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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自民國76年（西元1987年）開放交流以來，因語言相

通、文化相近，兩岸人民通婚的數量日漸增加。依據內政部的統

計，截至民國98年底（西元2009年），兩岸婚姻的結婚登記數有

27萬多對，也就是臺灣現在有27萬多的家庭有大陸配偶，因此保

障大陸配偶的基本生活權益，也就是保障這27萬多個臺灣家庭的

生存權。

大陸配偶在臺灣生活的挑戰之ㄧ，是社會刻板的成見與歧

視，我認為大陸配偶是「新時代臺灣人」，這個以女性為主的群

體，是「臺灣媳婦」、「臺灣囡子的媽媽」，因此從我接任陸

委會主委以來，就將心比心，希望透過修法來保障大陸配偶的

權益，透過政策的調整，促進社會大眾對大陸配偶正確健康的態

度，落實保障大陸配偶的權益。因此為了賦予大陸配偶應有的公

平權益，也為了落實馬總統的移民政策，本會秉持「反歧視」、

「民主國家的法治原則」、「保障真實婚姻的大陸配偶在臺生活

基本權益」、「假結婚應杜絕於外」四項原則，並多次與婚姻移

民及人權團體溝通，也邀集相關機關開會研商，修正「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調整大陸配偶制度，對於大陸配偶

的權益提供更完善保障。

本次兩岸條例修正的重點包括：取消「團聚」2年的規定，縮

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為6年；全面放寬大陸配偶的工作

權，大陸配偶只要是「真婚姻」，入境辦理結婚登記後，經許可

在臺依親居留，不用申請工作證，也不用等待2年，即可在臺工

作，使得大陸配偶家庭經濟獲得改善，在家中的地位得到提昇，

生活更有尊嚴和保障；同時一併取消大陸配偶繼承不得逾200萬

元的限制，並放寬長期居留的大陸配偶可以繼承不動產，以完善

保障她們的居住和財產權利。

本次修法已經從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施

行，對於大陸配偶工作權、身分權、財產權等提供更完善的保

障，是針對大陸配偶制度的重大改革，也是政府落實人權保障的

一大進展，將使大陸配偶在臺生活權益獲得更完善的保障，而且

與外籍配偶制度類似並趨於一致，希望促進社會大眾對大陸配偶

主任委員

                       謹識賴幸媛

─前言

正確健康之態度並建構正面之評價，以逐步消除國人對大陸配偶

之歧視，並落實保障大陸配偶基本權益，使兩岸婚姻家庭能夠更

加幸福及美滿。

臺灣與大陸的生活方式、社會制度、教育環境及價值觀念等

均有所差異，法制也各有不同，且大陸資訊流通不易，使得大陸

配偶來臺前不能充分瞭解臺灣的文化及社會環境，入境後往往調

適不良，容易造成家庭及婚姻的失和；此外，大陸配偶新制也已

經從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施行，相關權益也

大幅調整放寬。有鑑於此，本會蒐集相關資訊編撰本書，希望對

大陸配偶結婚前後可能遭遇到的問題，提供說明，以幫助大陸配

偶能夠儘早適應及融入臺灣社會，讓所有大陸配偶都能和臺灣的

另一半共同開創「圓滿幸福」的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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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主

開放黨禁、報禁！總統民選！政黨輪替！ 

政府於民國38年（西元1949年）遷臺後，基於國家安全需要，開

始實施 「戒嚴」，戒嚴時期，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

均受到限制，因此也發生很多的黨外抗爭運動，其中以民國68年（西元

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最受注目。

「選舉」是自由民主政治的表現行為，民國39年（西元1950年）開

始實施地方自治，縣市首長及地方民意代表，由人民選舉所產生；民國

83年（西元1994年），立法院通過直轄市及省市自治法規，人民可以選

臺北市長、高雄市長及臺灣省長，使地方自治更邁進一大步。

「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因此政黨是促進民主政治發展、保證

民主政治成功的重要條件。政府於民國76年（西元1987年）解除戒嚴，

同時開放黨禁，臺灣已經進入了民主化的時代，因此臺灣人民持續申請

組織政黨中。

自從解除戒嚴及開放報禁以來，無論是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如雨後

春筍般的增加，任何媒體都可以自由的報導國際大事、臺灣風情、大陸

民情等。

臺 灣 的 民 主 發 展 史

上最重要的就是民國85年

（西元1996年）的第1次

總統直選，李登輝先生成

為臺灣第一位民選總統；

民國89年（西元2000年）

時由陳水扁先生當選總

統，進一步的完成第一次

的政黨輪替，而陳水扁先

生於民國93年（西元2004
年）再度連任總統；民國97年（西元2008年）時由馬英九先生當選總統，為

第二次的政黨輪替。臺灣的民主改革受到國際矚目與讚譽。

一、政府

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採均權制度！ 

中央政府

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總統、副總統自第9任起，由中華

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直接選舉之，下設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

察5院，分別行使職權。

地方政府

為貫徹地方制度法治化，民國83年（西元1994年）制定完成「省

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建立地方自治之法制體系，民國87年

（西元1998年）精省，民國88年（西元1999年）制定「地方制度法」，

整體規範地方制度基本法律。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郝振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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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

多元的歷史背景！多彩多姿的文化！

臺灣的傳統建築，是民間藝術的總匯，裝飾特別精美，舉凡彩繪、

書法、木雕、石雕、泥塑、陶瓷、剪黏等都是構成建築的要素，從中能

深刻的洞悉豐富內涵的臺灣文化。

臺灣除了傳承傳統的戲曲藝術之外，也發展出屬於臺灣本土特有的

歌仔戲與布袋戲；歌仔戲是結合臺灣各種地方戲曲小調、音樂為一體的

表演藝術；布袋戲近來更結合聲光特效，廣受年輕人喜愛；而電影與表

演團體，近年來也逐漸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再次展現出傳統與本土

文化的傳承與創新。

臺灣原住民族目前已獲官方認定的 14族群，包括有排灣族、賽夏

族、泰雅族、阿美族、雅美族、魯凱族、卑南族、布農族、鄒族、邵

族、噶瑪蘭族、太魯閣族、撒奇拉雅族、賽德克族。分佈在高山及平原

上的各族群，其語言、風俗習慣及部落結構皆各異。 

客家桐花祭在每年的4月開始，一朵朵美麗桐花的綻放，使桐花祭成

為每年國人共赴的饗宴；油紙傘在客家人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除了遮陽避雨之外，更是心中吉祥的象徵。

兩岸婚姻因語言相通，而大陸配偶為最大的外來移入人口，她們

是臺灣的媳婦、臺灣之子的母親，對於臺灣的社會及家庭有佷深遠的影

響。她們從大陸原生的家鄉遠嫁到臺灣，也帶來了多樣的風俗、習慣，

豐富了臺灣的文化，也為臺灣的社會注入了新生命，創造多元文化的新

價值。【部分內容引自交通部觀光局網站】

四、風景

崇山峻嶺、古木蒼天、湖光山水、人文薈萃！
臺灣之美就在追風逐鹿間！ 

臺灣以高山聳立聞名國際，是個有名的『高山島嶼』，3,000公尺以

上的高山，比比皆是，而將近 4,000 公尺的玉山，更是東北亞的第一高

峰。臺灣除了高山之外，還有非常美麗的海岸風光。為了維護優美的自

然景觀和保護生態，共設置 7 個國家公園和 13 個國家風景區。

 7  個國家公園分別

為在臺北市近郊以火山

地形著稱的「陽明山國

家公園」；橫跨新竹、苗

栗兩縣，並以臺灣特有魚

種--「櫻花鉤吻鮭」著稱

的「雪霸國家公園」；東

部花蓮縣境內以立霧溪畔

高聳深邃的峽谷地形而聞

名中外的「太魯閣國家

公園」；位於中部而橫

跨數縣市的「玉山國家公園」；以燦爛陽光聞名、位於本島南端充滿南

洋風味的「墾丁國家公園」；還有以戰地文物地景著名的「金門國家公

園」；由珊瑚碎屑及貝殼風化形成獨特白沙地質景觀的「東沙環礁國家

公園」。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郝振泰  攝

蘭嶼  原住民獨木舟

傳統木雕
傳統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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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個國家風景區包括擁有各類特殊海岸地形的「東北角暨宜蘭海岸

國家風景區」、「北海岸與觀音山國家風景區」；嶙峋海崕的「東部海

岸國家風景區」及牧野風光的「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往南，可達豐

富水資源的「大鵬灣國家風景區」與「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可以

逛逛平埔文化濫觴地「西拉雅國家風景區」以及魯凱族部落情的「茂林

國家風景區」；美麗的神話傳說描繪「阿里山國家風景區」的淒美，日

出、雲海的美景，更滌清一身的沉重；「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的湖光山

色、八卦山賞鷹、水果之鄉的梨山、佛教聖地的獅頭山都可讓你感受到

臺灣多元且不同的風貌；澎湖群島星羅棋佈於臺灣海峽中，是由 64 個
島嶼組成，地勢平坦，是臺灣地區最壯麗特殊的海島景觀；馬祖傳統閩

東石屋、渾然天成的海蝕奇景和特殊的閩東人文特色，散發出誘人的風

情；而蘭嶼及綠島可讓你體驗熱帶島嶼風情。

【部分內容引自交通部觀光局網站】

⊙小測驗⊙

1、（）目前臺灣原住民族已獲官方認定的共有14個族群。

2、（）大陸配偶是臺灣的媳婦、臺灣之子的母親，為臺灣創造多元文化的

新價值。

3、（）玉山是東北亞的第一高峰。

4、（）目前臺灣共有7個國家公園。

5、（）臺灣的民主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是民國85年（西元1996年）第1次總統

直選。

花東溪谷

阿里山  小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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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消工作需先申請許可，全面放寬在臺之工作權

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前，大陸配偶於「團聚」

期間無工作權，在「依親居留」期間，則需要符合特定條件，始得享有

工作權，因而影響大陸配偶家庭之經濟生活。

大陸配偶與外籍勞工不同，其為家庭成員之一，而工作權係其生活

之基本權利。因此，基於人道及家庭經濟考量，配合將「團聚」調整為

大陸配偶申請來臺之過渡階段，同時全面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也就是

大陸配偶通過面談，並辦理結婚登記，即可申請依親居留，經許可依親

居留，就可以工作，沒有條件的限制，也毋需申請工作證。

（三）重視在臺大陸配偶權益，團聚可併計6年之計算

本次修法是從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起施行，依

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大陸配偶在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

14日）之前已在臺經過團聚的停留期間，是不應該被轉換併計於新法6年

取得身分證之居留期間。

但是為了使已在臺之大陸配偶亦能適用縮短身分證取得時間從寬的

規定，於是特別放寬之前在臺團聚期間，每年在臺居住逾183日，亦可併

計於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階段，使大陸配偶在臺居住6年期間，每年居住

逾183日者，也可以適用修正的規定申請在臺定居，以保障在臺大陸配偶

權益。

（四）取消繼承200萬元限制，長期居留可繼承不動產

大陸配偶是基於婚姻關係與臺灣配偶共同生活，與臺灣的社會及家

庭建立緊密連帶關係，不同於一般大陸地區人民。

為維護大陸配偶本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及財產權益，繼承權應該要進

一步的保障，因此在這次的修法，取消了只可以繼承200萬元的限制，也

同時放寬在長期居留期間，可以繼承不動產。但是不動產如為臺灣地區

繼承人賴以居住，大陸配偶仍不得繼承，以優先兼顧臺灣地區繼承人的

權益（相關的繼承流程請參閱P.52）。

一、現制的內涵

大陸配偶目前來臺制度，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17條規定，區分為「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4個階段。大

陸配偶完成結婚手續，得申請來臺團聚，於國境線上通過面談，並辦理

結婚登記後，得申請依親居留；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

得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連續滿2年，且每年居住逾183日，得請定

居；大陸配偶於依親居留及長期居留階段，毋需申請工作許可，即可在

臺工作。

本會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權益，秉持「反歧視」、「民主國家的

法治原則」、「保障真實兩岸婚姻生活權益」、「假結婚杜絕於外」四

項原則，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7條之

1、第18條、第57條、第67條，重點包括：將大陸配偶領取身分證的時

間縮短為6年，並全面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另取消繼承不能超過200萬

元的限制，且放寬長期居留的大陸配偶可以繼承不動產等，這些放寬的

措施已經在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開始施行。說明如

下：

（一）調整團聚為過渡之階段，縮短身分證取得的時間

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起，本會為了進一步保障

大陸配偶的權益，使她們能夠儘速的在臺長期生活，取消了必需結婚滿2
年或已生產子女，才可申請「依親居留」之規定，也就是將「團聚」調

整為大陸配偶申請來臺之過渡階段。

現在的制度取消了團聚需要 2年的規定後，大陸配偶只要通過面談，

並辦理結婚登記後，馬上可以申請依親居留，依親居留滿 4年每年居住

超過 183日，可以申請長期居留；長期居留連續滿 2年每年居住超過 183
日，可以申請定居。如此，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的時間從以往的 8年縮短

為 6年。

新竹  南寮漁港 李明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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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符合保護子女最大權益，落實現代男女平權思潮

關於父母與子女間之法律關係，參考民國78年（西元1989年）聯

合國兒童權利保護公約及民國85年（西元1996年）海牙關於父母保護子

女之責任及措施之管轄權、準據法、承認、執行及合作公約所揭示之原

則，於是將原規定「以父之設籍地之規定」為原則，修正為「依子女設

籍地區之規定」，以符合保護子女最大權益之原則。此項修正也落實了

現代男女平權的思潮，不再以男方為主。

（六）落實保障大陸配偶權益，遭強制出境前可陳述意見

在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以前，大陸配偶在臺

居留期間，如因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或有事實足認有犯

罪行為，或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依法規均直

接強制出境。現在為了保障當事人之權益，針對大陸配偶如有前面的情

形，在強制出境前，可以在主管機關所召開的審查會中陳述意見。

二、大陸配偶制度的沿革 

政府在民國76年（西元1987年）開放民眾赴大陸探親，也同時開啟

了交流的大門，因為彼此往來頻繁及密切，又因語言相通、文化相似的

情形下，通婚的數量急速成長。政府為保障大陸配偶在臺的權益，歷年

來多次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調整大陸配偶來臺

的制度如下：

（一）民國81年（西元1992年）到民國88年（西元1999年）

      「探親→居留→定居」 

大陸配偶來臺制度開始於民國81年（西元1992年），當時因考量彼

此的生活條件及開放的程度，所以採取「探親→居留→定居」3個階段的

制度。所謂的定居就是在臺設戶籍，取得臺灣人民身分證。

這段期間，大陸配偶要取得居留資格必須要排數額，每年的居留數

額要經過立法院同意。民國81年（西元1992年）240人、民國82年（西元

1993年）300人、民國83
年（西元1994年）及

民國84年（西元1995
年）600人、民國85年

（西元1996年）1,080
人、民國86年（西元

1997年）及民國87年

（西元1998年）1,800
人、民國88年（西元

1999年）3,600人。取

得居留資格前，每年

只能以探親的名義在

臺停留6個月。

（二）民國89年（西元2000年）到民國92年（西元2003年）

      「探親→團聚→居留→定居」 

民國89年（西元2000年）及民國90年（西元2001年）居留數額雖為

3,600人，較民國86年（西元1997年）及民國87年（西元1998年）的1,800
人增加了1倍，但是因為大陸配偶每年增加的速度很快，大陸配偶在取得

居留資格前要等待一段較長的時間，因此在民國91年（西元2002年）時

採行了「雙軌制」；所謂的「雙軌制」是「時間」與「數額」同時併行

的制度。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林格立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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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考量大陸配偶如果每年在臺只能停留6個月，無法符合家庭倫常

之需，因此在民國89年（西元2000年）調整大陸配偶制度為「探親→團

聚→居留→定居」4個階段，並放寬大陸配偶在團聚階段可以加入全民健

保及在民國90年（西元2001年）放寬大陸配偶在等待居留數額期間，可

以有條件申請工作許可後在臺工作。 

（三）民國93年（西元2004年）到民國98年（西元2009年）

      「團聚（2年）→依親居留（4年）→長期居留（2年）→定居」 

為持續落實「生活從寬」循序漸進的政策，在參酌國外制度及檢討

制度所衍生的問題後，於民國92年（西元2003年）再度修訂「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調整大陸配偶的制度為「團聚→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定居」4個階段。

大陸配偶制度在民國93年（西元2004年）大幅度的調整，取消探親

制度以符家庭倫常，並參照外國通行移民制度增訂長期居留階段，同時

奠定長期居留與公民身分之雙軌制度，另外建立面談機制，以過濾假結

婚保障真婚姻。

（四）民國98年（西元2009年）

      「團聚→依親居留（4年）→長期居留（2年）→定居」 

為了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的權

益，本會秉持「反歧視」、「民主國

家的法治原則」、「保障真實兩岸婚

姻生活權益」、「假結婚杜絕於外」

四項原則修正「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人民關係條例」部分條文，修法重點

包括：將大陸配偶領取身分證的時間

縮短為6年，並放寬大陸配偶合法入

境，辦妥結婚登記，並許可依親居留後，即可享有工作權，使大陸配偶

的家庭經濟生活更有保障，而且大陸配偶為國人的配偶，是家庭的重要

成員，為維護大陸配偶本於婚姻關係之生活及財產權益，其繼承權應進

一步予以保障，所以取消繼承不能超過200萬元的限制，且放寬長期居留

的大陸配偶可以繼承不動產。

為了配合「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前揭條文的修正

及制度的調整，同時修正了「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

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

法」、廢止「大陸地區配偶在

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期間工作許

可及管理辦法」等相關辦法，

前揭規定已配合「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自民

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
月14日）起施行。

大陸配偶春節活動

左圖及本圖圖片提供：中華救助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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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配偶現制與舊制之比較表

項目
民國98年8月14日修正

施行後（現制）
民國98年8月14日修正

施行前（舊制）
兩岸條例

條文

階段

團聚→依親居留4年（每
年居住逾183日）→長期
居留2年（每年居住逾183
日）→定居

團聚2年→依親居留4年
（每年居住逾183日）→
長期居留2年（每年居住
逾183日）→定居

第17條

取得身分證時間 6年 8年 第17條

工作權
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長
期居留，不用申請工作
證，即可工作

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
符合條件，需要先申請
工 作 證 ， 始 可 在 臺 工
作；經許可在臺長期居
留，不用申請工作證，
可在臺工作

第17條之1

強制出境前
陳述意見

因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
活動或工作、有事實足認
有犯罪行為或有事實足認
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
安定之虞，主管機關強制
出境前，得召開審查會，
當事人有陳述意見的機會

強制出境前，無陳述意
見之機會，主管機關亦
無須召開審查會

第18條

父母與子女的關係 依子女設籍地區之規定 以父之設籍地之規定 第57條

遺產繼承
取消繼承動產不得逾200
萬元的限制；經許可長期
居留，可以繼承不動產

繼承動產不得逾200萬
元、不能繼承不動產

第67條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7條之1、第18條、第57
條、第6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
（四）「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面談管理辦法」
（五）「大陸地區人民按捺指紋及建檔管理辦法」

⊙小測驗⊙

1、（）大陸配偶現行制度分為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定居等4個階 
段，大陸配偶通過面談，辦理結婚登記後，即可申請依親居留。

2、（）大陸配偶經許可在臺依親居留及長期居留期間，不需要申請工作

證，即可在臺工作。

3、（）大陸配偶繼承遺產已經取消200萬元的限制。

4、（）目前團聚已調整為過渡階段，取消團聚需要2年的規定。

5、（）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規定，父母與子女的法律

關係是依子女的設籍地區之規定。

淡水  漁人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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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團聚 
（一）申請手續

資　格：在大陸辦理結婚登記及到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結婚公

證書驗證。

步　驟：辦理驗證後，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請參閱附錄

壹）申請大陸配偶來臺團聚。

小叮嚀：大陸配偶在國境線上接受面談時，臺灣配偶應配合大陸配偶同

時在機場（港口）接受訪談。 

（二）重要訊息 

1、工作

大陸配偶在臺團聚期間，無法工作，如有非

法工作之情形，除了要出境外，會被管制一

段期間不能再入境。

2、大陸親人來臺探親

大陸配偶懷孕7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2個

月未滿，大陸父母可以來臺灣探親。

3、其他

◎大陸配偶制度於民國98年8月14日（西元2009年8月14日）修正施行

後，取消團聚需要2年的規定。團聚入境後於停留期限內，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後，就可以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依親居留。

◎在臺團聚期間，如有逾期停留等情形，除了要出境外，會被管制一段

期間不能再入境。

◎大陸配偶在臺期間，所持的大陸通行證逾期、遺失或無通行證，而無

法返回大陸，可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尋求協助（相關問題可洽

詢旅行服務處；02-27187373轉502、503、508、509）。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4條、第19條、第20條

一、現制簡圖

二、結婚

兩岸人民因遊學、旅遊、經商，甚至是經由他人介紹認識而締結

婚姻，但因雙方距離遙遠，或許無法經常相處而有深入的了解。因此雙

方在結婚前，對於要締結婚姻的對象，彼此生長的環境背景、文化、生

活習慣、經濟價值等各方面，能夠有互相及充分的了解，如此，才能夠

共組一個幸福及美滿的家庭。臺灣地區人民也可以在結婚前，到各縣

（市）的家庭教育中心，參加婚姻教育的課程，學習正確的婚姻觀念。

（一）流程

臺灣人民到法院公證處或民間公證人辦理單身公（認）證書、與結

婚對象無直系血親及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係之公（認）證書→到大陸辦

理結婚登記→在大陸辦理結婚公證書→在臺灣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

會辦理文書驗證。

（二）重要訊息

1、依大陸「婚姻法」規定，結婚的年齡男須年滿22周歲，女須年滿20周歲。

2、到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書驗證前，可先以電話或上網方式查

詢大陸公證書副本是否已寄到。



大陸配偶在臺生活資訊手冊

22 23

參‧

來 

臺 

篇

5、其他

◎依親居留證件效期為3年，在證件效期屆滿前，要到內政部入出國及

移民署辦理延期，如果未辦理延期，即為逾期居留，除了要出境外，

會被管制一段期間不能再入境。

◎大陸配偶在臺期間，所持的大陸通行證逾期、遺失或無通行證，而無

法返回大陸，可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尋求協助（相關問題可洽

詢旅行服務處；02-27187373轉502、503、508、509）

◎感染愛滋病之大陸配偶如係受臺灣配偶傳染或於臺灣醫療過程中感

染，得於出境後6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申覆（以1次為限），但尚未出境

者，亦得提出，申覆期間得暫不出境。申覆案件經審議通過者，則感

染愛滋病不能成為被拒絕居留或定居的唯一理由。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7條之1、第6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5條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12條、第

13條、第14條、第15條、第16條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0條

五、長期居留

（一）申請手續 

資　格：依親居留滿4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

步　驟：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請參閱附錄壹）申請大陸配

偶在臺長期居留。

小叮嚀：長期居留證件為大陸配偶在臺期間之身分證明文件，其有效期

間自入境或核發之日起算為3年，如果效期屆滿，可以申請延

期，每次延期不得逾2年6個月。

四、依親居留

（一）申請手續 

資　格：大陸配偶持團聚證件，在國境線上接受面談，通過面談後辦理

結婚登記。

步　驟：辦埋結婚登記後，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請參閱附

錄壹）申請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 

小叮嚀：依親居留證件為大陸配偶在臺期間之身分證明文件，有效期間

自入境或核發之日起算為3年，如果效期屆滿，依親原因繼續

存在，可以申請延期，每次不得逾2年。

（二）重要訊息 

1、工作

◎依親居留期間，不用申請工作證，可在臺工作。

◎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期間，臺灣配偶死亡、離婚後經確定判決取得

或離婚後10日內經協議取得其在臺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設有戶籍

之未成年親生子女，依規定可以繼續依親居留，亦不用申請工作證，

可在臺工作。

2、大陸親人來臺探親、探病

父母可申請來臺探親或探病；未成年親生子女可申請來臺探親。

3、特殊情形繼續依親居留

大陸配偶之臺灣配偶死亡、離婚並於10日內協議取得子女監護權或經

法院確定判決取得子女監護權、因遭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有在臺設有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等，可以繼續依親居留。

4、繼承遺產

繼承遺產不受200萬元的限制，但是不能繼承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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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訊息 

1、工作

◎長期居留期間，不用申請工作證，可在臺工作。

◎大陸配偶在臺長期居留期間，臺灣配偶死亡、離婚後經確定判決取得

或離婚後10日內經協議取得其在臺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設有戶籍

之未成年親生子女，依規定可以繼續長期居留，亦不用申請工作證，

可在臺工作。

2、大陸親人來臺探親、探病

父母可申請來臺探親或探病；未成年親生子女可申請來臺探親。

3、特殊情形繼續長期居留

大陸配偶之臺灣配偶死亡、離婚並於10日內協議取得子女監護權或經

法院確定判決取得子女監護權、因遭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有在臺設有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等，可以繼續長期居留。

4、繼承遺產

繼承遺產不受200萬元的限制，並可以繼承不動產，但是該不動產如為

臺灣地區繼承人所賴以居住者，仍不能繼承。

5、其他

◎長期居留證件效期為3年，

在證件效期屆滿前，要到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辦理延

期，如果未辦理延期，即為

逾期居留，除了要出境外，

會被管制一段期間不能再入

境。

◎大陸配偶在臺期間，所持的大陸通行證逾期、遺失或無通行證，而無

法返回大陸，可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尋求協助（相關問題可洽

詢旅行服務處；02-27187373轉502、503、508、509）。

◎感染愛滋病之大陸配偶如係受臺灣配偶傳染或於臺灣醫療過程中感

染，得於出境後6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申覆（以1次為限），但尚未出境

者，亦得提出，申覆期間得暫不出境。申覆案件經審議通過者，則感

染愛滋病不能成為被拒絕居留或定居的唯一理由。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7條之1、第6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5條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4條、第

25條、第26條、第27條、第28條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0條

六、選擇繼續長期居留

（一）申請手續 

資　格：經許可在臺長期居留證件效期屆滿。

步　驟：證件效期屆滿前，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請參閱附

錄壹）申請延期，可繼續在臺長期居留。

小叮嚀：大陸配偶須本人親自申請。 

（二）重要訊息

1、工作

◎長期居留期間，不用申請工作證，可在臺工作。

◎大陸配偶在臺長期居留期間，臺灣配偶死亡、離婚後經確定判決取得

或離婚後10日內經協議取得其在臺設有戶籍未成年親生子女權利義務

之行使或負擔、因遭受家庭暴力經法院判決離婚，且有在臺設有戶籍

之未成年親生子女，依規定可以繼續長期居留，亦不用申請工作證，

可在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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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陸親人來臺探親、探病

父母可申請來臺探親或探病；未成年親生子女可申請來臺探親。

3、特殊情形繼續長期居留

大陸配偶之臺灣配偶死亡、離婚並於10日內協議取得子女監護權或經

法院確定判決取得子女監護權、因遭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有在臺設有

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等，可以繼續長期居留。

4、繼承遺產

繼承遺產不受200萬元的限制，並可以繼承不動產，但是該不動產如為

臺灣地區繼承人所賴以居住，仍不能繼承。

5、其他

◎長期居留期間沒有限制，大陸配偶

可於長期居留滿2年後，考量自身

情況選擇繼續在臺長期居留或申請

定居。長期居留期間所持入出境許

可證為多次加簽證件，便利往返兩

岸間。

◎長期居留證件效期為3年，在證件

效期屆滿前，要到內政部入出國

及移民署辦理延期，如果未辦理

延期，即為逾期居留，除了要出境

外，會被管制一段期間不能再入

境。

◎大陸配偶在臺期間，所持的大陸通行證逾期、遺失或無通行證，而無

法返回大陸，可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尋求協助（相關問題可洽

詢旅行服務處；02-27187373轉502、503、508、509）。

◎感染愛滋病之大陸配偶如係受臺灣配偶傳染或於臺灣醫療過程中感

染，得於出境後6個月內以書面提出申覆（以1次為限），但尚未出境

者，亦得提出，申覆期間得暫不出境。申覆案件經審議通過者，則感

染愛滋病不能成為被拒絕居留或定居的唯一理由。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第17條之1、第6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5條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4條、第

25條、第26條、第27條、第28條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0條

七、定居 

（一）申請手續

資　格：長期居留連續2年，且每年在臺合法居留期間逾183日、無犯罪

紀錄、喪失大陸原籍、符合國家利益等。

步　驟：到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服務站（請參閱附錄壹）申請大陸配

偶在臺定居。

小叮嚀：大陸配偶須本人親自申請。 

（二）重要訊息 

1、大陸親人來臺探親、探病

轉換為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大陸的二親等內血親 （如父母、子女、

兄弟姐妹、（外）祖父母等）可以來臺探親；三親等內血親（如父

母、子女、兄弟姐妹、（外）祖父母）、曾（外）祖父母、叔伯及阿

姨等）可以來臺探病。

2、其他

◎申請定居不需要附財力證明文件。

◎在長期居留期間申請轉換為臺灣人民（就是定居），除了要符合積極

的要件外，且需經過審核通過後，始得在臺定居。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5條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30條、第

31條、第32條、第33條
（四）「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第2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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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大陸配偶各階段重要訊息表

項目 團聚 依親居留 長期居留 定居

工作權 x 不用申請工作證，即可工作

大陸親人
來臺探親

懷孕 7 個月
以 上 或 生
產 、 流 產
後 2 個月未
滿，大陸父
母可以申請
來臺探親

大陸父母及未成年親生子女可以申請來臺
探親

大陸二親等內
血親可以申請
來臺探親

大陸親人
來臺探病

x 大陸父母申請來臺探病
大陸三親等內
血親可以申請
來臺探病

繼承遺產
繼承總額沒有金額的限制；不可
以繼承不動產

繼承總額沒有金額
的限制；可以繼承
不動產

依「民法」
相關規定

繼續居留 x  

臺灣配偶死亡、離婚並於10日內協議取得
子女監護權或經法院確定判決取得子女監
護權、因遭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有在臺設
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

取得身分證，
即為臺灣地區
人民

證件效期 6個月
效期3年，每次延期
效期為2年

效期3年，每次延期
效期為2年6個月

依臺灣地區
人民身分證
的相關規定

⊙小測驗⊙

1、（）大陸配偶在臺團聚期間，不能工作。

2、（）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臺灣配偶死亡、離婚並於

10日內協議取得子女監護權或經法院確定判決取得子女監護權、因

遭受家庭暴力離婚，且有在臺設有戶籍之未成年親生子女等，可以

繼續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

3、（）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大陸的父母及未成年親生

子女可以來臺探親。

4、（）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要在證件效期屆滿前辦理延期，如

未辦理延期，會有逾期居留的情形。

5、（）申請定居時，不需要提出財力證明的相關文件。

親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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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生子女戶籍登記 

（一）子女在臺灣出生

1、結婚前懷孕 

在大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女方在結婚

前之婚姻登記紀錄證明公證書（如：未

婚公證書等），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

金會驗證完成後，連同醫院開立之出生

證明到戶政機關申報。 

2、結婚後懷孕 

檢具醫院開立之出生證明到戶政機

關申報。 

（二）子女在大陸出生 

1、結婚前懷孕 

先向大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子女的出生公證書、女方婚姻登記紀錄證

明公證書（公證書先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及其他應備文件

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子女在臺定居，經審核獲准後，持定居證

影本到大陸辦理相關手續，該子女入境後，再向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換

發定居證正本後，拿定居證向戶政事務所登記戶籍。

2、結婚後懷孕 

先向大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子女的出生公證書（公證書先經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驗證）及其他應備文件向內政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署申請子女在臺定居，經審核獲准後，持定居證影本到大陸辦理相關手

續，該子女入境後，再向內政部入出國移民署換發定居證正本，持定居

證向戶政事務所登記戶籍。

二、收養大陸地區人民

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第56條的規定，收養之成立及終止，是依照各該收養者被收養

者設籍地區之規定；而收養的效力，則依照收養者設籍地區之規定。

（一）流程

先在臺灣向公證人辦理無子女之宣誓認證書→到大陸辦理收養登記

→到大陸公證處辦理收養公證書及委託公證書→回到臺灣向財團法人海

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書驗證→在臺灣向戶籍所在地地方法院聲請認可→

在臺灣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收養登記。

（二）重要訊息

1、辦理收養之前請先參考「民法」第1072條到第1079條之5、「臺灣地區

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5條及大陸「收養法」第4條到第15條的

規定。

2、法院將審酌相關法令及收養人、被收養人等實際狀況，通知聲請人補正

相關資料或為認可或駁回之裁定。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6條、第56條、第65條
（二）「民法」第1072條到第1079條之5

三、大陸配偶親生（前婚及未婚）子女來臺 

（一）大陸配偶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期間，未成年親生子女可以

來臺探親。

1、親生子女年齡在14歲以下，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月，得申請延期，每次

延期不得逾6個月；曾於14歲以下申請來臺探親，年齡在14歲以上、18
歲以下，其停留期間亦為每次不得逾6個月，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不

得逾6個月。

2、親生子女年齡逾18歲，或14歲以下未曾申請來臺，年齡在14歲以上、

18歲以下，探親停留期間為每次2個月，每年可以申請3次。

（二）大陸配偶在大陸的親生子女，被現任婚姻關係存續中的臺灣配偶所收

養，年齡在18歲以下，可以申請專案長期居留；亦可以申請來臺探

親，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月，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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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陸配偶取得臺灣地區身分證，轉換為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大陸親

生子女12歲以下可以申請來臺定居；如親生子女年齡在18歲以下，則

可申請來臺專案長期居留；亦可以申請來臺探親，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

月，得申請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6個月。

附表、大陸配偶之大陸子女（親生或前婚姻）來臺相關規定

（一）被現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臺灣配偶收養

子女年齡 12歲以下 18歲以下 逾18歲

探親
v

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月，必要時，得申請
延期，每次延期不得逾6個月

v
停 留 期 間 為 每 次 2 個
月，每年申請3次

專案長期居留 v v x

定居 v
長期居留滿2年，且每年
合法居住逾183日，得申
請定居

x

（二）未被現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臺灣配偶收養

子女年齡 12歲以下 14歲以下 18歲以下 未滿20歲 20歲以上

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

探親

v
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月，
必要時，得申請延期，
每次延期不得逾6個月

v
14歲以下曾申請
來臺探親，年齡
在14歲以上、18
歲以下，停留期
間不得逾6個月，
必要時，得申請
延期，每次延期
不得逾6個月；
不 符 合 前 揭 規
定，停留期間為
每次2個月，每年
申請3次

v
停 留 期 間
為每次2個
月 ， 每 年
申請3次

x

專案長期居留
申請探親時年齡14歲以下，在臺探親連續滿
4年，且每年停留逾183日，得申請專案長期
居留

x

大陸配偶在臺定居（取得身分證）

探親
v

停留期間不得逾6個月，必要時，得申請延
期，每次延期不得逾6個月

v
停 留 期 間 為 每 次 2 個
月，每年申請3次

專案長期居留 v x

定居 v 長期居留滿2年，且每年合法
居住逾183日，得申請定居

x

四、其他權益

大陸親生子女在臺的就學、加入全民健保等問題，請逕洽詢主管機

關教育部及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請參閱附錄七）。

附註、參考法規
（一）「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6條
（二）「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3條、第20條
（三）「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許可辦法」第22條

⊙小測驗⊙

1、（）臺灣地區人民之親生子女，年齡在18歲以下，可以申請專案長期居

留。

2、（）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大陸父母可以來臺探親。

3、（）臺灣配偶收養大陸配偶之大陸親生子女為養子女，18歲以下可以申

請專案長期居留。

4、（）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身分轉換為臺灣地區人民，在大陸的親生子

女，年齡在12歲以下，可以申請定居。

5、（）大陸配偶在大陸的親生子女，年齡在14歲以下，來臺的探親期間可

以停留6個月，每次可以辦理延期6個月。

協助就業婦女幼兒接送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莊坤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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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配偶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17條之1規定，

經許可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不用申請工作證，沒有條件的

限制，即可在臺灣地區工作。另外大陸學歷是否被採認，所影響層面是

在報考軍、公、教的職務，對於一般就業市場的民營公司應較無影響。

一、勞動權益

（一）大陸配偶於求職或受僱時均受「就業服務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保障，雇主不得因其為大陸配偶而有差別待遇或就業歧視，亦不得因

大陸配偶有結婚、懷孕、分娩或育兒的情況而解僱。

（二）大陸配偶只要是受僱於適用「勞動基準法」的事業單位或為中央主管

機關指定適用該法之工作者，其勞動條件均受該法保障。雇主應依法

令規定為大陸配偶投保勞工保險、就業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雇主給

付之工資亦不得違反基本工資之規定。

◎雇主如有違反相關規定的情形，可以直接向地方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勞工處、局或社會（局）處）提出申訴或檢舉。

二、就業服務 

雇主僱用大陸配偶如要求出

示工作許可或對相關僱用規定不

瞭解時，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請

參閱附錄二）可提供陪同面試、

協調雇主或協助職場適應等支持

性就業服務，以鼓勵雇主僱用。

◎大陸配偶如欲求職，可就近親

洽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上

網查詢（http://www.ejob.gov.tw）、 
或撥打24小時免付費就業服務專線0800-777-888洽詢。

三、職業訓練

大陸配偶可參加勞委會職業訓練中心(請參閱附錄三)及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規劃辦理之各種職業訓練，以協助其習得一技之長，增加就

業技能。

◎大陸配偶如欲參訓，可就近親洽各地公立職業訓練中心、上網查詢

（http://www.etraining.gov.tw)、或撥打24小時免付費諮詢服務專線

0800-777-888洽詢。

四、技能檢定

大陸配偶符合「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相關規定，並持有長

期居留證或依親居留證明文件，可以報名技能檢定。另外大陸配偶參加

職業訓練結業後，如參訓班別為以取得證照為目的之訓練班別，由承訓

單位輔導參加技能檢定，以提升技能及求職能力。

◎有關技能檢定詳情可洽詢勞委會中部辦公室（04-22595700；http://
www.labor.gov.tw）。

五、勞工保險及就業保險

（一）依法在臺工作的大陸配偶如受僱於5人以上的工廠、公司、行號等，雇

主應於其到職當日申報參加勞工保險，如受僱於4人以下的工廠、公

司、行號等，雖然不是勞工保險的強制加保對象，雇主仍可自願為其

申報參加勞工保險。

（二）自民國98年5月1日（西元2009年5月1日）起，「就業保險法」將依法

在臺工作的大陸配偶，納為就業保險的保障對象。前開大陸配偶如屬

受僱，雇主應依法為其辦理參加就業保險。

◎ 相 關 勞 保 及 就 保 權 益 的 諮 詢 與 維 護 ， 可 洽 詢 勞 工 保 險 局 
（02-23961266；http://www.bli.gov.tw/）。

⊙小測驗⊙

1、（）大陸配偶於求職或受僱時均受「就業服務法」的保障。

2、（）大陸配偶受僱期間，雇主如有違反相關規定，大陸配偶可以直接向

地方主管機關提出申訴或檢舉。

3、（）大陸配偶可以參加職業訓練。

4、（）大陸配偶符合「技術士技能檢定及發證辦法」相關規定，可以報名

技能檢定。

5、（）自民國98年5月1日（西元2009年5月1日）起，「就業保險法」將依

法在臺工作的大陸配偶，納入就業保險的保障對象。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郝振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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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歷認證及就學

（一）學歷認證

大陸配偶經許可在臺定居取得身分證，可持原大陸高級中學以下畢

業證件，經大陸公證處公證，及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後，向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領同等學歷證明書，並可持經採認之高級中學學歷

證明書參加臺灣各項大學招生（日夜間學士班）。

另，「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22條法律修正案業經

總統公布，行政院核定於99年9月3日公布施行，有關大陸高等教育學歷

之採認將有所放寬，主管機關教育部正積極研訂相關規範。 

（二）就學

1、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可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進入補習及進修學校就讀取得正式學籍（歷）；大陸配偶在

臺團聚期間，可以寄讀的方式進入補習或進修學校就讀，但是無法

取得正式學籍（歷）。

2、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以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級中學、職業

學校及專科學校等五種畢業程度之學力鑑定為範圍，大陸配偶在臺

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可依「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

參加學力鑑定考試。

3、大陸配偶可以參加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舉辦之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學力鑑

定考試，取得及格證書後，亦得參加大學招生。

◎有關學歷認證及就學的相關問題，可以洽詢教育部（02-77366051； 
http://www.edu.gov.tw）及教育部中部辦公室（04-37061800轉1206）、 
直轄市政府或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二、存款開戶及金融往來

大陸配偶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格者（即持有臺灣地區長期居留或臺

灣地區依親居留證者），存款開戶及金融往來比照臺灣地區人民；至於

大陸配偶未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資格者，存款開戶比照第三地區個人之開

戶規定。

◎有關存款開戶及金融往來的問題，可以洽詢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銀行局（02-89680899；http://www.fscey.gov.tw）。

三、匯款

（一）匯款金額

每筆結匯（結售或結購）之匯款不得逾10萬美元。惟大陸配偶如持

有國民身分證，每年新臺幣結匯（結售或結購）之匯款金額不得逾500萬

美元。

（二）匯款性質

匯往大陸地區之匯出款或自大陸地區之匯入款，匯款性質不得為未

經許可之直接投資、有價證券投資匯款及其他未經法令許可事項。

◎有關匯款的問題，可以洽詢

中央銀行（02-23936161； 
http://www.cbc.gov.tw）。

四、報考或換發駕駛執照 

（一）報考普通駕駛執照

需要年滿18歲以上，並持

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

證明等相關文件向公路監理單

位報考，經筆試路考及格後核

發駕駛執照。

（二）換發普通駕駛執照

大陸地區的駕照不能直接換發我國的駕照，須於入境之翌日起1年

內，持經許可停留或居留1年以上之證明等相關文件，向公路監單位提出

換發申請，經筆試合格後，免路考換發同等車類之普通駕駛執照。

◎有關報考或換發駕照的問題，可以洽詢交通部（0800-080412； 
http://www.mvdis.gov.tw）。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莊坤儒 攝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楊文卿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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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得稅 

（一）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居（停）留合計滿183天者

就其在臺灣來源所得，準用國人適用之課稅規定，課徵綜合所得稅

（就是適用結算申報）。

（二）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居（停）留合計未滿183天者

1、其臺灣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規定之扣繳率

扣繳，不用辦理結算申報；如果有不是屬於扣繳範圍之所得，應由納稅

義務人依規定稅率申報納稅，其無法自行辦理申報者，應委託國人或在

臺灣有固定營業場所之營利事業為代理人，負責代理申報納稅。

2、大陸配偶在臺灣的來源所得，可選擇跟臺灣配偶合併申報。 

◎有關所得稅申報相關的問題，可以洽詢財政部（0 2 - 2 3 2 2 8 0 0 0； 
http://www.mof.gov.tw）、當地國稅局、分局或稽徵所。 

六、購買不動產 

（一）大陸配偶如果符合「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

物權許可辦法」之相關規定，可以在臺買賣土地及房屋，但是不能夠

購買林地、漁地、要塞軍備區域等土地及其地上房屋。

（二）大陸配偶於購買取得供住宅用不動產所有權，於登記完畢後滿3年，始

得移轉。

（三）購買土地及房屋必須先向所在地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審核。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審核通過後，併同相關資料報請內政部許可。

（四）大陸配偶購置不動產，但是要特別注意不得以「贈與」方式取得不動

產，尤其是以不相當對價買受（如夫妻間的房子買賣，夫所有房子市

價為新臺幣800萬，卻以新臺幣240萬元的價格賣給其大陸配偶，其成

交價低於市價甚多）或其他無償事由取得不動產物權，即大陸配偶不

得以形式為買賣，實質為受贈之方式取得不動產（即不得「假買賣、

真贈與」）。

（五）大陸配偶經內政部許可取得、設定不動產物權者，得向銀行辦理房屋

貸款，有關房屋貸款相關事項，可以洽詢各銀行。

◎有關購買不動產的相關問題，可以洽詢內政部地政司（02-23565250；

http://www.land.moi.gov.tw）、直轄市政府或各縣（市）政府。

七、社會福利 

（一）社會救助

大陸配偶已設有戶籍者，可申請低收入戶生活扶助、急難救助、醫

療補助及災害救助。

（二）福利服務

特 殊 境 遇 家 庭 扶 助 、 單

親家庭支持服務、外籍配偶家

庭服務中心、婦女福利服務中

心及外籍配偶各項生活適應輔

導措施，其中婦女福利服務中

心提供婦女法律諮詢，心理諮

詢、自我成長講座及支持團體

課程。

（三）兒童及少年福利

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

活扶助、中低收入家庭兒童及少年健保費補助、兒童及少年保護安置措

施、托育補助、早期療育服務等。

◎有關各項社會福利之資格、申請手續等相關事項，可洽詢直轄市政

府或各縣（市）政府社會（局）處（請參閱附錄四）、內政部社會司

（02-23565000；http://www.moi.gov.tw/dsa）。

圖片提供：中華救助總會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莊坤儒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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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社會保險

（一）勞工保險

參加勞保為被保險人。於保險效力開始後停止前，發生保險事故

時，如符合相關請領要件，被保險人或其受益人可以依照勞保條例規

定，請領保險給付。

（二）就業保險

自民國98年5月1日（西元2009年5月1日）起，就業保險法將依法在

臺工作的大陸配偶，納為就業保險的保障對象。大陸配偶如屬受僱，雇

主應依法為其辦理參加就業保險。發生保險事故時，如符合相關請領要

件，可依就業保險法規定，請領保險給付。

（三）國民年金保險

大陸配偶在臺已設有戶籍，年滿25歲未滿65歲，並且沒有參加其

他相關社會保險（含勞工保險、軍人保險、公教人員保險、農民健康保

險），應參加國民年金保險為被保險人。

◎有關勞工保險、就業保險或國民年金保險之資格、申請手續等相關事項， 
可洽詢內政部社會司（02-23565000；http://www.moi.gov.tw/dsa）、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保險局（02-23961266；http://www.bli.gov.tw）、 
直轄市政府、或各縣（市）政府。

⊙小測驗⊙

1、（）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可依「補習及進修教育

法」進入補習或進修學校就讀取得正式學籍。

2、（）大陸配偶在臺有來源所得者，於一課稅年度內居（停）留合計滿183
日，適用「所得稅法」有關國人之課稅規定。

3、（）大陸配偶符合「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取得設定或移轉不動產物

權許可辦法」相關規定，可以在臺灣買房子。

4、（）「就業保險法」已經將大陸配偶納入保險的對象。

5、（）大陸配偶在臺依親居留或長期居留期間，可依「自學進修學力鑑定

考試辦法」，參加學力鑑定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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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民健康保險 

（一）大陸配偶取得團聚或

依 親 居 留 、 長 期 居

留 等 事 由 之 入 出 境

證，並在臺灣連續居

（停）留滿4個月，應

以眷屬身分依附臺灣

配偶參加健保；但合

法之受雇者，即應自

受雇日起在服務單位

加保。

（二）辦理加保手續時，應

同時填寫「請領健保

IC卡申請表」申請健保IC卡。

（三）大陸配偶於保險有效期間，發生疾病、傷害或生育或生育事故時，均

得享有醫療照護之權益。

二、媽媽與寶寶 

懷 孕 應 注 意 六 要 六

不要秘訣：要按時產前檢

查、要做好孕期保健、要

辨 識 危 險 妊 娠 、 要 認 識

早產徵兆、要備好生產用

品 、 要 知 道 產 兆 來 臨 。

切忌不吸食或注射毒品、

不要抽煙與喝酒、不要吸

入二手菸、不要亂服用藥

物、不要照射X光線、不

要選時剖腹產。

三、醫療保健服務

（一）幼兒預防接種 

1、大陸配偶若攜子女往返兩地，由於兩地之預防接種項目與時程，可能因

疾病流行趨勢等相關因素而有些微不同，至當地應先瞭解該地之預防接

種項目與時程，再依其規定接續完成各項預防接種；回國後其預防接種

之接續，可攜帶原使用保存之預防接種紀錄至各地衛生所(室)及各縣市

預防接種合約醫院診所完成補接種，家長們可到各地衛生局（所）（請

參閱附錄五）索取預防接種之相關資料。嬰幼兒自出生後各項疫苗接種

的日期及接種單位等資料，應登記在兒童健康手冊的「預防接種時程及

紀錄表」上，妥善永久保存，以提供後續醫護人員接種之參考及國小新

生入學、出國留學及各項健康紀錄檢查之需。幼稚園、托兒所及國小新

生入學時，必須繳交該紀錄影本，經校方及衛生單位檢查，若有未完成

接種的疫苗，則安排進行補接種。

2、幼兒接種紀錄丟了，可向原接種單位申請補發，如在各不同地點接種，

可先向現戶籍所在地衛生所洽詢，如接種資料均經衛生所登入電腦，則

可由衛生所統一補發。

（二）兒童預防保健

1、政府補助健保特約醫事機構 （含小兒科及家醫科），提供7歲以下兒童

7次預防保健服務，家長僅需負擔掛號費用（記得攜帶兒童健康手冊及

健保IC卡）；透過定期的身體檢查、發展診療及衛教指導，早期發現兒

童有無生理或發展遲緩之異常情形，並及早提供適當的診治。

2、若家中孩子發展比同齡之小朋友來得慢時，可利用各縣市政府社會局

發展遲緩兒童早期療育通報轉介中心，以及行政院衛生署補助成立之

發展遲緩兒童聯合評估中心，尋求醫療資源協助。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葉銘源 攝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鄧志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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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病防治 

大陸配偶因頻繁往返臺灣與大陸間，務必要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全，

才能保障小孩及家人的健康。以下謹提供幾個前為大陸較為流行的傳染

性疾病的種類及傳染途徑等以提醒注意： 

（一）血源及性傳播類的傳染病 

除了愛滋病、淋病、梅毒和其他性傳染病均可經由性行為傳染外，B
型和C型肝炎亦可以透過性行為傳染。如性伴侶有B型肝炎帶原，則建議

未具B型肝炎抗體者應自費接種B型肝炎疫苗注射，若未產生B型肝炎抗

體者，則應採行安全性行為。養成良好個人衛生習慣，例如：不共用牙

刷、刮鬍刀、針頭等以及避免不必要的輸血、刺青、針灸、穿耳洞等行

為，以預防B型肝炎感染。

（二）腸道傳染病

大陸在西元2008年的法定報告腸道傳染病中，以痢疾最多，占了腸

道報告傳染病的95.2％或所有報告傳染病的9.2％，其他的腸道傳染病，

如霍亂、Ａ型肝炎、傷寒、副傷寒之發生率亦有偏高之情形，這幾種腸

道傳染病都是臺灣少見的。因此前往大陸工作、出差、旅遊或回大陸省

親時應選擇良好衛生環境之餐飲，並避免生食或飲生水。另，大陸為A型

肝炎高盛行地區；未曾感染或未具抗體者，建議優先接種疫苗以預防感

染。

（三）呼吸道傳染病

根據通報系統顯示，歷年來有多例大陸配偶接種劑次不全或未達接

種時程之幼童返鄉而感染麻疹病毒，並於回國後於未接種之幼兒間造成

傳播之案例。而

大陸配偶於懷孕

期間感染德國麻

疹，造成新生兒

出現先天性德國

麻疹症候群的案

例也曾發生。故

若要帶幼兒回大

陸省親，行前應

審慎評估或完成

接種後再前往，

以免遭受感染。

⊙小測驗⊙

1、（）大陸配偶在臺團聚或依親居留、長期居留等待期間，連續停（居）

留滿4個月，應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2、（）大陸配偶如果因為往返兩地，致使幼兒無法按時接種各項疫苗，回

國後可以攜帶原使用保存的預防接種紀錄，到各地衛生所（室）及

各縣市預防接種合約醫院診所完成補接種。

3、（）大陸配偶因頻繁往返兩岸，務必注意自己的健康安全，才能保障小

孩及家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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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 

（一）目前在臺灣的外籍及大陸配偶人數眾多，其中臺灣人民與大陸人民通

婚，依內政部戶政司統計至民國98年（西元2009年）止，辦理結婚登

記約有27萬人。大陸配偶嫁到臺灣，擔負著照顧養育下一代，政府對

於他們個人或家庭的基本權益及需求，視為一項重要的政策來面對。

（二）大陸配偶來臺後可能因文化差異、價值觀念不同，衍生若干家庭與社

會問題，希望能透過政府及民間資源的整合，針對大陸配偶在生活適

應、醫療、就業、教育、子女教養、保護照顧等方面，建構多元照顧

輔導措施，並以尊重多元文化社會價值為精神，提供必要協助，使大

陸配偶逐漸融入臺灣社會，與臺灣人民共創美滿婚姻生活。

（三）由內政部統籌協調相關機關後，擬訂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重

點工作，由各相關機關與各地方政府積極執行落實。

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輔導對象：大陸配偶及外籍配偶） 

（一）政府為照顧大陸及外籍配偶在臺的生活，除了由內政部擬訂外籍與大

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重點分工外，為更積極的結合各級政府及民間團

體力量，有效的規劃運用相關資源，共創多元文化社會，10年籌措

新臺幣30億的基金成立「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以加強推動整體

大陸及外籍配偶照顧輔導服務，並設置「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管理

會」，自民國94年（西元2005年）起開始運作。

（二）外籍配偶照顧輔導基金的補助對象是中央政府及直轄市、縣（市）政

府、財團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立案團體，這些政府機關或民間團

體擬訂相關計畫，向基金申請補助，以更充裕的經費與人力來照顧在

臺生活的大陸及外籍配偶。相關服務措施、活動及計畫，可洽詢各級

政府或民間團體。

三、關懷大陸配偶專區http://www2.mac.gov.tw/mac/default.aspx

本專區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設置，提供法規及相關資訊。

四、大陸配偶關懷專線（02）2718-9995

本專線是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所提供之專線，針對大陸配偶

在臺生活所面臨的問題或法律問題，提供諮詢及解答。

五、外籍（含大陸）配偶諮詢專線0800-088-885

本專線是由內政部委託所賽珍珠基金會所設立的免付費電話，提供

大陸及外籍配偶在臺生活相關照顧輔導諮詢等服務。 

⊙小測驗⊙

1、（）政府為照顧大陸及外籍配偶在臺的生活，10年籌措30億成立「外籍

配偶照顧輔導基金」。

2、（）海基會所成立的大配偶關懷專線為02-27189995。

3、（）賽珍珠基金會所設立的外籍（大陸）配偶諮詢專線為0800-08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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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遭受家庭暴力的保護

（一）報案專線110、保護專線113（24小時服務）。

（二）依「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所

謂的家庭暴力是發生在家人間的

傷害行為，不是只指臺灣配偶一

人，有可能包括公公、婆婆、孩

子、臺灣配偶的兄弟姐妹等家庭

成員。

（三）如果遭受配偶或其他家人身體上

（如打、揍、踢、掐、毆、砍傷等）或精神上（如恐嚇、脅迫、侮

辱、用孩子生命威脅、控制行動自由等）的不法侵害之行為，都是家

庭暴力。

（四）當家庭暴力發生時，要保持鎮定、保護自己、大聲的呼救，請家人或

鄰居幫忙阻止；到醫院就醫時，請醫生幫你驗傷，開驗傷單並將傷口

拍照存證；而到警察局報案時，警員會協助保留證物。

◎相關的問題，可以洽詢113、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請參閱附錄六）。

二、離婚

兩岸人民因環境及距離的關係，

彼此或許不夠了解而結婚，婚姻中亦

會有溝通不良的情形，而雙方可能會

有離婚的想法，但是離婚對於小孩很

容易產生不好的影響，因此雙方如有

離婚的想法，先冷靜心情，再經由專

業的婚姻諮商，了解婚姻中需要彼此

溝通及解決的問題。如果雙方決定要

離婚，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

關係條例」第52條規定，兩願離婚之

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行為地之規定，

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的法律

規定。

（一）在臺灣辦理離婚 

1、協議離婚 

流　程：先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向公證人辦理離婚事實宣誓書

認證。

小叮嚀：◎協議離婚以書面為之，經2人以上證人簽名，並由雙方同時

到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兩願離婚始有效

力。

◎公證人將經認證之離婚事實宣誓書副本經由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轉寄當事人指定的大陸省（區、市）公證（員）協

會，以核對真偽。

◎辦理離婚事實宣誓書認證後，交由大陸配偶持認證書向大陸

婚姻登記處辦理離婚登記。

2、調解離婚 

流　程：在臺灣戶籍所在地地方法院提起離婚之訴，經法院調解成立，

並作成調解書→在臺灣向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小叮嚀：◎依民事訴訟法第577條第1項規定，離婚之訴於起訴前，應經

法院調解。

◎依民法第1052條之1規定，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

立，婚姻關係即告消滅。當事人之一方可持調解書或調解筆

錄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如當事人雙方均不到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法院也會通知戶政事務所。

3、判決離婚 

流　程：在臺灣戶籍所在地地方法院提起離婚之訴（請參考民法第1052
條之事由）→經法院判決離婚確定→在臺灣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離婚登記→辦理離婚事實宣誓書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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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裁判離婚 

流　程：向大陸人民法院提起離婚訴訟，經調解無效後判決離婚→到大

陸公證處辦理離婚判決公證書及判決確定證明（或離婚判決生

效證明）公證書→在臺灣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書

驗證→向戶籍所在地地方法院聲請認可大陸離婚判決→在臺灣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小叮嚀：◎經大陸人民法院進行調解無效，並符合「婚姻法」第32條第

3項所列情形者，人民法院准予離婚。

◎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規定，在

大陸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離婚日期以大陸法院判決確定生效日期為準。

三、夫妻財產制

財產制 所有權 管理權與處分權 責任關係 剩餘財產分配

法定夫妻
財產制

各自所有
各自管理

各自處分其財產

各自對其債務
負清償責任

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
後 財 產 ， 扣 除 債 務
後，應平均分配

約定共同
財產制

◎共同財產：
    公同共有

◎特有財產：
    各自所有

◎共同財產：
    共同管理
   經他方同意得

處分之
◎特有財產：
    各自管理
    各自處分

由 共 同 財 產 及
夫 或 妻 之 特 有
財產連帶負責

◎訂立財產制契約前
取得之共同財產：
各自取回

◎訂立財產制契約後
新增之共同財產：
原則平均分配

約定分別
財產制

各自所有
各自管理
各自處分

各自對其債務
負清償責任

尚不發生剩餘財產分
配之問題

小叮嚀：◎公證人將經認證之離婚事實宣誓書副本經由財團法人海峽交

流基金會寄送當事人所指定的大陸（省、區、市）公證員協

會，以核對真偽。

◎離婚日期以法院判決確定生效日期為準。

◎辦理離婚事實宣誓書認證後，交由大陸配偶持認證書向大陸

婚姻登記處辦理離婚登記。

（二）在大陸辦理離婚 

1、協議離婚

流　程：在大陸配偶戶籍所在地的婚姻登記管理機關申請離婚登記，取

得離婚證→到大陸公證處辦理離婚公證書→在臺灣向財團法人

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書驗證→在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

離婚登記。

小叮嚀：◎離婚日期以大陸地區離婚證件登載日期為準。 

2、調解離婚 

流　程：向大陸人民法院提離婚訴訟，經調解後製作離婚調解書→到大

陸公證處辦理離婚調解公證書及送達回證（或離婚調解書生效

證明）公證書→在臺灣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辦理文書驗

證→向臺灣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小叮嚀：◎依大陸「民事訴訟法」第89條第3項規定，調解書經雙方簽

收後，即具有法律效力，當事人之間的婚姻關係依法解除，

因此當事人不需要再到婚姻登記機關辦理離婚登記手續，離

婚登記機關也不能為已依法解除婚姻關係的當事人再辦理離

婚登記。

◎離婚日期以大陸離婚調解書送達雙方當事人簽收之日期為

準；如雙方簽收日期不同，則以後簽收之日期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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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繼承遺產

（一）目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已經取消大陸配偶

繼承遺產總額不得逾200萬元的限制，且放寬在臺長期居留期間，可以

繼承不動產。但是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6條的

規定，仍應於繼承開始起3年內以書面向被繼承人住所地之法院為繼承

之表示，超過3年的期間而未向法院為繼承的表示，則視為拋棄其繼承

權，之後就不能再要求繼承。

（二）大陸配偶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之不動產，無

需於登記完畢後滿3年，即得移轉。

（三）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67條第5項第3款規定，大

陸配偶繼承之土地，如屬土地法第17條第1項所規定之林地、漁地、狩

獵地、水源地等土地，準用同條第2項但書之規定，應於辦理繼承登記

完畢之日起3年內出售與本國人。

（四）流程：

在大陸當地公證處辦理身分證明、親屬關係及委託領取除戶謄本之公

證書→到臺灣的海基會辦理文書驗證→到戶政事務所請領被繼承人

之除戶謄本→在大陸當地公證處辦理為繼承用途之親屬關係公證及委

託代辦繼承公證書→到臺灣的海基會辦理文書驗證→到被繼承人生前

最後戶籍地法院為繼承之表示，並等法院發給准予備查之通知→向遺

產管理人（如國防部、退輔會、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遺產保管機關

（如郵局、銀行）領取遺產、遺物。

⊙小測驗⊙

1、（）遭受到家庭暴力，可以撥打保護專線113。

2、（）雙方在臺灣協議離婚，要經2人以上證人簽名，並由雙方同時到戶籍

所在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始生效力。

3、（）臺灣的夫妻財產制有法定夫妻財產制、約定共同財產制及約定分別

財產制3種。

圖片提供：行政院新聞局  梁秋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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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

服務站 地址 電話

基隆市服務站 基隆市義一路18號11樓 02-24281775

臺北市服務站 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 02-23899983

臺北縣服務站 臺北縣板橋市民族路168號之1 02-89647960

桃園縣服務站 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06號1樓 03-3310409

新竹市服務站 新竹市中華路3段12號1樓 03-5243517

新竹縣服務站 新竹縣竹北市三民路133號1樓 03-5519905

苗栗縣服務站 苗栗縣苗栗市中正路1291巷8號 037-322350

臺中市服務站 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91號1樓 04-22549981

臺中縣服務站 臺中縣豐原市中山路280號 04-25269777

彰化縣服務站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8號 04-8343307

南投縣服務站 南投縣南投市文昌街87號 049-2200065

雲林縣服務站 雲林縣斗六市府前街38號 05-5345971

嘉義市服務站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353號11樓 05-2313274

嘉義縣服務站 嘉義縣朴子市祥和2路西段6號1樓 05-3623763

臺南市服務站 臺南市府前路2段370號 06-2937641

臺南縣服務站 臺南縣善化鎮中山路353號 06-5817404

高雄市服務站 高雄市前金區成功1路436號1樓 07-2821400

高雄縣服務站 高雄縣岡山鎮岡山路115號 07-6212143

屏東縣服務站 屏東市自立路185號 08-7216665

宜蘭縣服務站 宜蘭縣羅東鎮純精路3段160巷16號4樓 03-9575448

花蓮縣服務站 花蓮縣花蓮市中山路371號5樓 038-329700

臺東縣服務站 臺東縣臺東市長沙街59號 089-361631

澎湖縣服務站 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177號 06-9264545

金門縣服務站 金門縣金城鎮西海路1段5號 082-323701

連江縣服務站 連江縣馬祖南竿鄉福澳村135號2樓 0836-23738

二、各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及服務站

就服中心及服務站 地址 電話

北基宜花金馬區
就業服務中心

臺北縣五股鄉五工五路47號 02-22983060

基隆就業服務站 基隆市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

板橋就業服務站 板橋市漢生東路163號 02-29598856

新店就業服務站 新店市中興路二段190號 02-89111750

三重就業服務站 三重市重新路四段12號1-2樓 02-29767157

羅東就業服務站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50號1、2樓 03-9542094

花蓮就業服務站 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玉里就業服務站 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2033

金門就業服務站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1119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桃園就業服務站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中壢就業服務站 中壢市新興路182號 03-4681106

竹北就業服務站 竹北市福興路576號 03-5542564

新竹就業服務站 新竹市武陵路10號 03-5343011

苗栗就業服務站 苗栗市中山路558號1樓 037-358395

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臺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00586

臺中就業服務站 臺中市市府路6號 04-22225153

豐原就業服務站 臺中縣豐原市社興路37號
04-25271812
04-25263192

沙鹿就業服務站 臺中縣沙鹿鎮中山路493號
04-26624191
04-26624192

彰化就業服務站 彰化市興北里長壽街202號 04-7274271

員林就業服務站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東路33號 04-8345369

南投就業服務站 南投市彰南路二段117號 049-2224094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臺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06-2371213

臺南就業服務站 臺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06-2371213

嘉義就業服務站 嘉義市興業東路267號
05-2240670
05-2240656

北港就業服務站 北港鎮華勝里文星路79號
05-7835644
05-782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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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六就業服務站 斗六市西平路77號
05-5325105
05-5339048

新營就業服務站 新營市中正路102-3號
06-6328700
06-6358781

朴子就業服務站 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7及89號 05-3621632~3

永康就業服務站 永康市中山北路147號 06-2038560

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8樓 07-2313232

鳳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西路235號 07-7410243

岡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縣岡山鎮岡燕路347號 07-6220253

屏東就業服務站 屏東市復興路446號 08-7559955

潮州就業服務站 屏東縣潮州鎮昌明路98號 08-7884358

臺東就業服務站 臺東市中興路二段385號 089-222339

澎湖就業服務站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52號 06-9271207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就業服務中心

臺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 02-25942277

西門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峨嵋街81號 02-23813344

內湖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內湖區行政中心）  02-27900399

景美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Ｂ棟 02-89315334

頂好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
地下街1號店鋪

02-27400922

松山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松隆路290號2樓  02-27608449

北投就業服務站
臺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北投區公所5樓）

02-28981819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58號（職業訓練） 07-8714256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6樓（就業、技能）

高雄市勞工行政中心6樓
07-8220790

前鎮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1樓
（高雄市勞工行政中心1樓）

07-8220790

中區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17樓之5 07-2511285

左營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1樓
（左營區行政中心內）

07-5855902
07-5855942

三民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2號
（高雄市灣愛里活動中心內）

07-3811257
07-3837191

臺北縣政府就業服務中心 臺北縣板橋市縣民大道7號5樓 02-89692166

五股就業服務站 臺北縣五股鄉五工六路9號 02-22988527

土城就業服務站 臺北縣土城市金城路一段101號 02-82623500

三、各職業訓練中心

訓練中心 地址 聯絡電話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 臺北縣五股鄉五股工業區五權路21號6樓 02-89903608

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 02-29018274

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臺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92181

臺南職業訓練中心 臺南縣官田鄉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號 06-6985945

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四路105號 07-8210171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職業訓練中心

臺北市士林區士東路301號 02-28721940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小港區大業南路58號 07-8714256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社會局及所屬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 

縣市別 地址 電話

臺北市 
社  會  局：臺北市信義路五段15號5樓 02-27256969~71

家服中心：臺北市迪化街1段21號8樓 02-25580133

高雄市
社  會  局：高雄市四維三路2號2樓 07-3373379

家服中心：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09號 07-2155335

臺北縣

社  會  局：臺北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161號25樓 02-29603456

家服中心：臺北縣三重市溪尾街73號6樓
                  （臺北縣三重社會福利大樓）

02-89858509

宜蘭縣
社  會  處：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 03-9328822

家服中心：宜蘭縣宜蘭市農權路3段11巷5號 03-9313115

桃園縣

社  會  處：桃園縣桃園市縣府路1號 03-3322101

家服中心：桃園縣桃園市延平路147號
                  （桃園縣婦女館）

03-2181128

新竹縣

社  會  處：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03-5518101

家服中心：新竹縣竹北市縣政二路620號
                  （新竹縣婦幼館）

03-6570832

苗栗縣

社  會  處：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037-360995

家服中心：苗栗縣苗栗市經國路4段851號
                  （苗栗縣身心障礙發展中心）

037-277017
037-992825

家服中心：苗栗縣大湖鄉大湖村民權路2鄰15-2號 037-992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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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縣

社  會  處：臺中縣豐原市陽明街36號 04-25263100

家服中心（大屯地區）：臺中縣大里市新光路32號
                                          （兒童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04-24865363

家服中心（山線地區）：豐原市明義街46號 04-25150905

家服中心（海線地區）：臺中縣大甲鎮水源路169號                                                                        
                                      （臺中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2樓）

04-26851947

彰化縣

社  會  處：彰化縣彰化市中興路100號6樓 04-7264150

家服中心：彰化縣彰化市南郭路一段60號4樓
                  （彰化縣彰化區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04-7237885

南投縣

社  會  處：南投縣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47970

家服中心：南投縣南投市南崗2路85號
                  （南投縣立婦幼館）  

049-2244755

雲林縣

社  會  處：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 05-5342781

家服中心：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4樓
                  （雲林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05-5339646

嘉義縣

社  會  處：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號 05-3620900

家服中心：嘉義縣六腳鄉蒜頭村14鄰188-5號
                  （嘉義縣六腳鄉老人文康活動中心） 05-3806995

臺南縣
社  會  處：臺南縣新營市府西路36號 06-6334952

家服中心：臺南縣永康市成功路244巷42號 06-3039538

高雄縣

社  會  處：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二段120號 07-7477611

家服中心：（鳳山區）高雄縣鳳山市大東二路100號 07-7191450

家服中心：（岡山區）高雄縣岡山鎮竹圍南街99號 07-6232132

家服中心：（旗山區）高雄縣旗山鎮中正路199號  07-6627984

屏東縣

社  會  處：屏東縣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4樓 08-7378821

家服中心（屏東區）：屏東縣屏東市華正路97號3樓 08-7387677

家服中心（潮州區）：屏東縣潮州鎮中洲路165-5號 08-7806286

家服中心（恆春區）：屏東縣恆春鎮恆南路158號 08-8893001

家服中心（東港區）：屏東縣東港鎮興東路201號2樓 08-8320044

臺東縣
社  會  處：臺東縣臺東市中山路276號 089-347752

家服中心：臺東縣臺東市更生路660號 089-224818

花蓮縣
社 會  處：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03-8227171

家服中心：花蓮縣花蓮市明禮路22-2號 038-351801

澎湖縣

社  會  局：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 06-9274400

家服中心：澎湖縣馬公市中華路242號
                  （澎湖縣縣婦女福利服務中心）

06-9267098

基隆市

社  會  處：基隆市義一路1號 02-24201122

家服中心：基隆市麥金路482號
                  （基隆市婦幼福利服務中心）

02-24320495

新竹市
社  會  處：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03-5216121

家服中心：新竹市建功一路49巷14號 03-5722395

臺中市

社  會  處：臺中市自由路2段53號5樓 04-22272139

家服中心：臺中市北屯區旱溪西路3段260號
04-24365740
04-24365842

嘉義市

社  會  處：嘉義市中山路199號 05-2254321

家服中心：嘉義市西區德安路6號後棟4樓
                  （嘉義市婦女暨青少年福利服務中心）

05-2310445

臺南市

社  會  處：臺南市永華路二段6號 06-2991111

家服中心：臺南市安平區中華西路2段315號7樓
                  （臺南市社會福利綜合大樓）

06-2985085

金門縣

社  會  局：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082-324648

家服中心：金門縣金湖鎮瓊徑路35號
                  （金門縣社會福利館）

082-332756

連江縣
民  政  局：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5022

家服中心：連江縣南竿鄉清水村131號5樓 0836-23884

五、各縣（市）衛生局

縣市 地址 電話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 02-23754341

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高雄市前鎮區中正四路261號4樓 07-2513412

基隆市衛生局 基隆市信義區信二路266號 02-24276154

新竹市衛生局 新竹市中正路128號 03-5264094

臺中市衛生局 臺中市南屯區向心南路811號 04-23801151

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嘉義市西區德明路1號 05-2341150

臺南市衛生局 臺南市林森路1段418號 06-2679751#3105

臺北縣政府衛生局 臺北縣板橋市英士路192-1號 02-22588923

宜蘭縣政府衛生局 宜蘭市聖後街141號 03-9357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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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縣政府衛生局 桃園市縣府路55號 03-3363270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7街1號 035-511287

苗栗縣衛生局 苗栗市勝利里國福路6號 037-330002

臺中縣衛生局 臺中縣豐原市中興路136號 04-25270780

彰化縣衛生局 彰化市成功里中山路2段162號 04-7115141#105

南投縣衛生局 南投縣南投市復興路6號 049-2220904

雲林縣衛生局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34號 05-5345811

嘉義縣衛生局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2路東段3號 05-3620607

臺南縣衛生局 臺南縣新營市東興路163號 06-6335140

高雄縣政府衛生局 高雄縣鳥松鄉澄清路834-1號 07-7334866

屏東縣政府衛生局 屏東市自由路272號 08-7370002

澎湖縣政府衛生局 澎湖縣馬公市中正路115號 06-9272162

花蓮縣衛生局 花蓮市新興路200號 038-227141

臺東縣衛生局 臺東市博愛路336號 089-331171

金門縣衛生局 金門縣金湖鎮新市里復興路1之12號 082-330697

連江縣衛生局 連江縣南竿鄉復興村216號 0836-22095#221

六、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

單位 地址 電話

台北市 台北市新生南路1段54巷5弄2號 02-23961996

高雄市 高雄市民權一路85號10樓 07-5355920

台北縣 台北縣板橋市中正路10號3樓 02-89653359

宜蘭縣 宜蘭縣宜蘭市同慶街95號 03-9328822

桃園縣 桃園市縣府路51號6樓 03-3322209

新竹縣 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03-5518101

苗栗縣 苗栗市縣府路100號
037-364190
037-365667

台中縣 台中縣豐原市圓環北路1段355號1樓 04-25293453

彰化縣 彰化市中興路100號6樓 04-7252566

南投縣 南投市中興路660號 049-2209290

雲林縣 雲林縣斗六市府文路22號婦女福利大樓2樓 05-5336506

嘉義縣 嘉義縣太保市祥和新村祥和一路1號 05-3620900＃228

台南縣 台南縣新營市府西路36號 06-6370074

高雄縣 高雄縣鳳山市光復路2段120號4樓
07-7198322
080-000600

屏東縣 屏東市建豐路180巷35號4樓 08-7351560

台東縣 台東市桂林北路201號3樓 089-326141

花蓮縣 花蓮市文苑路12號3樓 03-8228995

澎湖縣 馬公市治平路32號 06-9274400

基隆市 基隆市麥金路2段482號5樓 02-24201122

新竹市 新竹市中正路120號 035-216121

台中市 台中市自由路2段53號 04-22272139

嘉義市 嘉義市中山路160號 05-2253850

台南市 台南市永華路2段6號7樓 06-2991111

金門縣 金門縣金城鎮民生路60號 0823-73000

連江縣 連江縣南竿鄉介壽村76號 0836-23575

七、相關機關電話及網站

機關 電話 網址

教育部 02-23566051 www.moe.gov.tw

衛生署 02-23210151 www.doh.gov.tw

行政院大陸委會 02-23975589 www.mac.gov.tw

內政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委員會 02-89127331 dspc.moi.gov.tw

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02-27571328 www.vac.gov.tw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02-85902567 www.evta.gov.tw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02-23889393 www.immigration.gov.tw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 0800-030-598 www.nhi.gov.tw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02-27134726
02-27189995 www.sef.org.tw

註：有關相關的移民關懷民間公益團體，可參考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網站
http://www.immigration.gov.tw/aspcode/980527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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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外籍與大陸配偶照顧輔導措施重點工作

重點
工作

理念 具體措施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協助解決其因
文化差異所衍
生之生活適應
問題，俾使迅
速適應我國社
會。

一、加強推廣生活適應輔導班及活動，充實輔導內容、教材與
教學方法，加強種子教師跨文化培訓，鼓勵家屬陪同參與。

二、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生活適應輔導相關諮詢資料服務窗口。

三、強化外籍配偶家庭服務中心及移民署各縣市服務站功能，
成為資訊溝通與服務傳遞平臺。

四、加強移民照顧服務人員之訓練，提升對外籍與大陸配偶服
務之文化敏感度及品質。

五、結合民間團體之資源，強化移民輔導網絡與溝通平臺，發
展地區性外籍與大陸配偶服務措施，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
社區化之服務據點及轉介服務，強化社區服務功能。

六、提供民事刑事訴訟法律諮詢服務。

七、編印機車「新住民考照題庫」手冊及建置「新住民」輔導
考照線上學習課程，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取得駕駛執照。

八、加強聯繫促請相關國家駐華機構對外籍配偶之諮商、協
助，並加強對外國提供國內相關資訊，提升我國國際形象。

九、強化入國前輔導機制，與各該國政府合作，提供來臺生
活、風俗民情、移民法令及相關權利義務資訊，以縮短來
臺後適應期。

十、強化通譯人才培訓。

醫
療
優
生
保
健

規劃提供外籍
與大陸配偶相
關醫療保健服
務，維護健康
品質。

一、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加入全民健康保險。

二、提供符合「優生保健措施減免或補助費用辦法」之外籍與
大陸配偶補助產前遺傳診斷、生育調節及設籍前未納保產
前檢查服務。

三、繼續實施外籍配偶入境前健康檢查。

四、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健康照護管理，促進身心健康環境之
建立，製作多國語版衛生教育宣導教材，規劃辦理醫療人
員多元文化教育研習與活動。

保
障
就
業
權
益

保障外籍與大
陸配偶工作
權，以協助其
經濟獨立、生
活安定。

一、提供外籍與大陸配偶就業服務，包含求職登記、就業諮
詢、辦理就業促進研習及就業推介。

二、提供職業訓練，協助外籍與大陸配偶提升就業及創業能力。

提
昇
教
育
文
化

加強教育規
劃，協助提昇
外籍與大陸配
偶教養子女能
力。

一、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之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並分等級開
設，落實社區化語文訓練；補助公私立機構辦理多元語言
學習課程。

二、加強外籍與大陸配偶及其子女教育規劃，培育多元文化課
程師資。

三、辦理外籍配偶家庭教育活動，並將跨國婚姻、多元家庭及
性別平等觀念納入婚姻家庭教育宣導，增進整體社會對跨
國婚姻正確認識，並強化本國籍配偶社會責任。

四、宣導並鼓勵外籍與大陸配偶進入國中、小補校就讀，以取
得正式學歷。

五、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成人基本教育師資研習及補充教材研
發，並將教材上網資源分享，以提升教學品質。

六、規劃於中小學課程及鼓勵大專校院於通識課程中納入移民
議題。

協
助
子
女
教
養

積極輔導協助
外籍與大陸配
偶處理其子女
之健康、教育
及照顧工作，
並對發展遲緩
兒童提供早期
療育服務。

一、將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全面納入嬰幼兒健康保障系統。

二、加強辦理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之兒童發展篩檢工作。

三、對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有發展遲緩者，提供早期療育服務。

四、加強輔導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之語言及社會文化學習，提
供其課後學習輔導，增加其適應環境與學習能力。

五、繼續結合法人機構及團體，補助辦理外籍配偶弱勢兒童及
少年社區照顧服務及親職教育研習活動。

六、定期辦理教育方式研討會，與地方政府教育局及第一線教
師研討最適合外籍與大陸配偶子女之教育方式，提供更適
當之教育服務，並組成「計畫績效訪視小組」瞭解接受補
助之地方政府執行計畫落實情形。

人身
安全
保護

維護受暴外籍
與大陸配偶基
本人權，提供
相關保護扶助
措施，保障人
身安全。

一、整合相關服務資源，加強受暴外籍與大陸配偶之保護扶助
措施。

二、加強受暴外籍與大陸配偶緊急救援措施，並積極協助其處
理相關入出境、居停留延期等問題。

三、加強外籍配偶人身安全預防宣導。

健全
法令
制度

研擬相關規範
與配套措施，
輔導婚姻媒合
業轉型，並蒐
集外籍與大陸
配偶相關研究
統計資料。

一、研擬相關規範與配套措施，輔導原婚姻媒合業轉型公益化
及加強跨國境婚姻媒合廣告管理。

二、持續蒐集並建立相關統計資料，作為未來政府制定相關政
策之依據。

三、每半年檢討各機關辦理情形，並規劃辦理整體績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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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
觀念
宣導

加強宣導國人
建立族群平等
與相互尊重接
納觀念，促進
異國通婚家庭
和諧關係，並
建立必要之實
質審查機制。

一、加強外籍配偶申請來臺審查機制，推動面談、追蹤、通報
及家戶訪查機制，並提供及時服務資訊。

二、加強大陸配偶申請來臺審查機制，除採形式審查外兼採實
質審查，推動面談、追蹤、通報及家戶訪查機制，並提供
及時服務資訊。

三、加強宣導國人包容、接納、平等對待及肯定不同文化族群
之正向積極態度，並鼓勵推廣外籍配偶之外語廣播或電視
節目，或於公共媒體考量語言溝通，以提供多元文化及生
活資訊。

四、整合規劃多元文化教材，補助辦理多元文化終身學習及宣
導活動，吸引社會成員瞭解移民文化，促使國人從小建立
族群平等與相互尊重接納之觀念，並推動民間團體或社區
舉辦多元文化相關活動，鼓勵一般民眾參與，促使積極接
納外籍與大陸配偶。

五、尊重多元文化，於「社區總體營造 助須知」納入有關外籍
與大陸配偶議題。

九、國語注音符號與大陸漢語拚音對照表

項目 聲   母

國語注音符號 ㄅ ㄆ ㄇ ㄈ ㄉ ㄊ ㄋ ㄌ ㄍ ㄎ ㄏ

大陸漢語拚音 b p m f d t n l g k h

國語注音符號 ㄐ ㄑ ㄒ ㄓ ㄔ ㄕ ㄖ ㄗ ㄘ ㄙ

大陸漢語拚音 j q x zh ch sh r z c s

項目 韻   母

國語注音符號 ㄧ ㄨ ㄩ ㄚ ㄛ ㄜ ㄝ ㄞ ㄟ ㄠ ㄡ

大陸漢語拚音 iy uw ü a o e ie ai ei ao ou

國語注音符號 ㄢ ㄣ ㄤ ㄥ ㄩㄝ ㄩㄢ ㄩㄣ

大陸漢語拚音 an en ang eng e an n

本書各篇小測驗答案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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