人民相同之司

法保護，並得在與他方人民相同條件下，就民事事項，向法院或其他權責

機關提出主張 

二、本條第一項之規定亦適用於依締約一方法律在該方境內成立之法人及在法

律程序上有利害關係之其他組織。 

 

第三條 訴訟費用之減免及法律扶助 

一、締約一方人民在他方境內，在與他方人民相同條件及範圍內，享有訴訟費

用減免及接受免費法律援助之權利。 

二、倘申請訴訟費用減免或法律扶助須依其經濟狀況決定者，申請人之住所或

居所地之締約一方權責機關應出具證明書。倘申請人在締約雙方境內均無

住所或居所者，得由經指定之駐外權責機構出具之。 

三、締約一方人民依本條第一項申請訴訟費用減免或法律援助時，得向其居或

住所地之締約一方權責機關提出申請。該機關應將該申請及本條第二項之

證明書一併轉交他方之主管機關；締約一方人民亦得直接向他方權責機關

提出申請。 

 

第四條 聯繫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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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協定另有規定外，締約雙方請求及提供司法互助，應通過雙方指定之權責

機關進行聯繫。 

 

第五條 語文  

依本協定提出之司法互助請求書及輔助文件，應檢附經認證之受請求方官方文

字或英文譯文。 

 

第六條 司法互助的費用 

一、締約雙方應相互無償提供司法互助。 

二、締約一方之證人與鑑定人之相關費用應適用本協定十二條之規定。 

三、如提供司法互助須支出超乎尋常之費用，締約雙方應協商執行該項請求之

條件。 

 

第七條 請求司法互助 

一、司法互助請求應以書面提出，並應包括下列內容： 

（一）請求日期 

（二）請求機關之名稱和地址； 

（三）受請求機關之名稱和地址； 

（四）有關人員的姓名、性別、職業、出生地及住址，或相關機關或機構

之名稱及地址。 

（五）請求之事件、請求協助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說明； 

二、如受請求方認為請求書中之內容不足，以致於不能執行時，應要求請求方

提供必要之資料。 

三、請求書及其所附文件應由請求機關署名及用印。 

 

第八條 司法互助請求之執行 

一、受請求方應根據己方法律執行司法互助請求。 

二、受請求方得依請求方要求之方式執行司法互助請求。但該方式違反受請求

方之法律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 司法互助請求之拒絕或延緩執行 

一、如受請求方認為執行司法互助請求可能損害其安全、公共秩序、法律基本

原則或實質利益，得拒絕之，並應將拒絕理由通知請求方。 

二、如受請求方認為執行該司法互助請求，將妨害正在受請求方進行中之刑事

偵查或追訴時，得延緩執行該請求，並應將理由通知請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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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物品及金錢的轉移 

因執行本協定而將物品及金錢由締約一方境內移轉至他方境內時，應遵守該轉

移方關於輸出物品和金錢之法律。 

 

第十一條 證人及鑑定人之傳喚 

一、請求方認為證人或鑑定人有至其司法機關出庭之必要，應在其要求送達傳

票之請求書中說明可向其支付之費用及支付之條件、期限。 

二、送達傳票之請求書應在要求受傳喚人至請求方出庭之日前至少 60日送交請

求方。 

三、受請求方應向證人或鑑定人送達傳票，並將受傳喚人之答覆通知請求方。 

 

 

第十二條 證人及鑑定人之保護 

一、依本協定之請求方司法機關出庭之證人或鑑定人，不得因其在離開受請求

方領土前之犯罪行為或有罪判決而在請求方境內受刑事訴追、拘禁或自由

之限制。亦不得因其真實之證言或鑑定意見而受刑事訴追、拘留或處罰。 

二、自權責機關告知證人或鑑定人不需出庭之日起 7日內，若該證人或鑑定人

得離開請求方領土卻逾期未離開或返回者，不適用第一項之保護。但上述

期間不包括非可歸責於證人或下定人之原因而未能離開請求方領土之期

間。 

三、司法機關依本條第一項規定傳喚人或鑑定人時，應支付其因在請求方出庭

所生之旅費、食宿費用以及其他雜費，並應支付鑑定人報酬。傳票上應載

明支付之金額。倘受傳喚之人要求預支費用，請求方之司法機關應行預

付。 

四、經傳喚之證人或鑑定人得拒絕出庭。受請求方不得採取任何強制處分要求

其出庭。 

 

第十三條 向己方人民送達文書 

一、締約一方之司法機關得透過其派駐他方之經濟文化辦事處向在該他方境內

之己方人民送達文書。 

二、執行前項文書送達之際，經濟文化辦事處不得對有關收受文書之人採取任

何強制處分。 

 

第十四條 交換法律資訊 

一、締約雙方應根據請求而相互提供其境內現行法律、得公開之機關文件及相

關執法實務。 

二、請求提供資訊應說明該項請求之提出機關及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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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免除認證 

執行本協定時，文件和譯本如經權責機關署名及用印，即無需任何形式之認

證。 

 

第十六條 同時發生多數請求 

一、受請求方同時收受至少其一來自締約一方對同一事項之多數請求時，受請

求方應決定執行何請求。 

二、受請求方於決定執行項目時，應特別考量下列情形： 

（一）收受請求之日期 

（二）請求之性質 

（三）執行其一請求對其他請求之影響 

（四）執行請求所需之時間 

三、受請方應將同時多數請求存在之事實及其決定通知請求方。 

 

 

第二章 民事司法互助 

第十七條 送達文書 

一、受請求方應根據請求，送達司法文書和相關附件。 

二、請求送達之文書需備一式 2份，並翻譯為受請求方之語文或英文，連同請

求書一併寄交。 

三、受請求方在執行送達後，應向請求方出具送達證明。送達證明應包括送達

日期、地點和執行方法的說明，並應由執行送達的機關署名並用印。如不

能執行送達，則應通知請求方，並說明理由。 

 

第十八條 調查取證 

一、締約雙方應根據請求，相互代為調查取證、訪視，以及進行與調查證據有

關之必要程序。 

二、調查取證之請求除應符合本協定第七條之規定之外，並應說明： 

三、受請求方應將調查取證之執行結果，以書面通知請求方，並附上所獲得之

證據資料。 

 

 

第三章 判決與仲裁之承認與執行 

第十九條 裁判之承認與執行 

締約一方應根據本協定所規定之條件，在其境內承認與執行在他方境內作出之

下列裁判： 

（一）法院對民事事件所為之裁判，包括但不僅限於法院就勞工、婚姻、家

庭、商事和其他本協定所規範之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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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院在刑事判決中所作有關財產之決定。 

 

第二十條 得承認與執行之情況 

對於本協定第十九條所定之法院裁判，符合下列情形者，始得承認與執行： 

（一）該裁判根據請求方法律係終局姐有效，且根據作出裁判之一方法律、該

裁判係可執行； 

（二）由本協定規定之權責機關根據請求方法律所為之裁判； 

（三）請求方所為之裁判已生效，且並未違反受請求方之法律；或受請求之法

院尚未承認和執行由第 3國就相同訴訟所為之有效裁判；或同一案件尚

未繫屬受請求方之法院者； 

（四）在訴訟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之程序權獲得合法保障下，法院所為之裁

判； 

（五）受請求方認為該裁判之承認與執行不致侵犯其安全、公共政策或與其基

本法律原則產生衝突。 

 

第二十一條 請求之提出 

一、承認與執行法院裁判之請求得由當事人直接向有權承認與執行該裁判之法

院提出。 

二、承認與執行法院裁決之請求書除應符合本協定第七條之規定外，還應檢

附： 

（一）完整及真正之裁判書副本及證明裁判已經生效之文書； 

（二）如係一造辯論判決，可證明缺席的敗訴一方當事已經合法傳喚之文書； 

（三）如當事人係無訴訟行為能力人，可證明其已得到適當代理之文書或說

明。 

三、承認及執行裁判之請求及其附件，應製作繕本。 

 

第二十二條 承認與執行之程序 

一、締約一方承認與執行他方之法院裁判時，應適用其本國法律。 

二、受請求方法院審查之範圍，僅限於該裁判是否符合本協定，不得為實質審

查。 

 

第二十三條 承認與執行之效力 

締約一方法院之裁判一經他方法院承認或決定執行，即與該方法院之裁判具有

同等效力。 

 

第二十四條 仲裁判斷之承認與執行 

締約一方應根據 1958年 6月 10日訂於紐約之關於承認與執行外國仲裁判斷之

公約及雙方仲裁法之規定，承認與執行在他方境內所為之仲裁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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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爭議之解決 

因解釋或適用本協定所產生之爭議，應由締約雙方協商解決。 

 

第二十六條 批准及生效 

本協定於雙方完成使本協定生效之必要程序後，以書面通知對方，以最後通知

之日起第 30日生效。 

 

第二十七條 修正 

本協定之任何修正均應經締約同意。 

 

第二十八條 協定之效力 

一、本協定自締約任何一方透過其經濟文化辦事處以書面提出終止之日起 6個

月後失效。 

二、在終止前提出之請求應依本協定執行完畢。 

 

第二十九條 其他協助 

本協定未規範之其他司法互助，依受請求方有關司法互助之法律行之。 

本協定以英文各繕二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