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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晚近因隨著國際與兩岸交流，人員跨國流動日益頻繁，社會

給付是否及於在我國境內之外國人，產生許多新的爭議性問

題，例如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在台之生活陷入困

境，能否依我國社會救助法之規定請領社會救助，又如中國

大陸人士來台工作、依親或探親，是否均可加入全民健保享

受健保給付等。大法官曾針對類似爭議作成釋字第 560 號

解，其認為勞保之眷屬喪葬津貼並非社會保險給付，立法者

得基於財政能力與互惠原則之考量，對本國人及外國人作差

別待遇。. 

本計畫以上述釋字第 560 號為出發點，分析國籍與社會給付

之關連性。本項研究將從維繫社會連帶相互性關係之觀點，

探討非本國籍人士是否能享有與本國籍人士相同之社會給

付，並檢討以國籍為要件限制外國人取得稅收型社會給付之

權利，其合憲性審查是否較限制外國人參加社會保險、取得

社會保險權利更為寬鬆。本計畫將借鏡德國社會法之學理、

歐盟社會安全法以及歐洲人權法院有關國籍與社會安全權利

之重要判決，深化本研究之討論層次。 

中文關鍵詞： 社會安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全民健康保險、國籍、平

等原則、社會連帶、外國人、經濟社會文化權利國際公約 

英 文 摘 要 ： Recently,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ing 

cross-Strait exchange,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have 

occurred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for immigrant spouses and the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visitors from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purpose of visiting their 

relatives in Taiwan. In a similar case, in the 

Interpretation No. 560 of Justice Yuan, the grand 

justices have declare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rovision of Employment Service Act whereby no 

entitlement to burial compensation shall be available 

for an alien insurant under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for the death of his dependent who did not live with 

the employee inside the territory of jurisdiction of 

the Act and died outside such territory, because the 

benefits hereunder carry concurrently the nature of 

social aid and are certain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regular compensation payable against any insured 

event.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the grand 

justices, the spher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for 

deciding the extent of social aids for an alien 



insurant is wider than that for the extent of social 

insurance benefits under considerations to social 

appropriateness such as saving expenditure from the 

insurance fund or international reciprocity principle 

among the stat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No. 560, 

is conducte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bove disputes 

to exa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y of recipients and the 

involvement or entitl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under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olidarity. 

This search aims also at discussing whether the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benefits for non-citizens should be 

constitutionally examined more rigidly compared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Hereby 

the discussion could be enriched through an 

interactive analysis among the issues in Taiwan, 

theories of German social law, EU social security law 

and the case law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Court. 

英文關鍵詞： ocial security, social insurance, social aid,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nationality, principle of 

equal treatment, solidarity, alie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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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跨國流動下的社會安全制度 – 國籍與社會給付 

Social security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globalization: Nationality and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中文摘要 

晚近因隨著國際與兩岸交流，人員跨國流動日益頻繁，社會給付是否及於在我國境內之外國人，

產生許多新的爭議性問題，例如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在台之生活陷入困境，能否依我國社會

救助法之規定請領社會救助，又如中國大陸人士來台工作、依親或探親，是否均可加入全民健保享受

健保給付等。大法官曾針對類似爭議作成釋字第 560號解，其認為勞保之眷屬喪葬津貼並非社會保險

給付，立法者得基於財政能力與互惠原則之考量，對本國人及外國人作差別待遇。. 

本計畫以上述釋字第 560 號為出發點，分析國籍與社會給付之關連性。本項研究將從維繫社會連

帶相互性關係之觀點，探討非本國籍人士是否能享有與本國籍人士相同之社會給付，並檢討以國籍為

要件限制外國人取得稅收型社會給付之權利，其合憲性審查是否較限制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取得社

會保險權利更為寬鬆。本計畫將借鏡德國社會法之學理、歐盟社會安全法以及歐洲人權法院有關國籍

與社會安全權利之重要判決，深化本研究之討論層次。 

 

Abstract 

Recently, because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growing cross-Strait exchange, some controversial issues 

have occurred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for immigrant spouses and the involvement in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for the visitors from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purpose of visiting their relatives in 

Taiwan. In a similar case, in the Interpretation No. 560 of Justice Yuan, the grand justices have declared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provision of Employment Service Act whereby no entitlement to burial compensation 

shall be available for an alien insurant under the Labor Insurance Act for the death of his dependent who did 

not live with the employee inside the territory of jurisdiction of the Act and died outside such territory, 

because the benefits hereunder carry concurrently the nature of social aid and are certainly 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regular compensation payable against any insured event.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 of the grand 

justices, the sphere of legislative discretion for deciding the extent of social aids for an alien insurant is wider 

than that for the extent of social insurance benefits under considerations to social appropriateness such as 

saving expenditure from the insurance fund or international reciprocity principle among the states.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No. 560, is conducte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above disputes to 

examin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ity of recipients and the involvement or 

entitlement of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under the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olidarity. This search aims also at 

discussing whether the legislative discretion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benefits for non-citizens 

should be constitutionally examined more rigidly compared to the entitlement of social welfare benefits. 

Hereby the discussion could be enriched through an interactive analysis among the issues in Taiwan, theories 

of German social law, EU social security law and the case law of European Human Rights Cou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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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西方福利國家之興起與發展，意味著國家公權力開始介入私法秩序之調整與社會總體資源之分配。

這樣的「干預式國家」其所分配的資源，是以主權國家之支配範圍為限，其所欲納涵的社會成員，基

本上也是該國之國民為主。在此邏輯之下，本國人離境至國外，或外國人進入本國，並非當然受社會

安全制度所保障：在前者，為國家主權範疇所不及；在後者，則涉及該國法制是否願意將外國人視為

參與社會互助的成員、將其納涵為社會之一份子。綜觀西方福利國家之社會安全制度，經常以國籍作

為受領社會給付之要件之一，甚至以社會保護需求性之發生，例如陷入無法自立維生之情形，作為考

量是否允許其繼續居留之要件。此種限制亦常見於我國各項社會立法。 

我國勞工保險法第 6條第 3項將外國籍員工納入強制投保對象，但舊就業服務法第 43條第 5項

卻規定，受聘僱外國人其眷屬在勞工保險條例實施區域外死亡者，不得請領保險給付。針對該項規定，

大法官作成釋字第 560號解釋，認為勞保提供之眷屬喪葬給付，是以被保險人以外之人發生保險事故

作為給付之項目，有別於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考其意旨，乃係為減輕勞工家庭因至親遭逢變

故所增加之財務負擔，以維護其生活安定，與通常勞工保險提供之給付性質不同，系爭眷屬喪葬津貼

乃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而「眷屬身居國外未與受聘僱外國人在條例實施區域內共同生活者，與我國

勞工眷屬及身居條例實施區域內之受聘僱外國人眷屬，其生活上之經濟依賴程度不同，則基於該項給

付之特殊性質，並按社會安全制度強調社會適當性，盱衡外國對我國勞工之保障程度，立法機關為撙

節保險基金之支出，適當調整給付範圍乃屬必要，不生歧視問題」。該號解釋作成之後，當初聲請釋

憲之律師即為文指出，系爭就業服務法於大法官作成解釋之前，立法院即已修正系爭條文，取消國籍

限制以順應國際人權保障趨勢，大法官針對修法前之個案適用法律違憲爭議，竟未與時推移，無視於

國際勞工組織「歧視（就業及職業）公約」要求各締約國不得基於種族、膚色之區別，給予就業或職

業機會或待遇上的差別待遇，亦無視於我國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 15條財產權保障，對於剝奪外

籍被保險人保險給付權利之規定作成合憲性解釋。在外籍勞工人權保障之憲法問題上，形成一種「進

步立法、退步解釋」的奇怪現象，大法官在人權保障的貢獻上恐怕非如一般人想像般重大（陳長文、

劉定基，「進步立法、退步解釋」，載於：中國時報，第 15版時論廣場，2003 年 7月 15日）。 

綜觀釋字第 560號解釋之意旨，似乎可以推導出一項基本立場，亦即社會保險給付與其他性質之

社會給付性質不同，二者受平等權之保障程度不同，在後者，立法者得基於財政能力互惠原則之考量，

對本國人及外國人作差別待遇。而聲請釋憲之律師似乎並未完全反對這項基本立場，因為聲請人固然

強調基於國際公約，法律不應以種族、膚色作為社會福利權利賦予之差別待遇標準，但另一方面，聲

請人仍然主張系爭遺屬喪葬津貼屬於社會保險給付，其乃基於被保險人之先行給付而來，具有對價性

質，應受更為完善之憲法保障，包括受平等權與財產權之保障。究竟社會給付權利之賦予，得否以國

籍為差別待遇之標準，又在社會保險與其他社會給付上，何以對本國人與外國人給予差別待遇，受到

的平等原則審查寬嚴不同，這些問題在釋字第 560號解釋中並未真正予以釐清。 

晚近，隨著國際與兩岸交流，人員跨國流動日益頻繁，社會給付是否及於在我國境內之外國人，

以及在境外之本國人，產生許多新的爭議性問題，例如尚未取得我國國籍之外籍配偶（含中國大陸）

在台之生活陷入困境，究竟應給予社會救助抑或令其出境，又如中國大陸人士來台工作、依親或探親，

是否均可加入全民健保，以及在台居留之原因為就業、婚姻抑或探親依親，其社會給付權益應否作不

同處理等等，均曾引發相當尖銳的討論。另一方面，對於我國人民因求學、工作或移民等因素久居國

外，卻經常利用短期返國期間加入健保、立即享受健保給付，一般民眾似乎又抱持較為包容的態度。

這些與國籍相關連的社會給付公平性問題，直接觸及一般民眾「我者/他者」的認知問題，也直指社

會安全制度的核心 – 究竟社會連帶、社會互助的對象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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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從社會法的觀點，又該如何思考國籍與社會給付的關連性？按社會法作為公法的次領域，自

應落實國際人權保障理念，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即強調締約國應無分國籍給予社會安全

權利之保障。但另一方面，上述公約第 2條第 3項仍允許開發中國家在適當顧及人權及經濟的情況下，

得決定給予外國人不同於本國人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保障。再者，一國之社會安全制度如欲永續經營，

必須仰賴社會成員彼此間長期穩固的相互性關係，進而形成社會連帶基礎與社會互助的共識，非本國

籍人民與本國社會成員彼此間是否已建立此種關連性、其強度如何，並不明確。由此顯示，針對國籍

與社會給付關連性的問題，可以從許多不同的觀點切入，且其答案未必一致。究竟受益人之國籍是否

確為社會給付權利賦予之必要條件？社會保險給付與稅收型社會給付有無不同？均有待深入探討。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欲釐清幾項問題： 

首先，保險型或稅收型社會給付權利之賦予，與國籍該項聯繫因素（Anknüpfung）之間，究竟有

何學理上之關連性，大法官釋字第 560號解釋並未闡明，有待深入探究。與此相關的問題是，以國籍

作為社會給付 – 包括社會保險給付或稅收型之社會給付 – 之聯繫因素與區別標準，是否符合平等原

則？尤其我國立法院於 2010 年甫通過「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

法」，其中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9 條明文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第 2 條要求各締約國應擔保各

項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之享有，不得基於種族、膚色、國籍等因素而有區別。以現行法律規範而言，

當社會安全制度上之權利義務存有本國人與外國人之差別待遇時，其合憲性之判斷似乎應較釋字第

560號解釋作成當時更為謹慎。 

其次，本研究欲針對大陸人士來台能否加入健保之相關爭議，釐清目前法規現況，並以上述學理

分析我國健保制度究竟應否納入在台外國人士及大陸地區人民、長期居住於外國之僑民及留學生。尤

其值得注意的是，衛生署繼 98 年 10月 1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00357號函公告，允許以「探親（三）」、

「探親（四）」或「探親（五）」事由申請來台之大陸人士，於入境後四個月以眷屬身分加入全民健保

之後1，近日又將開放陸生加入健保。按健保之財源除來自被保險人繳納之保費外，政府亦按照一定

之比例補助人民保費，外國人加入我國社會保險，其受政府保費補助之正當性為何，即待探討2。再

者，時值國家財政困難、貧富差距擴大之際，開放陸生納保、允許僑民出國停保回國納保等政策引發

諸多批評，究竟此項放寬對我國健保風險分攤、社會互助之機制究竟產生何種影響，有無違反平等原

則，放寬有無界限等問題，均為本研究所欲分析之核心議題。 

 

三、文獻探討 

中文文獻方面，張道義教授「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及「歐洲聯盟社會安全法：

其條約規範及理論探討」兩篇論文，詳細呈現人員跨國流動對社會政策及社會給付立法可能產生的影

響，包括以國際公約設定最低標準，或是各國以雙邊或多邊國際協定或透過歐盟架構整合協調彼此之

社會安全體系、解決法規衝突問題；申請人「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

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一文，則是分析歐體條約所保障的「國籍平等」與「遷徙自由」與憲

                                                 
1
 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送件須知－探親、延期照料：…（三）其在臺灣地區有 2 親等內血親且設有戶籍。（四）

在臺灣地區原有戶籍人民，其在臺灣地區有 3親等內血親。（五）其子女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且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

長期居留或該子女經許可來臺團聚，並懷孕 7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 2 個月未滿。（六）其為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之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之前婚姻未成年親生子女，其年齡在 14歲以下者，或曾申請來臺探親，其年齡在 14歲以

上、18歲以下者。（七）依前款於 14歲以上申請來臺且 14 歲以下（未曾）申請來臺，其年齡現為 14歲以上、20歲以下者。… 
2
 例如大陸專業人士來台，以第六類身分加入健保，同樣受有政府 40 %的保費補助，每月僅須繳納 659元保費，其合理性

受到質疑。參見 http://www.nownews.com/2010/11/10/10844-26629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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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義下的基本權利有何不同，在此脈絡下，進一步分析探討一國對其國民或所謂的「歐盟公民」賦

予社會救助請求權得否為差別待遇。 

而我國社會給付立法對外國人給予差別待遇所產生之各種問題，主要有法律與社會政策兩種學門

領域之文獻可供參考。社會工作學者如王永慈之研究報告，以及潘淑滿、楊婉瑩等教授之論文，係以

性別的觀點分析我國社會安全體系對於外籍配偶社會公民權保障不足的缺失。法律學者中，廖元豪教

授以「平等公民權」為主軸著有多篇論文，分別探討外國人/本國人、政治權/社會權等各種區分交錯

的合憲性，其基本立場是，台灣若要轉化為一個多元、開放、包容的國家，基於國籍所為之差別待遇，

基本上應給予較為嚴格的審查；蔡維音教授「低收入戶認定之審查需求」一文關注到尚未取得工作權

之外籍配偶在我國社會救助法上地位不明的現象；雷文玫教授「低收入社會救助給付與設籍限制之違

憲審查」則是介紹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一項判決，其打破各州政府對於外州遷入的居民請領社會救助經

常設下設籍期間之限制，對於國家/州、國籍/設籍以及社會救助請求權之間的關連性，提供許多值得

深思之法律論述觀點。此外，2006 年有兩篇與本研究議題相關之法律碩士論文，提供若干法制現況

之描述，可供參考。 

    德文文獻方面，收錄於「社會法手冊」（Sozialrechtshandbuch）分別由 Nußberger、Schulte、Steinmeyer

等人執筆之論文，其以國際組織、歐盟以及跨國界的社會法事實等不同觀點，討論德國社會安全制度

的國際因素，分析國際因素對於社會保險權利義務與稅收型社會給付分別產生何種影響。

Haverkate/Huster 以及 Eichenhofer 等學者所著之歐盟社會法與國際社會法教科書，為本研究之重要參

考文獻；同樣地，而歐盟基本權利憲章與歐洲人權憲章已有多本註釋書提供詳細的判例與法律釋義資

料，例如前者有Winkler，後者有 Frowein/Deukert之著作。與歐盟遷徙自由指令、歐盟公民（Unionsbürger）

與社會救助權利等議題直接相關之論文，則有 Heinig, Fasselt, Kunkelt, Eichenhofer 等諸多學者之論文

可供參考。此外，德國馬克斯普郎克國際與外國社會法研究所（Max-Planck-Institut für ausländisches und 

internationales Sozialrecht）亦長期關注相關議題，其所出版之系列叢書中，Joren/ Schulte 主編之「歐

盟共同市場中醫療給付之跨國請領」一書，係以歐洲法院（EuGH）九〇年代兩項重要判決 Decker und 

Kohll 為核心，探討基於歐洲共同市場貨物與服務自由流通之原則，是否即導出健保被保險人得請求

保險醫療服務之跨國給付。 

    英文文獻方面，德國法律學者 Riedel 主編之「社會安全作為人權之一環」（Social Security as a 

Human Right），係以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公約第 9條「社會安全權」（right to social security）為

討論對象，其中 Langford之論文分析社會安全權對於法律、政策與實務產生何種指導作用，該篇論文

指出，南非與瑞士法院已承認取得永久居留權利之外國人，亦能享有社會救助請求權；同書中

Liebenberg之論文則介紹南非在廢除種族隔離政策後，其憲法法院如何透過社會權之承認，修補南非

社會中長期以來伴隨著種族隔離政策所形成的種族、貧富、區域間巨大落差。歐洲人權法院涉及社會

安全制度之判決，可參考 Heredero 編著之 「社會安全作為人權之一環」（Social Security as a Human 

Right）以及 Klaus Kapuy等人所編之「歐洲人權法院社會安全法案例」（Social Security Cases in Europe: 

The European Courts of Human Rights）兩本書籍，其依歐洲人權憲章之條文以及歐洲人權法院見解之

見解予以分類說明，為本研究之重要參考文獻。Grainne de Burca & Bruno de Witte 編著之「社會權在

歐洲」（Social Rights in Europe）一書所收錄之論文包含歐盟社會安全法以及歐洲各國憲法有關社會權

之規定及其釋憲實務之見解。Becker/Oliver主編之「外國人及非正式部門勞工之社會安全保障」（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 for Non-Citizens and Informal Sector Workers）一書，探討南非以及德國對於外國人及

非正式部門勞工之提供何種社會安全保障，並以國際勞工組織各項公約設定之最低標準加以檢證。本

書亦為德國馬克斯普郎克外國及國際社會法研究所主編之系列叢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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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採取文獻分析法，首先擬針對我國目前最具爭議的外國人及大陸地區人民納入全民健

保問題，就其相關法規、文獻加以分析整理，釐清我國現行法制下因婚姻、就業、探親依親等因素來

台居留之外籍人士或中國大陸人士在健保制度中的權利義務與本國人有何差異，同時也將分析相關政

策形成之背景。 

在學理方面，本研究採取比較法之觀點。按國內社會法文獻之探討，著重於內國法秩序下 – 包

括憲法及行政法 – 社會給付立法所形成的權利義務關係，其權利義務主體基本上為本國人，較少觸

及外國人與本國人之間權益是否異同。究竟外國人在我國法域內能否享有等同於本國人之社會給付請

求權，本研究擬借鏡於德國、歐盟與歐洲人權法之理論與實務見解，來強化論述分析的深度，因為一

方面德國社會法已建構相對完備之學理基礎，另一方面歐盟法制即以處理人員跨國流動下社會安全給

付之協調整合為主軸，而歐洲人權法院以及國際公約則對於社會權非歧視性保障之內涵，則提供充分

的討論素材。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原以三年期提出，核定為一年期，爰縮減研究範疇，結合 2011 年全民健保法修正，集中探

討外國人、中國大陸人士以及旅居國外國民來台/返台能否加入健保之議題。本研究計畫之部分研究成

果，於 2012年 6月 16日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主辦之「第一屆翁岳生教授公法研討會」中，以「人員

跨國流動下的社會安全制度 – 外國人平等社會全的法理初探」為題，發表研討會論文一篇。本篇論文

初步研究成果簡述如下： 

（一）國內公法文獻大多認為除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應由本國人與外國人共享外，其餘

參政權、工作權、經濟權得針對本國人與外國人作不同待遇，尤其後二者須視各國已開發之程

度而定，主權國家就此享有較大的裁量空間，但對外國人此等權利之保障不應低於一般文明最

低標準。司法院釋字第 560 號解釋則認為：一、我國社會保險制度除以保費為財源外，亦由國

家以財政支持；二、社會保險給付與其他社會扶助性質之給付性質不同，二者受平等權之保障

程度亦有不同，被保險人眷屬死亡所發給之喪葬津貼，性質上兼具保險給付與社會扶助給付之

性質，此項給付之保障範圍是否及於外國人在國外生活之眷屬，立法者享有較大的裁量空間；

三、就社會扶助條件而言，被保險人之眷屬是否與被保險人於勞保實施境遇內共同生活，反映

其生活上經濟依賴程度不同，未共同生活者，依賴程度較低，我國立法者自得基於保險財務考

量以及國際間互惠規定，給予較為不利之差別待遇。何以社會保險給付與社會扶助之性質差異，

可以推導出立法者是否給予外國人平等對待之形成空間有所不同？其學理基礎為何？大法官與

國內文獻目前並未深入討論。 

（二）觀察各國社會安全制度對外國人保障程度可以發現，其與該國勞動力的跨國流動及移民政策密

切相關。從一國勞動市場實際需求與該國移民政策及社會安全體系能否能同步配合，彼此之間

可能發展出幾種不同的情形：1. 一國在移民政策明確歡迎並鼓勵人員跨國流動時，則該國法令

會傾向強化外國人在社會安全制度中的權利，減少人員跨國流動的法律障礙，同時移出國與移

入國之間也會透過簽署國際協定，基於互惠原則，給予在本國之對方國民社會安全保障。2. 一

國的移民政策與內國勞動市場需求之間並不一致，該國可能缺乏勞動力，需要大量移工，但移

民法規依然嚴格而保守，在此種不明確的情形下，如果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未簽訂國際協定解

決移民社會保障問題，移工的社會保障將完全取決於各該移入國之內國法及政策之寬嚴，而產

生各種分歧的規範方式，它可能給予某類外國人較為優厚的待遇，卻給予另一類較為不利的對

待。3. 另一種極端的狀況則為一國明確採取嚴格移民政策，社會安全體系也隨之對非法移民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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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嚴格的排除措施。以難民為例，雖然許多國家均提供其社會救助給付，但與本國人之社會救

助體系係分開建立，且連結到諸多工作、居住條件限制，並且設定一定期間。這些嚴苛的條件，

目的均在防止難民融入該國社會當中，而非促進其社會融入。由此亦可知，各國社會安全體系

對於合法移入者與非法移入者，採取截然不同的對待措施，對於後者基本上並未非以「平等原

則」作為政策思考的出發點，毋寧強調其與合法移入者之間應有明顯差別待遇，才足以維繫移

民政策的一貫性。就此而言，如何對待非法移民、是否給予社會權利之保障，似乎取決於一國

之「慷慨」而非法律上之義務，不過國際人權法已注意到此一問題，有幾項國際人權文件值得

注意，包括聯合國「經濟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 2 條、第 12 條、1990 年「移工及其家

屬權利保障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第 27條，以及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禁止非人道及貶抑

對待」條款。歐盟會員國目前仍採取一方面強化合法移民之社會保障權利、加速其社會融入，

另一方面僅給予非法移民最基本保障、防止其融入的兩面策略，以維繫其移民政策的正當性。 

（三）就合法移民之社會安全保障而言，比較研究歐盟法與一般國際協定及西方福利國家內國法規範

可以發現，相互性原則是一國是否將外國人納涵進入社會安全體系的重要基準，具有明確相互

性色彩的社會保險制度，其納保或給付通常不以國籍作為要件，相對地，以稅收為財源的社會

給付制度，必須透過「一定期間之合法居留」作為辨識該外國人是否具有成為居留國社群一份

子的責任意識，其意味著該名外國人在居留國可能透過消費、繳稅而與當地經濟產生連結，如

此才能防免福利移民或非法移民破壞相互性，動搖社會安全體系存在的正當性基礎：社群中每

位成員均潛在地可能成為付出者與接受者，而非僅單向地從社群中獲得協助，如此社群成員才

願意不計較付出與接受之間的對價關係，歐盟經濟整合至今尚未能完全超越此一界限，形成歐

盟層次的社會連帶共同體。不可否認地，相互性原則的背後，事實上隱含著各國移民政策共通

的功利主義立場，亦即歡迎有貢獻能付出，不會造成居留國過度負擔的移民，年輕、有技術的

移民較非技術移工更受歡迎，前來平白分享該國國民努力成果的移民則將受到防堵。 

（四）大陸人士來台如何加入健保，健保法本身並無特別規定，理論上應一體適用前述有關外國人納

保之規定，不過實際上相關主管機關另以法規命令以及不定期「公告」的方式，架構出一套繁

複異常的入出境管理規定以及健保法上特殊之權利義務地位，在高度複雜的文字，層層交錯的

適用關係，民主監督制衡未能細膩關照到子法、各項瑣碎行政規則以及不定期公告的情形下，

產生諸多適用上的公平性問題。 

我國全民健保之強制投保對象不以受僱者或就業者為限，全體國民無分經濟狀況均應加入，且

國家對個別被保險人之保費予補助，財務有相當部分來自稅收，基於此種制度設計，對於非因

就業因素進入我國之大陸地區人民設定一定期間之等待期間，毋寧是符合相互性原則。2011年

修正前全民健保法第 10 條第 2項之規定，領有居留文件之非本國人，如具就業身分得立即加入

全民健保，如係具備就業身分以外被保險人資格或為被保險人之眷屬者，必須滿足給予四個月

的等待期間始得加入健保；2011年修正後之全民健保法第 9條將等待期間延長，其規定有一定

雇主之受僱者得立即加入健保，其他情形則須滿足六個月的等待期間，此種就業/受僱與否之區

分乃符合保費制與稅收制社會給付對相互性不同程度的要求。 

除等待期間之外，我國健保保費並非完全由被保險人與其雇主分擔，而是依照被保險人之身分

別、職業別受到來自政府的補助，因此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停留、居留期間，究竟以何種身

分投保，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相對於本國籍被保險人有六類十四目的複雜分類方式（全民健

保法第 27條），衛生署「大陸人士參加全民健保相關規定」只區分受僱者、被保險人眷屬以及

地區人口三類，如為受僱者，原則上將受政府 10 % 保費補助，如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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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依被保險人之身分別與職業別而定，如非前兩者情形而是以地區人口身分投保，則僅須自行

負擔 60 %保費，其餘 40 %保費由政府負擔。依探親名義來台大陸人士，目前概以被保險人眷屬

身分投保，如為任職於公司之被保險人眷屬，政府補助比例可能只有 10 %，如為榮民之眷屬，

政府補助比例即可能高達 70 %，情形不一。至於以投資事業負責人或經理人、專技人員陪同來

台之大陸人士，衛生署一律擬制為地區人口納保，則明顯違反量能負擔原則，其應全額負擔其

保費，主管機關之便宜作法亦已抵觸全民健保法有關投保金額與保費計算之規定。 

（五）本研究認為，基於社會保險之互助原則，保險與保費之間並不具嚴謹對價關係，越是非嚴謹對

價關係，越是需要維繫互助的相互性基礎，同理，相互性特徵越是薄弱的社會給付制度，越需

要確認社會給付受領者與該社群之間有互助的意願與責任意識。從大陸人士納入健保目前所反

映的民主監督不足、相互性基礎受到行政命令破壞等諸多缺失而言，我國健保制度的外國人與

大陸地區人民納保問題，實有必要從移民政策、相互性理論以及國際人權法等不同角度作全面

性檢討。 

 

六、研究成果自評 

本計畫原申請三年期，核定通過縮減為一年期。本計畫研究主題為人員跨國流動下的社會安全制

度，計畫主持人於 2012年 6月 16日第一屆翁岳生教授公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就外國人能否享有

與本國人相同之社會給付權利，進行法理初探，並就全民健保應否納入外國人作了初步討論。 

日前衛生署為配合二代健保修法陸續公布相關子法，針對外僑、外籍生/陸籍生、外籍配偶/陸籍配

偶，以及以探親名義來台之中國大陸人士能否加入全民健保、應如何負擔保費等問題，引發相當大的

政策爭議與討論，適為本研究計畫之核心議題。計畫主持人目前正修改研討會論文，預計針對上述修

法具體爭議問題作更深入討論，完成後將投稿於學術期刊或收錄於專書論文集正式發表，應能為上述

陸生納保等問題提出符合社會保險法理的說明與修法建議。 

又，有鑑於港陸之間因密切交流產生「雙非子女問題」，對香港社會福利產生巨大衝擊，而台灣目

前與中國及東南亞各國之間經貿、婚姻、就學等各方面交流已經相當頻繁，如何維繫開放而公平的社

會安全制度，已在台灣引發輿論大眾高度關注。就此，本研究計畫下已發表之研討會論文以及預計正

式發表的學術論文具有法政策上之參考價值，未來如有針對勞保、國民年金保險或社會救助應否涵蓋

外國人議題，本研究計畫成果應能提供論理與政策辯論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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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國立台灣大學法學院主辦，2012年 6月 16日。 

 

人員跨國流動下的社會安全制度 － 外國人平等社會權的法理初探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   

孫迺翊  副教授  

naiyisun@nccu.edu.tw 

 

 

壹、問題意識說明與界定 

社會福利國家之興起，原係以主權國家為基礎，強調以國家公權力調和社會總體資源不公平分配，

緩和貧富階級差異，使每位國民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享有人格自由發展的平等機會。在社會福利國

家作為主權國家的前提下，本國人離境至國外，或外國人進入本國，並非當然受社會安全制度所保障：

在前者，為國家主權範疇所不及，端視其所停留國家如何對待外國人；在後者，則涉及該國法制是否

願意將外國人視為參與社會互助的成員、將其納涵為社會之一份子。隨著全球化趨勢與國際經貿交流

日益緊密，封閉的社會福利國家體系面臨的挑戰，無論是為消弭國際經貿障礙，或是為保障本國勞工

權益，或為符合國際人權保障，內國的社會安全法制必須回應因人員跨國流動所產生的社會安全保障

不足問題，進而衍生出「國際社會法」的研究領域，其議題包括本國社會法如何延伸其保障效力至國

際勞動者以及在國外所發生的社會法效力，又外國社會法效力是否隨著國際勞動者進入本國，而發生

在我國境內的適用問題以及與本國社會法的競合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除以內國法作單方面規範外，

國際間多透過雙邊或多邊國際協定給予身處其他國家之國民以及在本國之外國人互惠保障3。 

    這些議題對於台灣而言既遙遠又貼近。事實上，台灣因政治、經濟、社會等因素使然，人員跨國

流動相當頻繁，但未見國際社會法之相應發展，其原因可能是過去我國社會安全制度保障對象十分有

限，即使本國人仍有將近半數國民在面臨疾病、老年、失能等風險時未能獲得任何保障，直到 1995 年

全民健保實施之後才有明顯的發展；另一方面受限於國際地位未獲承認，我國法制未能出現社會安全

國際協定，僅能以內國法規範方式來因應人員跨國流動造成的社會安全保障不足問題，例如全民健康

保險法第 8 條規定因公派駐國外之政府機關人員與其配偶、子女仍應參加全民健保，同法第 9 條則規

定在台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居留滿六個月之非中華民國國籍之人，亦為強制投保對象。在國際規範受

限的發展脈絡下，內國法體系是否公平對待外國人、是否符合人權保障基本要求，乃成為國內相關議

題討論的起點。 

近年來，來自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的工作及婚姻移民大幅增加，在工作權、居留權等方面，我

                                                 
3
 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44 卷第 2 期（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43-145。

Vgl. Eberhard Eichenhofer, Sozialrecht, 6. Aufl., 2007, Rn. 8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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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法律體系基於保守的移民政策作相當嚴格規定，其人權保障不足問題受到相當大的批評；在社會安

全體系方面，隨著我國社會安全體系逐漸完備，外國人在我國社會安全體系中是否能享有與本國人相

同之權利義務，也逐漸受到重視。就此，大法官曾於 2003 年作成釋字第 560 號解釋，就當時就業服務

法關於受聘僱外國人在勞保實施區域外亡故不得請領勞保喪葬津貼之規定，認為係為社會安全之考量

所為之特別規定，屬立法裁量範圍，並未抵觸憲法第 7 條平等權及第 15 條財產權之意旨。 

依照本號解釋之意旨，社會保險給付上給予本國人及外國人差別待遇，並不違反平等原則，不過

事實上每當涉及外籍人士被納入或被排除於社會安全體系的問題時，仍會引發諸多爭議，且輿論大眾

的看法並非完全一致，例如中國大陸人士來台探親依親或長期居留於外國之本國人利用短暫居留期間

加入健保、享有健保給付，即被認為有濫用健保資源之疑義4，相反地，終生貢獻於台灣的外籍丁德貞

修女晚年失智失能，卻因非本國人民無法享有長照十年計畫的照顧，而有將「馬偕計畫」擴大到長期

照護給付的呼聲5。究竟一國的社會安全體系能否對本國人/外國人作差別待遇？國籍可否作為社會福利

資源配置差別待遇的合理理由？針對這個問題，本文將先回顧國內目前學說與實務見解（第貳部分），

再從國內目前論述未竟之處，亦即移民政策、勞動市場以及社會安全體系基本原則三者之關連性，進

一步分析外國人平等社會權在何種範圍內應享有何種程度之平等社會權6（第參部分），國際公約對於

外國人之社會權又有哪些規範（第肆部分），之後以外國人及中國大陸人士參加我國健保之相關爭議加

以評析（第伍部分）。 

在進入討論之前，先就「外國人」之範圍加以說明與界定。本文所稱之外國人，除一般外國人外，

也包括中國大陸人民與港澳人民，後二者並不具中華民國國籍7，依照憲法增修條文第 11 條「自由地

                                                 
4
 例如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與政大公企中心於 2010 年舉辦「二代健保法案論壇」，台灣、中國大陸與外國人在健保納保與

給付上的糾結即為討論的議題之一。會議記錄參見楊銘哲、廖元豪、陳節如、郭明政，「二代健保法案論壇」會議紀錄之四，

月旦法學雜誌，第 193 期，2011 年 6 月，頁 230-244。 

因大量外來者分享大量社會福利資源所引發的爭議，亦見於日前引發港陸之間緊張關係的「雙非子女」問題。「雙非」

兒童指父母皆非香港永久居民而在香港出生的兒童。香港終審法院於 2001 年在莊豐源案確立大陸居民即便無香港永久居民

身分，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分，而香港基本法第 36 條規定：「香港居民有依法享受社會福利的權利。

勞工的福利待遇和退休保障受法律保護」。參見連雋偉，香江趕「蝗蟲」拒陸孕婦來港生子，中國時報 A13 版兩岸新聞，

2012 年 2 月 2 日； 
5

 李德順，「中央、地方同步，馬偕計畫納入長照」，聯合報國內要聞 / 綜合， 2011 年 12 月 1 日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6753114.shtml （最後瀏覽日：2012 年 5 月 19 日）。 

馬偕計畫係由內政部中華民國於 100 年 5 月 26 日台內社字第 1000106205 號函頒，同年 6 月 1 日實施。該計畫給予特定

外籍人士乘坐國內交通工具半價優待，優待對象指在我國居住 20 年以上，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且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以下簡稱移民署）發給外僑永久居留證，並年滿 65 歲，對我國長期奉獻服務或具有特殊貢獻之外籍人士，長期奉獻服

務或具有特殊貢獻的領域包括社會福利、醫療服務、宗教、教育、文化等。 
6
 在本文脈絡下，社會權指法律或行政命令所賦予之社會給付請求權，而非憲法上社會基本權或基本國策條款。 

7
 在我國增修條文第 11 條以及入出境移民法、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國籍法、戶籍法等

構成的法規範體系下，國籍、戶籍、定居、國民身分證取得這幾項要素之間的關連性，仍存有許多模糊地帶。外國人得在

台灣停留、居留、長期居留，經歸化後得辦理戶籍登記，取得國民身分證；相對地，大陸地區人民與台灣地區無戶籍人民

則多了透過定居辦理戶籍登記、取得國民身分證的途徑，無須另經歸化。大陸地區人民來台，依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有停

留、居留、長期居留以及「定居」之分，一旦經核准定居，依戶籍法第 15 條規定，無須經過歸化，即應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取得國民身分證；至於台灣地區無戶籍之中華民國國民，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仍有停留、居留與定居之分，其經核准

定居者，依戶籍法第 15 條規定，亦應辦理初設戶籍登記，並取得國民身分證。 

這三種類型當中最有疑義者，乃為大陸地區人民究竟是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人，還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之人，或

兼而有之？何以能夠跳過歸化程序取得國民身分證？在台定居、辦理戶籍登記並取得國民身分證之大陸人民，即成為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下的台灣地區人民，其是否仍保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是否因而取得中華民國之國籍？這些疑問大法官

於歷來幾號解釋，如第 328 號、第 329 號、第 475 號、第 497 號及第 558 號等均避而不談，模糊處理。參照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第 11 條「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人民，年滿二十歲…有選舉權」以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4 條「中華民國國民，

年滿二十歲…有選舉權」之規定，以及目前取得戶籍登記之大陸地區人民即可享有投票權之作法加以「反推」，大陸地區人

http://udn.com/NEWS/NATIONAL/NAT5/675311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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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與大陸地區間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之規定，由立法者於

「入出國及移民法」之外，另行訂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稱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以及「香港澳門關係條例」作為規範依據，大陸地區人民與港澳人民應可歸屬於特殊身分之外國人8。 

 

貳、我國關於外國人權利與平等對待之學說與實務見解 

    關於外國人權利保障及其與本國人間平等對待問題，近年來受到國內文獻關注，探討的層面包括

入出境權利、居留權利、人身自由9、工作權、家庭團聚權10等不同面向，本文僅就一般性論述歸納幾種

較為明顯的不同立場，個別議題與本文題旨較無直接關連，不一一詳述。 

 

  一、關於外國人基本權保障與平等對待之一般性論述 

    關於外國人基本權保障與平等對待之一般性論述，國內學者見解大致可歸納為兩種較為明顯差異

立場： 

學者李震山認為，我國憲法第 7 條平等權之保障，不宜侷限於「中華民國國民」之條文字句，而

應涵蓋本國人與外國人，在我國境內之外國人應受平等對待，但並不表示其與本國人應受相同對待。

從憲法對人民權利之規定以觀，可歸納出三種規範層次：一、作為人即享有之權利，如生命權、人身

自由權、身體不受侵犯權、思想、信仰等權利，不得對外國人與本國人作差別待遇；二、與國家主權

意識具有強烈關連性之權利，如入境權、參政權、服公職權、政治活動權等，應屬本國人之基本權利，

外國人之該等權利將受到較多限制；三、介於中間型態的權利，如工作權、財產權等，是否享有以及

享有之範圍，須視各國已開發之程度而定。但總體而言，對外國人基本權利保障應以不低於一般文明

最低標準為原則11，這點在我國訂定「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施行法」之後，

已有明確的國際規範可循。學者李建良之見解基本上與李震山教授近似，亦即人身自由權、言論自由、

信仰自由應由本國人與外國人共享，參政權係根據國民主權原理而來，非國民不得享有，至於工作權、

受國民教育權等權利之保障，通常是個人所屬國家之責任，與該國之政治、經濟條件具有密不可分關

係，憲法上並不保障外國人享有此等權利，但立法機關仍得允許外國人於國內工作，尤其是取得永久

居留的外國人12。 

                                                                                                                                                                                  
民取得台灣地區之戶籍者，成為台灣地區人民，「似乎」即可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詳見李建良，人民與國家「身分連結」的

法制詮要與法理探索，台大法學論叢，第 3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1-60。 
8
 李震山，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2003 年 7 月，頁 55；李建良，人民與國家「身

分連結」的法制詮要與法理探索，台大法學論叢，第 36 卷第 4 期，2007 年 12 月，頁 28。   
9
 可參見李建良，大陸地區人民的人身自由權，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11 期，2000 年 6 月，頁 131-137。 

10
 可參見蔡震榮，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漲論驅逐出國處分，法令月刊，第 60卷第 8期，2009年 8月，頁 60-1165-60-1181；

施慧玲、陳竹上，論婚姻移民之平等保障 – 全球法本土化的考察與反思，月旦法學雜誌，第 189 期，2011 年 2 月，頁 37。 
11

 李震山，論移民制度與外國人基本權利，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2003 年 7 月，頁 56-60。 
12

 李建良，外國人權利保障的理念與實務，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48 期，2003 年 7 月，頁。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學者吳庚的見解。吳庚認為，我國憲法第 7 條以次之各種自由及權利，除居住遷徙自由（第 10 條）、

集會結社自由（第 14 條）、選舉罷免創制複決權（第 17 條）、考試服公職權（第 18 條）、國家賠償權（第 24 條）外國人不

能與本國人同等程度享有外，其餘權利解釋上無分國籍之必要。參見吳庚，憲法的解釋與適用，3版，2004年 6月，頁 142-143。

依學者廖元豪之見，吳庚大法官已經開始反省上述三分法的妥適性，同時也認為外國人與本國人之權利乃「程度有別」，而

非根本否定外國人之權利主體性，參見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

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85 註 6；學者蔡震榮則將吳庚大法官的看法歸為少數意見，與多數意見

將基本權利之性質區分為三類給予不同程度保障的立場不同，參見蔡震榮，自外籍配偶家庭基本權之論驅逐出國處分，法

令月刊，第 60 卷第 8 期，2009 年 8 月，頁 60-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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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廖元豪認為上述三種分類方式缺乏我國憲法依據，且將人權保障與政治權力、經濟資源之脈

絡切割，這種封閉主權的概念不符合全球化的現實。廖教授主張憲法人權不應以身分來劃分保障對象，

而應及於憲法所及範圍之人，至於程度與方法，應以相關人家權力的關係密切程度，以及需要保護的

程度來判斷13。就此，廖教授提出「平等公民權」的理論，強調權利的享有意味著「被納涵於社會」，

認為每個人都應被當作受尊重、負責任、持續參與社會的成員；台灣作為一移民社會，憲法應擔任多

元整合的功能，包含不同族權的歷史認同與主體性，對於涉及「國家成員資格」之法令，包括狹義參

政權、參與公共決策之政治性權利如表現自由、結社自由，涉及基本穩定生存條件的生存權、人身自

由、維繫基本生活的經濟與生活條件，不因難以改變之「身分」而受現實上不利益之平等權，應受較

為嚴格的憲法審查；相對地，如系爭法令與平等公民權無直接關係，那麼在審查標準上應採寬鬆的審

查態度14。在外國人人權方面，廖教授認為，即便強調「內外有別」，同樣是外國人，亦應區分與台灣

關係的密切程度，對於以永久居住為目的之婚姻移民，應視為「準公民」對待，賦予其完整的公民權

利，包括選舉權，而國際移工在台時間雖然較短，但對台灣貢獻良多，在台期間也極度依賴台灣法令

政策與社會保障，原則上也沒有理由拒絕其享受任何憲法上的權利
15
。 

我國釋憲實務上與上述議題相關者有釋字第 497 號及第 618 號兩號解釋，而兩號解釋都是涉及大

陸地區人民與本國人民之間的平等對待問題。釋字 497 號解釋所審查之對象為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 10 條及第 17 條授權訂定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及「大陸地區人民在台灣地區

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聲請釋憲之個案事實為主管機關對於逾期居留之大陸地區人民，於其再次申請

入境時作成不予許可入境之決定，釋憲聲請人認為上開法令侵害其家庭團聚權與平等權。大法官在本

號解釋中，僅以相關法令係在確保台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符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之立法意旨，尚

未逾越母法之授權範圍，為維護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等抽象而簡要之理由，認定相關法令

並未違反憲法第 23 條，也因此受到廖元豪教授批評，認為該號解釋並未實質權衡公共利利益與家庭團

聚權利之間的必要關連性，公共利益只淪為大法官作成「大陸人民無人權」的擋箭牌而已16。 

較能展現上述觀點差異者，應為大法官解釋第 618 號解釋17。本號解釋涉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21 條第 1 項前段有關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台灣地區者，非在台灣地區設有戶籍十年，不得擔任公

務人員之規定。大法官認為公務人員經國家任用後，即與國家之間發生職務關係及忠誠義務，其職務

之行使，乃是代表國家行使公權力，在兩岸政治仍處於分治對立的情形下，政治、經濟與社會體制有

重大之本質差異，為確保台灣地區安全、民眾福祉暨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之特別規定，其目

的洵屬正當，原設籍大陸地區人民設籍台灣未滿十年者，對自由民主憲政體制認識與其他台灣地區人

民容有差異，故對其擔任公務人員之資格與其他台灣地區人民予以差別待遇，亦屬合理，與憲法平等

                                                 
13

  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83-104。 
14

 廖元豪，建構以平等公民權（Equal Citizenship）為基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收錄於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務（下冊），第六輯，2009 年 7 月，頁 365-428。 
15

 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102。 
16

 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96。 
17

 至於釋字第 454 號解釋及釋字 558 號則與「在台灣地區無戶籍之中華民國國國民」申請在台灣地區之居住遷徙自由以及

入出境自由權利相關，與外國人之權利問題層次不盡相同，本文暫不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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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及憲法增修條文之意旨尚無違背。此號解釋涉及服公職權，屬於廣義參政權的一種，如果依照前

述第一種立場之見解，涉及國家主權之建構與行使，更何況在兩岸政治經濟社會體制有重大本質上差

異的前提下，得給予外國人較多之限制18；相對地，從平等公民權的觀點而言，此種涉及參政權限制之

法令，釋憲機關應從嚴審查，廖教授認為任何受中華民國國家權力統治，且與我國有密切關係之人，

都應定位為社群成員，應受與國民相同之保障，至少應被視為「準國民」，據此，廖教授對於釋字第

618 號解釋提出嚴厲批評，認為大法官將百分之百具有形式公民身分的自由地區人民視為外人，無異

於由釋憲者對「主權者」宣稱其與台灣地區人民相比，還不是真正的「成員」19。 

 

二、關於外國人之社會給付請求權 – 大法官釋字第 560 號解釋 

在一般理論之外，論及外國人之平等社會權者，目前僅有大法官釋字第 560 號解釋。按我國憲法

第 153 條要求國家應實施保護勞工與農民的法律，第 155 條要求國家應實施社會保險。為此，我國定

有勞工保險條例，依該條例第 5 條第 3 項規定，在職外國籍員工亦為勞保之強制投保對象。依照勞工

保險條例之規定，被保險人於生育或因傷病、老年、失能、死亡等因素導致薪資中斷或經濟負擔增加

時，享有保險給付請求權。 

釋字第 560 號解釋之事實背景略為：釋憲聲請人為德國籍人士，受僱於台灣拜耳公司，依我國勞

工保險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參加勞工保險，投保期間聲請人之德籍母親於德國去世，聲請人乃依勞工

保險條例請領喪葬津貼給付，但舊就業服務法第 43 條第 5 項規定，受聘僱外國人其眷屬在勞工保險

條例實施區域外死亡者，不得請領保險給付。聲請人認為勞工保險條例以被保險人之國籍以及保險事

故發生地作為差別待遇之標準，抵觸平等原則與財產權保障之意旨。 

大法官於釋字第 560 號解釋認為，勞保提供之眷屬喪葬給付，是以被保險人以外之人發生保險事

故作為給付之項目，有別於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考其意旨，乃係為減輕勞工家庭因至親遭逢

變故所增加之財務負擔，以維護其生活安定，與通常勞工保險提供之給付性質不同，系爭眷屬喪葬津

貼乃兼具社會扶助之性質，而「眷屬身居國外未與受聘僱外國人在條例實施區域內共同生活者，與我

國勞工眷屬及身居條例實施區域內之受聘僱外國人眷屬，其生活上之經濟依賴程度不同，則基於該項

給付之特殊性質，並按社會安全制度強調社會適當性，盱衡外國對我國勞工之保障程度，立法機關為

撙節保險基金之支出，適當調整給付範圍乃屬必要，不生歧視問題」。事實上，在該號解釋作成之前，

立法院已修正系爭就業服務法條文，取消國籍限制以順應國際人權保障趨勢，該號解釋作成之後，當

初聲請釋憲之律師即為文指出，大法官針對修法前之個案適用法律違憲爭議，竟未與時推移，無視於

國際勞工組織「歧視（就業及職業）公約」要求各締約國不得基於種族、膚色之區別，給予就業或職

業機會或待遇上的差別待遇，亦無視於我國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及第 15 條財產權保障，對於剝奪外

籍被保險人保險給付權利之規定作成合憲性解釋。在外籍勞工人權保障之憲法問題上，形成一種「進

步立法、退步解釋」的奇怪現象20。 

                                                 
18

 不僅是大陸地區人民，一般外國人亦有限制。國籍法第 10 條亦限制外國人經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自歸化時起十

年之內尚不得擔任總統、副總統之職，政務官職、特任官職、民選地方首長之職、陸海空軍將官之職以及其他比照簡任第

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職。 
19

 廖元豪，建構以平等公民權（Equal Citizenship）為基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收錄於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務（下冊），第六輯，2009 年 7 月，頁 414。 
20

 陳長文、劉定基，「進步立法、退步解釋」，載於：中國時報，第 15 版時論廣場，200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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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釋字第 560 號解釋，其論理大致可歸納為以下三點：一、我國社會保險制度除以保費為財源

外，亦由國家以財政支持；二、社會保險給付與其他社會扶助性質之給付性質不同，二者受平等權之

保障程度亦有不同，被保險人眷屬死亡所發給之喪葬津貼，性質上兼具保險給付與社會扶助給付之性

質，此項給付之保障範圍是否及於外國人在國外生活之眷屬，立法者享有較大的裁量空間；三、就社

會扶助條件而言，被保險人之眷屬是否與被保險人於勞保實施境遇內共同生活，反映其生活上經濟依

賴程度不同，未共同生活者，依賴程度較低，我國立法者自得基於保險財務考量以及國際間互惠規定，

給予較為不利之差別待遇。其中最為關鍵的論點在於社會扶助給付與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不同，立法者

以國籍或保險事故發生地作差別待遇之形成空間也有不同。何以如此？大法官未有完整說明，從其推

論以觀，似乎與社會給付之財源來自於保費或來自於國家稅收財政支援有關。 

    學者廖元豪對本號解釋所隱含的「外國人無權領取社會福利」思維提出嚴厲批判，其主要的立論

基礎有二：一、外國人依法強制參加勞保，繳納保費，在此範圍內與本國人之地位相當，與台灣亦有

密切關連，喪葬津貼雖為社會福利措施，也是具有對待給付性質的給付措施，釋字第 560 號解釋僅以

寥寥數語即否定外籍勞工的平等權與財產權。二、眷屬有無在台共同生活，與生活上經濟依賴程度並

無直接關連性，許多藍領階級外籍勞工在台工作所得正是其家庭經濟主要來源，且藍領階級外籍勞工

之眷屬受限於我國法令，根本無法來台共同生活，豈能要求其負擔不利後果？21
 

   

三、釋字 560 號解釋與學者分析未盡之處 

以釋字第 560 號所涉及之社會保險給付請求權而言，參照前述外國人基本權保障與平等對待的一

般性論述，無論是否將其視為憲法社會基本權或僅為法律所賦予之權利，該號解釋之結論似可分別獲

得來自兩種不同立場的支持：依照三分法，社會給付請求權涉及國家對國民之照顧義務，並取決於當

時社會經濟條件，憲法上並不保障外國人享有此等權利，立法者就此享有裁量自由；而依照學者廖元

豪提出之平等公民權理論，被保險人眷屬死亡所得領取之喪葬津貼並非政治性權利，未必能納入公民

平等權範疇而受到高度保障，換言之，立法者所作之差別待遇，除非解釋上將其定性為基本、穩定生

存條件之權利22。 

不過釋字第 560 號解釋已提出比三分法更進一層的判斷標準：亦即社會保險給付與社會扶助給付

之區別，外國人所受平等對待保障程度也將因此而有不同。就此，廖教授於「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

之民」一文中強調喪葬津貼具有保費繳納之對待給付性質，釋字第 560 號解釋等於否定外國人之財產

權與平等權23，似乎並未挑戰此種區分方式；同樣地，釋憲聲請人亦未完全反對這項基本立場，因為聲

請人固然強調基於國際公約，法律不應以種族、膚色作為社會福利權利賦予之差別待遇標準，但另一

方面，聲請人仍然主張系爭遺屬喪葬津貼屬於社會保險給付，其乃基於被保險人之先行給付而來，具

                                                 
21

 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93-95。 
22

 廖元豪，建構以平等公民權（Equal Citizenship）為基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收錄於廖福特主編，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務（下冊），第六輯，2009 年 7 月，頁 413-414。廖教授於文中亦認為，不涉及剝奪最低生存條件之財產權，以及國民義務

教育以上之受教權未必能納入平等公民權範疇。 
23

 廖元豪，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 – 檢視批判「移民無人權」的憲法論述與實務，月旦法學雜誌，第 161 期，2008

年 10 月，頁 94。廖教授「建構以平等公民權為基礎的憲法權利理論途徑」一文發表於「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一

文之後，可能因此並未於「移民 – 基本人權的化外之民」文中以平等公民權理論來檢討釋字第 560 號解釋，而是直接切入

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以及家屬經濟依賴性兩項爭點進行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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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對價性質，應受更為完善之憲法保障，包括受平等權與財產權之保障。換言之，廖教授與釋憲聲請

人仍在「社會保險」與「社會扶助」區分的前提下，主張立法者不應對外國人與本國人之喪葬津貼權

利作差別待遇。 

何以社會保險給付與社會扶助之性質差異，可以推導出立法者是否給予外國人平等對待之形成空

間有所不同？其學理基礎為何？大法官與國內文獻目前並未深入討論，本文將於以下第參及第肆部分

詳加討論。 

 

參、人員跨國流動、移民政策、勞動市場與社會安全制度之間的多重關連性 

    在探究社會保險與社會扶助給付之區分，何以推導出外國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平等權保障之前，必

須先回歸到最根本的問題點：究竟一國的社會安全制度應否將外國人一律納入社會安全體系給予保障，

其保障程度與本國人是否相同？若僅從社會法與社會政策層面探討這個問題，可能有其侷限性，因為

社會安全體系本身與勞動市場緊密連結，社會安全體系對外國人之納涵程度，與勞動市場對外國人力

的需求狀況緊密相關，也與該國民政策對外國人是否友善間接相關。社會安全法制作為國家總體法秩

序的一環，必須與該國之勞動政策及移民政策作總體觀察，才能在平等權的審查上，為「合理」差別

待遇找出判斷基準。 

 

   一、人員跨國流動對社會福利國家帶來的衝擊 

按福利國家透過社會安全制度，提供其國民符合人性尊嚴的物質生活基礎，預防社會風險發生造

成的所得不安定，使每位國民都能不受限於經濟能力而實現其自由權與參政權。就其本質而言，它意

味著國家公權力介入調整市場機制所產生的資源配置關係，帶動的大規模資源與所得重分配。福利國

家社會安全制度的正當性，奠基於一種潛在的相互性關係（Gegenseitigkeit），個人不只是單向性地接

受其他成員的協助，而是各依其能力提出貢獻，在風險事故發生需要他人協助時，互相幫忙渡過難關，

社會中每位成員都可能成為受益者與給予者，當其需要協助時可能從這個制度受益，當其有能力時也

為這個制度付出，但彼此之間的付出與受益，並非處於絕對的對價關係，毋寧是表彰一種「我群」的

社會連帶（Solidarität）意願，彼此之間有一種並肩共濟的責任意識存在；相對地，當社會成員只為自

己的利益計算，而盡可能迴避應盡的義務或無止境地擷取共同體的資源，社會互助的相互性便會受到

動搖，社會安全體系將流失其正當性基礎。這種社會連帶的「我群」共同體，基本上是以主權國家為

界限框限起來，國家在其領土疆界內，才能有效調整消費與生產，進行資源重分配24。 

然而全球化貿易體制與勞動力跨國流動，已不可避免地衝擊到福利國家封閉的疆域框架，而且通

常是經濟發展狀況較為良好、社會安全體系較為完善的已發開國家受到外來移民的衝擊較大25。對於這

些國家而言，原先以「國民」作為認同基礎的命運共同體，對「非我群」的外來移民通常採取除拒斥

態度，因為「我群」對「他群」的互助責任意識有所疑慮，不確定彼此之間是否能夠建立公平的相互

性關係，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經濟景氣與福利政策同時緊縮的情形下，我們常將生活水準與福利待

                                                 
24

 呂建德，全球化、社會公民權與民主，台灣政治學刊，第 7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201-205；孫迺翊，憲法解釋社

會保險制度之建構，台大法學論叢，第 35 卷第 6 期，2006 年 11 月，頁 263-267。 
25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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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下降的原因歸諸於外來移民26。這是一國的社會安全體制大體上對於「外來者」大多採取排、給予差

別待遇的主要原因所在。這種社會福利的排斥，與經濟、社會、政治與文化多方面排斥相互結合，可

能帶來移民邊緣化、貧困化與文化衝突等問題，這也促使福利國家必須重新思考如何在多元、異質的

社會成員中重新建構相互性基礎，再次透過社會權利的賦予，強化其社會整合的功能，進而型塑出外

來移民者作為共同體一分子的「我群」認同感27。 

 

    二、勞動市場、移民政策與社會安全制度 

    勞動力的跨國流動通常與國與國之間經濟狀況差異有關，除此之外政治不穩定產生的難民也經常

導致大量人員跨國流動，不過勞動市場的人力需求的確是造成人員跨國流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移民

政策居於各該國家對於人員跨國流動的把關地位，在此必須一併納入考量，從一國勞動市場實際需求

與該國移民政策及社會安全體系能否能同步配合，彼此之間可能發展出幾種不同的情形28： 

當一國在移民政策上，無論基於經濟發展因素或勞動市場需求，明確歡迎並鼓勵人員跨國流動時，

則該國法令會傾向強化外國人在社會安全制度中的權利，減少人員跨國流動的法律障礙，同時移出國

與移入國之間也會透過簽署國際協定，基於互惠原則，給予在本國之對方國民社會安全保障29。目前勞

動市場、移民政策與社會安全制度之間整合最為嚴密者，應為歐盟經濟整合下所推動的各會員國之間

社會安全制度居間整合制度（Koordinierung）及設定最低基準的整合機制（Harmonisierung）。前者的

功能在於解決人員跨國流動時如何適用各國相競合社會法或如何解決各國社會法之間的規範漏洞，使

經濟移民不因社會安全保障不足而裹足不前，就此歐盟於理事會制定 1408/71 號規則（VO(EWG) Nr. 

1408/71）規範各國社會安全制度居間整合之實體事項，2004 年重新整編為 883/2004 號規則（VO (EGW) 

883/2004）；後者則是由歐盟設定一套基準，設定時程由各會員國自行調整內國社會法，藉此使各會員

國之生活與工作條件能夠漸趨一致，例如老年安全保障體系與健康照顧政策之協調30。 

第二種可能則是一國的移民政策與內國勞動市場需求之間並不一致，該國可能缺乏勞動力，需要

大量移工，但移民法規依然嚴格而保守，在此種不明確的情形下，如果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未簽訂國

際協定解決移民社會保障問題，移工的社會保障將完全取決於各該移入國之內國法及政策之寬嚴，而

產生各種分歧的規範方式，它可能給予某類外國人較為優厚的待遇，卻給予另一類較為不利的對待。

舉例而言，在 1970 年代發生石油危機，使得歐洲各國移民政策由寬鬆轉為緊縮，但實際上勞動市場仍

有人力需求，各國只好妥協改採短期許可方式，允許季節工或短期定期工進入居留，此時，社會安全

體系可能基於移工之工作型態、合法或非法入境、移工國籍等因素，給予直接或間接差別待遇，並未

                                                 
26

 呂建德，全球化、社會公民權與民主，台灣政治學刊，第 7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213-215；蕭揚基，移民與民族

國家：一個公民身分的觀點，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第 6 卷第 2 期，2010 年，頁 65-66。 
27

 呂建德，全球化、社會公民權與民主，台灣政治學刊，第 7 卷第 2 期，2003 年 12 月，頁 222-223；孫迺翊，歐盟人民社

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606-608。 
28

 Gijsbert Vonk, 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aw: Some European Dilemm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Vol. 3/4, 

2002, pp. 316-317.  
29

 Gijsbert Vonk, ibid, pp. 322-323. 不過 Vonk 也指出，類此國際協定雖然是基於互惠原則加以簽訂，但大體上而言對於輸送

廉價勞力到他國的國家較為有利。 
30

 詳參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44 卷第 2 期（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56-159；

近期發展之介紹，參見孫迺翊，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

美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583-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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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其與本國人完全相同的權利，例如德國允許年限為兩年之短期工進入德國工作，其工作條件比照

德國集體勞動契約，但在兩年工作期間並不得加入德國社會保險制度，而須仰賴其原有國家之社會安

全體系給予保障31。此種社會安全法制上的差別待遇即容易受到平等原則的挑戰，歐洲人權法院與歐洲

法院諸多判決即透過平等原則擴張了外國人的社會權保障32。 

另一種極端的狀況則為一國明確採取嚴格移民政策，社會安全體系也隨之對非法移民採取嚴格的

排除措施。以難民為例，雖然許多國家均提供其社會救助給付，但與本國人之社會救助體系係分開建

立，且連結到諸多工作、居住條件限制，並且設定一定期間。這些嚴苛的條件，目的均在防止難民融

入該國社會當中，而非促進其社會融入33。 

 

  三、合法移入與非法移入者在社會安全體系中的差別地位 

    從上述說明可知，即便強調社會融合的重要性，各國社會安全體系對於合法移入者與非法移入者，

仍採取截然不同的對待措施，對於後者基本上並未非以「平等原則」作為政策思考的出發點，毋寧強

調其與合法移入者之間應有明顯差別待遇，才足以維繫移民政策的一貫性。在此涉及移入國與移出國

之間，以及移入國之本國人與非法移民之間的利益衝突：非法移民的成因複雜，許多情形是來自移出

國與移入國之間的明顯經濟落差，移入國勞動市場「黑市」對彈性、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對於貧無立錐

之地的窮國人民而言具有相當吸引力。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原先為合法移入者，而後因移入國法令變

更或工作許可無法更新而成為非法移入者。對於移入國而言，如果賦予非法移民社會給付權利，可能

吸引更多非法移民進入，造成財政上重大負擔，而且此舉與其本身移民政策相衝突34。然而矛盾的是，

非法移民在移入國中缺乏合法居留權利，也同時被所有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所拒斥，其最低

生存需求之滿足，最終也只有移入國才有能力給予確保35，尤其是醫療照顧。 

    缺乏接受醫療照顧的管道，使得非法移民的健康狀況更為脆弱，比本國人更易受到傳染疾病的侵

襲，最後反而降低移入國對於傳染疾病預防工作的效益，因此英、法等移入國基於本國的利益以及人

道考量，開始檢討完全拒絕給予非法移民醫療照顧的作法。以英國為例，其公醫制度提供普及性醫療

服務，它提供醫療服務的對象為定居於英國的合法居民（resident），不分其國籍、繳費與否與資產狀況，

對於外籍訪客或非法移民，僅於其有緊急醫療需求時（emergency）才提供免費之立即必要醫治

（immediately required treatment），且實務上對於「緊急狀況」、「立即必要醫治」等要件均採相當嚴格

解釋，必須到達無法合理期待病人返家後治療的程度。至於非緊急醫療照顧，地區健康照顧中心（General 

Practitioners, GPs）享有裁量權，得以決定是否將就醫之外國人病人登錄為外籍訪客（overseas visitors）

或登錄為「暫時性病人」（temporary patient），透過公醫體系提供免費醫療照顧，或要求其以自費病人

                                                 
31

 Gijsbert Vonk, pp. 327-328.  
32

 Gijsbert Vonk, 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aw: Some European Dilemm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Vol. 3/4, 

2002, pp. 324-315; 326-327.  
33

 Gijsbert Vonk, ibid, p. 329. 
34

 Angelika Nussberg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to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p. 33-34. 詳細區分的話，移民可分為合法進入之移工（migrant worker）、難民

（Refugee）、血緣因素的移民（Ethnic Migrants）、非法移民（Illegal Migrants）及基於季節性工作、就學、旅遊等因素而移

入的暫時性移民（Temperary Migrants），對於此類暫時性移民而言，最需要疾病醫療保障而非年金、失業等保障，參見 Angelika, 

Nussberger, ibid, pp. 35-40.  
35

 Sylvie Da Lomba,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for Irregular Migrants: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Babara 

Bogusz, Ryszard Cholewinski, Adam Cygan and Erika Szyszczak (Ed.),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Human Rights: Theoretica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2004, pp. 36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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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付費。對於非法移民而言，提供住所地址供地區健康照顧中心登錄無異於將自身非法居留身分曝

光，也因此在就醫上遇到相當大的阻礙36。 

就此以觀，如何對待非法移民、是否給予社會權利之保障，似乎取決於一國之「慷慨」而非法律

上之義務，不過國際人權法已注意到此一問題，有幾項國際人權文件值得注意：首先，聯合國「經濟

社會暨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ICESCR）第

12 條要求各締約國應確保人人於患病時能夠得到醫療照顧的條件，但第 2 條也給予締約國裁量空間，

亦即締約國應盡最大能力個別採取步驟來實現上開目的，使得移入國反而得以資源有限為由，將保障

不足的現況加以正當化；此外 1990 年「移工及其家屬權利保障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All Migrant Workers and Members of their Families）第 27 條明文要求締約國應

給予移工及其家屬緊急醫療照顧，且不得因移工之合法或非法身分給予差別待遇，且須與其本國人在

同等的基礎上受到醫療照顧，不過批准該項公約者多為移出國，許多移入國如英國等無意簽署，使其

發揮的功能受到限制37。目前對於非法移民基本生存保障發揮較大保障作用的國際人權文件，應為歐洲

人權公約，因為其有歐洲人權法院作為後盾。歐洲人權公約雖未明文保障健康權，但歐洲人權法院已

於判決中明確指出，締約國境內人民，因自然引發之生理或心理疾病，因政府消極遲延救治或不予救

治導致其惡化，可能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3 條禁止「非人道及貶抑對待」（inhuman and degrading 

treatment）條款38，此外亦有可能因此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第 2 條生命權之保障或第 8 條家庭生活權利之

保障。歐盟會員國目前仍採取一方面強化合法移民之社會保障權利、加速其社會融入，另一方面僅給

予非法移民最基本保障、防止其融入的兩面策略，以維繫其移民政策的正當性39。有關非法移民之基本

生存照顧及其保障程度問題，本文暫不作詳盡介紹，仍回歸以合法移民為討論主軸。 

 

肆、合法移入者的平等社會權 

    福利國家的社會安全體系係由各種不同制度所構成，其所得重分配效果依各該制度之給付目的、

財源與給付要件而有不同。其中社會保險制度已經成為社會安全體系最為重要的一環，它以繳納保費

為要件，相對地，社會救助、社會扶助等給付之提供則以稅收為財源，不以受益人先前繳納保費為必

要；前者著重於抽象風險之事前預防，後者則於需求具體發生時始發生法律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就財

源而言，保費與稅收在所得重分配的效果上亦有差異，保費通常僅反映薪資所得，相較於所得稅其所

得重分配效果較為有限。而就給付內容而言，除金錢給付以外，醫療給付與其他福利服務之提供，後

二者如能以普及性權利性質廣泛提供，而不以資產調查為要件，其所得重分配效果亦將十分明顯。對

移入國而言，是否無分何種內容、何種目的之制度，均應一律保障合法移入的外國人與本國人享有同

樣的權利地位？ 

     

  一、社會保險給付 

                                                 
36

 Sylvie Da Lomba, Fundamental Social Rights for Irregular Migrants: The Right to Health Care in France and England, in: Babara 

Bogusz, Ryszard Cholewinski, Adam Cygan and Erika Szyszczak (Ed.), Irregular Migration and Human Rights: Theoretical, 

European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2004, pp. 373-377。 
37

 Sylvie Da Lomba, pp. 378-380. 
38

 Pretty vs. United Kingdom, Application No. 2346/02, Judgment of 29 April 2002.  
39

 Gijsbert Vonk, ibid, p.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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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前所述，社會重分配的正當性基礎來自於社會成員彼此之間的社會連帶意識，它是以「相互性

關係」為基礎，在社會安全體系中，最能辨識出相互性關係者為社會保險制度，社會保險之保費通常

具有薪資稅的性質，因此歐洲各福利國家社會保險制度係以「受僱」或「就業」作為是否強制納入社

會保險的前提，至於其國籍並非所問，因為被保險人就業，代表其有繳納保費之能力，能為風險分攤

團體提出貢獻，其享有保險給付之權利不會遭致擷取資源的40。 

    不過即便社會保險制度不排斥外國人的加入，但其權利義務仍可能因社會保險法非關國籍之要件

規定，而間接受到較為不利的對待，例如年金社會保險通常須達一定之投保年資始得請領年金給付，

倘若外籍勞工未達該投保年資即返國，即無法取得保險給付之期待權或請求權；或者外籍員工在其職

場生涯中分別在不同國家工作數年不等，待其達退休年齡時可能已工作三十年，但在各該國家的年金

保險投保年資可能僅有五年或十年，在各該國家年資無法併計的情形下，僅能分別從各國社會保險請

領額度有限的年金，無法確保其退休後之基本生活基礎，甚至可能因個別國家之社會保險法令禁止境

外給付，而無法實際主張其請求權。這種國與國之間社會保險法制之積極與消極衝突，需要透過內國

法及國際雙邊或多邊協定來解決，才能給予跨國移動的勞工較為完備的社會安全保障41。 

一個完整的國際協定，通常包括五類基本內容：締約國國民之平等互惠原則、法規競合時之適用

規定、對期待權之保障、對請求權之保障以及行政程序與訴訟程序之相互協定，其中互惠原則約束締

約國於適用協定範圍內的社會安全法規時，必須對居留於本國境內的其他締約國國民給予平等的對待42，

通常國與國之間封閉式的國際社會安全制度協定均設有平等互惠條款，國際勞工組織之會員國甚至專

為此簽訂 1962 年「本國及外國人社會安全平等互惠公約」（Equality of Treatment (Social Security) 

Convention），或稱國際勞工組織第 118 號公約（ILO Convention No. 118）43，該公約第 2 條第 1 項規

範的保障項目包括醫療照護、疾病給付、生育補助、失能、老年、遺族福利、工作意外及職業病、失

業保險、家庭福利等，同條第 3 項規定，批准公約的締約國雖然無須完全依照平等互惠原則實現所有

保障項目，但是必須明定實現於其國內的幾種保障項目，不過平等互惠原則僅適用於受領給付之相關

內國法規定，其他有關社會安全行政或訴訟前調解程序等，各締約國得有個別規定，不一定完全排除

國籍方面之限制，例如德國社會保險自治（Soziale Selbstverwaltung）下之社會選舉（Sozialwahl），對

於被選舉人之資格即設有國籍之限制44。值得注意的是，國際勞工組織相關公約之平等互惠原則，仍僅

適用於相互性給付，明確規範社會救助給付平等互惠原則之國際多邊協定非常罕見45。 

 

二、以稅收為財源之其他社會給付 

相對於社會保險給付，其他以稅收為財源之社會給付體系，其相互性特徵較為薄弱，此時國籍即

                                                 
40

 Gijsbert Vonk, 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aw: Some European Dilemm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Vol. 3/4, 

2002, p. 319;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10. 
41

 Gijsbert Vonk, ibid.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22-23.   
42

 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49-151。 
43

 事實上，早於 1925 年國際勞工組織公約會員國即已簽訂「本國籍外國勞動者工作意外平等補償公約」（Equality of 

Treatment (Accident Compensation) Convention），即第 19 號公約，要求各締約國必須遵守平等對待義務，在公約有效範圍內，

不得引用國籍差別待遇之規定，排除其他締約國國民享有與本國國民相同的工作意外補償保障。 
44

 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51-152。 
45

 Angelika Nussberg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to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p. 4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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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為限定給付的因素。按社會保險保費與稅收之區分在於，前者為一種限定目的使用之特別負擔

（Sonderlast），僅限於用以支付保險支出，保費繳納義務人與給付受領人之範圍相重疊；租稅則不限定

其支出目的，它是人民依其經濟能力對社會群體所負之共同負擔（Gemeinlast），政府向人民課徵租稅

之後，得自由編列預算經立法院同意，運用於公共任務之執行，包括各種社會給付，在稅收與社會給

付之間不具明顯可辨識的相互性46，此種情形下，究竟「誰」可分享國家稅收分配的資源，他與這個社

群的關連性為何、關連程度多少等問題，反而比在社會保險制度更受重視，「我群」對於「他群」是否

具有社會連帶的責任感更顯疑慮，最明顯的例子即為社會救助給付。 

    傳統上社會救助給付即以地域為限，它屬於地方自治事項，即使在一國之內，地方自治團體也只

提供給本區之貧困者，對於來自外地的貧困者或流浪者，則採取遞解出境或遣返原籍的措施，歐洲直

到十九世紀末德國與荷蘭的濟貧法仍然維持這種嚴格的限制。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西方各國的社

會救助法制才在立法以及法院判決的推動下，逐步以國籍取代狹隘的地域主義47。晚近最大的突破，應

是歐洲人權法院 1996 年 Gaygusuz v. Austria 判決48，該案涉及奧地利失業保險法之規定，被保險人失業

時，享有失業保險金之給付，期滿後倘若尚未找到工作而生活陷入困境時，另給予失業救助金，其性

質屬於急難救助（emergence Allowance）而非社會保險給付。Gaygusuz 為土耳其籍之移工，長期於奧

地利工作、居留，其請領全數失業保險金之後仍未找到工作，因此繼續申請失業救助金，奧地利即以

該法限定外國人不得領取失業救助金為由駁回其請求。歐洲人權法院於本案中採取迂迴論證的方式，

先擴張歐洲人權公約第 1號議定書第 1條財產權的保障範圍，使其及於非保險給付性質之失業救助金，

而後認定系爭規定係基於國籍因素，就本國人與外國人財產權之保障作差別待遇，抵觸歐洲人權公約

第 14 條平等原則49。不過上開判決並未全面動搖社會救助請求權的地域性要件，即便不以國籍為限，

各國社會救助法制仍須以請領者合法居留（legality of residence）為前提，然而弔詭的是，對外國人而

言，合法居留又取決其經濟是否自立，是否成為社會救助的依賴者，就此，即便在歐盟高度整合的情

形下，突破仍是有限。     

 

  三、歐盟社會安全體系整合的界限 

    上述說明可知，即便在當前人員跨國流動頻繁的時代，各國是否將合法移入者納入社會安全體系，

仍以可明確辨識的相互性與社會連帶責任為前提，更為完整的保障則有賴國際協定的配合。以目前跨

國整合最為緊密的歐盟而言，外國人之社會安全保障能否跨越這個界限？它是否已經達到「我們歐洲」

的認同程度，願意成為社會互助的共同體？ 

                                                 
46

 Ferdinand Kirchhof, Fianzierung der Sozialversicherung, in: Isensee/ Kirchhof (Hrsg.), HStR Bd. IV, 1999, § 93, Rn. 17; Karl 

Vogel, Der Finanz- und Steuerstaat, in: Isensee/ Kirchhof (Hrsg.), HStR Bd. I, 1987, § 27 Rn. 69 ff. 孫迺翊，論社會保險制度之財

務運作原則 – 兼評中央與地方政府關於健保保費補助之爭議，政大法學評論，第 101 期，2008 年 2 月，頁 71-72。 
47

 Gijsbert Vonk, Mig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Law: Some European Dilemma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ecurity, Vol. 3/4, 

2002, pp. 320-321;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19-20. 關於歐洲國家社會救助法制之演進與發展，參見 Michael 

Stolleis, Geschichte des Sozialrechts in Deutschland, 2003, S. 27-28，中文文獻參見雷文玫，低收入社會救助給付與設籍限制之

違憲審查 – Saenz v. Roe 一案判決之分析，歐美研究，第 33 卷第 3 期，2003 年 9 月，頁 413-459；孫迺翊，社會救助制度

中受救助者人性尊嚴之保障 – 一個憲政國家興起前後的比較觀察，月旦法學雜誌，第期，2006 年月，頁。  
48

 Gaygusuz v. Austria, 16 September, 1996, Case No. 39/1995/545/631.  
49

 關於本件判決之評析，參見 Kay Haibronner, Die sozialrechtliche Gleichbehandlung von Drittestaatsangehörigen – ein 

menschenrechtliches Postulat? JZ 1997, 397-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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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歐盟會員國間社會給付的居間整合是以經濟整合為導向，為消除會員國間受僱者跨國流動

的障礙，實現里斯本條約第 45 條受僱者遷徙自由之保障、各會員國在就業、薪資等相關條件上，應給

予本國受僱者與來自其他會員國受僱者平等保障（Art. 45 AEUV = Art. 39 EG
50），在里斯本條約第 48

條（Art. 48 AEUV = Art. 42 EG）的授權下，歐洲理事會於 1971 年即訂有第 1408/71 號規則（VO (EG) Nr. 

1408/71）及 574/71 號規則（VO (EG) Nr. 574/71），前者規範各國社會安全制度居間整合的實體面向，

後者規範程序面向，2004 年歐洲理事會再將與第 1408/71 號規則有關之歐洲法院判決見解重新整編為

第 883/2004 號規則（VO (EG) Nr. 883/2004）。上述規則所居間整合的對象以社會保險給付為主，其適

用範圍限於與風險預防有關的社會安全制度，包括疾病、育嬰、失能、老年、遺屬、職災、與職病、

死亡、提前退休、失業與家庭給付，不包括社會救助、健康照顧、戰爭犧牲者照顧撫卹等給付；各會

員國應遵循國民待遇原則，在社會安全給付與家庭給付方面，公平對待每位歐盟公民，包括本國及來

自其他會員國的受僱者51。由此可知，歐盟會員國的國民，基於受僱因素至另一會員國工作居住時，得

加入該國相關社會保險制度，而被保險人之保險給付權利，依照第 883/2004 號規則之規定，受到跨國

期間共同計算以及境外給付之保障52。 

歐盟會員國之國民若非從事經濟活動而到其他會員國居住，則不屬於里斯本條約第 45 條之保障範

圍，也無上開規則之適用，而是以里斯本條約第 21 條（Art. 21 AEUV = Art. 18 EG）歐盟公民遷徙自由

保障條款為依據，相關歐體次級法有非受僱者居留權指令（RL Nr. 90/364 EWG）、受僱者離職後與自

營作業者結束營業後繼續居留指令（RL Nr. 90/365 EWG）與學生居留指令（RL Nr. 93/96 EWG），這些

指令均將「個人及其家屬加入涵蓋所有疾病風險的健保」以及「充分的生活經濟基礎」設定為居留要

件，而所謂充分的經濟基礎指「在拘留期間未曾請領社會救助給付」而言。換言之，即使歐盟各會員

國之社會救助法大方地賦予來自其他會員國之外國國民請求社會救助的權利，該名外國人卻可能因此

無法滿足居留的要件而必須離境53。 

2004 年歐盟理事會頒布第 2004/38/EG 號「自由遷徙指令」（Freizügigkeitsrichtlinie）取代前述各項

次級法，就居留於其他會員國之要件提示了較為寬鬆的規範方向。此項新指令的立法背景，是因為歐

洲法院自 2001 年以來陸續作成 Grzelczke 案、Baumbast 案及 Trojani 案三項判決54，法院有意忽略上述

三項指令的條文文義，試圖將請領社會救助與居留許可要件作適度的切割。依據自由遷徙指令，（一）

會員國之國民及其家屬，得於其他會員國境內自由停留三個月（Art. 6）；（二）超過三個月之長期居留

要件，則視其居留目的而定：因受僱或自營作業而長期居留者，無需滿足其他要件；非因經濟因素而

欲長期居留者，如就學或未就業者仍須證明其有充分的最低生活費用，無須請領社會救助給付，並為

其自己及家屬在居留國投保充分的醫療保險（Art. 7 Abs. 1）。在居留期間，如發生請領社會救助給付的

                                                 
50

 原歐體條約於 2009 年里斯本條約，即「歐盟運作條約」（Vertrag über die Arbeitsweise der Europäischen Union, AEUV）生

效後為後者所取代，條號大幅更動。本文以下所介紹之指令或規則均訂定於里斯本條約之前，為求明確，本文援引里斯本

條約之條號，並註明原歐體條約之條號以資對照。 
51

 詳見孫迺翊，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585-586，617-618。 
52

 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57。 
53

 Art. 1 Abs. 1 RL (EWG) 90/364; Art. 1 Abs. 1 RL (EWG) 90/ 365; Art. 1 Abs. 1 RL (EWG) 93/96. 孫迺翊，歐盟人民社會基本

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619-620。 
54

 EuGH vom 20.09.2001, Rs. C-184/99, Slg. 2001, I-6193 (Grzelczke); EuGH vom 17.9.2002, Rs. C-413/99, Slg. 2002, I-7091 

(Baumbast); EuGH vom 7.9.2004, Rs. C-456/02, Rn 41 ff. (Troja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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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居留國不得僅此以為由即拒絕其繼續居留，而應依照比例原則作個案衡量，如果請領社會救助

並未造成居留國過度負擔，仍應給予繼續居留的權利（Art. 14 Abs. 1 u. 3）。（三）一旦其他會員國國民

在居留國連續合法居住滿五年以上，即在居留國取得永久居留權利（Art. 16），此後無論在居留國是否

從事經濟活動，其請領社會救助給付，均不影響其居留權利55。至此，歐盟會員國國民在其他會員國之

權利地位，已趨近於本國人之權利地位56。此外，該指令設有平等待遇條款，歐盟會員國之國民及其家

屬，在其他會員國合法居留期間，應受到與居留國國民相同之待遇（Art. 24 Abs. 2），但居留國對於非

因就業因素前來之其他會員國國民及其家屬，於其居留前三個月，並無義務提供社會救助給付、獎學

金或助學貸款（Art. 24 Abs. 2）。 

    里斯本條約及相關規則與指令等次級法雖然提供了清晰的規範架構，但各國社會安全制度之各項給

付性質為何、可否排除外國人，仍可能遭遇判斷上的困難，歐洲法院 Vatsouras 判決即為適例57。在該案中，來

自希臘的 Vatsouras 及 Koupatanze 到德國工作，前者工作五個月、後者工作一個月後即被解雇而失業，其分別依

德國社會法典第二編「求職者基本生活保障法」（Gesetz zur Grundsicherung für Arbeissuchende, SGB II）請求最

低生活保障給付，該項給付在德國社會法體系中，屬於社會救助性質。依照該法第 7 條之規定，失業期間社會

救助請求權並不以具備德國籍為限，只要在德國境內有住所（gewöhntlicher Aufenthalt）並符合其他要件均可申

請，但排除只基於找工作目的而前來德國居留之外國人。本案原告係以受僱為目的前來德國居住，但受僱期間

非常短暫，隨即失業而欲請領求職期間的社會救助給付，其與德國這個社群成員之間的相互性顯得十分薄弱，

此種情形下，究竟應以受僱者或非受僱者的身分來認定其是否享有社會救助請求權？歐洲法院認為，即使原告

僅有短暫就業的事實，但已具備受僱者的身分，即屬基於經濟目的所為之遷徙，應受里斯本條約第 42 條受僱者

遷徙自由之保障，德國在就業相關規範上應給等同於本國人之對待，包括就業促進給付，不過會員國可以在確

認外國人與本國勞動市場發生「實際聯繫」（tatsächliche Verbindung）後，例如外國人已在該國就業一段適當

期間，才給予促進就業給付，據此，上開德國社會法典第二編第 7 條排除僅基於求職目的而居留者之

請求權，並未抵觸里斯本條約之精神。又，歐洲法院認為，德國社會法典第二編求職者基本生活保障

給付之給付係以促進就業為目的，就其性質而言，不屬於自由遷徙指令第 24 條第 2 項所稱之「社會

救助」給付，故無居留前三個月排除其社會救助請求權之適用。 

 

  四、小結 

    比較歐盟法與一般國際協定及西方福利國家內國法規範可以發現，相互性原則是一國是否將外國

人納涵進入社會安全體系的重要基準，具有明確相互性色彩的社會保險制度，其納保或給付通常不以

國籍作為要件，相對地，以稅收為財源的社會給付制度，必須透過「一定期間之合法居留」作為辨識

該外國人是否具有成為居留國社群一份子的責任意識58，其意味著該名外國人在居留國可能透過消費、

繳稅而與當地經濟產生連結，如此才能防免福利移民或非法移民破壞相互性，動搖社會安全體系存在

的正當性基礎：社群中每位成員均潛在地可能成為付出者與接受者，而非僅單向地從社群中獲得協助，

                                                 
55

 孫迺翊，歐盟人民社會基本權之保障：以受僱者與非受僱者之遷徙自由與社會給付請求權為例，歐美研究，第 38 卷第 4

期，2008 年 12 月，頁 622-624.  
56

 Dieter Scheuing, Frezügigkeit als Unionsbürgerrecht, EuR 2003, S. 780 -791. 
57

 EuGH vom 04.06.2009, Rs. C-22/08 und C-23/08 (Vatsouras). 
58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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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社群成員才願意不計較付出與接受之間的對價關係，歐盟經濟整合至今尚未能完全超越此一界限，

形成歐盟層次的社會連帶共同體。 

    不可否認地，相互性原則的背後，事實上隱含著各國移民政策共通的功利主義立場，亦即歡迎有

貢獻能付出，不會造成居留國過度負擔的移民，年輕、有技術的移民較非技術移工更受歡迎，前來平

白分享該國國民努力成果的移民則將受到防堵59。歐盟給予基於受僱、自營作業等經濟因素的相當周延

社會安全保障，不要求其必須具備「充分的經濟基礎」，因為就業本身即表示其已具備經濟上自立能力，

且能移入國之加入社會保險，享有各項風險預防給付；至於非因經濟因素移入者，其入出境管制政策

基本上採取「不信任」的態度，給予較為嚴格的限制，移入者的居留權利與「投保健保」且「具備充

分經濟基礎」等要件相互連結，一旦發生請領社會救助的事實，表示其欠缺充分經濟基礎，即可能因

此成為「不受歡迎」的移民而影響其繼續居留的權利。 

 

伍、我國相關議題評析 

  一、再探釋字第 560 號解釋 

再次檢視釋字第 560 號解釋，我們可以發現大法官的論證邏輯基本上是符合相互性理論以及國際

社會法與歐盟社會法相關規範：（一）外國籍之釋憲聲請人雖為我國勞工保險制度之強制投保對象，但

我國勞工保險體系所提供之給付不以保險給付為限，也有若干具社會扶助性質之給付，因為我國社會

保險基金不僅來自於保費，也有政府以稅收為財源加以挹注。（二）對於非社會保險給付性質之社會扶

助給付，其相互性色彩較低，立法機關得視是否為保險事故是否為社會安全制度所保障，並考量其他

相關因素，決定此項給付之必要照顧範圍是否及於外國人。（三）依照大法官之見解，立法者所得衡酌

的因素包括：1. 被保險人之眷屬對被保險人生活上經濟依賴程度，在此特別限定在「同一時空下共同

生活」所產生的經濟依賴性，這點與主權國家社會安全法制之「屬地原則」（Territorialitätsprinzip）相

符，亦即社會立法規範之給付對象，限於在本國境內居住或受僱就業之人，其給付之原因事實也必須

發生於國內，移居國對於前來短期工作而將家屬留在母國的外籍受僱者，並無提供其家屬社會救助或

家庭給付之義務60；2.「盱衡外國對我國勞工之保障程度」，其應指國際社會安全保障協定的平等互惠

原則，我國與德國之間並未簽訂相關協定，倘若德國未給予我國勞工相同之對待，我國並無義務對於

家屬留在德國的德籍員工給予特別照顧；3. 我國社會保險基金之財務運作狀況。 

  問題是何以被保險人眷屬死亡之喪葬津貼定性為非保險給付？對此釋字第 560 號似乎是以「被保

險人以外之人」而非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作為認定標準，但社會保險制度不乏將被保險人

之家屬發生保險事故，視為社會保險本身所欲承擔之風險事故，德國法定疾病保險採取「家庭保險」

（Familieversicherung）原則即為適例，亦即受僱者一人投保，繳納一份保費，當被保險人本人或其眷

屬生病時，均能獲得社會保險提供之醫療給付，大法官以是否為被保險人本人發生保險事故作為判斷

標準顯然有待斟酌。本文認為，參照勞工保險條例第 62 條被保險人眷屬死亡之喪葬津貼，以及第 63

條被保險人本人死亡之喪葬津貼與死亡給付三種給付要件規定，似乎無法明確辨識出何者特別具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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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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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道義，國際社會法的結構、功能及定位的探討，法學叢刊，第 174 期，1999 年 4 月，頁 143；Ulrich Becker, The Challenge 

of Migra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 in: Eyal Benvenisti/ Georg Nolte (Ed.), The Welfare State,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2004, 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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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扶助給付之性質，大法官在這點上論述的瑕疵，反而使上述理論架構顯得不甚具說服力。 

事實上，國際社會安全制度協定、歐盟第 883/2004號規則以及歐洲法院 2009年 Vatsouras 案均顯示，

各國社會安全制度內容歧異頗大，如何將具體法規之規範內容認定為繳費式與非繳費式給付，當事人是否具備

勞工身分，影響其權益至鉅，也因此國際社會法進行居間整合時，必須詳細定義各項法律概念。我國目前係以

內國法單方規範方式處理外國人的平等社會權問題，關於我國社會安全法規類型之分析與掌握、如何套用於國

際社會法的理論架構，大法官應可參酌上述國際協定文件作更為詳盡的論述。 

   

二、開放中國大陸人士來台加入全民健保之相關爭議問題 

除釋字第 560 號以外，目前對我國社會安全體系而言最值得探討的，應是中國大陸人士能否加入

健保的問題。就此，可從我國健保制度之特色，外國人與大陸人士加入健保三個面向作比較分析。 

 

（一）法規現況 

首先，我國全民健保採全民強制投保，無論是否就業均強制加入健保，與歐洲福利國家基本上以

就業者為強制投保對象之規定不同，那麼在台灣境內的外國人，是否須以「就業」為加入健保的聯繫

點，即有討論空間。其次，健保之財源除來自被保險人繳納之保費外，政府亦按照一定之比例補助人

民保費，我國健保制度向來依被保險人之身分、職業別區分為六大類十四目，政府針對個別被保險人

依其類型分別給予不同比例的保費補助，此種規定方式受到公平性的質疑61，但是 2011 年 1 月立法院

修正全民健保法時依然未能依照二代健保精神取消身分職業之區別。那麼當外國人加入我國社會保險，

應依何種身分加入健保？其受政府保費補助之正當性為何，同樣值得進一步探討。 

關於外國人加入我國健保之權利，2011 年修正前全民健保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不具中國民國國

籍但在台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之人，其符合六類十四目之資格或具備眷屬資格者，原則上自在台

居留滿四個月時起，亦得參加全民健保，如本身具有就業之事實，亦即符合全民健保法第 8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1 目至第 3 目所定被保險人資格，不受四個月之限制，自工作日起即可加入健保。2011 年全

民健保法修正，延長非因受僱因素來台居留之外國人及眷屬加入健保的等待期間，依新法第9條規定，

領有合法居留文件之非本國籍人民，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以及其他在台居留滿六個月，應加入全民健

保。由於 行政院尚未以命令公布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因此目前仍依舊法規定辦理。 

大陸人士來台如何加入健保，健保法本身並無特別規定，理論上應一體適用前述有關外國人納保

之規定，不過實際上相關主管機關另以法規命令以及不定期「公告」的方式，架構出一套繁複異常的

入出境管理規定以及健保法上特殊之權利義務地位，在高度複雜的文字，層層交錯的適用關係，民主

監督制衡未能細膩關照到子法、各項瑣碎行政規則以及不定期公告的情形下，產生諸多適用上的公平

性問題。以下僅略提其中兩項疑義62： 

1. 依照「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之規定，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分為探親、大陸地

區配偶來台依親、探病奔喪等情形，依該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來台探親尚有區分多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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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迺翊，體系內與體系間的平等 – 以我國社會保險被保險人之分類及其權利內涵之差異為例，收錄於黃舒芃主編，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七輯，2010 年 12 月，頁 63-135。 
62

 參見「二代健保法案論壇」會議記錄之四 – 二代健保的涉外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193 期，2011 年 6 月，頁 237-239

立法委員陳節如之發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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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期間從二個月至六個月不等，能否延長、每年延長次數上限亦不盡相同（詳附件一）。衛生署於

98 年 10 月 1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00357 號函公告，允許以「探親（三）」、「探親（四）」或「探親（五）」

事由申請來台之大陸人士，於入境後四個月以眷屬身分加入全民健保63。所謂探親（三），指的是中國

大陸配偶之中國大陸親生子女，年齡在 14 歲以下，或 14 歲以下曾申請來台探親但現在年齡在 14 歲以

上 18 歲以下；探親（四）指的是台灣地區人民之親生子女，年齡在 18 歲以下；探親（五）指的是大

陸地區人民之親生子女，為現在婚姻關係存續中之台灣地區人民收養，年齡在 18 歲以下者。上述三種

身分進入台灣之大陸人士，係以眷屬身分依附被保險人投保64，問題是探親（三）並不符合我國全民健

保法修正前第 9 條「眷屬」之定義。 

    2. 大陸專業人士來台投資，其擔任投資事業負責人，以及陪同前來之經理人、主管及專技人員，

依據「大陸地區專業人士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以及「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從

事專業活動邀請單位及應備具之文件申請文件表」，前者屬於庚類人員，後者屬於辛類人員，其來台停

留期間每次不得逾一年（庚類及辛類人員之定義詳見附件二）。衛生署以 98 年 8 月 25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00305 號函將上開庚類、辛類大陸地區專業人士來台所持之入出境許可證，視為全民健康保險法

施行細則第 16 條所稱之「經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依修正前全民

健保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在台居留滿四個月起加入全民健保65。至於投保方式，上開公告並未說明，

而依健保局 99 年 10 月 25 日一份有關「大陸人士參加全民健保相關規定」之文宣（附件三），大陸人

                                                 
63

 衛生署 98 年 10 月 1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82600357 號函：公告以「探親（三）」、「探親（四）」或「探親（五）」事由申請

來台之大陸人士，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發給前揭註記事由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為全民健康保險法

施行細則第 16 條所稱「經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在此之前衛生署及健保局已多次公告放寬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得加入健保，包括為臺灣地區人民收養之 12 歲以下大陸地

區養子女，以探親事由申請進入台灣，其入出境許可證註記為探親（二）者（衛生署 94 年 7 月 10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40026383 

號函）、跨國企業內部調動註記事由發給之入出境許可證（衛生署 95 年 4 月 17 日衛署健保字第 0950013991 號函）、旅行

證事由欄加註「學術科技研究」或「產業科技研究」事由者（中央健保局 90 年 7 月 4 日健保承字第 0900024854 號函）。 

  另參照「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送件須知－探親、延期照料」：…（三）其在臺灣地區有 2 親等內血親且設有戶

籍。（四）在臺灣地區原有戶籍人民，其在臺灣地區有 3 親等內血親。（五）其子女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且經許可在臺

灣地區依親、長期居留或該子女經許可來臺團聚，並懷孕 7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 2 個月未滿。（六）其為經許可在臺灣

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之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之前婚姻未成年親生子女，其年齡在 14 歲以下者，或曾申請來臺探親，其

年齡在 14 歲以上、18 歲以下者。（七）依前款於 14 歲以上申請來臺且 14 歲以下（未曾）申請來臺，其年齡現為 14 歲以

上、20 歲以下者。…。 
64

 參見「二代健保法案論壇」會議記錄之四 – 二代健保的涉外法制，月旦法學雜誌，第 193 期，2011 年 6 月，頁 238-239

立法委員陳節如之發言記錄之說明，其中陳節如委員所提出之表二探親（三）至探親（五）之定義，以及以眷屬身分依附

被保險人投保等，上開衛生署 98 年 10 月 1 日函之公告並未提及。 

就此，網路上可搜尋到一份中央健康保險局「放寬以「探親(三)」、「探親(四)」、「探親(五)」等事由申請來臺之大陸人

士參加全民健康保險」之公告，但公告日期及文號不明，且於衛生署法規查詢系統、法源系統均無法查得該份公告。該份

公告內容如下： 

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業已許可發給註記事由為「探親(三)」、「探親(四)」、「探親(五)」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

可證，並經行政院衛生署於 98 年 10 月 1 日公告為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二、自取得上述證件在台居留滿 4 個月之日起，應以眷屬身分依附被保險人投保。又上述證件為單次入出境許可證，辦理

投保後出境，該證即失效，應辦理退保；於再次來台取得符合投保資格之居留證明文件者，自居留滿 4 個月之日起投

保。 

三、辦理投保時，應檢附上述證件影本及親屬關係公證書影本，另持「探親(五)」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出境許可證者，

亦可以登記有親屬關係之戶籍謄本影本代替公證書影本。 

    倘若上開公告確實存在，該份公告應即為以探親（三）、探親（四）、探親（五）事由來台之大陸地區人士「應以眷屬

身分依附被保險人投保」之依據。 
65

 衛生署 98 年 8 月 25 日衛署健保 字第 0982600305 號函：公告以「投資經營管理」或「陪同來臺（一）」事由申請來臺

之大陸人士，經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許可發給註記事由為「投資經營管理」或「陪同來台（一）」之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入

出境許可證，為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第十六條所稱「經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得在臺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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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來台如非受僱者，又不具被保險人之眷屬身分，應於居留地鄉鎮市公所辦理投保66。換言之，來台投

資之專業人士其身為負責人，而陪同其前來之經理人、專技人員為其雇用之人，竟得以第六類第二目

身分投保，投保薪資為全體被保險人之每人平均保險費，且得享有我國政府 40 %之保費補助。 

 

    （二）評析 

    從上述說明可以發現，大陸地區人民來台入出境管制及其加入健保問題，均非法律明文規定，它

主要是透過一套為大陸地區人民入出境量身打造、已經完全不同於一般外國人入出境管理之行政命令

體系，以及全民健保法施行細則第 16 條授權「本保險主管機關認定」的「管道」，由衛生署「默默地」

以公告方式，逐步將來台大陸人士所持之入出境許可證，認定為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

使其得以依照修正前全民健保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自在台居留滿四個月時起加入健保。對於我國一

般民眾而言，根本無從得知在健保制度中，究竟與哪些大陸地區人民作為社會互助的共同體，也無從

得知納入健保的大陸地區人民是否同樣依照量能負擔原則提出其貢獻。此種規範方式不僅有法律保留

與民主監督嚴重不足的缺陷，在移民政策與社會保險相互性兩者搭配協調的面向上，也非常值得檢討。 

    首先，衛生署作為全民健保之主管機關，其所認定之「長期居留」證明文件與移民與國境管制相

關法規範理論上應有一致性。對照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20 條第 1 項各目之規定，來

台探親居留許可期限為二個月，上述探親（三）至探親（五）這種事由之許可期限為六個月，必要時

得申請延長。惟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 條第 7 款至第 9 款之定義，在台居住期間未滿六個月者為停

留，在台居住期間六個月以上為居留，外國人在台無限期居住為永久居留，依此定義，因探親來台取

得六個月期限之許可證，似乎僅為停留而非居留；又，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2 項至第 5 項規定，

大陸地區人民非以台灣地區人民配偶身分申請進入台灣者，得依法申請停留、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

同條第 5 項規定，經許可在台灣地區長期居留者，居留期間無限制，可見在兩岸入出國管制上，六個

月以下的探親居留與長期居留完全不同67。依照上述規定，來台探親取得六個月期限之許可證，尚非長

期居留，衛生署逕將其認定為「長期居留」之證明文件，顯然混淆了移民法制相關規定。 

即便衛生署有意在全民健保制度中放寬外國人長期居留的認定，其作為全民健保之主管機關，毋

寧應為社會安全體系之相互性與公平性把關，而非反向操作模糊健保參與者的責任意識。誠如前段所

討論，外國人在居留國能否享有平等的社會權，主要立基在社會安全體系的相互性原則，社會保險制

度能夠清晰辨識相互性原則，國籍通常不是能否納保的考量因素，是否就業、是否有薪資所得才是社

會保險制度連結的要素，相對地，以稅收為財源之其他社會給付，通常設有國籍之限制或須有一定期

間之合法居留為要件，以確認外國人與居留國社會之間的連帶關係。我國全民健保之強制投保對象不

以受僱者或就業者為限，全體國民無分經濟狀況均應加入，且國家對個別被保險人之保費予補助，財

務有相當部分來自稅收，使得我國全民健保帶有社會扶助與社會救助的要素68，基於此種制度設計，對

                                                 
66

 資料來源為羅東鎮農會網頁：http://www.lotungfa.org.tw/p2.php?model=news_a_1&nid=514N1259723134（最後拜訪日：2012

年 6 月 4 日），惟目前從健保局網站未能找到該項檔案。 
67

 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 17 條第 5 項、第 6 項及其授權內政部訂定之「大陸地區在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及定居

數額表」，上述幾項來台探親之大陸地區人民，得專案申請許可在台長期定居，各類均設有每年之人數限定，可見在兩岸人

民入出國及居留管制上，探親居留與長期居留並不相同。 
68

 孫迺翊，體系內與體系間的平等 – 以我國社會保險被保險人之分類及其權利內涵之差異為例，收錄於黃舒芃主編，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七輯，2010 年 12 月，頁 111-112。 

http://www.lotungfa.org.tw/favicon.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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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因就業因素進入我國之大陸地區人民設定一定期間之等待期間，毋寧是符合相互性原則。2011 年

修正前全民健保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領有居留文件之非本國人，如具就業身分得立即加入全民健

保，如係具備就業身分以外被保險人資格或為被保險人之眷屬者，必須滿足給予四個月的等待期間始

得加入健保；2011 年修正後之全民健保法第 9 條將等待期間延長，其規定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得立即

加入健保，其他情形則須滿足六個月的等待期間，此種就業/受僱與否之區分乃符合保費制與稅收制社

會給付對相互性不同程度的要求。問題是，修正前全民健保法之等待期間為四個月，與大陸人民進入

台灣之短期停留以不超過六個月為期，二者並不一致，這中間的落差使得衛生署透過公告將短期停留

台灣之大陸地區人民自其居留滿四個起納入健保，形式上並未明顯抵觸母法規定，但是試想，來台探

親大陸人士在未申請延長停留的情形下，只要繳納兩個月的保費，在這兩個月期間即可與一般持續繳

納保費的被保險人享有相同之醫療給付，其與社會保險共同體成員之間形成的互助責任意識，恐怕是

非常薄弱的。2011 年全民健保法修正後將等待期間延長為六個月，與移民法制上的停留、居留期間規

定較具一致性，未來法律施行之後，獲得不超過六個月停留期間入出境許可之來台探親大陸人民，在

獲得延長居留許可之前，應無法加入全民健保，衛生署應再無自行恣意認定「長期居留證明文件」之

空間。 

    除等待期間之外，由於我國健保保費並非完全由被保險人與其雇主分擔，而是依照被保險人之身

分別、職業別受到來自政府的補助，因此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停留、居留期間，究竟以何種身分投

保，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相對於本國籍被保險人有六類十四目的複雜分類方式（全民健保法第27條），

上述衛生署「大陸人士參加全民健保相關規定」只區分受僱者、被保險人眷屬以及地區人口三類，如

為受僱者，原則上將受政府 10 % 保費補助，如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將依被保險人之身分別與

職業別而定，如非前兩者情形而是以地區人口身分投保，則僅須自行負擔 60 %保費，其餘 40 %保費由

政府負擔。依探親名義來台大陸人士，目前概以被保險人眷屬身分投保，如為任職於公司之被保險人

眷屬，政府補助比例可能只有 10 %，如為榮民之眷屬，政府補助比例即可能高達 70 %，情形不一，但

並非所有以探親名義者來台之大陸人士均能符合健保法眷屬之定義69，例如台灣人民陸籍配偶之子女未

經台灣人民收養者，即非台灣人民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衛生署逕將其認定為眷屬身分納保，已明確抵

觸母法。至於以投資事業負責人或經理人、專技人員陪同來台之大陸人士，衛生署一律擬制為地區人

口納保，則明顯違反量能負擔原則，例如來台投資開設餐廳之陸資負責人在台灣居留期間從事經濟活

動，有就業之事實，本身即具有雇主之身分，應以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應全額負擔其保費70，其自中

國大陸延聘來台之經理人或廚師更有薪資所得，自應按照其薪資所得計算其投保金額，主管機關之便

宜作法亦已抵觸全民健保法有關投保金額與保費計算之規定。 

 

陸、代結論 

    基於社會保險之互助原則，保險與保費之間並不具嚴謹對價關係，但這不表示立法者或行政機關

可以任意型塑保費與給付之間的關聯繫，也不表示任何社會政策或移民政策的理由均足以將被保險人

                                                 
69

 依照 2011 年修正前健保法第 9 條，2011 年修正後健保法第 2 條第 2 款，健保法上之眷屬指：一、被保險人之配偶且無

職業者；二、被保險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且無職業者；三、被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未滿二十歲且無職業、或年

滿二十歲無謀生能力或仍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70

 2011 年修正前健保法第 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7 條第 1 款第 3 目。2011 年修正後健保法

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4 目、第 20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7 條第 1 款第 3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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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差別待遇予以正當化。相反地，越是非嚴謹對價關係，越是需要維繫互助的相互性基礎，同理，

相互性特徵越是薄弱的社會給付制度，越需要確認社會給付受領者與該社群之間有互助的意願與責任

意識。只有相互性關係架構在社群中每一份子 – 無論為本國人或外國人 – 彼此間清晰公平的權利義

務關係，每位成員付出與接受的比率相差不致過度懸殊，才不會有「搭便車」或盡可能想「下車」的

行為，社會互助機制才可能順暢運作。從大陸人士納入健保目前所反映的民主監督不足、相互性基礎

受到行政命令破壞等諸多缺失而言，我國健保制度的外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納保問題，實有必要從移

民政策、相互性理論以及國際人權法等不同角度作全面性檢討。基於相互性理論未能納入健保之外國

人或大陸人士，乃屬商業保險的範疇，並非外國人在台停留、居留期間之所有疾病風險均僅能由社會

保險承擔。 

      



 1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2 年 6 月 15 日 

一、參加會議經過 

2012 年「法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自 2012 年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於美國夏威夷 Honolulu 舉行。

本人於 101 年 6 月 5 日搭機前往夏威夷，於當地時間 6 月 5 日抵達，開始為期五天四夜行程與活動，

依大會安排之日程，本人報告日期場次為 6 月 8 日，6 月 5 日至 7 日本人則參加聆聽與研究相關之

場次，報告結束後於 6 月 9 日搭機返台。全程五天四夜之行程與活動如下： 

 

5/6/2012（週二） 

從桃園飛往美國夏威夷，於當地早上十二點左右抵達其中會場「Hilton Hawaii Village」，報到並領

取會議手冊。略作休息後，當天下午參加 <Panel 1522> social and economic rights of immigrants（移

民之社會與經濟權利），本場次之報告議題與本人所執行之本年度國科會計畫「人員跨國流動下的社

會安全制度 – 國籍與社會給付」直接相關。 

 

6/6/2012（週三） 

上午參加<Panel 2132> Critical field of human rights work（人權工作領域的爭議議題），本場次報

告之議題涉及受僱者、精神病患之基本人權保障，與本人目前教學內容相關，故前往聆聽以充實

計畫編號 NSC － 100 － 2410 － H － 004 － 038 

計畫名稱 人員跨國流動下的社會安全制度 – 國籍與社會給付 

出國人員

姓名 
孫迺翊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立政治大學法律系副教授 

會議時間 

2012 年 6 月 4 日

至 2012 年 6 月 8
日 

會議地點 
美國夏威夷 Honolulu 

會議名稱 

(中文)2012 年法律與社會國際研討會 

(英文)2012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aw and Society 

發表論文

題目 

(中文)台灣社會安全體系中的性別與家庭 

(英文)Gender, Family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Taiwan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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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 

 下午大會並未安排報告場次，乃前往搭車珍珠港參觀。珍珠港目前停泊之艦艇均曾參與二次世

界大戰，透過詳細導覽瞭解日本、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扮演的角色，也對美國密蘇里軍艦長

對於攻擊該鍵身亡的日本神風特攻隊飛行員仍以軍禮儀式海葬之人道精神，留下深刻印象。 

 

7/6/2012（週四） 

上午參加兩場研討會。第一場為<Panel 3126> Roundtable: Interpreting public health and public 

safety through the right to security of the person: implications of Canada (A.G.) v. PHS Community 

Service (Insite)（加拿大最高法院 Canada (A.G.) v. PHS Community Service）。該場次以加拿大最高法

法案去年所做一項重要判決為核心，針對哥倫比亞省於溫哥華市所設立之注射器提供所所涉及之

毒品防制、愛滋病預防、國家對人民健康之保護義務、健保制度任務、中央與地方分權等議題詳

加討論。 

第二場為<Panel 3233> Human rights, NGOs, and Civil society（人權、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

本場次之議題涉及民間團體在印度、南韓及北韓的人權議題上如何著力及其困境，與國內蓬勃的

民間團體致力於環保、集會遊行、居住正義、司法正義等議題，可資相互參照。 

    下午至檀香山市區參觀舊夏威夷王國皇宮區及中國城，對於夏威夷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兼容

並蓄、共榮共存的氣氛，與國人所熟悉的美國東部白人中產階級資本主義社會印象截然不同，以

及孫文初次接觸西方文化所處環境留下深刻印象。 

 

8/6/2012（週五） 

上午先聆聽<Panel 4120> Law, the state and the regulation of society in an era of Change（變遷年

代的法律、國家與社會規制），該場次發表的報告之一 What is, or was, the welfare state（社會國的

過去與現在）與本人研究主軸相關。 

接著本人於<Panel 4228> Issues of Equality: Work, Family and Citizenship（平等議題：工作、家

庭與工民權）發表 Gender, Family and Social Security in Taiwan（台灣社會安全體系中的性別與家

庭），本人報告分為兩個層次：宏觀面向上，介紹台灣社會安全體系是否公平；微觀面向上探討我

國社會救助法制中「出嫁入贅」條款是否符合性別平等的要求，全文詳附於後。本人也藉此機會，

與該場次主持人加拿大皇后大學 Fiona M. Kay 教授交換意見，Kay 教授對本人報告內容提供諸多

建議，獲益良多。 

晚間與成功大學法律系郭書琴教授、中研院法律研究所黃丞儀教授一同參加美國康乃爾大學

法學院 Annelise Riles 教授之晚宴，與來自美國其他大學之法律學者、社會學者以及來自澳洲雪梨

大學之學者共同討論如何提升 Riles 教授主持之網路論壇「子午線論壇」之參與廣度與深度。 

 

9/6/2012（週六） 

一早搭機返國。 

 

二、與會心得 

    本人係於德國取得博士學位，歸國後研究使用之外文文獻以德文為主，並以德文於德國期刊

發表論文，對於英文較為生疏，夏威夷之行為本人第一次參與以英文為工作語言的國際研討會，

並第一次以英文提出書面及口頭報告，聽說能力雖未及德文流利，但透過口頭報告事前多次練習、

自由選取場次聆聽以熟悉英語討論環境、會後和其他台灣同儕交流討論等方式，仍有非常豐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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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穫。 

「法律與社會學會」每年均於不同國家、不同城市舉辦為五天之研討會，參與者來自歐洲、

非洲、亞洲、美洲等各個國家，學術有成之教授與初展頭角的博士生打破學術階層齊聚一堂發表，

且議題非常豐富多元，同一時段約有二十至三十場研討會進行，參與者可以依其興趣自由選擇參

與，接觸到不同國家而非僅留學國單一國家所關注的法律議題，瞭解各國所面臨之共通及個別問

題，又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由此即可瞭解法律制度所遵循的普世價值為何，而普世價值又如何在

不同國家、不同文化中透過不同策略來加以落實。本次會議中也接觸、觀察不少美加地區學者，

例如參加 Riles 教授晚宴之經驗極為特別，深刻體會美加地區英美法系法律人之思考、論述與表達

方式與歐陸學者大不相同，對本人而言，長年熟悉德國法律人邏輯性論述模式，本次夏威夷之行

的確帶來不少知識上、思考上與文化上之刺激。 

 

三、考察參觀活動(無是項活動者略) 

 

四、建議 

    本次參與及發表經驗，本人深刻體會英文表達與理解能力不足，帶來問答溝通的阻礙。未來

若有適當機會，本人擬繼續參與法律與社會學會舉辦之年會，藉此繼續磨練提升英語溝通能力、

拓展學術視野，並將台灣的法律實踐發展與經驗帶向國際討論，與其他國家相互學習，為台灣法

律學門國際化貢獻一份心力。 

 

五、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Law and Society Association Final Program（議程表） 

 

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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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Family,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Taiwan 
 
 

Nai-Yi Sun,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naiyisun@nccu.edu.tw 

 

1. Context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the Western welfare states a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liberalism and 

the market economy. They premise that individuals exchange labor for salary to maintain the livelihood of 

their families and themselves. The role of supporter in a family is traditionally fulfilled by a male member 

while the wife (who manages household affairs) and the minors ar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However, the 

role of “male breadwinner” is not usually obvious in the legislation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Gender-neutral 

legal concepts such as labor wages, kinship relationships,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and household units 

are used in laws as items and objects of social benefits and statutory requirements. Since the 1990s, feminist 

scholars have started to examine whether, behind the appearance of gender neutrality, the phenomenon of 

gender inequality still exists. Do monetary benefits and welfar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of the welfare states really enable women to be economically independent, and thus allow freedom i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or do they enhance dependency by reinforcing the preexisting unequal rights 

position under the current socio-economic structure? Sainsbury, a feminist scholar, addressed this issue by 

examining the welfare state model created by Gøsta Esping-Andersen, a famous scholar for 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 studies. By merely observing the welfare states using decommodification, Sainsbury argued that 

Esping-Andersen failed to take women’s unpaid contribution to domestic affairs into account. Thus, Sainsbury 

claimed that in addition to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 a third dimension, familial relations, should be added 

when examining how three types of welfare states evaluate the female contribution to the domestic sphe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studies, Sainsbury derived two ideal types: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and 

the individual model. Using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as a foundation, Jane Lewis and Ilona Ostner further 

classified the model into strong, modified, and weak levels by observing social security polic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ased on the above questions and issu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aiwan’s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from 

macro and micro perspectives to answer two questions: 

    A. Do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in Taiwan possess strong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Is 

there a welfare dichotomy of “masculiniz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and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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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n the Taiwan Public Assistance Act takes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viewing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as “outsiders” and directly “brands” this 

onto the norms of social laws. The number of members living in the household is thu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th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children. The target of the means test for public assistance is confined to 

members within the household.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actually excludes a public 

assistance applicant’s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from the household, which means that it excludes 

them from the means test. As a result, it is easier for the applicant to pass the application threshold. Because 

our society still considers formal marriage of daughters into an outside household a mainstream system and 

uxorilocal marriage an excep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lause is seemingly more beneficial to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elders with married daughters.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s unheard 

of in the welfare laws of the Western welfare states. In addition to emphasiz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among nuclear family members, the Taiwan Public Assistance Act also places such responsibility 

upon married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before public assistance is offered by the state.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thus became a standard to determine whether married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belonged to the same household unit. How do we legally evaluate a law with strong patrilineal 

characteristics, in which applic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result in the disadvantage of females? 

 

2. Gender Configuration in Taiwan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Since the 1990s, a boom in the study of Taiwan’s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from a gender perspective has 

begu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der, family, and the state. The main concerns of these 

studies are whether the state’s family policies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re established from a certain 

gender perspective and whether they strengthen or weaken the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has started to take an interest in family policy-making in response to the United 

Nations’ 1994 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Family. However, the policies established at that time were heavily 

challenged. For example, the 1994 Social Welfare Policy Principles and Enforcement Guidelines emphasize 

“the construction of family-centered social welfare policies to reinforce family ethics.” Scholars argued that 

by emphasizing “traditional family ethics” and the “three-generation family model,” the law tended to address 

the needs created by the change of familial structure and function using traditional privatization and 

familialization, rather than national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 The government used this to justify its passive 

non-action in terms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and to indirectly enhance traditional culture’s deprivation of 

women’s rights to social benefits.          

Refere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shows that before the enforcement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1995, only employed persons were eligible for social insurance such 

as government employee insurance, private school staff insurance, and labor insurance. In other word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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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employed female who devoted herself to domestic work was excluded from the protection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According to gender analysis of the insured under various forms of social insurance, the 

majority of the insured covered by government employee insurance, retiree insurance, and private school 

retired staff illness insurance, were male. By contrast, most of the insured covered by illness insurance for the 

dependents of active or retired government employees and retired private school staff were female.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social insurance protection for females is, in fact, a kind of derivative right. By analyzing, 

item by item, insurance payout amount, insurance duration, and insurance salary, we can easily detect the 

gender hierarchy, even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labor insurance system alone. As to public assistance in Taiwan, 

scholars maintain that it is calculated by household with the premise that resources are equally distributed 

within a household. Yet, with the majority of householders being mal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 actual 

distribution of household resources for women has not been truthfully reflected in statistics. Once a woman 

becomes a single parent, her risk of living in poverty is increased.  

The aforementioned deficiency of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i.e., women who perform domestic work 

without compensation are not included in it) was fundamentally corrected with the enforcement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in 1995 and the National Pension Insurance System in 2008. Employment 

is no longer a condition of either enrolling in the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or receiving insurance payments. In 

terms of basic economic safety and medical care for elders, females can now claim insurance payments in 

their own right—even if they are economically dependent. 

Another social security system related to unpaid domestic work is the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s 

regulated in 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and Government Employee and School Staff Insurance Act. 

According to the 2002 Gender Equality in Employment Act and the 2009 amendments of the Employment 

Insurance Act and Government Employee and School Staff Insurance Act, employees and government 

workers and teachers are eligible for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s of six months for every child born. The 

amount of the allowances is 60% of the employee’s average insurance salary for the previous six months. 

Persons who have not enrolled in employment insurance or government employee and school staff insurance 

are currently not eligible for parental leave allowances. 

It is still quite difficult to introduce the North European public service system into Taiwan to allow for 

compensation of other unpaid domestic work like caring for children and the disabled elderly. Currently, the 

government’s role in childcare is still limited because of the lack of a public childcare system. By 

implementing the Ten-year Plan for Long-term Care (2007-2017) for disabled elderly people through local 

bureaus, the government is attempting to establish a public service delivery system before the enforce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systems for long-term care service. 

Two phenomena coexist in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aiwan: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gender equality. The national mandatory insurance system has covered the major social risk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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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cal care and retirement, disability, and death for unemployed females. Consequently, they have access to 

the protection of social insurance. However, the state has not made any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in terms of family care policy. Short-term, residual welfare services, rather than 

comprehensive services, are provided. Even in comparison with the more conservative male breadwinner 

model of the Western welfare states, the gender inequality embedded in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aiwan 

still requires a great amount of reflection. 

 

3.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n Taiwan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s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whether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n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violates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from a micro perspective.  

 

3.1 Gender Neutralization Amendments to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n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When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was first enacted in 1980, its content was fairly simple and crude. It was 

not until the first total amendment of the act, in 1997, that it began to list (in Article 5) the number of 

members living in the applicant’s household that should be calculated during the means test for public 

assistance. The article is as below: 

Public Assistance Act, Article 5 (1997) 

To calculate the total family income referred to in Article 4, the following members living in the 

household should be included: 

1.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with proof of no income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 calculation. 

2. Collateral blood relatives and other relatives with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who live in the same 

dwelling or who are registered in the same household. 

The statement that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with proof of no income”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 

calculation was obviously derived from the idea that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are “outsiders.” 

They are believed to be economically distant from their parents, and, thus, the law does not expect unmarried 

daughters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once they are proved incapable of providing it. 

Consequently, they are removed from the portion of the family that should be calculated in the means test. By 

contrast, the applicant’s son is included in the means test as a member of the household regardless of his 

marital status and maintenance ability. The son’s income—actual income if he’s employed and invented  

income if not—will be calculated toward the total income of the household. 

    In 2005, the Legislative Yuan once again amended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n Article 5 was removed. There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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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of the applicant were listed as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and hence the subjects of means testing, 

regardless of their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Public Assistance Act, Article 5, Paragraph 1 (2005)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members living in the household defined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Article 

4include the following family members in addition to the applicant: 

1. Spouse. 

2.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3. Siblings who live in the same dwelling or who are registered in the same    

household. 

Because the applicant’s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may be unable to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an exception of “exclusion of household members from calculation” was added as Paragraph 

2 to Article 5.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between the applicant and his/her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are listed in the following two subparagraphs: 

  Article 5, Paragraph 2, Subparagraph 3 states that “younger lineal blood relatives with no income, who 

are married, and live separately from the household members” are excluded from the calculation. 

This subparagraph replaces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in the old Public Assistance Act 

with the term “married.” Therefore, if the applicant’s children are married and simultaneously satisfy 

the conditions of “no income,” “live separately,” and “unable to fulfill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they are excluded from calculation for the 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Article 5, Paragraph 2, Subparagraph 2 also excludes the “elderly lineal blood relatives of single 

families who live separately from the household members, and who have never actually raised any of 

the household members” from calcula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a “single family” refers to a family in which the parents are divorced, a spouse 

is dead, missing, or in prison, or in which  a divorce verdict due to domestic violence was rendered. 

According to Subparagraph 2, the applicant’s parents who “live separately” and “have never actually 

raised any of the household members”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 calculation, with the result of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qualifying as a low-income household. This exception paragraph is 

applicable regardless of the applicant’s gender. Ye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single family” in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the paragraph is added in response to the 

requirements of female support. 

 

3.2 Other Laws that Retain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Despite the gender neutralization in the amendments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the “married daughters 



 9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continues to exist in various other public assistance laws. For example: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According to Article 8, Paragraph 1, Subparagraph 5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members of a low-income family household as defined by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are classified as Category 5 insured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subsidize their 

premium in full. Subparagraph 2 of Article 15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furthers defines the insured in Category 5 as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and “lineal 

blood relatives, non-lineal blood relatives, and the relatives that have a duty to support each other, 

while all of them have the sam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ith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or live together 

with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Yet the younger lineal blood relatives of the head of a household are 

limited to the unmarried daughters and non-uxorilocal sons.” Hence the paradox: in the means test 

stage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pplication, the married daughters of the applicant are considered 

members of a household and thus covered by the means test. Yet, once the applicant is qualified as 

part of a low-income family, the married daughters who live together or have the sam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with the applicant cannot receive full government subsidization of their health insurance 

premium.  

 Regulations on Living Allowance for Mid or Low-income Senior Citizens: The poverty line criteria 

of the living allowance for mid or low-income senior citizens include: “based on the combined 

average income of all resident family members, he/she has a total income of less than 2.5 times the 

lowest living index for that year according to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and less than 1.5 times of 

the average monthly living cost in Taiwan.” The procedures and methods of the means test in the 

regulations are basically the same as those in the Public Assistant Act, yet the rules for the 

calculation of members of a household are different. According to Articles 7 and 8 of the regulations, 

an applicant’s (65 years of age and above) children with responsibility for  maintenance and their 

spouses are included in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Yet “married daughters, married sons as 

uxorilocal husbands, and spouses and children of these daughters and sons” who live separately and 

“widowed daughter-in-laws or the widowed uxorilocal son-in-laws, and children of the 

daughter-in-laws or the uxorilocal son-in-laws” who live separately are excluded. 

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articles, married daughters who live separately from their parents 

are consequentially cut off from their parents regarding family planning. By contrast, married son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parents economically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y live with their parents. The articles even 

assume that daughters-in-law and uxorilocal sons-in-law must be includ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applicant’s 

household, unless they are widowed and no longer live together. 

In summary, the identification of members of a household based on the patrilineal family system is 

relatively beneficial for the elderly. As a senior citizen, the applicant can exclude married daughters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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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s of the household by quoting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and thus increase 

the chance of passing the means test. However, the mid-generation applicant with working ability who has 

parents and under-age children is disadvantaged. In this case,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include the 

applicant, his/her parents, and children. These people are included as members of the applicant’s household 

regardless of the applicant’s marital status and economic connection to the parents. 

 

4. Has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Equality? 

How do we evaluate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from a 

perspective of gender equality? The following section discusses the issue by dividing it into two situations. 

 

4.1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as Qualifications for Social Support 

According to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No. 457 (Justices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Judicial Yuan, 

Republic of China), the grand justices claimed that parcels of state farmland are distributed to veterans as a 

form of special and preferential treatment by the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Upon the death of the veteran 

or the fulfillment of the commodatum, the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should reclaim the farmland. If the 

Veterans Affairs Commission instead allows the veteran’s surviving dependents to continue using and 

cultivating the originally distributed land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ensuring their livelihood, it should then 

consider whether the scope of the term “dependents” should extend to the veteran’s children, and should 

consider the children’s  abilities to earn a living and cultivate the farml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it is 

necessary to continue the assistance. Ye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use th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veteran’s children to determine qualification. The regulations ignore whether the veteran’s son is capable of 

making a living or has ability for farming. However, they exclude the veteran’s married daughters from the 

rights of continued access to the land. The grand justices claimed that the discriminatory treatment was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rpose of caring for the veteran’s dependents and violated the principle of gender 

equality. 

Furthermore, Interpretations No. 485 and 549 (as well as others) also emphasized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welfare resources and public assistance of the state should be based upon the principle of needs. Gender, 

marital status, and hierarchical human relationships cannot truthfully reflect needs and requirement for care. 

The only appropriate standard is whether the subjects are capable of making a living.  

Subparagraph 2 of Article 15 of the Enforcement Rules of the National Health Insurance Act uses th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householder’s children as requirements for low-income household full 

insurance premium subsidization. It is questionable whether the Article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 to ensure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The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  was 

enacted to realize the rights of living stated in Article 16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provide the minimum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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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of a dignified human for those who cannot provide for themselves. The means test should consider 

whether subjects under investigation are living together or have maintenance ability, and use these standards 

to make a decision as to the targets of public assistance. In this way, it will fulfill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 

 

4.2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as Definitions of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for Public 

Assistance  

In this situation,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are used to define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for public 

assistance. Although it neither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qualification of married women for public assistance nor 

denies a married women’s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for her parents as stated in the Civil Codes, this 

situation  does have an indirect impact on whether applicants can pass the means test. In the case of living 

allowances for mid or low-income senior citizens, it is easier for senior citizens to pass the means test by 

utilizing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as an exception for exclusion. Assume that there 

are two applicants with the same difficult living situation, one of them only has sons and the other only has 

married daughter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children of these two households are in fact taking care of their 

parents, the clause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applicant with married daughters to fit the qualification for a mid or 

low-income household. 

Although the rules of the Family section in the Civil Codes state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among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regardless of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welfare scholars claim that 

the concept that “married daughters are outsiders,”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wife’s family and the husband’s 

family,” and marital status as “married, divorced, or widowed” still have an actual influence on the 

willingness of providing maintenance and support among family members. When a senior citizen is living in 

poverty, he/she does not usually expect married daughters to support or maintain the household. In this 

situation, the exclusion of married daughters through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is in 

accordance with actual family economic structure.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was 

removed from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in 2005. As a result, many senior citizens now have lost their 

qualification as mid or low-income households because married daughters’ assets are included in calculations 

according to the new laws. The concept of gender neutralization i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is thus criticized as unreasonable and impractical. 

Therefore, we must face a paradoxical and awkward phenomenon: Gender neutralized legislation might 

not suit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seems to echo our society’s common perception of the family. Yet, we must  question the fact that the 

state seems to consolidate the image of the patrilineal family through laws and distribution of welfare 

resources. It is not concordant with the gender equality stated in Article 7 of the Constitution or the 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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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emale dignity stated in the amended Article 10, Paragraph 6. The question is how do we overcome this 

dilemma? 

This study maintains that the “married daughters and uxorilocal sons” clause as a definition of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for the public assistance means test was invented merely for convenience. It is true 

that there was a time when married daughters were deemed outsiders and economically linked to  husbands’ 

families. The administrative burden of case-by-case investigation is lessened by enacting a law that excludes 

married daughters from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However, after decades of social and family change, the 

households formed by the cooperation of relatives do not entirely follow the dichotomies of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The number of single parent families is evidently increasing as the percentage of senior citizens 

who are supported economically by their adult children is decreasing. If we continue to define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by th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f children,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families in which adult 

children live separately and are in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ir elderly parents might exist that are not qualified 

as mid or low-income households because of the gender, number, and marital status of the applicants’ children. 

Whether the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created by the clause is compliant with the purpose of public assistance 

will face more and more examination and suspicion. To deal with the diversity of family combinations, we 

should return to the model of gender neutralized legislation proposed in the aforementioned court 

interpretations. Maintenance ability, cohabitation, and economic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applicant and 

his/her relatives are the only proper standards for the means test. Only in this way can the decision of public 

assistance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urpose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s. 

Once we have accomplished the goal of gender neutralization, we must further consider whether there 

are excessive or inappropriate expectations for adult children in terms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for 

their parents and other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in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Following the trends of 

the previous amendments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included in the means test are indeed decreasing. The last amendment of the Public Assistance Act was made 

in 2011.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were redefined and limited to the applicant, spouse,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and other lineal blood relatives who live together or have the sam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uxiliary exception articles have also been added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responsibility of 

maintenance is not actually performed. When the exception becomes a norm in society, the legislators will 

need to once again limit the definition of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Many scholars in Taiwan have been 

calling to further exclude first-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younger or older—who live separately from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This is exactly how second-degree lineal blood relatives and siblings were excluded 

from  household calculations in the past. 

 

5.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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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nalyzed by feminist welfare scholars, female economic dependency and structurally disadvantaged 

position will deepen if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see women as dependent on their spouses or relatives and 

reliant on spouse and relative maintenance to fulfill their needs, and as a result fail to offer support when 

needed. It is a cautionary tale for our own public assistance systems. Public assistance is the last protection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Once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applicants fail to fulfill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means test, they are excluded by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s. Thus, the means test of public assistance and the 

eligibility of receiving support should be redefined by the principles of individualization and verification, 

reconsidered based on individual needs, and further limit the members of a household. Hence, the 

predicament of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women who have no family support, are limited by a 

disadvantaged posi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having no access to public assistance can be 

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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