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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通常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權益，似乎較少被關注與探討，所
以本論文將重新整理定位「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者的民主意涵概
念，並以兩者的折衷視角來檢視，來台外籍配偶歸化、歸化後被選舉權、
及未歸化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並嘗試比較分析我
國、南韓、日本、紐西蘭等國家相關法律規定後，在考量國家中心及基本
人權概念的折衷法律規定下，有那些是值得我們在未來於相關修法時改善
的參考？本論文於跨國分析比較後發現，我國對上述相關法律的規定，是
較偏向以國家中心的考量，較少關注基本人權的權益兼顧，本論文建議外
籍配偶歸化的相關法律規定，能仿照南韓作法適度放寛，而其歸化後被選
舉權應逐步修改相關法律規定，放寬或解除其參選資格的身分限制，及其
參選職務的擔任資格，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可適度開放具有永久
居留資格的外籍配偶，於居住國內一段時間後，讓他們可以擁有地方層級
的選舉權。

關鍵字：外籍配偶、歸化、選舉權、被選舉權、國家中心、基本人權

iii

Abstract
Because the voting rights and candidate eligibility of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are

often

overlooked,

we

reorganized

and

re-positioned

“state-centricity” and “basic human rights” with their democratic implications in
this study. A compromise between these two perspective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candidate eligibility after their
naturalization, and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voting rights and candidate
eligibility of foreign spouses who are not naturalized. By considering laws that
compromise between state-centricity and basic human rights, and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related laws in Taiwan, South Korea, Japan, and New Zealand, this
study identified laws that have reference value for future revisions of relevant
laws. Result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aforementioned laws in Taiwan are state-centered, and are less focused on basic
human rights. Thus, we recommend that laws an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naturalization of foreign spouses in Taiwan should follow the South Korean
example, and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relaxed. Laws related to candidate
eligibility after naturalizations should be gradually revised to relax or eliminate
candidate and official eligibility limitations as a result of foreign spouse status.
Voting should be appropriately opened to foreign spouses with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those that have lived in the country for a certain amount of time)
who have not yet been naturalized to allow them voting rights at a local level.
Keywords: foreign spouse, naturalization, voting rights, candidate eligibility,
state-centered, basic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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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民主政治是目前全球各國最為普遍實施的政治制度，台灣亦不例外，在民主
政治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民主制度最主要的代表性特徵，透過選舉的機制，公
民可以參與政治，決定政府的人事及施政方針，同時亦賦予政府權利的合法性（吳
文程，1996）
，同時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制衡和監督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聖君賢相或
偉大的領導者之上，因為聖君賢相為可遇而不可求之事，唯有建立在制度之上方
能長長久久(黃秀端，2008)，所以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亦是人民政治基本權利重要核
心價值的一部分，更是一個民主國家其政治運作的基礎，近代所有民主法治國家，
莫不以通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行使，使民眾能夠合法、合理、公平的參與國家
政權與治權的管理，人民可以透過選舉權的行使，可以選擇出與自己的政治理念、
價值、態度相接近的代表，去執行或要求政府實現其所期待的理想的公共政策或
決定，並將社會上各種價值、利益能做一個充分合理的權威性分配，選舉制度在
民主政治中還有個重要功能是「選舉課責」
，所謂「選舉課責」指；當人民對執政
當局施政表現出負責積極且符合民眾的期待時，人民可以用選票給予獎勵，相對
的，當執政當局施政表現出有怠惰、逃避責任時，人民也可以用選票給予懲戒，
達到人民對於政府的監督與牽制目的(張傳賢、張佑宗，2006)。
那麼誰才可以擁有一個國家的選舉權？被選舉權的資格又是如何去規範的呢？
現在各國的規定都很不相同，在民主政治國家通常是以先有選舉權資格後再檢討
被選舉權資格1，但是不管是選舉權或被選舉權的資格，目前世界各國大部分以是
否擁有該國國籍成年的「國民」為主要的基礎條件，再考量其他客觀因素（如政
治結盟、人權）檢討「非國民」的選舉權或被選舉權的資格，所以一般而言，外
籍配偶要直接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便需歸化成為該國國籍的「國民」
，那世界

1

目前世界各國選舉制度對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的條件規定不一，但主要還是以國籍、年齡、居
住時間、是否犯罪、精神狀態等為限定標準，其間也會存有因果關係，被選舉權的資格條件上通常
比選舉權的標準略為提高（郭依婷，2005）
。
1

各國是如何規範外籍配偶歸化國籍？比起我國的規定是保守還是開放？因其規定
的開放或保守，往往直接影響到外籍配偶的參政權益，另外其他世界民主國家對
長期居住其國內而尚未歸化為其「國民」的「外籍配偶」是否可以擁有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他們是如何面對與考量？而外籍配偶若已歸化其國籍為「國民」後，
其被選舉權是否有受到限制？因為，目前國內來台居留尚未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
配偶，他們是完全沒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另外來台多年已經歸化取得國籍的外
籍配偶的被選舉權選，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4 條第 7 項所明定，外籍人士
須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 10 年，始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規定登記為第 24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2候選人，也就是說，已經歸化取得國籍之來台
外籍配偶，需再等 10 年方能參與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所列舉之各項候選人
之資格，他們理應是中華民國國民了，為何他們的被選舉權資格要被如此限制？
是否還有討論改善的空間？
通常一個民主國家的選舉權的賦予，代表是認同某一個人是國家成員的一份
子，對國家負有一定的責任與義務，對國家政府的施政與政策方向，具有相當表
達意見及選擇的權利，知識界的巨擘杜威(Dewey John)向來強調普遍參政對公民
人格發展的重要性，他在〈民主與教育行政〉講詞中陳述：
每一個成熟的個人都必須參與政治，共同決定規劃公共生活的各項價值…普遍的投票權、週
期性的改選、掌握政治權利者對選民之負責…都是使民主成為真正屬於人類的生活方式之設
計…每一個人的行為、福利，及人格之發展，都受到他生存於其中的社會體制之影響；因此，
3

在民主制度中，每一個人對該社會體制都有發言權 。

根據美國政治學家 Held David 研究考察了自古希臘以來兩千多年的西方民主思想

2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4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於其行使選舉權
之選舉區登記為公職人員候選人。但直轄市長、縣（市）長候選人須年滿三十歲；鄉（鎮、市）長
候選人須年滿二十六歲(第 1 項)。選舉人年滿二十三歲，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分區及
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全國不分區候選人（第 2 項）
。僑居國外之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三
歲，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或已將戶籍遷出國外連續八年以上者，得由依法設立之政黨登記為全國不
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立法委員選舉之僑居國外國民候選人(第 3 項)。
3

轉引自：吳乃德、呂亞力，2003，《民主理論選讀》，台北；問津堂，頁 39、40。
2

和民主制度，透過分析複雜的政治現象和變化莫測的形勢，將民主政治劃分為九
種模式，於最後一章對現代民主的展望與設想陳述說明:「個人應該自由且平等地
決定他們自己的生活條件；也就是說，對於提供和限制他們可獲得機會的架構，
他們應該享有平等的權利(相對也應負起平等的義務)，並加以規定之，只要不利
用這種架構來否定他人的權利(Held David，1995，頁 325)」
，道爾(Dahl A. Robert)
探討民主過程的標準時，亦強調民主的「包容性」
，只要是服從國家法律的人，除
了短暫居住的人或被證明不能具有行為能力者外，都應具有參政權(Dahl Robert，
1999)，充分表達基本人權與民主政治中由「人民治理」的精神。
在早期民主制度中的雅典民主制度，十分強調公民應享有政治平等，以公民
直接參與規範所有公共事務（包括軍事服務、法律制訂）
，但是，它的公民權（包
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卻規定只有年滿 20 歲以上的雅典男子才可以享有，婦女及
大批非雅典人的「移民」
（他們家庭可能已定居雅典已數代之久）
，是被排除在外，
在 David Held 研究民主的模式中，也曾引述彌勒（Mill John Stuart）在民主政
治上的觀點，彌勒在強調個人的自由同時，也注重負責任及有效能的政府，認為
政府職掌需要有能力的男子來充任才能增進管理效能，所以選舉權要以職業身分
作為選票分配標準，所有的成年人都應有一票，但較英明能幹者應有更多的票
(Held David，1995)，因此在彌勒的理想中，有比較多財產或擁有較高社會地位
的人，是應該比一般人擁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權力，以提高政府的效能，與我們現
在每人一票，每張選票平等的觀念不同，所以在早期的民主制度中選舉權與被選
舉權的資格，是具有排他性質或是社會精英（有社會地位或資產的男性）才可以
擁有，來提高政府執行效率並確保執政效能。
由於近代婦女接受教育機會增加，知識大幅度的提昇，加上女權運動的興起
發展下，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國家的選舉權資格規定，已不再排除婦女的各種參政
權4，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後，近年來世界基本人權獲得大眾的重視，一些國家（如

4

其實近代婦女選舉權發展緩慢，紐西蘭在 1893 年、澳洲在 1902 年才實現了婦女在全國性選舉中
的選舉權，但多數人認為非常民主的國家，如比利時、法國、瑞士等國家，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
3

大韓民國、澳洲、紐西蘭）
，允許未在該國設籍的外國移民，一定條件下擁有部分
的地方選舉權，而在歐盟也是基於人權及其會員國之間的權益，允許在其會員國
之間有同樣的類似規範（何曜琛、洪德欽、陳淳文，2011）
，因此從民主制度選舉
參政權的歷史演變來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資格獲得，深受其國內政治因素影
響，並且會隨著國家政治的發展與基本人權的考量而有所變動，而這些變化因素
的考量會直接反應在各國選舉制度的法規上。
因此，欲探討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本論文首先想討論的方向是外
籍配偶歸化的問題，因為外籍配偶要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最合理與最有效的
方式，便是歸化取得居住國的國籍，成為該國的合法國民，一方面透過歸化的程
序，代表外籍配偶本身對該國家政府、社會文化的認同與向心力，另一方面歸化
後，將與該國國民享有一樣的社會福利與應盡的義務，除了有助加速融入當地的
社會文化外，也代表他們對其國家的責任，國家應是有義務賦予與其國民相同的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是該如何歸化？歸化條件門檻為何？世界各國的規定難易
不同，往往需視外籍配偶的移民接受國家，對歸化的開放程度而定，這將成為外
籍配偶獲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中較為深層的討論，因為歸化，除了基本人權的考
量外，也牽涉到接受國家對歸化者要求證明自己對該國家的貢獻價值（如技能、
資產、勞力）及防止歸化者對當地文化認同形成異化的威脅（石之瑜，2001）
，同
時還必須注意其國人可能產生的反對意見等等，一些很現實的問題，所以在考量
國家安全及其整體利益發展與基本人權上是如何取捨？成為各國對歸化要求難易
的一種重要考量指標。
目前我國在台外籍配偶，根據歸化國籍的相關規定，他們在歸化之前在台灣
繼續居留至少 3 年以上 (其中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期間必須
品行端正，無任何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
無虞，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基本常識5，年滿 20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

能夠投票(Dahl Robert，1999，頁 90)。
5
關於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基本常識，目前係依據內政部 98 年 10 月 14 日台內戶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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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者(國籍法第 3-4 條)，且於在台灣居留期間必須沒有違
反「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36 條驅逐出國之規定，這些基本規定與世界其他國家的
標準比較而言，是比較開放還是保守？再來檢討歸化後的外籍配偶，我國限制他
們的被選舉權是否適當？其他國家在這方面法律是如何規定？
本論文其次要討論方向為，長期居住在國內而尚未歸化為其「國民」的「外
籍配偶」是否可以擁有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他們與國人結婚來台並在台養育子女，
將長期與我們共同生活在同一社會，他們依法盡了納稅及遵守中華民國法律等義
務，他們對台灣經濟發展所付出與貢獻應不輸於一般國人，但國家似乎未給予其
應有的照顧與權利，若「納稅即有代表」是西方代議制度的基本精神，為什麼來
台在當地工作並納稅的移民卻不能享有代表權(張亞中，2004)？他們在尚未達到
歸化國籍所需居留時間與相關條件之前，基於世界基本人權的精神，給予適當的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否可行？但是，他們並沒有經過歸化的程序，對於國家的認
同及向心力上，比起已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可能略為不夠，還有，除了以永
久居留方式長期居留者外，大多數居留的外籍配偶他們居留時間可能還不長久，
加上一般語言上的隔閡，他們對於居住地國家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環境背景是否有
足夠的認識？若直接讓他們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否恰當，還是僅給予部分的
地方選舉權為宜，世界其他國家對他們的態度為何？法律是如何規定？有那些值
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第二節

相關概念定義與研究方法

一、相關概念定義
首先本論文探討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主要是探討民主政治下外籍配偶的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所以並不包含各種私人利益團體的各種選舉，而「外籍配偶」
係指近年來具有長久居住於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權所及
之地區，而來自世界各國以婚姻移民為目的來台的外籍配偶（包括已歸化國籍者）
，

098 01 46 96 9 號令修正頒布「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認定標準」
之內容來規範，其中包括認定、測試、上課時數、收費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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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本論文研究主要對象，並不包括來自大陸地區、香港或澳門地區的來台配偶或
居民，因大陸地區與本國具有特殊政治衝突背景，兩岸自西元 1949 年中華民國政
府撤退來台開始，雙方的政治狀況便處於敵對狀態，甚至有局部戰事發生的情形，
直至西元 1987 年政府宣布解嚴並開放民眾赴大陸地區探親，才開始趨於緩和，雖
然目前兩岸人民、經濟、貿易交流頻繁，已無早期緊張情勢，但兩岸的政治制度、
政治文化教育的影響及差異仍然存在，且目前政治上雙方互不承認彼此中央政府，
而香港或澳門地區已為中國大陸政府所統治，他們來台適用法律、規章(其適用「台
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其各相關子法)亦不相
同，故有特殊政治地緣關係，若與來自其他世界各國的婚姻移民共同研究探討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筆者認為並不適宜，宜另予專章研究討論為佳。
如前文所述，選舉制度在民主政治中具有重要的核心價值，雖然它並不能代
表民主制度的全部精神，但不能否認它是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運行機制，所以在
所有民主國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的上限制，大多數是以「國民」為基礎，
再考量「國家中心（包括國家安全及其整體利益發展）」與「基本人權」兩者的兼
顧與均衡，於相關選舉制度法規上，對外籍配偶斟酌開放或保守處理，而與此密
切相關的外籍配偶歸化上規定，也是有明顯的相同因素考量，可是就「國家中心」
與「基本人權」兩者在民主理論上的意涵十分廣泛且複雜，不容易以簡單概念給
予定義，而且學說上較少以移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資格或歸化國籍的資格去
探討，本論文為更深入探討兩者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影響，所以需
要重新整理和說明，並嘗試從各國目前移民相關法律面向的規範角度來論述。
(一)以國家中心考量為主
「民主政治」意味著是由人民統治的一種國家運作形式，若是從國家中心的
民主意涵來探討，人民透過公平、公正的選舉的制度，產生一個能夠為人民謀求
最大利益的國家，所以國家通常是一般的公共事務和社會分配的執行者，國家同
時也需肩負著人民的付託與期待，保護國家人民整體利益與安全，是國家的首要
責任，外籍配偶的移入，雖然有局部改變了國家的成員性和公民權的定義，但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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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仍是國際組織層次當中的執行者，社會中一般普遍價值與基本人權，必須緊緊
維繫在個別國家與制度才能落實，所以討論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無
法忽略國家中心的重要性，人權價值和多元文化必須依靠國家來實踐，因為國家
是負責提供個人權利與政策的執行，以國家整體利益發展和國家安全為核心價值
的國家中心考量，仍是許多國家在制定外籍配偶的歸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
的法律時，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另外從一般的社會發展來看，國家的出現，是人類相互認同、相互依賴的結
果，會希望能和平生活，大家有足夠的食物，基於個體的生存和生活目的，會對
國家存在價值提出確認與要求（郭洪紀，1996）
，所以維持國家持續的進步發展對
執政者而言，是最重要的職責，在民主制度國家中，它是關係著執政者政權是否
穩定的關鍵，通常執政者會用一切的社會資源與力量，去維持一個國家的社會安
全、穩定與發展，也就是說，執政者會在國家社會上，建立一種各族群的集體效
忠與個人奉獻的精神與信念，希望能達成國家最大的利益發展及安全的維護，馬
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便堅定認為，要造就社會的秩序與和諧，國家需
依賴君王的強勢作為確保它的生存，優良自由國家君王，首先要維護國家的安全
和穩定，所以國家存在的理由要優於人民（個人）的權利之上（2001）
，因此傳統
上國家整體發展進步的重要性，會比個人的基本人權的維護更為重要一些，總是
先談國家中心的整體利益發展及安全，再討論個人的基本權益，以下就從各國的
幾個移民法律規範面向來加以說明。
首先，或許有人認為，由於世界全球化的趨勢，國際之間人民往來頻繁，國
際企業與資本家的興起，國際的資金流動快速，產品製造採取跨國際規劃生產，
一般國家必須配合此一趨勢，才能維護其國家的發展，所以國家重要性及自主性
已大不如以往，確實是如此嗎？若是從國家經濟的發展考量來擴展國際貿易，必
須採取國際政治的區域合作，確實有此情況，但是，就從世界各國移民歸化國籍
的法律規定觀察，以及對移民的基本參政權開放情形來分析，其實有許多國家的
法律規範上，多多少少都有鑲嵌在以國家為中心的考量在其中，例如在外籍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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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歸化國籍時，世界有許多國家均會要求對該國的歷史文化的相關知識，需有
一定程度的認識，語言程度也必須達到其基本溝通能力，大部分國家還會要求歸
化者對國家的認同要有明確的表達（宣誓）
，並於歸化申請程序上仔細審核，歸化
申請人於居留期間，是否曾有危害國家主體或憲法的行為（如日本）
，是否曾有不
良行為的前科？以作為准駁之重要參考標準。
其次有關對尚未歸化國籍的居留移民參政權的開放規定的部分，許多國家也
是以考量國家中心的整體利益與安全為主，如歐盟國家及大英國協的會員國家，
對其尚未歸化國籍的居留移民（含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開放，目前僅
限該國際聯盟的所屬會員國的居留移民，且也僅開放部分地方層級的選舉權，並
非完全的開放參與（何曜琛、洪德欽、陳淳文，2011），因此，若以上述外籍配偶
歸化國籍及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開放的相關法規來探討，以國家為中心的整體利
益需求與安全考量，應該還是具有一定的重要影響力。
再從另外一方面來看，有許多國家為在國家發展上能更具有效率及競爭力，
在移民的簽證許可上，會針對國家較為缺乏的人才（如醫療、電腦、生化科技）
依國家需求程度的不同，在許可的評分標準及辦理手續上給予不同的方便，或具
有一定資產以上的企業家，至該國投資並創造一定的就業機會，對其國家整體的
利益發展有供貢獻者，會在相關法律上有較為寛鬆的規定，而一般的外籍配偶對
國家發展貢獻，在這方面的能力可能是比不上他們，重要的是，他們這群擁有高
級專門技術的人才與企業家，通常是屬全球世界中較為頂層移動者，他們可來去
自如，選擇自己喜歡的地方居住，較少定居於某一國家，是世界的「觀光客」
（bauman
Zygmunt，2001），雖然他們是各國最受歡迎加入國家整體發展的移民，但是他們
通常不會去在意，或關心歸化國籍規定的保守或開放，也不會注意是否能夠擁有
居住國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權益，所以一般國家並不會特別的去探討，尚未歸
化國籍移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反而是在歸化國籍方面，一些國家對於這些世
界的「觀光客」
，倒是十分體貼的拉攏，在法律的規範上予以特別待遇，甚至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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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特別讓他們可以擁有雙重國籍 ，如此相對照於一般外籍配偶而言，待遇實有
明顯不同。
最後說明的是，有一些國家，為維護其國內原有企業的均衡發展所需，而從
國外引進人事成本較為低廉的大量國際勞工，期能降低生產成本，提昇其國內廠
商的國際競爭力，這些國際勞工主要是以出賣其單純勞力，換取比其原國家較高
的工資，以改善其家人的生活為目的，他們的國際移動是屬被動，只有某一國家
認為需要他們時才可前往，而且他們的活動目的就是限制在從事工作、製造產品，
居留的時間是有嚴格規定，以保持其最高勞力品質，並防止其變相移民，與上述
頂級人才情況完全相反，他們屬全球移動者中的「盲流」
（bauman Zygmunt，2001），
由於受制於工作法令規範、居留期間的限制，他們的流動性相對較大，他們的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也是不被探討，若欲歸化國籍，大部分也是以與居留國家國民結
婚，以外籍配偶的方式辦理，所以綜合以上所述，若一般國家對移民的政策偏重
以「國家中心」為主要考量，通常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態度就會比
較保守與封閉，即使對外籍配偶的歸化、簽證的許可上也可能會較為消極與被動，
國家整體利益與安全的重要性會凌駕於個人的人權。
(二)以基本人權考量為主
若從維護基本人權的民主意涵來探討，「民主政治」制度中的人民統治精神，
代表著所有的人民之間，存在著某種的政治平等形式，選舉機制最重要的優點，
是它提供了人民公平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間接鼓勵民眾去瞭解公共政策，使人
民提高其對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的接受程度，它也讓人民有機會去否定，令他們
厭惡的政策及不受歡迎的決策者，成為一種對權力制衡的機制，它或許沒有帶來
期望中真誠與有智慧的政府，但是它至少能幫助我們避免邪惡或愚蠢的傷害
(Weimer，Vining，2004)，由此觀點去分析，來台外居留外籍配偶（含已歸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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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韓國於 2010 年修正其國籍法第 7 條，並於 2011 年開始實施，允許在科學、經濟等領域表現
優秀的人才歸化國籍時，並不需要在韓國居住 5 年以上的限制，並且對上述人才，於國籍法第 10
條中規定，允許他們有限(在韓國不得同時行使外國人權利)的擁有雙重國籍(參考韓國국적법
제 7 조 특별귀화 요건及제 10 조 국적 취득자의 외국 국적 포기 의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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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者）在工作、子女教育及社會生活上所遭遇的問題與狀況，是更加凸顯出民主
制度中的選舉機制，對他們的重要性。
洛克(Lock John)在《政府論第二篇》著作主張：「所有人生而平等、獨立；
任何人都不應傷害他人的生命與健康，侵犯他人的自由與產業…當我說所有人生
而平等的時候，我指的是每一個人都有天賦的自由，無須屈服於其他任何人的意
志及權威7」
，根據洛克的天賦人權來說，世界各國的外籍配偶的基本人權，是否應
以更積極的開放態度去尊重與保護？而且李仁淼教授在研究國際人權法體系中社
會權保障之新進展時指出，基本人權之保障，為近代市民革命中形成發展，進而
成為之思想，並為近代立憲主義之核心價值，而人權問題正逐漸成為超越國界，
為各國共通之國際問題(李仁淼，2000)。
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12月10日第217A(III)號決議通過並宣佈了「世界人權宣
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該宣言的序言便明示主張：「鑒
於對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的固有尊嚴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權利的承認，乃是世界自
由、正義與和平的基礎…」，在第1條及第2條中有「世界上每一個人平等的自由、
尊嚴及權利，不可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
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並且不得因一人所屬的國家或領
土的政治的、行政的或者國際的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領土是獨立領土、
托管領土、非自治領土或者處於其他任何主權受限制的情況之下」之規定，在第
19條中亦規定:「人人有權享受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
，還有第21條中也規定：
「人人有直接或通過自由選擇的代表參與治理本國的權利，人人有平等機會參加
8

本國公務的權利 」
，此宣言雖只是一種人類追求理想基本權利的訴求，並不具有法
律直接的保護或拘束力量，但歷經60多年的推廣及發展下，常有許多國家各級法
院於裁定時引用，或成為其國內制定相關人權法律的法源基礎，而具法律性質作
用。
7

轉引自：吳乃德、呂亞力，2003，《民主理論選讀》，台北；問津堂，頁 11、13。
資料來源：教育部人權教育諮商暨資源中心，網址:http://hre.pro.edu.tw/，檢索日期 2013 年 10 月 20
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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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人權理念的推動過程中，西方國家已經由對於所有住民的生存權／
自由權、以及所有國民的公民權／政治權／平等權／反歧視的重視，逐漸發展到
對於少數族群認同權／文化權的保障，特別是在多元族群的國家裡頭，少數族群
權利的積極保障，往往被當作是實現民主，以及促進和平的先決條件(施正鋒，2004，
頁2)」
，因此就基本人權的觀點來說，不管外籍配偶是來自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欲
居住於世界的那一個國家的領土，他們的基本人權在國際上，應是受到世界人權
的保障，一般國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基本上是會朝著比較開放與友善的方向
努力，對他們歸化的權利，也會以當事人的主觀意願為主要的考量，期能平均照
顧每一個人及族群的社會利益，以加速國家多元社會的融合，促進國家社會安定
與祥和，他們是屬世界的公民，不應以任何理由加以區別，但是目前世界各國大
部分以處理「國際難民」時才會基於人道因素，以基本人權考量去處理，能以照
顧基本人權為目標，來檢討開放外籍配偶的歸化條件，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國
家並不多。
(三)實務上的折衷視角考量
國家的存在是要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通常公民最後也是他們自己利益最
好的裁判者，因此國家必須在某些範圍上受到限制並且在實踐中受到約束（Held
David，1995），一個國家的移民政策若過於強調國家中心的各種利益發展，其實
並不利於國家社會的祥和與公平，只有跨國家的社會整合才能真正為世界的和平
紮下穩固的基礎（張亞中，2004）
，但是，一個國家社會的整合，會牽涉到其對國
家的歷史文化的特別記憶、社會文化的認同、傳統生活及風俗習慣的影響，所以
說移民與當地人民間的融合，可能並不如想像中的容易達成，還是需要長時間的
相處與包容，所以移民接受國家若不對外籍配偶的歸化設計適當的門檻條件，短
時間大量移民的湧入，對社會的祥和穩定可能也會有不良的影響，國家安全可能
會受到威脅，而對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開放，具有決定政府的人事及施政方
針權力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對的會小心衡量當地公民的反應，還有國家在面
對國際競爭與全球化的經濟挑戰，若國家的發展能力不積極提昇，便可能會在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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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中居於弱勢，由於在其國內培育高級專業人才可能有限，而國家經濟發展也是
亟需國際資金的投入，所以藉由移民政策吸引優秀人才及資金，也是許多國家考
量的重要因素。
綜合上述以「國家中心」、「基本人權」兩種說法，國家在面對外籍配偶的歸
化及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開放或保守的衡量上，是以國家中心的整體利益發展與
國家安全比較重要，或是基本人權比較重要？世界大部分民主國家，基於各種國
內因素考量與國際環境的影響，其對移民的態度，於實務的操作上，大都會採取
折衷方式處理，因為那才是符合最多數人利益的做法，那要如何在國家中心與基
本人權取得平衡？世界各國法律規範不一，而其方向的變化與轉動，其背後的思
想與考量會充分反應在相關的法律規定上，那怎樣的法律規定較能兼顧兩者的權
益？這也是本論文要與其他國家在法規面上做比較分析的原因，所以本論文將以
比較折衷考量的角度來審視這些法規。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欲透過文獻分析方式，比較國家之間的外籍配偶歸化與外籍配偶（含
未歸化）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相關法律，並整理分析各國之相關文獻資料、作為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筆者將有關外籍配偶基本政治權利相關的期刊文章、統計調
查資料、大眾傳播媒體、專屬書籍等等文獻資料，作有系統的整理、歸納、分析、
評論，期能從過去相關的文獻研究成果，瞭解其演變過程，再就外籍配偶的選舉
權及被選舉權，其現實所面臨的狀況與困境，參與相關的各種知識及歷史現象，
以系統而客觀的予以界定、評鑑、並綜括證明的方法，以確定過去事件的確實性
和結論，進而對於現實狀況能有充分的認識，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了解過去、洞察
現在、期能規劃將來(葉至誠，2002)，希能提出具建設性的結論及建議，對未來
相關法律的修訂有所幫助。
本論文欲從第一節中陳述的兩個探討的方向，與其他國家目前的相關歸化與
選舉法律規定層面來直接比較研究分析，但限於時間限制及資料取得的困難，無
法與世界的國家逐一比較研究分析，本論文選擇其國家移民背景與我國類似，分
12

別位於亞洲及大洋洲地區的三個民主國家；大韓民國（以下簡稱南韓）
、日本及紐
西蘭為主要比較分析對象，選擇南韓係因其國家外籍配偶狀況與我國最為接近（大
多數均為越南籍）
，且其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與我國也較為相似（外銷產業為主，
以引進大量外勞方式，降低生產成本）
，日本目前是亞洲科技最進步，經濟實力也
最強的國家，因社會人口結構上與我國相似，面臨高齡化與少子化的現象，所以
日本自西元 1985 年開始陸續開放亞洲外籍配偶入境，藉以減緩其國內人口結構不
均衡的問題，紐西蘭則是十分多元的移民國家，早期是以大英國協成員國的人民
為主，近代則以亞洲地區國家的人民占多數，紐西蘭是目前少數基於人權考量，
對國內移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較為開放與友善的國家。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研究流程

一、研究目的
本論文於第一節中探討過民主制度中選舉機制的重要，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
資格並不是可以輕鬆自然的取得，從早期民主制度只有男性和社會精英才有資格，
歷經許多年的爭取演進，才有今日普遍性、平等性的選舉制度，而外籍配偶的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該如何的規範與改善，較能兼顧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權益，
本論文期能透過比較分析，我國與其他國家的歸化及選舉的法律規範，來探討我
國在外籍配偶的歸化法律規定、歸化後被選舉權的法律限制、及尚未歸化國籍外
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法律規定，它們是否有折衷的兼顧國家與人權兩者平
衡發展？故本論文研究的目的有四：
第一、本論文重新整理定位「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者的民主意涵概念，
並以兩者的折衷視角來檢視，來台外籍配偶歸化國籍的法律規定，及外籍
配偶（含未歸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
第二、歸納整理我國外籍配偶歸化國籍相關法律規定，歸化國籍後其被選舉權的
相關限制規範，及對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
定，並作整體的說明與探討。
第三、就我國上述的相關法律規定，與南韓、日本、紐西蘭三個國家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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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國家中心」及「基本人權」概念的折衷角度來詮釋與說明。
第四、比較分析我國、南韓、日本、紐西蘭等國家上述的相關法律規定後，考量
「國家中心」及「基本人權」概念的折衷法律規定下，有那些是值得我們
在未來於相關修法時改善的參考？期能提出具建設性的結論與建議，以供
相關單位或移民團體參酌。
二、研究流程
依據上述研究方法及相關文獻資料，本論文的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
第四節

章節安排

就以上的研究流程，本論文擬分為五個章節來分析探討，來台外籍配偶的選
舉權與被選舉權，其中主要是以「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個理念的折衷角
度，來審視討論及跨國比較，外籍配偶的歸化、歸化後的被選舉權、未歸化外籍
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的法律規範，希望能對我國相關的法律訂定上有所啟
發與參考，首先在第一章緒論的部分，要說明的是本論文的研究動機、探討「國
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者的相關基本概念定義與折衷的看法、說明本論文研
究方法並提出研究目的與流程。
在本論文第二章的文獻分析與探討，主要的內容是分析與說明我國外籍配偶
的現況，並解釋我國外籍配偶在歸化、歸化後的被選舉權、未歸化外籍配偶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以「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者之間的折衷
角度，來初步的作分析與探討。第三章則以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的外籍配
偶，於歸化取得國籍法律規定之跨國比較，及其歸化後被選舉權的限制規定。第
四章是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其相關法律規定之跨國比
較。
最後在第五章則是結論與建議，就本論文外籍配偶歸化問題的跨國分析比較
後，討論他們的被選舉權限制的情形，還有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他們的選
舉權及被選舉權之跨國分析比較後，各國的實際作法與我國目前的法律規定，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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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流程
來台外籍配偶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之探討，並以
「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折衷角度來審視

我國外籍配偶歸化問
題的討論，歸化後他
們的被選舉權限制之
探討。

我國尚未歸化國籍的
外籍配偶，選舉權及
被選舉權之探討。

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三國分析比較：
一、外籍配偶歸化國籍之跨國比較及其被選舉權限制規定
二、尚未歸化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跨國比較

結論：１建議合理的歸化法律規定，並改善歸化後的被選
舉權資格限制。
２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提出適宜的法律規範建議。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兩個理念的折衷角度上，在我國的相關法律規範當
中，是否有過於偏頗或改善的空間，希望提出能良善與具體的建議，以供相關單
位或移民團體，將來在相關的法律修訂上有所參考或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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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分析與探討
第一節

我國外籍配偶現況分析說明

根據目前外來人口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 76 年至 102 年 9 月止，來台外籍配
偶人數；取得外僑居留證有 51197 人(男 13213、女 37984)，歸化取得國籍 104870
人(男 931、女 10393)共有 156067 人(參見表 2-1)，由統計資料中可以得知，其成
員主要居住於五都及桃園縣，餘平均分佈台灣各縣市，與台灣人口分佈結構相類
似，來台外籍配偶絕大部分是具有永久居住於台灣的意願，並且與台灣籍配偶共
同生活並養育第二代，為我國社會中重要的成員，而且根據統計資料(表 2-1)也顯
示，不論是否已經歸化取得國籍，來台外籍配偶大部分為女性，也就是說，她們
是負責教養未來台灣之子，其對子女未來的影響不容小覷。
另依據教育部「101 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人數分佈概況統計」
資料中顯示，
101 學年新移民子女就讀國中、小學生數已逾 20 萬 3 千人，較 100 學年成長 5.3
％，如果與 93 學年比較，9 年來國中、小學生數自 284 萬人降為 221 萬 8 千人，
但新移民子女學生數卻由 4 萬 6 千人成長至 20 萬 3 千人，劇增 15 萬 7 千人，占
國中小學生數之比率亦由 1.6％快速增加至 9.2％；其中國小一年級新生數近 2 萬
2 千人，平均約每 9 位國小新生即有 1 人為新移民子女，而於 101 學年 20 萬 3,346
位就讀國中、小之新移民子女中，其父或母的國籍中以越南籍最多，計有 7 萬 9,252
人，占 38.97％，其次為來自中國大陸者 7 萬 4,221 人，占 36.50％，再次為印尼
籍的 2 萬 7,115 人，占 13.33％，光是越南籍及印尼籍外籍配偶的子女二者合計就
有 10 萬 6,367 人，就占了 52.3％，還有來自其他國家；如泰國、菲律賓、馬來西
亞等，合計有 2 萬 2,758 人，占 11.2％，所以來自世界各國的外籍配偶子女就讀
國中、小學學生人數，共有 12 萬 9,125 人，占所有新移民子女的 63.5％9，因此
外籍配偶在台灣已經成為一個特定的社會族群，他們及其子女對台灣的未來發展

9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處資訊網，2014，〈訊息公告／一般公告／出版品〉，網址：

http://www.edu.tw/pages/detail.aspx?Node=1052&Page=20040&Index=3&WID=31d75a44efff-4c44-a075-15a9eb7aecdf，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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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來台外籍配偶各縣市人數統計(76 年 1 月至 102 年 7 月底)
歸化取得國籍

區域別
男

女

單位:人

持外僑居留證
計

男

女

計

合計

新 北 市

319

15,839

16,158

2,720

7,554

10,274

26,432

臺 北 市

127

5,026

5,153

3,034

4,109

7,143

12,296

臺 中 市

87

10,117

10,204

1,580

3,454

5,034

15,238

臺 南 市

19

7,205

7,224

750

2,001

2,751

9,975

高 雄 市

45

10,958

11,003

1,128

3,589

4,717

15,720

宜蘭縣

7

2,248

2,255

131

610

741

2,996

桃園縣

199

11,128

11,327

1,758

5,614

7,372

18,699

新竹縣

26

3,982

4,008

268

1,310

1,578

5,586

苗栗縣

16

3,909

3,925

165

1,043

1,208

5,133

彰化縣

12

7,058

7,070

363

1,900

2,263

9,333

南投縣

9

3,651

3,660

134

683

817

4,477

雲林縣

4

5,156

5,160

130

1,162

1,292

6,452

嘉義縣

8

4,269

4,277

93

712

805

5,082

屏東縣

13

5,903

5,916

200

1,497

1,697

7,613

臺東縣

3

1,051

1,054

57

314

371

1,425

花蓮縣

7

1,325

1,332

161

406

567

1,899

澎湖縣

－

810

810

19

90

109

919

基隆市

10

1,538

1,548

111

590

701

2,249

新竹市

15

1,557

1,572

316

1,037

1,353

2,925

嘉義市

5

930

935

89

269

358

1,293

金門縣

－

254

254

5

34

39

293

連江縣

－

25

25

1

6

7

32

931 103939 104,870

13213

37984

51197

156067

總計

本表持外僑居留證係指持有效外僑居留證及永久居留證人數。
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

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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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愈來愈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再依據內政部統計處「100 年婦女生活狀況調查報告」，目前來台外籍配偶的
婦女有工作的比例為 68.74%，為該調查台灣婦女族群中比例最高，而外籍配偶的
婦女沒有工作的主要原因為「照顧小孩」的比例為 23.69%，亦高居該調查比例次
高(參見表 2-2)，所以她們幾乎都在從事工作或照顧家庭(合計高達 92.43%)，而
家庭照顧算是另外一種家庭勞力付出，因此她們這群女性的外籍配偶，對台灣社
會的發展與進步還是有一定的貢獻與付出，所以由以上與外籍配偶相關的人數統
計數字及她們的生活狀況調查結果來分析，若認為外籍配偶來台生活，僅是來分
享並瓜分我們的社會福利資源，增加台灣社會的福利負擔，實在是有欠公允，可
是她們與對國家發展的貢獻與能力，是明顯並不如高科技人才或資本家來得明顯
與有影響力，政府及社會大眾對她們相關基本權益的關注，可能就不如這群高科
技人才或資本家來得積極，但我們的刻意忽視或設限阻礙是否適當？以下本論文
先從我國法律規定與相關文獻，來初步探討我國對外籍配偶的歸化、歸化後的被
選舉權、未歸化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規定，及其背後以國家中心與基本
人權保障的折衷考量狀況。
第二節

我國外籍配偶的相關法律規定探討

一、申請歸化我國國籍相關法律規定探討
目前外籍人士歸化我國國籍係依據國籍法之規定辦理，就其條文內容可以分
為；一般歸化（又稱自願歸化）
，其基本要件必須是於歸化申請時，在我國領域內
有一定住所，並且在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10

年以上（依據國籍法第 3 條 ），其次為準歸化國籍，依其身分可分為；一、為中
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二、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國民。三、為中華民國國民

10

國籍法第三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款要件者，得申
請歸化：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二、
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三、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四、有相當
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前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其認定、測試、免試、收費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定之。
18

表 2-2 民國 100 年國內婦女生活(工作)狀況調查(100 年 6 月底)

單位:％

沒有工作
項目別

百分比

有工作
照顧小孩 料理家事 找工作中

其他

原住民

100.00

43.79

18.08

3.67

9.92

24.54

榮民榮眷屬

100.00

44.23

5.37

14.39

4.19

31.82

大陸、港澳籍配偶

100.00

43.91

43.64

3.75

2.13

6.57

外籍配偶

100.00

68.74

23.69

3.65

1.31

2.61

一般民眾

100.00

49.37

11.55

7.95

6.46

24.67

本調查採抽樣調查，以民國 100 年 6 月底居住臺閩地區年滿 15 至 64 歲之我國女性人口(含調查期
間在臺而尚未取得本國國籍之外籍配偶及大陸、港澳配偶)為調查母體，抽樣方法為「分層比例隨
機抽樣法」
，並採電話訪問調查，實際完成有效樣本 6,455 人，在信心水準為 95%的情況下，抽樣
誤差約±1.22 個百分點。
資料來源：內政部統計處

研究者整理

之養子女。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他們在申請歸化時於我國領域內，每年
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3 年以上（依據國籍法第 4 條11），另外一
種準歸化國籍身分為；一、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出生於中華民國
領域內。二、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依據國籍法第 5 條12）。
以上準歸化國籍於申請時，同樣規定必須在我國領域內有一定住所，最後則是特
殊歸化及隨同歸化（依據國籍法第 6、7 條13），他們申請歸化的居留時間並無特
11

國籍法第四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二、父或母現為或曾為中華民國
國民。三、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養子女。四、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未成年之外國人或無國籍人，
其父、母或養父母現為中華民國國民者，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雖未滿三年且未具備前條第一
項第二款、第四款及第五款要件，亦得申請歸化。
12
國籍法第五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具備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要件，並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亦得申請歸化：一、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其父或母亦
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二、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十年以上。
13
國籍法第六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雖不具備第三條第一項各款要件，亦
得申請歸化。內政部為前項歸化之許可，應經行政院核准。國籍法第七條：歸化人之未婚未成年子
女，得申請隨同歸化。
19

別要求。
上述各種（準）歸化國籍的規定，其最大差異在於依其身分、條件的不同，
而要求不同的居留期限14（0-10 年），同時須注意；居留期間不可違反「入出國及
移民法」第 36 條驅逐出國之規定，否則將依其違反情節輕重，將受到驅逐出國後
管制入國之處分，其居留期間的計算，會受到嚴重影響，而且須年滿 20 歲並依中
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有相當之財產或
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並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基
本常識 (即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5 款之規定)，但是特殊歸化與隨同歸化者除
外。另依據我國目前國籍法第 9 條之規定，上述各種歸化國籍申請者，均應提出
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除有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
交機關查證屬實者外，均要依規定辦理放棄原屬國籍，換句話說，目前辦理歸化
我國國籍者，無論是以何種身分辦理歸化，是不可同時擁有雙重國籍。
就以上我國的歸化國籍法律規定來分析，我國外籍配偶的歸化可依其本身條
件不同，可選擇一般歸化或以國人配偶之身分辦理歸化來辦理，通常外籍配偶的
婚姻生活正常（在台未曾離婚或再婚）
，與配偶在台灣共同生活，並符合國籍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2-5 款之一般規定，大多數都採取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的歸化國籍之
規定（如表 2-3），主要因其歸化條件是專為外籍配偶歸化所制定，所以居留期間
要求比一般歸化為短（3 年以上），而且其並未如一般歸化要求需具備「國內之動
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 500 萬元」之財產證明（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
，這對外籍配偶申請歸化而言是比較快速且方便的適用條款，如
此，外籍配偶歸化國籍的法律規定，是否能夠符合國家中心的各種利益發展與國
家安全需求並兼顧基本人權的折衷考量？在與南韓、日本、紐西蘭三國比較探討

14

有關申請歸化國籍相關居留期間的計算，係依據國籍法實行細則第 6 條：「本法第三條及第四條
所稱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或三年以上，指其居留期間自申請
歸化時，往前推算五年或三年之期間，應為連續不中斷，且該期間內每年合計合法居留一百八十三
日以上。但於該期間內，因逾期居留，不符合法居留之要件，致居留期間中斷，其逾期居留期間未
達三十日者，視為居留期間連續不中斷。前項逾期居留期間，不列入合法居留一百八十三日之計算。
本法第五條所稱居留繼續十年以上，指申請歸化前曾有居留事實繼續十年以上。
20

之前，本論文想先就國籍法對外籍配偶歸化相關修法的歷程及政府未來修法的方
向，作個說明與探討。
表 2-3 外籍人士歸化我國國籍概況統計(民國 86 年至 102 年年底)
歸化類別
年別

為國人配偶

自願歸
化

為國人養
子女

其他

單位:人
合計

民國 86 年

2191

35

17

0

2243

民國 87 年

3617

47

16

4

3684

民國 88 年

4537

73

13

4

4627

民國 89 年

5130

51

17

0

5198

民國 90 年

2019

155

13

17

2204

民國 91 年

1272

208

10

43

1533

民國 92 年

1360

85

2

18

1465

民國 93 年

6438

55

3

56

6552

民國 94 年

11220

35

5

42

11302

民國 95 年

11882

74

1

19

11976

民國 96 年

10600

148

4

12

10764

民國 97 年

12983

228

0

19

13230

民國 98 年

9576

248

2

27

9853

民國 99 年

7421

226

4

41

7692

民國 100 年

5662

215

2

44

5923

民國 101 年

5310

234

1

52

5597

民國 102 年

4719

238

0

47

5004

說明：自願歸化含隨同歸化。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

研究者整理

我國國籍法是於民國 18 年 2 月 5 日由國民政府公布施行，第一次對外籍配偶
歸化修法有影響的是於民國 89 年 2 月 9 日（字號：總統 89 華總一義字第 8900032920
號令）修改，當時是國內外籍配偶自民國 76 年開放入境以來，國人與東南亞籍人
士結婚來台人數愈來愈多，同樣的影響到外籍配偶辦理歸化國籍人數也日益增加，
當時政府便基於國家的管理需要及安全的因素考量，遂於本次修改國籍法時增加
外國人（含外籍配偶）及無國籍人士，於申請歸化時，規定須有明確住所、與國
人結婚居住的期限，條文中規定以國人配偶身分申請歸化者需「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此一居留期
21

間的要求，曾造成民國 90 年至 92 年期間外籍配偶的歸化人數驟然減少，復於民
國 93 年開始，因外籍配偶的居留期限陸續屆滿，歸化人數卻大量增加之情形（參
考表 2-3），本次的修法是第一次對外籍配偶的歸化，基於國家管理安全的因素考
量，有明確的居留期限要求規定。
政府同時於次年（民國 90 年）2 月 1 日（字號：內政部 90 內戶字第 9068204
號令）公佈實施國籍法施行細則，於細則中規定歸化國籍者必須有相當的財產證
明，所以本次的施行細則公佈實行，很明顯的政府同樣是基於國家中心的考量下
的作為，但是本次施行細則的實施中，其財產證明條件中（參考當時原條文第 5
條）要求「最近一年每月收入逾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基本工資二倍者」或「動
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五百萬元者」的規定，兩者對大部分為女性的外籍
配偶而言，都是一個相當難以達成的目標，當時便有許多外籍配偶及其家屬要求
政府放寬其規定，但是政府以參考國外的相關法律規定，認為大多數國家對於外
籍人士（含外籍配偶，當時公佈的施行細則，並未把外籍配偶歸化申請與一般歸
化申請之財產證明分開規定）申請歸化國籍時，都有一定的財產條件要求，以免
屆時國家社會福利資源需大量去援助他們，成為政府的負擔，對國家人民並不公
平，更何況一個國家本來就可以審查並要求，歸化申請者於取得國籍前，須符合
一定的經濟標準及生活條件，是一種國家主權的行為行使，並未放寬規定，其後
本案歷經外籍配偶及其家屬多次的陳情及外籍配偶相關團體積極的爭取下，其間
雖有多次調整修改，但並未完全取消，最後是在政府考量大多數在台外籍配偶實
際經濟狀況，站在基本人權保障的立場，於民國 97 年 11 月 14 日（內政部台內戶
字第 0970184578 號令）修正放寬外籍配偶歸化國籍財力門檻，才完全取消上述兩
款嚴格的標準，修改較為寛鬆的認定標準（參考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7 條），也造
成當年（民國 97 年）核准歸化人數比以往增加（參考表 2-3）之情形。
國籍法第三次對外籍配偶歸化有重要影響的修法，是於民國 94 年 6 月 15 日
（字號：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400088881 號令）的修法，本次的修法主要是對於
申請歸化國籍者，增加了須「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國
22

籍法第 3 條第 5 款）」的要求，其款項的說明中要求內政部定下相關應遵行的標
準，以便據以為核准歸化與否的重要參考，本次修法係參酌美國等多數國家之相
關規定，其的目的應是增加歸化國籍申請者，對台灣社會適應能力與文化的融合，
但不可否認，其中多少是有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認同考量鑲嵌其中，當時的修法
也是讓國內外籍配偶及其家屬十分的反對，並曾引起「移民/移住人權修法聯盟」
的抨擊，認為這是對婚姻移民的歧視，相對於此，政府方面的回應則是，台灣的
移民政策跟其他國家比起來已經好的多了，歸化的規定也沒有比其他國家嚴苛（郭
思岑，2006），所以政府對本項的修法至今並未再有修改的動作。
至於國籍法未來的修改方向為何？根據內政部全球資訊網的「國籍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總說明15」中所揭示；基於落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保障人權意旨，維護婚姻移民者權益，並解決外國人歸
化我國國籍實務上之問題，而提出本次的修正草案，很明確本次修改係因我國已
於 2009 年 4 月 22 日公布該兩公約的施行法，並於同年 5 月 14 日批准該兩項公約，
政府為落實該兩公約的各項基本人權保障的精神，而配合提出本次國籍法的修改，
讓兩公約人權保障的精神能國內法化，以提昇我國人權的標準，檢視其修改內容，
其中對外籍配偶較有影響的規定有三個：一、於第 4 條增訂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對
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之中華民國國籍子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者」，
本款增訂主要是對一些喪偶或離婚後之外籍配偶，他們對子女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
監護，善盡為人父母之職責，若其有心加入我國社會，應比照我國國民配偶之身分適
用較寬鬆之規定，以符合人權規範。二、修訂第 9 條的規定16，主要內容是對於歸化申
請者，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時，有關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之規定，予以更明確的
詳細規定，讓外籍配偶有明確的依據可以辦理，保障其權益。三、新增訂第 9 條之
17

1 條款，主要是放寬其辦理喪失其原國籍時之相關規定，以降低外籍配偶於辦理歸

15

資料來源：內政部全球資訊網，2014，法案動態／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網址：
http://www.moi.gov.tw/chi/chi_Act/Act_detail.aspx?sn=106，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5 日。
16
國籍法(草案)第九條：外國人依第三條至第七條申請歸化，應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者，不在此限：一、依原屬國法令，須滿一定年齡或取得他國國
籍始得喪失原有國籍。二、提出因非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無法 取得喪失原有國籍證明。有
前項第一款情形者，應於滿一定年齡之日或許可歸化之日起算一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屆期
未提出者，應自期間屆滿之翌日起算二年內撤銷其歸化許可。
17
國籍法(草案)第九條之一：外國人符合第三條至第七條歸化要件者，為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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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國籍，因各國法律規定不同所形成的困擾，避免影響外籍配偶的歸化國籍的基
本權益，所以就本次政府修訂國籍法的內容來分析，是有朝比較寛鬆、人權保障
的方向修訂，但是本法案自民國 102 年 3 月 27 日送立法院審議，至筆者檢索資料
日期為止尚未通過完成立法程序。
綜合以上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的制定及修改過程中，對外籍配偶辦理歸化的
影響，可以很清楚的發現，早期的修改條文主要是以人口數量的管理、限制及國
家社會的認同等，以國家中心的考量為主要方向，而近年來則是因世界基本人權
的意識抬頭與普及，我國國籍法及其施行細則的修法方向，目前正往基本人權保
障的方向移動，而其將來修改移動的幅度大小及如何發展，目前並不清楚，而其
歸化的相關法律制訂，如何才是最能折衷的兼顧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保障，本
論文將於下一章節與南韓、日本、紐西蘭國家就相關歸化法律的規範，作分析比
較，並期能於結論時能提出適當建議。
二、我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法律規定探討
首先要探討的是來台多年已經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檢視我國現行的選
舉相關法律規定，外籍配偶歸化我國國籍後，除被選舉權有特別限制外，其他的
政治選舉權益，如各級中央、地方選舉權、公民投票權等，均與國人相同，而其
被選舉權的法律規定，根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4 條第 7 項的規定：「回復中
華民國國籍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登記為候選人」，其中的條文已經很明確的規定，依法辦理歸化成為我國國
籍的外國人（含外籍配偶），於歸化為中華民國國民後須滿 10 年，才能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登記為第 24 條第 1 項至第 3 項18候選人，本論文已於前面探
討過外籍配偶辦理歸化國籍的時間問題，其可能因個人條件及經濟狀況的不同，
需要 3-5 年的時間以上，甚至可能達到 10 年，換句話說，已經歸化取得國籍之來
台外籍配偶，若要依上述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所列舉各項之規定登記為候選人，

得向內政部申請核發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前項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有效期限二年，屆期
未檢附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申請歸化，該證明失其效力。依第一項規定取得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證明
後，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申請歸化者，經內政部審查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要件後，許可其歸
化。
18
同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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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來台生活的時間起碼超過 13 年以上，甚至更久的時間。
另外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0 條第 2 項19規定，因歸化取得我國國
籍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所以外籍配偶歸化我國國籍後，是永遠
不能參加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登記參選，再檢視國籍法第 10 條第 1 項中也有規
定，外國人歸化國籍者不得擔任的公職共有 10 款之多20，其中就包括了總統、副
總統(第 1 款)、立法委員(第 2 款)及民選地方公職人員(第 10 款)，其限制年限也
是需要歸化完成後 10 年以上才可擔任，也就是說，如果一位外籍配偶歸化國籍後，
政府要放寬其參選上述中央（含總統、副總統）或地方的各種選舉的候選人資格，
並能擔任其所參選公職的職位，其要修改的法律規定，除了上述兩種選舉罷免法
外，還需檢討國籍法相關的法律規定，並配合放寬修改，才能順利擔任相關公職，
以上對已經歸化取得國籍外籍配偶，相關法律的特別限制規定，在近幾年以來政
府都未曾提出檢討或予以修改，如此漫長的居住時間限制規定是否適當？會不會
對其個人基本人權的保障有所忽略？本論文將在第三章分析比對南韓、日本及紐
西蘭三個國家的歸化法律規定後，持續探討對已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
（或選舉權）的法律規定，他們是否如我國一樣在其候選（擔任）資格，另予居
留期限或其他的資格限制？他們是如何規範？比我國寛鬆還是更為嚴格？畢竟外
籍配偶在歷經各種歸化程序後，才正式成為移民接受國家的「國民」
，其被選舉權
法律限制，與歸化國籍條件的鬆、緊是否有所關聯？要如何規範最能折衷的兼顧
國家中心的理念與人權保障精神？
其次要探討的是來台尚未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14 條，有關選舉權（選舉人）的基本要件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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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0 條第 2 項：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20
國籍法第十條：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者，不得擔任下列各款公職：一、總統、副總統。二、立
法委員。三、行政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委員；司法院院長、副院長、大法官；考試院院長、副院
長、考試委員；監察院院長、副院長、監察委員、審計長。四、特任、特派之人員。五、各部政務
次長。六、特命全權大使、特命全權公使。七、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委員；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八、其他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以上職務之人員。九、陸海空軍將官。十、民選地方公職人員。前項
限制，自歸化日起滿十年後解除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25

歲，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有選舉權」，其首要條件便是「國民」，而有
關被選舉權資格的部分，於同法第 24 條各項候選人的基本資格條件中，須以「選
舉人…」為基本要件，所以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他們目前在台灣是沒有任
何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至於他們其他政治活動的規定與限制方面，法律上是否
有其他特別的規定？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9 條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停留、居
留期間，不得從事與許可停留、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動或工作。但合法居留者，其
請願及合法集會遊行，不在此限。」違反者依同法第 36 條第 1 項第 6 款之規定，
予以強制驅逐出國處分，其實本法的原來規定是沒有「其請願及合法集會遊行，
不在此限。」之排除規定，所以在此之前外籍配偶在台灣，任意參加集會遊行或
請願活動的行為，並不被允許，後來於民國 96 年 12 月 26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600174091 號令）修訂公布時加入，讓外籍人士（含外籍配偶）有一個請願及合
法集會遊行的基本政治權益，算是一個基本人權考量的進步俢法。
復依據我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有下列情事：…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為
第四十五條各款之行為」，而其第 45 條各款之行為則包括了：「…1、公開演講
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2、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3、召開記者會或接受
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4、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5、懸掛或豎立
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6、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
宣傳。7、參與候選人遊行、拜票、募款活動」，分析其 45 條的規範對象是「各
級選舉委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鎮、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
員」，要求他們於選舉公告發布後，不得有上述行為，以保障選舉工作的公平公
正的順利進行21，以此相同的標準來規範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表示政府並不
希望未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在各種選舉活動上有所活動或產生任何的影響，
若從人權保障的角度來看，他們在台灣生活，大部分都有從事工作或家庭勞務（參

21

依據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及第 43 條的內容，有同樣的規定，因其規範及限制情形均一
樣，故本論文不另行說明敘述，請自行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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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表 2-2），也依法需繳納稅金，並遵守我國各種法律規範，如此，我國的選舉活
動相關法律規定對他們而言，是否過於封閉與保守？讓他們可以透過適度的參與
選舉活動，對國家或地方的公共政策有進一步的認識或提供建議，應為其基本政
治權益的維護，是否應予放寬？但若從國家中心的利益發展與國家安全考量來分
析，他們來台居留時間尚短，語言上的隔閡在此期間尚未完全克服，對我國政治、
社會的文化認識並不深，加上選舉活動期間，各候選人為爭取勝利，其言論的發
表或行為，總是較為偏頗或激動，讓他們參與其中適不適當？本論文將於第四章
探討他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與其他三個國家跨國比較的同時，一併分析討論。
第三節 我國外籍配偶相關文獻分析
一、從人權保障的觀點分析
台灣本身是屬一個島國的移民社會，大多數人之祖先，在早期從不同時期陸
續自大陸不同區域移民至台灣，可說是一個充滿多元文化的社會，理應對外來移
民及其所帶來的不同文化感到歡迎與包容，但是目前台灣人民對來自世界各國（大
部分來自東南亞地區）外籍配偶的態度及環境的氛圍，似乎還不是那麼友善與熱
忱，檢視有關外籍配偶的相關文獻顯示，外籍配偶在台灣遭遇到的困難以家庭生
活適應、子女教育、生活經濟問題居多（鐘重發，2004）
，來台外籍配偶普遍在台
灣，遭受到異樣眼光及不平等的待遇，歧視與污名化外籍配偶的刻板闡述，困擾
許多的外籍配偶(唐宜楨、陳心怡、劉邦立，2000)，在夏曉鵑的相關研究則認為：
「有相當成因是台灣媒體透過相互抄襲的報導內容，將『外籍新娘』現象定性為
社會問題，其中女人的形象或為無可奈何的受害者，或為唯利是圖的吸血鬼，並
常與外國犯罪劃上等號有關(夏曉鵑，2001，頁 154)」，這些與他們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的問題，其中不乏係因彼此對歷史文化背景差異與社會文化的偏見所造成，
相同的也影響了我們社會，對外籍配偶的政治基本權益相對的忽視，從外籍配偶
的歸化條件和辦理程序開始，歸化國籍後的被選舉權，最後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
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及其參與各種選舉活動的基本權利，在各種相關法律規
定中，都有許多的條件與限制或是完全的禁止參與，顯示政府於制訂相關法律規
27

定時，較少以基本人權保障觀點去考量。
從我國憲法第 7 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22，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
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我們可以發現，其中含有本論文第一章中所陳述，世
界人權宣言的基本精神，由此宣言的宗旨可以瞭解，不管外籍配偶是來自世界其
他哪一個國家，其基本的人權我們是不可輕易忽略或加以區別，我們雖不是聯合
國會員國家，但仍屬國際社會的一員，國際社會中的基本規範及原則，我們必須
尊重與遵守，我們不可能自絕於國際社會，況且我國於 2009 年 4 月 22 日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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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同年 5
月 14 日批准該兩項公約23，因我國並非聯合國正式會員國，所以至目前為止無法
將此兩項公約批准書，依公約規定向聯合國秘書處完成存放程序，但政府仍批准
並積極推動，其兩公約基本人權精神的國內法化，以提昇我國人權標準，其用心
與目的便是期能以有效的保障人權，促進族群和諧、繁榮及進步，特別在《公民
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序言，便明示公民與政治權利源於天賦人格尊嚴，第 2
條中規定，公約締約國承諾允許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類、
膚色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那麼我國在批准此兩公約
後，至目前為止，有那些與外籍人士相關重要法律，係依此兩公約基本人權精神
去考量修訂？
首先是《入出國及移民法》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23 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000259761 號令）修正公布第 6、15、21、36、38、74、88 條條文，綜觀其條
文修訂的內容，大部分是於外籍人士（含外籍勞工）
，於我國因違反相關法令，依
法處以收容、遣送之處罰時，其相關基本人權的權益，如處分之程序、於審查當
中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等規定，於條文中予以更明確的規範與保障，避免傷害
兩公約中所強調的人身自由之保護，是以基本人權的觀點出發的法律修正案，本
22

有關此「人民」定義，筆者採用何曜琛的見解「在文義上，人民之範圍較國民為廣，解釋上應可
包括外國人或無國籍人士」，可參閱何曜琛、洪德欽、陳淳文，2011，《各國移民參政權之比較研
究》，計畫編號：RDEC-RES-099-038，台北：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頁 119。
23
資料來源：教育部人權教育諮商暨資源中心，網址:http://hre.pro.edu.tw/，檢索日期 2013 年 10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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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修法已發佈正式實施，另外是與本論文較為相關，規範外籍配偶歸化條件的國
籍法，本論文於前一節中已探討，雖然政府相關單位有提出以人權保障為考量的
修訂法案，可惜尚未通過，然而歸化國籍後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及尚未歸化國
籍在台居留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則是自兩公約公布並批准以來，政府
並未有任何修法的動作，顯然政府對維護並保障人權精神的修法，還不是十分積
極。
二、從國家中心的觀點分析
本文於第一章在相關概念定義中便說明，外籍配偶的歸化門檻條件、歸化後
被選舉權的限制，尚未歸化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他們的法律制訂，除
了基本人權的考量外，深受國家中心的理念影響，而維持一個國家的發展與進步，
是執政者的首要職責，國家的整體利益發展需求與國家的安全考量，往往會影響
政府對移民政策相關法律的制訂，如高科技人才、企業家、資產家給予較為寛鬆、
方便的條件與程序，而為降低國內產業生產成本引進的外籍勞工，其規範明顯較
為嚴謹且限制較多，我國便為因應國家發展之需要，要解決國內勞動力不足的問
題，自民國 79 年開始引進外籍勞工，以補充人力不足，但後來於民國 82 年以後，
則是為刺激國內疲弱不振的投資意願而大量引進（劉梅君，2000）
，目前現有來台
外籍勞工則達 40300124人(男 166547、女 236454)，人數是外籍配偶的數倍，他們
在我國工作及居留簽證上的法律規定，與高科技人材的法律規定有何差異？由此
來探討我國移民政策的法律規範，有那些是明顯以國家中心為考量的法律規定？
其中與外籍配偶現行相關法律規定比較，是否有明顯不同？
首先是我國的入出國移民法第 23 條第 1 項便規定；外國人持 60 日以上之停
留簽證，在符合相當條件的情況下，准許直接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留，
經許可者，便發給外僑居留證，其第 1 項第 3 款「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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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入出及移民署，統計時間民國 102 年 7 月底，
〈業務統計／統計資料〉
，網址：
http//www.immigration.gov.tw，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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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工作」
，其主要對象係專業技師或工作性質特殊且國內缺乏之人才，就排除了
藍領的外籍勞工（同條第 8-10 款之工作）之適用，而第 4 款「在我國有一定金額
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之投資人或外國法人投資人之
代表人」，及第 5 款「經依公司法認許之外國公司在我國境內之負責人」，則是適
用外國籍的資本家或企業家。
再檢視同法第 25 條有關永久居留申請之條件規定；於其第 3 項內容「外國人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雖不具第一項要件，亦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
一、對我國有特殊貢獻。二、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三、在文化、藝術、
科技、體育、產業等各專業領域，參加國際公認之比賽、競技、評鑑得有首獎者」，
及第 4 項內容「外國人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我國投資移民，經審核許可且
實行投資者，同意其永久居留」，換句話說，只要符合上述第 3、4 項規定條件之
外籍人士，是不須受到該條第 1 項25之有關居住期間等繁雜的要求與限制，可逕行
申請永久居留權，而外籍勞工（就業服務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10 款之工作者）
不但不能有此優惠，他們若要在我國申請永久居留，其在我國工作期間的居留（住）
期間是不予計算，另外在《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中有關歸化國籍申請期間的
計算，其第 2 項第 1 款26中也是規定外籍勞工於我國工作期間的合法居留（住）期
間不列入計算，避免他們變相移民。
最後是就業服務法第 52 條有關外國人工作期間的限制；其中規定國內外籍勞
工，每年引進總人數，依外籍勞工聘僱警戒指標，由中央主管機關邀集相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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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
日，或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其外國籍之配偶、子女在我國合法居留十年以上，其中有五年
每年居留超過一百八十三日，並符合下列要件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但以就學或
經中央勞工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之原因許
可居留者及以其為依親對象許可居留者，在我國居留（住）之期間，不予計入：
一、二十歲以上。
二、品行端正。
三、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
四、符合我國國家利益。
26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第 2 項：
「…申請人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其持有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之居留期間，不列入前項所定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一、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許可從事就
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規定之工作者。二、在臺灣地區就學者。三、以前二款
之人為依親對象而取得外僑居留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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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雇主、學者代表協商之，其是有總額之限制，在同條文第 5 項則規定「受
聘僱之外國人於聘僱許可期間…得再入國工作。但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
至第十款規定工作之外國人，應出國一日後始得再入國工作，且其在中華民國境
內工作期間，累計不得逾十二年」
，這些對外籍勞工特別的限制與要求，並沒有相
同的適用於高科技人才之聘用。
以上對我國規範外籍人士工作、居留及歸化的相關法律規定分析後，可以很
明顯得知其中的差異，其對國家發展有利的專業人才、企業家或資本家是採取較
為方便、寛鬆的法律規定，其中不但排除國際勞工的適用，甚至比長期居住我國
的外籍配偶更為優惠（如永久居留申請），從一般居留證的申請至永久居留申請，
都有特別條款的適用，來爭取世界各國的優秀人才及企業家來台灣工作及定居，
希望他們能對國家各種的產業發展及提昇國際競爭力有相當的幫助，而對外籍勞
工法律規範是採取較為禁止、嚴格的方向，外籍勞工若希望在歸化我國國籍，持
續定居工作及生活，可能須以外籍配偶身份去辦理，且之前以外籍勞工身份居留
的期間是不能被計算在內。
三、實務上的折衷角度分析
「移民，指個人基於種種不同的原因，決定離開自己的祖國，到另一個國家
尋求永久居住的人民。移民的分類可以是多重的(張亞中，2004，頁 69)」
，近年來
外籍配偶為一般國際移民中頗為重要的群體，他們離開熟悉的祖國，來到生活環
境完全陌生國家，對移民接受國家而言是具有一定的社會貢獻，站在基本人權立
場而言，在民主制度國家社會中，應享有與移民接受國家國民完全的相同的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但是世界各個國家的經濟、政治文化、歷史背景、傳統習俗的不
同，其社會結構中國民對異質文化的包容程度並不相同，加上國際間國家與國家
之間的關係(是否結盟)影響，每一個國家都會考量其國家的安全與整體利益發展
需要，衡量其開放程度，所以說移民政策的法律制訂，可能是經過許多層次與領
域來綜合考量的結果，並不是單方面權益的要求或需要而去作改變，因此外籍配
偶（含已歸化國籍）的選舉權或被選舉權，並不是固定不變，會隨著各種國家制
31

度、環境條件的改變而有所變動。
另外在探討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時，其實不管是從國家中心理念的
維持或人權的保障角度去探討，若從他們的民主核心價值（落實公正、公開、普
遍的選舉制度）來分析，兩者表面看似互相矛盾的狀態，其實也並非完全不相容，
因為強調人權維護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履行，通常在一個具有穩定經濟成長與
社會安全的民主國家中才可能比較順利運作，雖然國家中心整體利益發展與民主
制度的實施，並不一定具有絕對的關係，但相對的正面影響應是存在，穩定安全
發展的國家較能提供個人(無論是否具有公民的資格)的權利保障，即使現在世界
全球化的趨勢下，維護基本人權價值的權益，還是需要一個穩定安全發展的國家
去落實的實踐，廖俊松於研究經濟發展、國家能力與政治民主三者之間的關係便
指出：
「國家能力與經濟成長具有互惠的關係，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提升是有助於
政治民主化的過程，可是若過於專斷的強勢國家能力則是有礙於政治民主化的進
展（1998，頁 155）」
，所以，在探討外籍配偶的各項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時，如何兼
顧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保障，考驗著一個國家的政府及人民的智慧，其中的分
寸拿捏，不容易有一種完美的標準來遵行，所以本論文將採取跨國比較方式，嘗
試去探討其中較佳的法律規範模式，以供參考比較。
綜合以上的「國家中心」及「人權保障」觀點來分析，以往我國政府於制訂
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時，通常是以國家中心的利益為優先
考量，但自 2009 年政府公布並批准兩公約，並持續推動各種相關法律的修正來觀
察，近幾年以來我國相關法律的修正，已往人權保障的折衷方向移動，將來政府
對外籍配偶相關的法律規定，不管是歸化國籍的條件門檻，其歸化後的被選舉權，
還是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該如何的兼顧國家中心與基本
人權，讓外籍配偶與國人的基本政治權益，都能受到最佳的保障，促進彼此之間
文化融合，本論文將於第三章中與南韓、日本及紐西蘭三個國家，探討外籍配偶
歸化取得國籍及其歸化後的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而於第四章中同樣與此三個國
家，探討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最後將於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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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中討論跨國比較的結果，並提出折衷適當的觀點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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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外籍配偶歸化取得國籍及其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
如本論文第一章所說明，外籍配偶歸化規定的開放或保守，通常會直接影響
到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透過正當歸化程序的考驗與檢視，成為移民接
受國家的正式「國民」
，是外籍配偶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最直接、最合理的途徑，
故於本章節將討論南韓、日本、紐西蘭三國之外籍配偶「歸化」的條件，而申請
辦理歸化的移民，其實不只僅有外籍配偶，還包括了其他種類的移民，各國也會
基於國家中心理念及基本人權的考量，依歸化的種類不同而有不同的歸化門檻，
這三個國家制訂的相關法律規定，是如何折衷兼顧國家及人權的考量？相對於其
他種類移民比較，對外籍配偶的歸化是偏向人權考量較多，還是國家中心較多？
本章節將初步分析並與我國歸化的相關法律規定作比較探討後，再就其三國對已
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他們在已歸化為其國家的國民後，他們的被選舉權，是否
還有如我國一樣有何特別的限制？於最後小結整理出一個綜合的分析比較。
第一節

南韓的外籍配偶歸化法規探討

一、南韓國民及外籍配偶背景介紹
南韓係由單一民族所組成，起源於通古斯族之一支，在人種學上屬於阿爾泰
語族，與蒙古、土耳其等屬同一語族，性情豪放，具強烈民族意識及競爭精神27，
所以南韓社會長期以來在單一民族的自豪感之下，形成了一個很強的排他性，其
實若一個國家社會，過於強調單一民族的社會文化認識，極有可能會成為多樣的
人種間，相互理解與友好的障礙，而我國社會則為不同時期，自中國大陸不同區
域陸續移民前來居住，使用的地方語言不同，風俗習慣也略有差異，比較偏向於
島國的移民社會，與南韓略為不同，另外南韓為降低其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使
其國內產品更具有競爭力，與我國相同的也開放外籍勞工申請入境，南韓目前外
勞總人數約 23 萬人（如表 3-1，非專門就業 E-9）
，且南韓政府為吸引更多國際科
學、經濟等對南韓國家發展有利的高階人才，於辦理歸化時，特別專設特殊歸化
27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網址：http://www.mofa.gov.tw/Official/home/index，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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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居留韓國外籍人士人數統計(西元 2011 年 12 月底)
簽證
國籍

非專門就業 E-9

居住(結婚)F-2

54910

7214

191

35067

11

875

98268

24235

1578

46

344

7

95

26305

18747

3464

44

1919

1

578

24753

19204

3866

212

7530

20

292

31124

9958

1684

6

4352

0

88

16088

0

0

700

4509

476

5695

11380

0

0

3104

2851

7543

6159

19657

其他國家＊
(不含中華人
民共和國)

70630

3361

5708

7117

1584

1960

90360

總計

206776

24472

23588 114757

28539

36440

434572

泰國
菲律賓
柬埔寨
日本
台灣

男

女

合計

女

印尼

女

永久居留 F-5

男

越南

男

單位:人

＊本表簽證種類說明：
E-9 發給對象為非專門就業簽證者，包含外籍勞工。
F-2 發給對象為外籍人士與韓國人結婚，並分別已在韓國及外籍人士母國戶籍單位登記結婚完畢的
外籍配偶，而以結婚共同居住目的來韓者。
F-5 為依韓國出入境管理法取得永久居留權者。
資料來源：韓國法務部出入境管理事務所
2011 年韓國移民統計年鑑
研究者整理

條款予以優惠的適用，以促進南韓在國際上的競爭能力。有關外籍配偶的開放原
因，南韓與我國十分類似，南韓也是為因應其國內的適婚男性，逐漸發生晚婚、
遲婚的情況，加上南韓女性教育水準提高，自主性比以往高，所以平均結婚年齡
延後，造成婦女生育率的下降、人口年齡老化以及尋求婚姻配偶的男性人口增加
等原因，為適度解決上述問題，便開放外籍配偶的結婚申請入國，在 1990 年代初
期，選擇以外籍配偶為結婚對象的男性，主要是集中在農村和漁村地區，人數較
少，但自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便逐漸增加並擴大到城鎮的臨時工、個體工商業者
等人群（張松青，2009）
，目前南韓外籍配偶人口約有 13 萬（如表 3-1，居住結婚
F-2），參考以上南韓國民的民族性及外籍配偶的形成原因後，南韓對外籍配偶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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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法律規定為何？與其他移民歸化規定有何差異？以下介紹說明。
二、南韓歸化國籍相關法律規定
南韓歸化國籍條件，依據南韓國籍法（국적법）內容之規定，南韓歸化國籍
種類可分為一般歸化、簡易歸化、特殊歸化及隨同歸化，以下就其法律規定內容，
分別介紹。
（一）一般歸化
係依據南韓國籍法第 5 條28之規定辦理，一般歸化國籍條件如下：一、合法持
續居留 5 年以上，並在大韓民國國內有居住地址者。二、大韓民國《民法》規定，
屬成年人者。三、遵守法紀、道德良好者。四、根據自身的財產、技能或依賴共
同維持生計的親屬，有維持生計能力者。五、對南韓國語能力及大韓民國風俗有
一定理解，擁有作為大韓民國國民的基本素養者。
所以說從未成為過大韓民國國民、與大韓民國國民無任何親屬關係的純粹外
國成年人，只要合法持續居留南韓 5 年以上時，就可以向南韓出入境管理事務所
國籍科，進行一般歸化國籍申請，其中國內居住條件規定，係依照南韓國籍法施
行細則（국적법 시행규칙）第 5 條內容，其規定國內居住條件如下；歸化國籍的
申請者，其國內居住期間之計算，為外國人合法入境並進行外國人登錄後，在國
內持續居留的期間，若發生以下情況時，視為持續在國內居留並給予合併計算，
但是，出境後在國外滯留的期間除外：一、國內居留中在居留期間到期前，取得
再入境許可後出境，並在其許可期間內再入境時。二、國內居留中因無法延長居
留期限，而出境後在 1 個月內取得入境簽證後，再入境時。
另外需提出在南韓的（無）犯罪記錄證明書，以符品行良好的規定，並依照

28

原法條韓文：제 5 조(일반귀화 요건)외국인이 귀화허가를 받기 위하여서는제 6 조나제 7 조에
해당하는 경우 외에는 다음 각 호의 요건을 갖추어야 한다.
1. 5 년 이상 계속하여 대한민국에 주소가 있을 것。
2. 대한민국의「민법」상 성년일 것。
3. 품행이 단정할 것。
4. 자신의 자산(資産)이나 기능(技能)에 의하거나 생계를 같이하는 가족에 의존하여 생계를
유지할 능력이 있을 것。
5. 국어능력과 대한민국의 풍습에 대한 이해 등 대한민국 국민으로서의 기본 소양(素養)을
갖추고 있을 것。
36

29

南韓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4 項之規定具有推薦資格者 的推薦書(附加推薦人
的在職證明) 1 名以上，而財政證明資料(本人或親屬可以獨立維持生計的證明資
料)，依同施行細則第 3 條中規定，可以在以下資料中選擇其中一種來證明：一、
以本人或一起生活的親屬名義，存有 3 千萬韓幣以上資產的銀行存款。二、相當
於 3 千萬韓幣以上的不動(房地)產證明。三、在職證明(附加公司的營業執照影本)。
四、預就業證明(不可進行財產保證)。五、個體工商戶提交營業執照影本與營業
場所租賃合同。而有關南韓國語能力及大韓民國風俗有一定理解，擁有作為大韓
民國國民的基本素養之標準，需通過南韓政府舉辦的歸化國籍筆試測驗及歸化國
籍面試的考核。
（二）簡易歸化
簡易歸化條件比一般歸化的居留期間要求為短，係依據南韓國籍法第 6 條30之
規定辦理，簡易歸化國籍依其條文可以分為兩個主要對象，第一個是該條文中第 1
項所列的主要對象為；一、父或母曾是大韓民國國民者（包括：父或母死亡且死
亡當時為大韓民國國民者、父或母雖然現在是外國國籍，但曾經為大韓民國國民
者）。二、大韓民國出生者且父或母出生於大韓民國者。三、受大韓民國國民的
29

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4 項具有推薦資格者：國會議員，地方自治團體的長，議會議員，教育
委員及教育監，小初高中的校長及教導主任，審判員·檢察官·律師，教授·副教授·專任講師，5 級以
上公務員，金融機關·廣電局·日報社等的部長級以上，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部長級以上等(국적법
시행규칙 제 3 조 귀화허가 신청서의 서식 및 첨부서류 )。
30
原法條韓文：제 6 조(간이귀화 요건)①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외국인으로서
대한민국에 3 년 이상 계속하여 주소가 있는 자는제 5 조제 1 호의 요건을 갖추지 아니하여도
귀화허가를 받을 수 있다.
1. 부 또는 모가 대한민국의 국민이었던 자。
2. 대한민국에서 출생한 자로서 부 또는 모가 대한민국에서 출생한 자。
3. 대한민국 국민의 양자(養子)로서 입양 당시 대한민국의「민법」상 성년이었던 자。
② 배우자가 대한민국의 국민인 외국인으로서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자는제 5 조제 1 호의 요건을 갖추지 아니하여도 귀화허가를 받을 수 있다.
1. 그 배우자와 혼인한 상태로 대한민국에 2 년 이상 계속하여 주소가 있는 자。
2. 그 배우자와 혼인한 후 3 년이 지나고 혼인한 상태로 대한민국에 1 년 이상 계속하여
주소가 있는 자。
3. 제 1 호나 제 2 호의 기간을 채우지 못하였으나, 그 배우자와 혼인한 상태로 대한민국에
주소를 두고 있던 중 그 배우자의 사망이나 실종 또는 그 밖에 자신에게 책임이 없는
사유로 정상적인 혼인 생활을 할 수 없었던 자로서 제 1 호나 제 2 호의 잔여기간을 채웠고
법무부장관이 상당(相當)하다고 인정하는 자。
4. 제 1 호나 제 2 호의 요건을 충족하지 못하였으나, 그 배우자와의 혼인에 따라 출생한
미성년의 자(子)를 양육하고 있거나 양육하여야 할 자로서 제 1 호나 제 2 호의 기간을 채웠고
법무부장관이 상당하다고 인정하는 자。
37

領養且領養當時為大韓民國民法上的成年者。具備以上條件並能提出證明，且符
合第 5 條（一般歸化）第 2-5 款之規定要件者，只要持續在大韓民國居住 3 年以
上（需符合國籍法施行細則第 5 條規範），即可申請歸化國籍。
另外簡易歸化的第二個主要對象，為依據國籍法第 6 條第 2 項各款所列之外
國人對象為：一、與大韓民國國民結婚之配偶，並以維持此婚姻狀態在大韓民國
居住 2 年以上者。二、與大韓民國國民結婚之配偶，結婚後經過 3 年且在婚姻狀
態下，持續居住於大韓民國 1 年以上者。三、與大韓民國國人維持婚姻狀態的情
況下，因大韓民國國人配偶的死亡、失蹤等其他非本人的責任，而無法維持正常
婚姻生活者，且在大韓民國居住 2 年以上者。四、正在撫養或預備撫養與南韓籍
配偶的婚生未成年子女者（無論是否離異或分居）。其歸化申請的一般條件同樣
需符合同法第 5 條（一般歸化）第 2-5 款之規定要件。
本項簡易歸化國籍的規定對象，主要是以外籍配偶為主，其中第 1、2 款為一
般婚姻狀況正常下，有共同居住，一起生活的外籍配偶，通常會採取此項歸化模
式，隨著外籍配偶增加，同樣的會有一些特殊的情形（如死亡、失蹤）或者離婚、
分居等狀況的發生，南韓基於對未成年子女的照護及外籍配偶歸化基本權益的維
護，所以於本項的第 2、3 款中規定了，對於南韓配偶的死亡或失蹤、因故（其他
非本人的責任，如家暴）無法維持正常婚姻生活狀態下的外籍配偶，正在撫養婚
生未成年子女的外籍配偶，若他們欲歸化申請南韓國籍者，允許他們比照一般正
常外籍配偶的標準條件申請，所以本項簡易歸化國籍申請，須能提供與南韓國人
配偶的家族關係證明書（含歸化國籍申請者的父母、配偶、子女、已婚或未婚、
領養等有關身份的證明資料）、婚姻關係證明書（需載有婚姻、離婚事實）、婚
姻關係斷絕（離婚或分居）歸責確認書（需經「公認女性相關團體」確認）31。
31

南韓通過國籍法(2004.1.20/第 6 條第 2 項第 3 號)及國籍業務處理方針(2006.5.9/法務部例規第 752 號)
的修訂，外國人能提交無婚姻關係中斷歸責的「公認女性相關團體」確認書時，允許進行(簡易入
國籍)申請，南韓法務部也進行了對婚姻關係斷絕的外國人提交「公認女性相關團體」填寫的確認
書時，允許其申請國籍的政策，慎重在全國選定了 197 個「公認女性相關團體」並給予公告，而國
籍申請者提交「公認女性相關團體」填寫的確認書時，南韓法務部也將額外進行面試等審查決定是
否給予入國籍許可，並非只要提交確認書即可以取得入國籍的許可。資料來源：大韓民國電子政府
網站(Hi！Korea)，國籍/歸化欄，網址：http://www.hikorea.go.kr。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38

（三）特殊歸化
特殊歸化是依據南韓國籍法第 7 條32的規定辦理，主要的對象是：一、父或母
為大韓民國國民者。但是，大韓民國民法規定的成年以後成為養子者除外。二、
在大韓民國有特別功勞者。三、在科學、經濟、文化、體育等特定領域擁有非常
優秀的能力且認為可以為大韓民國的國家利益做出貢獻者。與其他歸化國籍比較
下，主要不一樣的條件規定，是其一般的條件只要符合；品行端正、對韓國語言
能力及大韓民國風俗有一定理解等擁有大韓民國國民的基本素養者，即可以申請，
並無居留期間的要求，也無相當財產證明提供的要求，所以只要符合本條款的適
用對象，是最快速、最方便的歸化申請方式，特別說明的是第 2 款中「有特別功
勞者」係指；外國籍人士中對南韓獨立有功者（依南韓禮遇相關法律第 4 條規定
的獨立有功者）、南韓國家有功者（國家有功者禮遇及支援相關法律第 4 條規定
的國家有功者）及其親屬，欲申請大韓民國國籍時，在不違反國籍法令的範圍內，
即使不符合國籍法第 5 條至第 9 條規定也可以進行申請，該申請須通過國家報勳
處協議後，給予國籍恢復或入國籍許可。
另外有關第 3 款中的規定，係指外籍人士於 2011 年 1 月 1 日起在南韓的科學、
經濟、文化、體育等特定領域，擁有非常優秀的能力且認為可以為大韓民國的國
家利益，做出貢獻者，可以取得特別歸化國籍申請，但其認定的資格標準，須由
人民、政府有關專家組成的國籍審議委員會的審議決定，其送審的相關條件如下：
一、經由國會秘書長、法院行政處長、憲法法院事務所長或中央行政機關的長等
推薦者。二、經過駐外公館長、地方自治團體(限於特別市、廣域市、道及特別自
治道)長、4 年制大學的校長、此外法務部長官指定的機關、團體長的推薦且由法
32

原法條韓文：제 7 조(특별귀화 요건)①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외국인으로서
대한민국에 주소가 있는 자는제 5 조제 1 호·제 2 호 또는 제 4 호의 요건을 갖추지 아니하여도
귀화허가를 받을 수 있다.
1. 부 또는 모가 대한민국의 국민인 자. 다만, 양자로서 대한민국의「민법」상 성년이 된 후에
입양된 자는 제외한다.
2. 대한민국에 특별한 공로가 있는 자.
3. 과학·경제·문화·체육 등 특정 분야에서 매우 우수한 능력을 보유한 자로서 대한민국의
국익에 기여할 것으로 인정되는 자.
② 제 1 항제 2 호 및 제 3 호에 해당하는 자를 정하는 기준 및 절차는대통령령으로 정한다.
39

務部長官交付審議者。三、因在科學、經濟、文化、體育等領域上的研究業績、
獲獎、經歷等，而取得國際權威性認可且經由法務部長官交付審議者33，本條款是
近年來特別為吸引全球世界各國經濟、科學、技術優秀的人才，至南韓申請歸化
國籍時，以國家中心考量下制定的特別條款，由條文內容明顯看出比起外籍配偶
的規定（居留期間、財產證明）是要寛鬆許多。
（四）隨同歸化
指依據國籍法第 8 條的規定，大韓民國民法上未成年的外國人子女，在父或
母申請入國籍時，可以隨同一起申請歸化國籍之規定，若父或母在進行入國籍申
請或國籍恢復時，沒有對未成年子女申請伴隨取得，那麼，該子女無法再申請隨
同歸化，只可以獨立進行歸化國籍申請。
三、南韓歸化國籍法規分析
由以上介紹的南韓歸化國籍的法律規定，可以明顯的看出南韓移民歸化國籍
規定種類十分詳細，每種歸化的種類要求及條件都會稍有不同，比較特別的是以
國家中心為考量的特殊歸化，藉以吸引國際高階人力辦理歸化，以利國家整體競
爭能力的提昇，另外為婚姻斷絕者（分居、離婚）訂定的簡易歸化，是南韓在 2004
年 1 月 20 日的新增條款，主要原因是防止韓國籍的配偶，以婚姻關係斷絕的力式，
企圖來影響其外籍配偶的歸化國籍申請，如此將造成外籍配偶辦理歸化權利，有
時會受制於南韓配偶的不合理情形，所以出自於人道主義考慮，外籍配偶若能提
出其婚姻斷絕關係之責任，屬南韓國籍配偶者之證明（歸責確認書）者，允許其
與一般配偶一樣進行簡易入國籍申請，以保護其基本人權。
34

另外依據南韓國籍法第 10 條 (歸化國籍者的外國國籍拋棄義務)之規定，外

33

資料來源：大韓民國電子政府網站(Hi！Korea)，出入境/居留，國籍/歸化欄，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4 日，網址：http://www.hikorea.go.kr。
34
原法條韓文：제 10 조(국적 취득자의 외국 국적 포기 의무)①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취득한
외국인으로서 외국 국적을 가지고 있는 자는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취득한 날부터 1 년 내에 그
외국 국적을 포기하여야 한다.
② 제 1 항에도 불구하고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자는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취득한
날부터 1 년 내에 외국 국적을 포기하거나 법무부장관이 정하는 바에 따라 대한민국에서
외국 국적을 행사하지 아니하겠다는 뜻을 법무부장관에게 서약하여야 한다.
40

國籍人士申請歸化南韓國籍且已取得大韓民國國籍者，要自取得之日起 1 年以內
拋棄其外國國籍。但是，若符合以下列事項者，在取得大韓民國國籍之日起 1 年
以內簽署並進行「外國國籍不行使契約」時，可以不用拋棄外國國籍：一、維持
正常婚姻關係，以婚姻條件入國籍者。二、優秀人才，特別功勞者（此項是以國
家為中心的考量）
。三、未成年時被外國人領養後，取得國籍恢復許可者。四、以
永住目的入境的 65 周歲以上者，且得到國籍恢復許可者。五、因外國法律及制度
很難拋棄外國國籍者。若未遵守上述規定者，自該期限超過之日起，喪失大韓民
國國籍，其中歸化國籍者簽署「外國國籍不行使契約」後，若其行為有下列狀況：
一、出入境過程中反復使用外國護照。二、於南韓進行外國人登錄。三、使用外
國護照於南韓機關、公署行使外國國籍權力。這些明顯違反其契約所定事項的情
況下，將會受到國籍選擇命令並終止多重國籍狀態，換句話說，南韓辦理歸化國
籍者並不一定嚴格要求所有人都要放棄原有國籍，只要符合其國籍法第 10 條之規
定者，有些人是允許擁有雙重國籍，由以上就南韓歸化國籍相關法律來觀察，南
韓對外國人歸化國籍的考量比起我國，是較為兼顧國家中心的整體利益與人權保
障的折衷作法，所以其每年辦理歸化國籍人數自 2001 年開始便逐年緩步增加（如
表 3-2）。
表 3-2 南韓歸化國籍(含國籍恢復)人數歷年統計

單位:年、人

歸化國籍年別

歸化國籍人數
(含國籍恢復)

歸化國籍年別

歸化國籍人數
(含國籍恢復)

2001 年

6011

2007 年

23505

1. 귀화허가를 받은 때에제 6 조제 2 항제 1 호·제 2 호 또는제 7 조제 1 항제 2 호·제 3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사유가 있는 자
2.제 9 조에 따라 국적회복허가를 받은 자로서제 7 조제 1 항제 2 호 또는 제 3 호에 해당한다고
법무부장관이 인정하는 자
3. 대한민국의「민법」상 성년이 되기 전에 외국인에게 입양된 후 외국 국적을 취득하고
외국에서 계속 거주하다가제 9 조에 따라 국적회복허가를 받은 자
4. 외국에서 거주하다가 영주할 목적으로 만 65 세 이후에 입국하여제 9 조에 따라
국적회복허가를 받은 자
5. 본인의 뜻에도 불구하고 외국의 법률 및 제도로 인하여 제 1 항을 이행하기 어려운
자로서대통령령으로 정하는자
③ 제 1 항 또는 제 2 항을 이행하지 아니한 자는 그 기간이 지난 때에 대한민국 국적을
상실(喪失)한다.
41

2002 年

5161

2008 年

23629

2003 年

7818

2009 年

23846

2004 年

13307

2010 年

25350

2005 年

23911

2011 年

26785

2006 年

27077

空白

空白

資料來源：南韓法務部出入境管理事務所

研究者整理

網址：http://www.hikorea.go.kr/pt/InfoDetailR_zh.pt 國籍業務/一般

第二節

日本的外籍配偶歸化法規探討

一、日本國民及外籍配偶背景介紹
日本是一個以單一民族為主要組成的民族國家，其民族特性與南韓類似，對
外來移民較為排斥，但日本相較於南韓及我國，對移民的態度是有明顯的不同，
日本長期以來，並未以引進大量外籍勞工的方式來促進其國內的經濟發展，也不
太願意承認日本是一個移民的接待社會（邱琡雯，2005）
，主要目的可能是要保護
其國人的工作機會，另一方面也是減少其國內企業對廉價勞工的依賴，避免阻礙
其國內各種產業的升級，所以在日本對於藍領外勞和外籍看護（僅外交官、外國
公司經營者，可以聘用）的法律設限非常嚴格，在日本很少有單純以勞力賺錢的
外籍勞工存在，但因日本近年來企業全球化的國際競爭趨勢，為維護其國內廠商
的國際競爭力，日本政府也不得不，以引進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的方式，准許其
部分國內企業，以技能實習名義申請外籍人士進入日本工作，但實際上是從事藍
領工作，而且工作環境及條件也並不理想（邱祈豪，2005），目前其人數約在 14
萬人35左右，比我國與南韓所引進外勞人口還要低，由此可以初步的瞭解，日本的
移民政策是比較以國家為中心考量的方向。
在日本外籍配偶的開始引進，主要是其國內東北地區的農村，因為經濟成長
所帶來的就業結構改變，及原本農村生活就很困苦，通常日本女性不願嫁至此地，
造成適婚男、女比例失衡(男女比 100:30)，為解決此嚴重人口問題，日本於 1985
35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法務省入国管理局)，網址：http://www.immi-moj.go.jp/index.html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2 日。其人數估算是係指以各種「技能實習」名義居留人數之加總。
42

年開始引進亞洲女性外籍配偶(邱琡雯，2005)，逐漸至 90 代中期，陸續有更多的
女性外籍配偶至日本結婚移民，但到 2005 年時達高峰後，便有逐年遞減的情形（參
見表 3-3），日本外籍配偶主要來自是中國大陸、南韓及菲律賓等國家，目前居留
日本外籍配偶人數，總人數約 18 萬人左右（如表 3-4）
，以人口比率來說，日本外
籍配偶占日本人口約千分之二不到36比率並不大，在日本屬較為少數的一個族群，
尤其來自亞洲地區的外籍配偶，其大多數分佈於較為偏遠的鄉村地區，其在日本
的社會地位並不高，容易被忽略其人權等相關基本權益。接著本文就來探討日本
歸化國籍的相關法律規定。
表 3-3 近年以來日本國人與外籍人士結婚人數統計
年代 昭和 60 年 平成２年
國籍

（1985）

（1990）

單位:人

平成７年

平成 12 年 平成 17 年 平成 22 年 平成 23 年

（1995）

（2000）

（2005）

（2010）

（2011）

夫日本籍
妻外國籍

7738

20026

20787

28326

33116

22843

19022

大韓民國

3622

8940

4521

6214

6066

3664

3098

中國大陸

1766

3614

5174

9884

11644

10162

8104

菲律賓

…

…

7188

7519

10242

5212

4290

泰國

…

…

1915

2137

1637

1096

1046

美國

254

260

198

202

177

223

202

英國

…

…

82

76

59

51

53

巴西

…

…

579

357

311

247

239

秘魯

…

…

140

145

121

90

95

其他國家

2096

7212

990

1792

2859

2098

1895

妻日本籍
夫外國籍

4443

5600

6940

7937

8365

7364

6912

大韓民國

2525

2721

2842

2509

2087

1982

1837

中國大陸

380

708

769

878

1015

910

850

菲律賓

…

…

52

109

187

138

130

泰國

…

…

19

67

60

38

45

36

依據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網址：http://www.stat.go.jp/data/nenkan/back60/02.htm，統計日本人口總數
約 1 億 2 仟 7 佰萬人，予以換算，檢索日期：2014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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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876

1091

1303

1483

1551

1329

1375

英國

…

…

213

249

343

316

292

巴西

…

…

162

279

261

270

299

秘魯

…

…

66

124

123

100

106

其他國家

662

1080

1514

2239

2738

2281

1978

資料來源：日本統計情報部「平成 23 年人口動態統計」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26 日
網址：http://www.mhlw.go.jp/toukei/youran/indexyk_1_2.html

表 3-4 居留日本外籍人士人數統計(西元 2012 年 12 月底)
簽證
國籍

日本人的
外籍配偶

永久居留 永久居留的
（永住民） 外籍配偶

單位:人

定居
（定住者）

合計

越南

1702

11158

911

5556

19327

印尼

2216

4743

161

1714

8834

泰國

7974

16997

552

3799

29322

菲律賓

33122

106397

3647

40707

183873

柬埔寨

158

1484

87

155

1884

韓國

17017

62522

2429

7774

89742

台灣

2546

8684

104

894

12228

美國

8401

14283

193

1156

24033

巴西

19519

114632

2067

53044

189262

中國大陸

43771

191946

8792

27148

271657

其他國家

25906

91655

4003

23054

144618

總計

162332

624501

22946

165001

974780

＊永久居留：係指依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第 22 條及其相關規
定取得永久居留簽證者。
＊定居：係指經公告所定之特定人士，經法務大臣針對個別特殊情況的外籍人士，基於人道上理由
或其他特別理由所許可的特別居留資格(如外籍配偶外國子女或父母親)。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入國管理局(法務省入国管理局)
研究者整理

二、日本歸化國籍相關法律規定
日本的歸化國籍辦理法律規定，係依據日本國籍法（国籍法）之規定內容辦
理，日本歸化國籍種類依法律規定內容，可分為一般歸化、特殊歸化、配偶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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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國籍者歸化、殊勳歸化，以下就其規定分別介紹。
（一）一般歸化
在日本辦理一般歸化的申請，係依據日本國籍法第 5 條37之規定辦理，申請人
必須符合該法條第 1 項所列之各款條件標準：一、持續五年居住在日本國內並有
固定住址(住址條件)。二、年滿二十歲以上，依照日本法律有行為能力者(能力條
件)。三、素行善良，無不良行為前科(素行條件)。四、自己或配偶能獨立維持生
計，或是自己的家屬有相當足夠的資產，或是有一技之長可以維持生活(生計條件)。
五、沒有其他國家國籍，或是在取得日本國籍之後，必須放棄該原有國籍(防止雙
重國籍之條件)。六、在日本憲法公佈實行以後，沒有參加其成立宗旨是企圖破壞
日本憲法或破壞日本政府之暴力主張團體，也沒有參加企圖破壞日本憲法規定或
日本政府的政黨團體或類似以此非法為目的的團體(不法團體條件)。日本的歸化
國籍條件，大部分是以本條各款所規定條件標準為共同的基準（殊勳歸化除外），
其中居留期間年限要求會因各種歸化條件不同，而有不同的要求外，以下各種歸
化的申請大部分都須要符合本項歸化的相關規定。
（二）特殊歸化
依據日本國籍法第 6 條38之規定內容來辦理，其主要規定對象為：一、日本人
與外國人結婚後生育的孩子（不包括被收養），目前在日本有居住地點且連續居
37

原法條日文：第五条 法務大臣は、次の条件を備える外国人でなければ、その帰化を許可す
ることができない。
一 引き続き五年以上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こと。
二 二十歳以上で本国法によつて行為能力を有すること。
三 素行が善良であること。
四 自己又は生計を一にする配偶者その他の親族の資産又は技能によつて生
計を営むことができること。
五 国籍を有せず、又は日本の国籍の取得によつてその国籍を失うべきこと。
六 日本国憲法施行の日以後において、日本国憲法又はその下に成立した政府を暴力で破壊す
ることを企て、若しくは主張し、又はこれを企て、若しくは主張する政党その他の団体を
結成し、若しくはこれに加入したことがないこと。
法務大臣は、外国人がその意思にかかわらずその国籍を失うことができない場合において、日
本国民との親族関係又は境遇につき特別の事情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その者が前項第五号に
掲げる条件を備えないときでも、帰化を許可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38
原法條日文：第六条 次の各号の一に該当する外国人で現に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ものについ
ては、法務大臣は、その者が前条第一項第一号に掲げる条件を備えないときでも、帰化を許可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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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滿 3 年以上。二、在日本出生並且已經有住所，於日本居住連續滿 3 年以上，
而父親或母親也是在日本出生。三、已經在日本連續居住滿十年以上者。若上述
對象符合同法第 5 條各款（第 1 款居住期間可以排除適用）所規定的條件標準，
便可以辦理歸化日本國籍，其主要對象是日本國人與外籍人士所生育小孩，還有
長期在日本居住外籍人士的歸化申請。
（三）配偶歸化
本項歸化國籍申請是特別為居留日本的外籍配偶所制訂，其規定在日本國籍
法第 7 條39，其條件如下：外籍配偶與日本國人結婚登記後，在日本有住所且連續
居住滿三年以上或外籍配偶與日本國人結婚登記滿三年後，在日本有住所且連續
居住滿一年以上者。同樣的本項申請需符合同法第 5 條各款（第 1、2 款之規定，
可以排除適用）所規定的條件標準，比起一般歸化的條件標準，外籍配偶歸化要
求的居留期間的時間比較短，較有利外籍配偶早日辦理歸化日本國籍，能享有與
日本公民相同的權益與義務，可縮短外籍配偶與日本民眾彼此之間的隔閡，幫助
外籍配偶融入日本社會，所以本法條規定與一般歸化條件比較起來，是略為寛鬆
一些，但是日本並未對離婚或分居狀態下的外籍配偶，另外制訂特別適用條款，
可能對一些具有特殊狀況（如家暴、配偶失蹤）的外籍配偶，即使婚姻關係中斷
原因，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的情況下，還是有無法辦理歸化的不合理情形。
（四）無國籍者歸化
無國籍歸化是根據日本國籍法第 8 條40之規定辦理，針對的主要對象：一、日
一 日本国民であつた者の子（養子を除く。）で引き続き三年以上日本に住所又は居所を有す
るもの。
二 日本で生まれた者で引き続き三年以上日本に住所若しくは居所を有し、又はその父若しく
は母（養父母を除く。）が日本で生まれたもの。
三 引き続き十年以上日本に居所を有する者。
39
原法條日文：第七条 日本国民の配偶者たる外国人で引き続き三年以上日本に住所又は居所を
有し、かつ、現に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ものについては、法務大臣は、その者が第五条第一項第
一号及び第二号の条件を備えないときでも、帰化を許可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日本国民の配偶者
たる外国人で婚姻の日から三年を経過し、かつ、引き続き一年以上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ものに
ついても、同様とする。
40
原法條日文：第八条 次の各号の一に該当する外国人については、法務大臣は、その者が第
五条第一項第一号、第二号及び第四号の条件を備えないときでも、帰化を許可することができ
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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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民的外國子女（不包括被收養）
，目前在日本擁有居住地點。二、在未成年（依
據日本法律）時被收養，於日本已經有住所且連續居住滿一年以上之日本人養子。
三、失去日本國籍（不包括放棄日本國籍後歸化國籍者）
，並在日本擁有居住處所
者。四、在日本出生且從出生後開始，便沒有任何國籍，已經連續居住日本 3 年
以上，並在日本擁有居住處所者。本項歸化國籍申請者並具有同法第 5 條第 3、5、
6 款（第 1、2、4 款除外）之條件規定，即可辦理歸化。
（五）殊勳歸化
本項歸化係依國籍法第 9 條41之規定，對於日本國家有特殊的利益奉獻者，雖
然並沒有第 5 條第 1 項各款的條件資格，仍可以辦理歸化申請，但本項的申請規
定，必須有日本國會的同意，才可以辦理，其難度及門檻之高，又與一般吸引高
科技人才與資本家為目的的規定，明顯有所不同，應是為少數特別的人士所制訂
條款，通常一般外籍人士並不可能以此方式辦理歸化。
三、日本歸化國籍法規分析
日本政府於外籍人士在日本辦理歸化國籍時，除了須符合上述歸化國籍基本
條件外，還會於面試時要求申請人之日文，必須具有日本國民小學 2 年級以上程
度，另外依據日本戶籍法第 107 條之相關規定，外籍配偶與日本國民結婚後，其
名字必須改成日本的姓氏，這對來自亞洲地區，具有傳統家族姓氏保護觀念較強
的地區國家（如南韓、中國大陸）人民，是一個不小的心理障礙，再檢視日本國
籍法相關規定，日本並沒有為國際高階人才或資本家，制訂任何的優惠條款，吸
引他們前來日本辦理歸化，以提昇其國家的國際競爭力，在日本也沒有技術或投
資歸化移民的選擇，還有日本是一個嚴格執行單一國籍的國家，外籍人士於辦理
一 日本国民の子（養子を除く。）で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もの。
二 日本国民の養子で引き続き一年以上日本に住所を有し、かつ、縁組の時本国法により未成
年であつたもの。
三 日本の国籍を失つた者（日本に帰化した後日本の国籍を失つた者を除く。）で日本に住
所を有するもの。
四 日本で生まれ、かつ、出生の時から国籍を有しない者でその時から引き続き三年以上
日本に住所を有するもの。
41
原法條日文：第九条 日本に特別の功労のある外国人については、法務大臣は、第五条第一項
の規定にかかわらず、国会の承認を得て、その帰化を許可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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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歸化時，除有禁止擁有雙重國籍之規定外，於國籍法第 14 條中更明確要求，
若具有雙重國籍的日本國民，最遲於 22 歲之前要選擇單一國籍，比起我國與南韓
的歸化條件更為嚴格，且在一般各種的移民歸化申請時都會嚴格審核，申請者是
否曾對日本憲法或日本政府有任何破壞行為或企圖（國籍法第 5 條第 6 款）
，所以
日本政府很明顯的是以國家民族為中心的國家（國家中心思維）
，對外來移民的態
度算是相當保守與排斥。
在日本申請歸化國籍過程也較為繁雜，審查資料十分仔細，要準備的證明資
料（包括在職證明、稅單、學歷證明、戶籍謄本等等，甚至有時會要求家族的生
活照片）比較多，且要填寫的相關申請書表（包括宣誓書、歸化動機書、履歷表
等）多達 10 種以上，順利提交書面後，約 3-4 月的時間才會編排時間面談（夫妻
分開面談）及家宅訪問，一方面確認申請資料的內容及瞭解申請人在日本居住生
活狀況，另一方面藉此再確認當事人的日語能力，最後是等候日本法務省許可與
不許可的通知，從書面提交至許可確定，整個過程耗費時間大約需 8-12 個月，若
當中有缺件的情形可能會要耗費更多時間，所以日本辦理歸化人數每年通過並核
准人數，並沒有很多（如表 3-5）甚至有逐年減少情形，所以從以上日本的歸化法
律規定及其程序規定來觀察，日本對外來移民的政策，是相當保守並以國家為中
心考量的國家。
表 3-5 日本歸化國籍人數歷年統計
國家
年代

南韓

單位:年、人

中國大陸

其他

合計

2004

11,031

4,122

1,183

16,336

2005

9,689

4,427

1,135

15,251

2006

8,531

4,347

1,230

14,108

2007

8,546

4,740

1,394

14,680

2008

7,412

4,322

1,484

13,218

2009

7,637

5,392

1,756

14,785

2010

6,668

4,816

1,588

13,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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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5,656

3,259

1,444

10,359

2012

5,581

3,598

1,443

10,622

2013

4,331

2,845

1,470

8,646

資料來源：日本法務省民事局

研究者整理

網址：http://www.moj.go.jp/MINJI/toukei_t_minj03.html

第三節

紐西蘭的外籍配偶歸化法規探討

一、紐西蘭國民及外籍配偶背景介紹
紐西蘭是一個十分典型多元移民國家，紐西蘭的歷史可說是一部民族的融合
史，目前紐西蘭人口總計約四百萬人左右，大概於西元 500 年到 1300 年期間，波
里尼西亞移民首先抵達紐西蘭，形成當地原住民毛利人，其後於十九世紀開始陸
續有歐裔、亞裔、太平洋島民等，移民至紐西蘭，在歐裔移民中，最早來到紐西
蘭是英格蘭人、蘇格蘭人、愛爾蘭人，至十九世紀未，先後有來自義大利、希臘
等南歐移民陸續遷入，二戰後則出現德國人和奥地人的移民，而於冷戰期間亦有
不少中歐移民以政治難民的身分來到紐西蘭，亞洲移民中最早前來的是華人，他
們主要是因開採金礦而來到紐西蘭，後來於 1980 年更湧入大量華人移民，除了華
人以外，也有來自印尼、日本、南韓、中南半島等其他東南亞國家的移民（石忠
山，2006）
，根據紐西蘭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紐西蘭人口結構還是歐
裔移民為主（約佔 67％）
，其次是原住民毛利人（約佔 14％）
，再次是亞洲移民（約
佔 9％）42，與我國、南韓及日本相較下是民族較為多元的民主國家，紐西蘭一般
社會的風俗習慣是歐洲體系為主流，但也深受亞洲及原住民的影響，形成一個互
相尊重與包容的多元社會習俗。
從紐西蘭的移民歷史及人口結構形成的因素來觀察，紐西蘭的社會文化相當
多元豐富，從毛利人的原住民島國文化至來自歐裔的基督教文化，加上亞洲地區
的儒家文化，使紐西蘭發展出有著獨特且具創意的移民社會，人民通常對來自世
界各國的外來移民，態度較為友善與包容，由於紐西蘭本身就是移民社會國家，
42

資料來源：紐西蘭統計局，網址：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aspx，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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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對外籍配偶的進入，態度較為開放並未額外限制，紐西蘭政府也沒有為
提昇國內廠商的國際競爭力，刻意引進大量藍領的外籍勞工，政府對各種外國人
工作的申請，通常是針對其個人本身的各種條件（如年齡、學歷）
、專長（如技能、
工作經驗）
，來審核各種的簽證許可，例如：你在某一職業上具備合格和熟練的技
能，而該職業又是在紐西蘭有重要意義和屬於持續短缺的條件下，你就有資格在
紐西蘭申請「長期技能短缺名單」工作簽證，當然你若是具有相當「投資或資金」
者，或是於「藝術、文化和體育才能」有特別優秀者，基於國家整體利益發展的
考量下，於簽證及居留的申請許可上，還是會有較為寛鬆的條件適用，不過就目
前紐西蘭政府對各類外國移民的態度，相較於其他國家而言，算是採取比較偏向
尊重基本人權的態度，並沒有對從事低階的藍領勞工有特別區分規定，至於歸化
國籍的法律規定會是如何的做法？接著以下說明討論。
二、紐西蘭歸化國籍相關法律規定
紐西蘭的歸化國籍條件，係依據紐西蘭 1977 年公民法（Citizenship Act 1977）
之內容規定來辦理，紐西蘭歸化國籍種類自 2005 年修法後，簡化分為一般歸化與
特殊歸化兩種，以下就其法律規定內容，分別介紹。
（一）一般歸化
紐西蘭的一般歸化是依據紐西蘭 1977 年公民法第 8 條43規定辦理，該條文的

43

法條原文： 8
Citizenship by grant
 (1)The Minister may authorise the grant of New Zealand citizenship to any person, including a
person who may be a New Zealand citizen by descent, who—
(a)has attained the age of 16 years; and
(b)is of full capacity; and
(c)applies for citizenship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and
(d)satisfies the Minister that he or she meets each of the requirements specified in subsection (2).
(2)The requirements referred to in subsection (1)(d) are as follows:
(a)that the applicant is entitled in terms of theImmigration Act 2009to be in New Zealand
indefinitely:
(b)that the applicant was present in New Zealand—
 (i)for a minimum of 1350 days during the 5 years immediately preceding the
date of the application; and
 (ii)for at least 240 days in each of those 5 years,—
being days during which the applicant was entitled in terms of the Immigration Act 2009to be
in New Zealand indefinitely:
(c)that the applicant is of good 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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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規定內容為，第 1 項：須年滿 16 歲以上且具有行為能力，依據規定的申請歸
化方式，並能符合第 2 項的規定者。第 2 項：一、申請人依據移民法之規定具有
合法居留權者。二、申請人以合法的身份在紐西蘭居留，現在居住紐西蘭、庫克
群島、紐埃或托克勞，5 年內至少有居住 1350 日以上，而且這 5 年當中每一年要
至少要居住 240 日以上。三、擁有良好的個人品格 。四、必須 理解作為一個
紐 西 蘭 公民的責任和榮耀 。五 、 擁有良好的英語聽 、說能力 。六、申請者
必須表明在獲得紐西蘭國籍之後，會繼續居住在紐西蘭，或於海外為紐西蘭政府
工作，或申請人陪同配偶為上述機構工作等等。其中具有行為能力，認定年齡為
16 歲以上即可，是比較寛鬆的規定，至於每年居住停留在紐西蘭的時間比南韓、
日本及我國規定都要嚴格（要求較長的居留時間），同時會要求歸化國籍申請者，
必須表明歸化後持續居住紐西蘭的意願，以確認其對紐西蘭國家的認同與向心
力。
（二）特殊歸化
紐西蘭的特殊歸化是依據紐西蘭 1977 年公民法第 9 條44規定辦理，其主要對
象是：一、申請人未滿 16 歲外籍人士。二、申請人出生時，父親或母親具有紐西
蘭的血統。三、對申請者基於人道精神或其他特殊狀況下基於社會公共利益，允
(d)that the applicant has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privileges attaching to
New Zealand citizenship:
(e)that the applicant has sufficient knowledg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that the applicant intends, if granted New Zealand citizenship, either—
 (i)to continue to reside in New Zealand; or
 (ii)to enter into or continue in Crown service under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or service under an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which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is a member, or service in the employment of a person,
company, society, or other body of persons resident or established i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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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條原文： 9
Grant of citizenship in special cases
 (1)Without limiting anything in section 8, the Minister may, upon application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authorise the grant of New Zealand citizenship to any person, including a person who may
be a New Zealand citizen by descent,—
(a)who has not yet attained the age of 16 years; or
(b)whose father or mother was, at the time of that person's birth, a New Zealand citizen by descent;
or
(c)if the Minister is satisfied that granting a certificate of New Zealand citizenship to the applicant
would b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because of exceptional circumstances of a humanitarian or other
nature relating to the applicant; or
(d)if the person would otherwise be stat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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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申請歸化紐西蘭國籍。四、申請人是無國籍人士。以上歸化的申請者同樣必須
符合，同法第 8 條第 2 項一般歸化條件之規定。特殊歸化的條文制訂，可以明顯
看出，其主要是基於基本人權保障，對其國內 16 歲以下外籍人士、無國籍人士或
其他基於人道立場，若符合同法第 8 條第 2 項一般歸化條件之規定者，仍准許他
們辦理歸化。
三、紐西蘭歸化國籍法規分析
目前紐西蘭歸化國籍的公民法是在 2005 年 4 月 21 日修訂後開始實施，所以
依據紐西蘭政府規定；在 2005 年 4 月 21 日以前提出公民歸化申請者，是依照舊
法審件(舊法一般歸化：申請前已在紐西蘭連續居住滿 3 年，每次離開最長時間
不 超 過 183 天 ，無犯罪紀錄並有英文溝通能力)，而其修法主要目的是統一和
簡 化 以 往紛亂複 雜的各類 歸化 國 籍 （含外籍配偶歸化） 規定，同時也 是 有
基 於國 家 整體 安全的考量 ，而 採取較以往緊縮的條件，紐西蘭政府本次的
修 法 後 ，歸化國籍申請者，需要較長的居留期間才能符合歸化的條件，如
此 就 可 以讓紐西蘭政府 對 於申 請者的品行 ，及 是否適合成為紐西蘭公民做
出 較 為全 面的考評 ， 並對 申請歸化國籍者相關 文件、護照、出生證明 和婚
姻 證 明加 強驗證， 以減少各式 各樣的身分詐欺案件 發生， 所以紐西蘭的歸
化 國 籍 法律近年來，基於加強對外籍人士歸化管理的需要，加上紐西蘭總
人 口 數 從 2000 年的 3951200 人就開始逐年增加至 2012 年的 4435600 人，
近 10 年 來共增加了 484400 人 45，在相關法律的規定上，是有 比 較朝國家為
中 心 的 方向轉變 。
但是從另一方面來觀察，紐西蘭歸化國籍相關法規中，並未要求歸化國籍申
請人於申請時，或歸化後一定要放棄原有國籍之規定，換句話說，紐西蘭是允許
任何歸化國籍者，都可以同時擁有雙重國籍，同時對歸化國籍者也未要求財產證

45

資料來源：紐西蘭統計局，網址：http://www.stats.govt.nz/browse_for_stats.aspx 檢索日期：2014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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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並且於特殊歸化的條件中，有明確訂定人權保障的例外條件，同時對高階的
科技人才或資本家也未給予特別的歸化優惠條款，這些與南韓、日本及我國是有
明顯的不同，並且紐西蘭政府積極簡化各式各樣的歸化國籍種類，對各種的移民
以同一標準辦理，所以說紐西蘭歸化國籍的規範上，是一個比較開放的方式管理，
對於個人歸化國籍的相關權益相當尊重，基本上是偏向保護個人基本人權的考量
較多的國家。
第四節

已歸化取得國籍外籍配偶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

有關已經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被選舉權利的限制，在參考南韓公職人
員選舉法(공직선거법)、日本公職選舉法（公職選挙法）、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
（Electoral Act 1993）及紐西蘭 1995 年選舉法之相關規定後，並未發現有針對
其國內的外籍配偶於歸化國籍後，再就其參與各種選舉的被選舉權身分條件，予
以特別的限制規定，換句話說，外籍配偶歸化其國籍後，只要符合其國家參選資
格相關法律規定的條件，便可以取得參選資格，其資格規定完全與其國民規定相
同，而我國則是要求於歸化國籍後須居住滿十年以上，才可以參加中央或地方的
民意代表或首長的被選舉權資格，甚至於終生不可以參加總統、副總統的參選資
格46，相較於南韓、日本、紐西蘭的選舉相關法律規定，我國在此方面的規定是十
分的保守與嚴謹，明顯較為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考量制訂本項法律規定。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由以上比較南韓、日本及紐西蘭三個國家歸化國籍法律的相關規範，及其歸
化後被選舉權相關法律規定後，本論文整理以下簡表（如表 3-6）來總結說明：首
先就歸化的相關法律規定條件來探討，其中大致上可以瞭解，日本移民歸化政策
是一個較為接近以國家為中心考量的國家，對外籍配偶歸化條件的要求比其他國
家為嚴格，紐西蘭則是較為尊重並保護個人基本人權的國家，對各類移民條件要

46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4 條第 7 項規定：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滿三年或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
國籍滿十年者，始得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登記為候選人。」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20 條
第 2 項規定：
「….回復中華民國國籍、因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
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不得登記為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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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採取一視同仁方式辦理，只是其歸化申請時，要求居留期間較其他國家長，
不過大致上還是較為偏向尊重人權的考量，而與我國移民背景最為相似的南韓，
其規定與我國比較起來，較為折衷的兼顧國家與人權保障，尤其是我國在辦理歸
化時，是否能擁有雙重國籍，與外籍配偶因故離婚欲申請歸化的規定上，我國就
顯得較為嚴格與封閉。
最後探討有關歸化後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資格，其三個國家是否如我國一般
有給予特別的資格限制？如表 3-6 上的顯示，目前比較南韓、日本、紐西蘭國家
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結果，僅有我國有針對歸化國籍的外籍人士（含外籍配偶）
身分條件，訂定有特別的限制，相較之下是最為保守，偏向以「國家中心」為考
量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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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外籍配偶歸化國籍相關法律規定比較簡表
國家
申請條件
雙重國籍
離婚是否
可以辦理

大韓民國
（南韓）

日本

紐西蘭

中華民國

○
（部分允許）

×

○

×

○

×

○

×

(不可歸責申請人)

基於人道精神
辦理歸化

×

×

○

×

不需財產證明

×

×

○

×

不需變更姓氏

○

×

○

○

居住期限要求

2-3 年

3年

5年

3年

面談或測驗

面談及測驗

面談

面談

面談及測驗

歸化國籍後被選
舉權是否與一般
國民相同

○

○

○

×＊

○表示同意。×表示不同意。
＊請參閱註 46。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本簡表僅供大致參考，正式詳細規定仍需依據各國法律規定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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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
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作為一種的政治權利，具有各種政治力量相互競爭、較量
的性質，透過法定的條件和程序，進而合法取得政治權力，對社會資源做權威性
的價值分配，其過程往往也是各方政治勢力(利益團體)妥協、角力的結果，所以
從取得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歷史經驗來看，在早期政治權勢既得利益的一方(如貴
族、資本家)莫不以各種理由(如資產、教育、性別)來限制人民的參與權利，以維
護其本身已擁有的政治權利，但隨著資訊科技的進步，人民知識能力日漸提昇普
及，個人基本人權的精神逐漸為世界各國所重視，若參考民主理論的基本特質與
精神來分析，大多數學者都主張，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以普遍參與和自由平等的原
則是最為重要，但是世界各國同樣會基於國家安全及其整體利益發展的「國家中
心」考量，可能會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有所限制，並不
太可能一蹴可幾的完全開放，所以本章節要進一步探討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
蘭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之跨國比較，其內容主要探討方向是：
對未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其三個國家的相關選舉法律規
定，分別是以國家中心的方向考量較多，還是以個人的基本人權方向考量較多？
它們目前折衷考量下採取的法律規定為何？本章節將於最後與我國的相關選舉法
律規定，作綜合分析比較。
第一節

南韓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一、南韓的民主體制與選舉制度
南韓憲法(대한민국헌법，西元 1987 年 10 月 29 日修訂)第 1 條明文規定：
「大
韓民國為民主共和國。大韓民國之主權在民，所有權利來自國民。」故南韓是實
施人民主權的民主政治制度，南韓政體是三權分立的國家，以總統為中心的制度，
與我國政體相類似，南韓為聯合國會員國，故於憲法第 6 條第 2 項規定：
「對外國
人依國際法及條約之規定保障其地位。」憲法第 11 條第 1 項中也明文規定：「…
任何人不因性別、宗教或社會性身份於政治性、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生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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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領域受到差別」，第 2 項中也有：「社會性特殊階級之制度不予認定，並不得以
任何形態創設。」之規定，而在憲法第 24 條亦規定：「所有國民依照法律規定具
有選舉權47」，由以上條文規定可以得知，南韓的憲法基本上亦將世界人權宣言精
神納入，不得以各種身份理由，造成社會差別待遇，所有國民均享有選舉權，對
於與外國移民相關國際法及條約，於憲法明文規定遵守並保障其權益。
南韓的選舉制度始於 1948 年 5 月 10 日實行的普通選舉48(國會選舉)，選出首
屆國會議員 198 名，並於同年 5 月 31 日產生制憲國會，制定南韓基本大法─憲法
與政府組織法，並成立政府，在西元 1994 年以前南韓選舉法體系主要包括《總統
選舉法》、《國會議員選舉法》、《地方議會議員選舉法》、《地方自治團體首長選舉
法》
，於西元 1994 年 12 月在國家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導之下，將上述四種選舉法綜
合成為全文分 17 章共 279 條的《公職選舉暨選舉舞弊防止法》49，現行南韓選舉
制度法源因而確立，所以在南韓不管中央或地方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都一致規
定在此法條之中。
二、南韓未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南韓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包含中央及地方）規範，係依據南韓公職人員選
舉法(공직선거법)規定來辦理，首先討論有關南韓選舉權資格之規定，在南韓公
職人員選舉法第 2 章第 15 條50規定，選舉權的取得依中央與地方選舉不同，可分
47

資料來源：林秋山，2009，
《韓國憲政與總統選舉》，台北市:台灣商務，頁 161-168。
依據南韓공직선거법(公職人員選舉法)條文內容，南韓選舉可分為大選(總統選舉)、普通選舉(國
會選舉)、地方選舉(地方首長、議員)，三大選舉類別。
49
同註 47，頁 135。原著作條文為 278 條，經查於 2008 年 2 月 29 日案號第 8879 號，新修訂為 279
條。韓文法律名稱：공직선거법(公職人員選舉法)，資料來源：韓國國家選舉委員會，檢索日期：
2013 年 11 月 15 日，網址：http://www.nec.go.kr/nehome/ord.OrdAllList.do。
50
原法條韓文：공직선거법 제 2 장 선거권과 피선거권
제 15 조 (선거권)
① 19 세 이상의 국민은 대통령 및 국회의원의 선거권이 있다. 다만, 지역구국회의원의
선거권은 19 세 이상의 국민으로서제 37 조제 1 항에 따른 선거인명부작성기준일 현재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사람에 한하여 인정된다.
1. 해당 국회의원지역선거구 안에 주민등록이 되어 있는 사람
2.「재외동포의 출입국과 법적 지위에 관한 법률」 제 6 조제 1 항에 따라 해당
국회의원지역선거구의 선거구역 안에 거소를 두고 그 국내거소신고인명부에 3 개월 이상
계속하여 올라 있는 사람
② 19 세 이상으로서제 37 조제 1 항에 따른 선거인명부작성기준일 현재 다음 각 호의 어느
하나에 해당하는 사람은 그 구역에서 선거하는 지방자치단체의 의회의원 및 장의 선거권이
있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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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 項，第 1 項中央層級的選舉權主要內容為：年齡滿 19 歲以上國民，具有選舉
總統及國會議員的權利，並且須依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之規定登記註冊為選民。第
2 項地方層級的選舉權主要內容為：指年滿 19 歲以上人民，並依本法第 37 條第 1
項之規定註冊登記為選民，有權參加地方議會議員和當地政府首長選舉投票。而
在本項第 3 號之特別規定中，允許外籍人士在取得南韓永久居留權後，並合法居
留滿 3 年以上者，可參加本項規定註冊登記為選民，也就是說，外籍人士若符合
上述第二項內容相關規定資格者，是可以取得地方首長及地方議員的選舉權，另
外說明本法條條文中選民的定義，在同法第 3 條條文中說明，所謂「選民」係指：
「某一個人，有在選民登記名冊，登記擁有選舉權或在海外登記有選舉權者。51」，
從以上南韓的公職人員選舉法中對選舉權的規定中，可以初步明瞭南韓的選舉權
資格，須年滿 19 歲以上的國民，才可以登記參加選舉中央及地方的選舉權利，而
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於取得永久居留權後，在南韓居住滿 3 年以上，也是允許登
記註冊參加選舉地方首長及地方議員的選舉權，但並無國會以上（含總統、副總
統）之選舉權。
其次探討有關南韓的被選舉權，係依南韓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16 條之規定辦理，
該法條的內容規定，中央及地方被選舉權的基本資格條件，在南韓被選舉人除了
必須完全符合該法條所規範的基本條件（如身分、年齡、居住期限等）外，還須
具備其他因參選種類不同，所要求不同的積極條件（如保證金、推薦人等）才有
資格參與被選舉為中央（包括總統、副總統）或地方代表及首長的權利，但是不
管中央或地方層級的被選舉權，檢視其法條內容後發現，這兩者基本身分條件都
1. 해당 지방자치단체의 관할 구역에 주민등록이 되어 있는 사람
2.「재외동포의 출입국과 법적 지위에 관한 법률」 제 6 조제 1 항에 따라 해당 지방자치단체의
국내거소신고인명부(이하 이 장에서 "국내거소신고인명부"라 한다)에 3 개월 이상 계속하여
올라 있는 국민
3.「출입국관리법」 제 10 조에 따른 영주의 체류자격 취득일 후 3 년이 경과한
외국인으로서같은 법 제 34 조에 따라 해당 지방자치단체의 외국인등록대장에 올라 있는
사람.
51
原法條韓文：
제 3 조(선거인의 정의)이 법에서 "선거인"이란 선거권이 있는 사람으로서 선거인명부 또는
재외선거인명부에 올라 있는 사람을 말한다.
58

必須是南韓公民，所以居住南韓的外籍配偶，若尚未歸化取得南韓國籍者，原則
上是不具任何被選舉權的資格。
三、南韓選舉法規分析
以往在南韓居留而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是沒有任何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但是南韓政府基於外國移民的基本人權考量，經過多年討論後，於 2009 年 2 月 12
日，增訂了南韓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2 章規範選舉資格中，第 15 條第 2 項第 3 號之
規定，外國人士在取得南韓永久居留權後，並合法居留滿 3 年以上，允許登記註
冊為選民，雖然僅可以取得地方首長及地方議員的選舉權，尚無國會以上（含總
統、副總統）之選舉權，但這是近年來，南韓對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較
為偏向基本人權考量的修法。
另外要探討是南韓對於未歸化國籍之外籍配偶，在其國內從事政治活動的限
制，其中是有明文禁止之規定，依據南韓出入境管理法(출입국관리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
「居留在大韓民國的外國人，除了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的情況之外，不得
從事政治活動」，同條第 3 項規定：「居留在大韓民國的外國人進行政治活動時，
法務部長官可對其外國人以書面形式下達禁止活動命令及其他必要的命令52」，若
違反規定，將依同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8 號之規定，給予強制驅逐出境處分，而在
南韓公職人員選舉法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號亦有同樣類似規定，禁止外國人從事任
何選舉相關活動，所以在南韓尚未歸化取得國籍的外籍配偶，若未依法辦理登記
具有地方層級選舉權者，是不可參加任何政治或選舉的活動。
綜合以上南韓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在選舉相關法規及政治活動的法律
規定可以得知，南韓對於他們在其國內從事政治活動的限制，除非有相關法律另
有允許之規定情況之外，是完全禁止的情形，但是他們若合法擁有永久居留權者，

52

原法條韓文：

②대한민국에 체류하는 외국인은 이 법 또는 다른 법률에서 정하는 경우를 제외하고는
정치활동을 하여서는 아니 된다.
③법무부장관은 대한민국에 체류하는 외국인이 정치활동을 하였을 때에는 그 외국인에게
서면으로 그 활동의 중지명령이나 그 밖에 필요한 명령을 할 수 있다.(2010.5.14 修改)
59

在符合相關居住期限規定後，是可以登記辦理擁有地方的選舉權，也才可以參與
所屬選區的地方選舉活動，而相較於我國，對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雖然在國
內的相關政治活動上，法律規定並不限制請願及合法集會遊行的活動，但是一般
的選舉活動的參與也是有嚴格的限制與禁止之規定53，而且他們不管是否擁有永久
居留權，都沒有任何選舉權，所以綜合比較起來，南韓對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
選舉權相關法律限制上是較為放寛，在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折衷考量下，南韓
是比我國較有偏向基本人權的方向，去制訂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相關的法
令。
第二節

日本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一、日本的民主體制與選舉制度
日本憲法於前言中敘明：
「…茲特此宣佈主權屬於國民，而制定本憲法。政府
乃國民之神聖信託，其權威來自國民，其權力由國民代表行使，其福利由國民共
享，此是基於人類的普遍原理54…」，故日本原則上是屬君主立憲人民主權的民主
國家，而日本的政治體制規劃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議院（兩院制、眾
議院優位）內閣制國家體制，日本憲法第 65 條規定：
「政府行政權屬於內閣(行政
権は、内閣に属する)」，內閣是日本最高行政機關，其首長是內閣總理大臣（首
相）
，是經由國會多數派議員中提名決定，而日本憲法第 41 條則規定：
「國會是國
家權力之最高機關，並為國家唯一之立法機關55」，國家所有的法律規定，必須經
國會的通過決議才能成立，因此日本國家的行政權與立法權，實際的政治運作上
均集中在國會，日本憲法第 3 條中規定：
「天皇關於國家事務之一切行為，須經內
53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6 條第 1 項第 4 款之規定：
「政黨及任何人，不得有下列情事：…
四、邀請外國人民、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為第四十五條各款之行為」，而其第 45 條各
款之行為則包括了：「…1、公開演講或署名推薦為候選人宣傳。2、為候選人站台或亮相造勢。3、
召開記者會或接受媒體採訪時為候選人宣傳。4、印發、張貼宣傳品為候選人宣傳。5、懸掛或豎立
標語、看板、旗幟、布條等廣告物為候選人宣傳。6、利用大眾傳播媒體為候選人宣傳。7、參與候
選人遊行、拜票、募款活動」。
54
其日本原文：「ここに主権が国民に存することを宣言し、この憲法を確定する。そもそも国政
は、国民の厳粛な信託によるものてあつて、その権威は国民に由来し、その権力は国民の代表者
がこれを行使し、その福利は国民がこれを享受する。これは人類普遍の原理であり、この憲法は、
かかる原理に基くものである。」
55
其原文：「国会は、国権の最高機関であつて、国の唯一の立法機関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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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之提請與同意，並由內閣負其責任 」，所以原屬天皇的政治統治權力透過日本
憲法規定，已經移轉到全體國民，日本天皇目前只是一個世襲的虛位元首，其國
政是依據國民嚴肅的付託，基於民主主義的原理而施行（許介鱗、楊鈞池，2006），
其政府體制運作與我國、南韓是有明顯的不同。
關於日本的基本人權規範，在日本憲法第 3 章國民的權利及義務(国民の権利
及び義務)第 11 條中有規定「國民享有之一切基本人權，不得妨礙之（国民は、
すべての基本的人権の享有を妨げられない）…」
，內容中規定是「國民」而非「任
何人」
，綜觀日本憲法第三章各條文（第 10 條至第 40 條）中以「任何人」為基本
人權保障對象條文有 13 條，其餘是以「國民」為對象或未直接說明對象，蘇俊斌
在研究日本對外國人之人權保障中表示：
日本憲法在性質上本來就是針對日本國民，而日本人民的人權則是受憲法所保障，所以憲法
的人權保障是否及於外國人常是一項微妙的問題，而且若有適用的話，其適用範圍又是為何？
根據多數學說及司法判決，則是依照權利的性質而定，如表現自由、宗教自由等自由權，外
國人亦受憲法所保障，而生存權等社會權則屬於國家政府的裁量權，至於選舉權，由於國民
主權緣故，一般則不及於外國人(2007，頁 109)。

邱琡雯於《性別與移動：日本與台灣的亞洲新娘》書中亦表示：
「(日本)憲法第三
章規定，外國人也是基本人權的享有主體，但必須在外國人居留制度範圍許可內，
但關於外國人基本人權的措施，並沒有在憲法中明文規定，只是條文解釋(2005，
頁 325)」所以原則上日本對一切基本人權保障是以其國民為主，在日本居留外國
人則採取部分解釋適用的原則。
日本是聯合國會員國，日本亦有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
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57》，但是日本政府並未完全遵照未簽署或已簽署的國際條
約規定，來保障在日本居留的外國人士基本人權，日本政府在聯合國國際人權諸

56

其原文：「天皇の国事に関するすべての行為には、内閣の助言と承認を必要とし、内閣が、そ
の責任を負ふ。」
57
資料來源：聯合國大會網站，
〈大會決議中的宣言與公約〉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09 日，網址：
www.un.org/Chinese/documents/instruments/docs_ch.asp。
61

條約中，於 2002 年 1 月時，批准或加入的有 10 個條約，但是，兩個重要的國際
人權相關條約，就是《移住勞動者及其家族權利保護條約》及《自由權規約第一
選擇議定書》
，日本政府並未批准，而且，在已經批准的條約中部分條文，只採取
保留或解釋宣言，不是完全的批准(邱琡雯，2005)，所以日本對其在境內居留外
國人士的基本人權保障顯得較為消極與保守。
目前日本公職選舉法（公職選挙法）是源自於昭和 25 年（西元 1950 年）
，將
原來之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參議院議員選舉法及地方自治法中有關選舉之規定，
綜合而制定出來的選舉法，日本公職選舉法直接適用於國會議員、地方公共團體
（指日本之地方自治組織：都道府縣市町村而言）之議會議員及其首長之選舉 58，
依據日本公職選舉法及政府組織法之規定，有關日本選舉事務的管理機關，是屬
中央總務省下的特別機關「中央選舉管理會(中央選挙管理会)」
，負責眾議院及參
議院比例代表制（並立制）有關的選舉事務，並管理最高法院有關國民事務審查，
指揮督導都道府縣選舉管理委員會辦理選務工作，該管理會設委員 5 人，須依國
會決議，經內閣總理大臣（首相）任命，任期 3 年，其委員長由委員互選產生，
而日本眾議院及參議院地區議員選舉事務，及都道府縣議會議員及知事選舉事務，
則均由都道府縣選舉管理委員會（都道府県の選挙管理委員会）負責辦理，其餘
地方選舉事務是由市町村選舉管理委員會（市区町村の選挙管理委員会）負責59，
由日本的選務機構其組織編制方式、位階來觀察，其運作的模式較採取分權負責
方式進行，並有兼管最高法院有關國民事務審查，與我國、南韓的選舉運作模式
略有不同。
二、日本未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有關日本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資格規範，均規定在日本公職選舉法（公職選
挙法）當中，首先討論日本選舉人的資格，依據日本憲法第 15 條中規定：「公職
人員的選舉及罷免，是國民固有之權利…關於公職人員之選舉，應採用成年人之
58

資料來源：田中宗孝原著，劉好山譯，1993，
《日本公職選舉法解說》
，台北市：中央選舉委員會。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総務省）官網，2013，
〈選舉管理機關〉
，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09 日，
網址：http://www.soumu.go.jp/senkyo/senkyo_s/naruhodo/。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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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選舉方式 」
，復依據日本公職選舉法（公職選挙法）第 9 條中有：
「1.日本國
民年滿 20 歲以上者，具有眾議員及參議員之選舉權。2.日本國民年滿 20 歲以上…
具有其所屬地方…議員及首長之選舉權61」，在日本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出
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第 2 條中也定義：
「外國人，指任何不具有日本國籍的
人62」，從以上的相關法律規定的定義上，可以得知在日本居留尚未歸化日本國籍
的外籍配偶（含具有永久居留或定居資格）
，並不是日本國民，所以不論是在中央
或是地方的公職選舉，均不具有任何選舉權利。
其次探討有關被選舉權的部分，日本各項中央及地方的被選舉權資格的基本
條件，規定在日本公職選舉法中第 10 條內容中，可是於該法條條文中的開始便以
「日本國民（日本国民）…」為首要條件，並且沒有特別為居留外籍人士設置例
外條款，因此，在日本尚未歸化日本國籍的外籍配偶，不管在中央或地方的各種
公職選舉，同樣的也是沒有任何被選舉權利。
三、日本選舉法規分析
綜合上述有關日本中央或地方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其相關法律的資格規定
分析，在日本居留尚未歸化日本國籍外籍配偶，不論是中央或地方的公職人員選
舉，是完全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因此，想要擁有與其相關政治權益，就須辦
理歸化日本國籍，但若他們於歸化取得日本國籍之前，想要藉著參與日本舉辦的
各種選舉相關政治活動，進一步認識日本的政治社會文化，日本政府在此方面是
有何規範？
外國人士在日本的政治活動限制，主要規定在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出
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
，規範居留外籍人士不可有危及日本利益或公共安全之
行為，不得擅自成立或加入非法組織(政黨)，企圖暴力破壞日本憲法或政府，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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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本原文：
「公務員を選定し、及びこれを罷免することは、国民固有の権利である．．．公務
員の選挙については、成年者による普通選挙を保障する」
。
61
其日本原文：「日本国民で年齢満二十年以上の者は、衆議院議員及び参議院議員の選挙権を有
する。2.日本国民たる年齢満二十年以上の者で引き続き三箇月以上市町村の区域内に住所を有す
る者は、その属する地方公共団体の議会の議員及び長の選挙権を有する。」
62
其原文：「外国人 日本の国籍を有しない者をいう。」
63

害日本公務員、公共設施及工場事業場所等規定，違反者除將依刑事罪行處罰外，
將依出入國管理及難民認定法予以驅逐出境(參考日本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
法第 24 條)，而在日本的居留外國人，被發現其在日本居留的理由是編造不實，
或是不從事符合其在日本居留事實之活動者，將被取消居留資格，並視情節狀況
限期離境或驅逐出境(參考日本出入国管理及び難民認定法第 22 條之 4)，另外有
關選舉政治獻金，依日本政治獻金法（政治資金規正法）
，有十分明確規定各候選
人，不得接受任何外國人或外國（財團）法人的政治捐獻63，而且日本政壇喜歡以
此規定來攻擊其對手，由此可以初步瞭解日本社會對外籍人士的排斥，所以日本
政府對居留其國內外籍人士一切的（政治）活動限制，其規定比起我國、南韓更
為廣泛且嚴謹，其處罰方式也較為嚴格，如果尚未歸化日本國籍外籍配偶，欲參
加日本選舉相關的政治活動，需十分謹慎小心。
從以上日本對外籍人士的基本人權對待、相關選舉法規、政治活動的限制來
分析觀察，日本對外籍移民的相關法律規定，比起我國、南韓是比較偏向其國家
為中心的整體利益與國家安全為主要考量，相對於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的相
關基本人權與政治權益，是顯得較為忽視與保守。
第三節

紐西蘭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之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一、紐西蘭的民主體制與選舉制度
紐西蘭是屬大英國協的成員國之一，其政治體系運作深受英國憲政影響，除
在 1996 年將選舉制度從多數決制改為混合比代表制外，在此之前幾乎完全採用西
敏寺模型64（Lijphart Arend，2001），所以紐西蘭和英國一樣並沒有一個正式的
成文憲法，其民主體制是由一系列各種正式的法律文件、司法判決，以及累積至
今各種的民主傳統所構成，其中最為重要的是 Waitangi 條約，是紐西蘭民主體制
最重要的立國文件，Waitangi 條約內容只有 3 條，其簽訂於 1840 年，它讓英國的
63

資料來源：日本總務省（総務省）官網，2013，〈選舉／政治資金〉，檢索日期：2013 年 12 月 12
日，網址：http://www.soumu.go.jp/senkyo/seiji_s/index.html。
64
所謂西敏寺模型係指：
「行政權集中、內閣優勢、兩黨制、選舉的相對多數決非比例代表制、利
益團體的多元主義、單一制與中央集權政府、立權集中在單一立法機關、憲法彈性(不成文憲法)、
行政部門控制的中央銀行(Arend Lijphart，2001)。
64

法律制度在紐西蘭生根，此條約也賦予紐西蘭原住民─毛利人，日後在面對國家
作為時的請求權基礎，另外，紐西蘭於 1986 年通過的「憲法法案」
（Constitution
Act）也構成了紐西蘭民主體制極為重要的一部分，該法案的主要內容，規定了紐
西蘭的國家元首為英國女王，紐西蘭總督由女王任命（由紐西蘭政府提議）
，並且
是她的職務代理人，但實際上英國女王並不親自履行國家元首的各項權利和義務，
而是由紐西蘭總督行使該職權（石忠山，2006）
，紐西蘭政體為責任內閣制，實際
負責國家各種政務推行及統治的是國會所推選出來的首相及其內閣成員，目前國
會採取單院制，選舉制度為「混合比例代表制」，原則上國會由 120 名議員組成，
惟因前述混合比例代表制65（聯立制）
，有時會因選票比例加總關係而會多出 1 至 2
席，每屆國會大選，由在國會中獲多數或相對多數議席之政黨籌組政府，紐西蘭
是單一制的中央集權國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監督各地方政府的施政。
紐西蘭是聯合國的會員國家，亦是《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
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公約的簽署國家，所以紐西蘭的各種法律制訂，都會將
世界人權宣言及兩公約的基本人權精神，落實於法律的條文規範之中，最明顯例
子就是，紐西蘭於 1990 年通過的「權利法案法」，其內容規定，國家應保障所有
人民的生命權、自由權、公民權（包括言論、集會、結社等）
、少數民族權、禁止
歧視、違法搜查、逮捕、拘留等權利，另外紐西蘭為進一步保障基本人權，於 1993
年還通過了「人權法」（Human Right Art），該法律規範內容，以保障人民機會平
等，及預防因不相干之個人特質，所造成之不公平對待，如性別（取向）
、宗教信
仰、膚色、種族、殘障、政治觀點、家庭狀態等（石忠山，2006），由此可以觀察
紐西蘭政府比我國、南韓、日本都要落實基本人權精神的保障。
紐西蘭從 1853 年至 1906 年都是英國的自治屬地，直到 1907 年開始才成為英
屬國協的一個獨立國家，所以紐西蘭的政治制度與文化，深受英國的影響，它的
65

紐西蘭選舉制度的「混合比例代表制」
，其比例代表名額的分配方式，是採取類似德國的「聯立
制」
，即以第二票（政黨得票率）為基準，來決定國內各政黨應得的國會席次，在扣除各政黨的單
一選區中，選出的國會議員席次後，其餘再分配各政黨的比例代表席次，與我國、日本、南韓採取
依政黨得票率與單一選區得票率分別計算席次的「並立制」有所不同（參考紐西蘭 1993 年及 1995
年的選舉法）。
65

選舉制度也不例外，紐西蘭獨立後，除了在 1908 年及 1911 年採取絕對多數選舉
制度外，從 1913 年到 1993 年紐西蘭的國會選舉制度均採取「單一選區，先馳得
點制（相對多數決）」，直到 1993 年 11 月 6 日經由公民投票才修改為現行的「混
合比例代表制（李憲榮，2006）」，所以紐西蘭的選舉制度實施歷史十分悠久，紐
西蘭在 1893 年便開放婦女的選舉權，比起世界許多民主國家更早實施66，現行紐
西蘭選舉的國會選舉制度，規範在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Electoral Act 1993）
及紐西蘭 1995 年選舉法，地方選舉制度規定在紐西蘭 2001 年地方選舉法（Local
Electoral Act 2001）中，以下便來探討紐西蘭尚未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
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的規定。
二、紐西蘭未歸化取得國籍之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紐西蘭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規定是依據，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Electoral
Act 1993）及紐西蘭 1995 年選舉法（主要內容是增修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但
相關法律規定大多數，是規定在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當中，首先介紹選舉人資格，
依據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第 74 條67之規定，每一位居住人民若符合下列條件之成
年人，皆有資格註冊成為某一選區選舉人：一、其為紐西蘭的公民或具有紐西蘭
永久居留權之人民。二、上述人民必須於某段期間內連續居住於紐西蘭一年以上。
三、上述人民最近曾在其選區內連續居住至少一個月以上，或其未曾於任何選區
連續居住一個月以上，則其現居住地或最後居住地為其選區。其中必須特別說明
是，該條文中的「成年人」
，是依據同法第 3 條的解釋說明中規定，所謂「成年人」
是指：一、年滿 18 歲之個人。二、若該選舉令是於投票日前之星期一或該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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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註 4。
法律原文：74 Qualification of electors
(1) Subject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Act, every adult person is qualified to be registered as an elector of an
electoral district if—
(a) that person is—(i) a New Zealand citizen; or (ii)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New Zealand; and
(b) that person has at some time resided continuously in New Zealand for a period of not less than 1 year; and
(c) that electoral district—(i) is the last in which that person has continuously resided for a period equaling or
exceeding 1month; or (ii) where that person has never resided continuously in any one electoral district for a
period equaling or exceeding 1 month, is the electoral district in which that person resides or has last
res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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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頒布，個人年齡尚未滿 18 歲，而其 18 歲生日是在該星期一與投票日之間者 。
而另外有關「永久居留權人民」的解釋，其在同法第 73 條中也有明確規定，係指
依規定合法允許永久居留於紐西蘭，現居住在紐西蘭並且沒有違反紐西蘭 2009 年
移民法第 15、16 條之規定，或違反同法之規定而必須立即或限制於特定時間離開
紐西蘭，或同法相關之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之規定者69，所以我們可以初步從紐西
蘭的相關選舉法中明瞭，居住紐西蘭而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若依移民法之
規定擁有永久居留資格者，其未曾違反紐西蘭移民法之相關規定，居住滿一年以
上，便可以擁有選舉人資格。
其次要說明的是，紐西蘭的選舉法律規定，具有選舉人資格者，必須依規定
時間內向所屬選區註冊員，申請註冊為選舉人，才可以於選舉當天投票選舉，而
且本項選舉資格註冊是具有強制性，每一位具有選舉人資格的民眾，若未依規定
的時間及方式前往註冊，政府將依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第 82 條第 8 項之規定處
以罰鍰，但是，有關具有選舉資格的選舉人投票行為，紐西蘭政府並未如澳洲政
府一樣有強制的規定，紐西蘭政府僅強制選舉人註冊，是否前往投票則予以尊重，
這點與我國、南韓、日本的選舉法規的作法十分的不同。
最後要探討的是，紐西蘭尚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依據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第 47 條第 3 項之規定，未具有紐西蘭公民資格者，是不具有登記參選各
種候選人資格，因此尚未歸化紐西蘭國籍的外籍配偶，是沒有任何被選舉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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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原文：3 Interpretation
(1) In this Act, unless the context otherwise requires,—
adult—
(a) means a person of or over the age of 18 years; but
(b) where a writ has been issued for an election, includes, on or after the Monday immediately before polling
day,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if that person’s 18th birthday falls in the period beginning on that
Monday and ending on polling day. …。
69
法律原文：73 Meaning of permanent resident of New Zealand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ct, a person is a permanent resident of New Zealand if, and only if, that person—

(a) resides in New Zealand; and
(b) is not—
(i) a person to whom section 15 or 16 of the Immigration Act 2009 applies; or
(ii) a person obliged by or under that Act to leave New Zealand immediately or within a specified
time; or
(iii) treated for the purposes of that Act as being unlawfully in New Zea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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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包括地方政府的各種被選舉權 。
三、紐西蘭選舉法規分析
由以上選舉制度中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之相關法律規定中，可以明確的瞭
解在紐西蘭的外籍配偶，要擁有選舉權（包含中央及地方）除了辦理歸化國籍外，
也可以在紐西蘭辦理永久居留的方式取得，但是要擁有中央或地方被選舉權，則
必須歸化為紐西蘭公民才可以，整體而言紐西蘭對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選舉權
規定，比起我國、日本甚至於南韓（雖然其永久居留者亦有選舉權，但需居住滿 3
年以上，且只有地方選舉權）都要寛鬆許多，而且檢視其選舉法規內容，有關與
選舉相關的政治活動規範，並未針對外籍人士有何特殊的限制規定，一切都與紐
西蘭國民規範相同，所以從前述紐西蘭的相關世界人權法案的落實國內法化，及
探討與外籍配偶相關的選舉法規後，可以明顯得知紐西蘭政府，對各種移民的相
關選舉法規制訂，相較於我國、南韓、日本而言，是比較以基本人權的方向考量
較多，是較為尊重個人的基本人權。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綜合以上三個國家對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法
律規定與我國相關法律規定比較分析下，整理出以下簡表（如表 4-1），首先探討
有關選舉權相關的部分，其中可以瞭解我國與日本在國家與人權的折衷考量下，
還是明顯偏向以國家安全與國家整體利益發展的「國家中心」考量為主，對未歸
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相關的各種規定，都採取較為嚴格與禁止的規定，且國民
的投票年齡限制也都比較偏高，就民主的普遍參與及基本人權的精神來分析，我
國與日本比起南韓、紐西蘭是相對的保守，都是偏向以國家中心的思維來制訂相
關法令。紐西蘭的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規定，及其參與相關的政治活動
限制，比我國、南韓、日本都較為寛鬆，投票年齡限制也是最低，可以得知紐西
蘭在國家與人權的折衷考量之下，是較為尊重基本人權及民主普遍參與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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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西蘭的地方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其是依據紐西蘭 2001 年地方選舉法（Local Electoral Act
2001）
，其有關外籍人士的各種選舉權及候選人基本資格規定內容，均比照紐西蘭 1993 年選舉法訂
定，本論文不再另予探討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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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南韓相較於我國、日本、紐西蘭而言，是採取較為折衷兼顧國家中心與基本人
權的作法，南韓給予具有永久居留權的未歸化外籍配偶，若居住 3 年以上，可參
加在地方舉辦的各種選舉權及其相關的活動，他們通常具有永久居住於南韓的意
願，對南韓地方的各種社會文化背景、地方公共政策，也應有一定的認識，雖然
不若紐西蘭的開放，算是一種尊重人權的進步修法，南韓與我國的外籍配偶背景
最為相似，但相互比較起來，我國對外籍配偶選舉權的限制，就顯得較偏向國家
為中心的考量較多。
最後是他們「被選舉權」的部分，從表 4-1 中也可以明顯的得知，不管是我
國、南韓、日本還是紐西蘭，對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各種被選舉權（包含中央
及地方）
，都沒有開放讓他們參與，正如本論文於第一章時所討論的疑慮，尚未歸
化國籍的外籍配偶，他們雖然與國人結婚並生育子女，也依法納稅及遵守國家法
律等義務，為何不能享有代表權？但是上述各國在面對他們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資格開放時，顯然是有不同的考量，因為被選舉權的政治參與程度明顯是比選舉
權還高，所以通常在民主政治的選舉制度上會先以選舉權為基礎，再討論被選舉
權，而且被選舉權的資格條件會比選舉權標準略高（郭依婷，2005），因此不管我
國、南韓、日本及紐西蘭，對擁有直接參與國家或地方的各種公共政策與施政方
針決定權者，其代表人的候選資格，相對的會小心衡量其國內人民的反應與國家
中心的整體利益考量，所以在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折衷考量之下，我國與其三
個國家對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均一致偏向採取以國家為中心的考量，
未讓他們有參與資格，只允許其「國民」才能參與的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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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法
律規定比較簡表
國家
規範條件
中央層級選舉權

地方層級選舉權

＊

大韓民國
（南韓）

日本

紐西蘭

中華民國

×

×

○

×

○

×

(永久居留滿 3 年)

(永久居留滿 1 年)

○
(永久居留滿 1 年)

×

各層級被選舉權

×

×

×

×

投票年齡限制

滿 19 歲以上

滿 20 歲以上

滿 18 歲以上

滿 20 歲以上

○
外籍人士參與
政治活動

(限具有地方選舉
權者參加地方選舉

○

×

○

(限請願及合法集
會遊行)

活動)

○表示同意。×表示禁止。
＊地方層級選舉：南韓指總統和國會議員以外的地區選舉，日本指地方自治組織：都道府縣市之
議會議員及其首長之選舉，紐西蘭指國會議員以外的各種地區選舉，我國指直轄市議會議員、
縣（市）議會議員、鄉（鎮、市）民代表會代表、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市）長、
村（里）長之選舉。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本簡表僅供大致參考，正式詳細規定仍需依據各國法律規定為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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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根據本論文第一章所討論推測，大多數國家在制定與外籍配偶相關的歸化、
歸化後的被選舉權、未歸化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均會從
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折衷觀點去考量，但因每一國家的歷史、社會、政治文化
的不同，折衷考量後的法律規定，可能會有不同的傾向。從本論文第三、四章我
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的綜合跨國比較分析下，顯示我國與日本在上述各方面
的法律規定，是較為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考量思維，而較少關注基本人權的權益
保護。紐西蘭的民主選舉制度實施歷史最為悠久，相對的對外籍配偶上述的法律
規定，是較為保護與尊重外籍配偶的基本人權；南韓近年來對上述法律規定的修
法方向，是明顯有朝兼顧基本人權的方向來考量制定。所以本論文綜合上述各國
相關法律內容，經過跨國分析比較後，以基本人權與國家中心考量的強弱趨向區
分（愈強愈趨向基本人權）
，整理出以下綜合評量表（如表 5-1）
，以下就各項評量
指標的評量內容，先作解釋與說明，再歸納作綜合的結論報告，於第二節提出具
體建議。
首先是歸化國籍法律規定的評量指標，日本的法律規定幾乎以國家中心為考
量，所以評量為最弱，我國規定與日本最相似，但並未要求姓氏變更，所以評量
為弱，紐西蘭雖然最為開放，但是要求居留期限為最高，所以評量為強，南韓的
規定較為折衷兼顧兩者，所以評量為中。其次是歸化後被選舉權的評量指標，目
前僅我國還有特別的身分資格限制，但並未完全禁止，故我國評量為弱，其餘國
家都未特別限制，評量為最強（參考表 3-6）。再其次是未歸化國籍的選舉權評量
指標，日本與我國是完全禁止，所以評量都是最弱，紐西蘭允許持有永久居留權
者（一般居留不允許）
，居住滿一年以上，擁有中央及地方的選舉權評量為強，南
韓規定永久居留須滿 3 年以上，擁有地方的選舉權，所以評量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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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相關法律規定綜合
評量表（以基本人權與國家中心考量強弱趨向區分）
國家

大韓民國
（南韓）

日本

紐西蘭

中華民國

歸化國籍法律

中

最弱

強

弱

歸化後被選舉權

最強

最強

最強

弱

中

最弱

強

最弱

未歸化國籍
被選舉權

最弱

最弱

最弱

最弱

綜合評量結果

中

弱

強

弱

評量指標

未歸化國籍
選舉權

本表以 5 個等級區分強弱指標：最強─表示其法律規範完全趨向基本人權，最弱─表示其法律規範
完全趨向國家中心，中─表示其法律規範折衷兼顧兩者，強─表示其法律規範折衷但較偏向基本人
權，弱─表示其法律規範折衷但較偏向國家中心。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最後是未歸化國籍的被選舉權評量指標，各國均未開放，所以評量都為最弱（參
考表 4-1）。
從表 5-1 的綜合評量表中，可以明顯觀察發現，各國對於外籍配偶的選舉權
與被選舉權資格的開放或保守，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區隔分水嶺，就是外籍配偶
是否有歸化為移入國家的國民，尤其是對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部分，表中各
國對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是完全禁止的保守態度，是以國家中心的考量為主；
而對已歸化為移入國家國民的外籍配偶，則幾乎都可以擁有與其國民一樣的被選
舉權（除了我國以外）
，採取的是一種開放照顧基本人權的考量。而有關「選舉權」
部分，對於尚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也是十分保守，僅南韓、紐西蘭允許有長期
居留意願的外籍配偶，在一定的居住條件下可以擁有（南韓僅可以擁有地方選舉
權）
，一般居留的外籍配偶是不能擁有。所以綜合整理下來可以得知，未歸化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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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配偶的各項評量指標，基本人權的趨勢大部分都較為弱於已歸化國籍外籍配
偶，是以國家中心的整體利益與安全為主要考量，正如本文在第一章中所討論分
析，外籍配偶要擁有移入國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資格，最直接且方便的方式，
便是歸化為移入國家的國民，而通常移入國家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資格，
相關法律規範的考量，首先是以是否為該國的「國民」為主要條件，再考量「非
國民」的相關條件來決定，在表 5-1 的綜合評量表的各項評量指標中，由國家中
心與基本人權的趨向評量強弱，可以得到一些檢驗，所以歸化國籍法律規定，對
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資格取得，是具有一定的關鍵性影響。
最後要特別說明，上述綜合評量表中對已歸化國籍後被選舉權的評量，由於
我國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是以國家中心考量為重，且是唯一有採取特別資格限制
的國家，形成我國在該項的評量指標中顯得特別保守，雖然我國歸化國籍法律的
規定比日本寛鬆一些，但還是比南韓、紐西蘭保守，其他二項指標也與日本相同
明顯偏向國家中心考量，所以綜合比較下來，我國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的相關法律規定，似乎是過於偏向國家中心考量，應朝向維護基本人權的方向修
訂改善為宜。
比較分析我國、南韓、日本、紐西蘭等國家的上述各項相關法律規定綜合評
量後，於折衷考量國家中心及基本人權概念的法律規定下，有那些國家的法律規
定，是值得我們在未來於相關修法時改善的參考？首先就從表 5-1 的綜合評量表
中，最偏向基本人權紐西蘭的相關法律規定來探討，若我國現在根據紐西蘭的法
律規定標準來修訂是否適當？本文認為我國實施民主制度的歷史及國內各族群形
成的多元性，不若紐西蘭的悠久與豐富，民主鞏固的落實情況可能不如紐西蘭，
冒然提出與紐西蘭類似的外籍配偶歸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未歸化國籍者）的
法律規定標準來修訂，可能尚需多方考慮，何況近年來紐西蘭基於國家中心的安
全上的考量，在各種移民歸化上的居留時間要求提高（需較長的居留時間）
，以防
止各類以虛偽、詐欺的方式歸化移民的申請，在照顧世界人權的同時也需兼顧國
家中心的整體利益與安全，因此本文認為：紐西蘭對外籍配偶的上述相關法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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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是可以作為我國往後朝基本人權方向，修訂相關法律時的重要參考指標及
努力的方向，但應是我國逐步改善修訂相關法律的長期目標。
另外探討在表 5-1 的綜合評量表中，各項評量指標較為折衷的南韓，南韓是
由單一民族組成的國家，民族意識比我國強烈，國民具有相當的排他性，其對外
籍配偶歸化、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未歸化國籍者）的相關法律規定，照常理推論，
會較我國偏向以國家為中心的考量制訂，但南韓在近年來對上述的法律規定修訂，
反而是朝向照顧基本人權的方向予以放寬限制，例如允許辦理歸化時，能適度擁
有雙重國籍，對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的婚姻中斷者，可以比照一般外籍配偶辦理
歸化，及對正在撫養與南韓配偶的婚生未成年子女（無論是否離異或分居）
，亦可
辦理歸化，還有讓居住南韓，擁有永久居留權的外籍配偶，可以參與地方層級的
選舉權等，這些以兼顧基本人權考量的做法，是比我國進步許多。
反觀我國在這幾年於簽署兩公約後，政府是有將與外籍配偶歸化相關的國籍
法，朝向照顧基本人權方向修訂，並送立法院審議，但並未通過，其餘如歸化國
籍後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及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則自兩
公約公布並批准以來，政府並未有任何積極主動修法的動作，顯然政府對朝向兼
顧維護基本人權的修法，並不如南韓的積極，其實我國與南韓的外籍配偶組成的
結構十分類似，引進的原因與時間也接近，政治與經濟環境的發展也雷同，但南
韓對外籍配偶上述的相關法律修訂上，是比我國較為折衷兼顧國家中心與基本人
權的考量，十分值得我國的借鏡與參考。
綜合我國與南韓、日本、紐西蘭的分析比較後發現，表中各國對外籍配偶歸
化、歸化後之被選舉權、未歸化國籍者選舉權與被選舉權的相關法律規定，的確
有不同的差異，而我國目前的上述相關法律規定，相較之下顯得保守許多，且對
照於我國憲法及兩公約的人權規範，有必要更積極的朝基本人權方向修訂，畢竟
國際基本人權的保障，日漸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過於保守的國家中心思維並不
利於國內各種族群的融合，亦不利於國家社會祥和與安定，相對而言對於國家安
全穩定及整體的利益與發展反而是會有傷害，因此，我國外籍配偶上述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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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有改善的空間，該如何修訂較能適當兼顧國家與人權的折衷法律規範？以下就
我國的外籍配偶歸化法律規定、歸化後之被選舉權、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選舉
權與被選舉權，參考以上與其三國比較後，所發現較為折衷兼國家中心與基本人
權，且對我國目前的政治、社會環境比較適合的法律規定作法，在下一節提出適
當的建議說明。
第二節

研究建議

一、外籍配偶歸化的相關法律規定
如上一節所分析探討，外籍配偶歸化的法律規定，對其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
權的資格，是具有重要的影響，我國與南韓的各種移民背景相類似，但對於外籍
配偶歸化條件的法律規定是較偏向國家中心考量，建議我國對外籍配偶歸化的法
律修訂，能仿照南韓的作法，適度朝向基本人權方向修訂，所以本項相關修法建
議如下：
（一）基於外籍配偶的人權保障與其子女身心正常發展的需要，讓因故離異或
分居，而正在照顧撫養與國人配偶的婚生未成年子女的外籍配偶，允許
比照一般外籍配偶條件辦理歸化國籍。
（二）增訂讓婚姻維持正常且未曾違反國內法律及相關移民法規的外籍配偶，
或經查證外國法律或制度無法拋棄外國國籍者，可以適度擁有雙重國
籍。
（三）對不可歸責於外籍配偶的婚姻中斷（如家暴、台灣配偶行方不明等）者，
可以比照一般外籍配偶條件辦理歸化，以尊重外籍配偶的基本歸化權
益。
二、歸化國籍後的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的規定
我國在被選舉權法律規定當中，對候選人的資格限制，因應不同層次的選舉，
除了訂有不同的基本身分條件（如戶籍、年齡）外，還必須符合其規定的積極條
件（如選民或政黨推薦、保證金等）
，參與選舉也表示：若外籍配偶欲擔任所參選
的公職職務，必須經過選民嚴格的篩選；加上已經通過我國的歸化的程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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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層層考驗，我國似不須對已歸化國籍外籍配偶的被選舉權，再予以如此特別
嚴格的身分別限制，於相關法律應逐步放寬或解除其特別的規定，況且經檢視南
韓、紐西蘭、日本三個國家，有關各類移民歸化後的被選舉權，其身分別的限制
並未再予以特別規定，讓我國本項法律的規定，更加顯得過於保守與嚴格，故建
議應逐步修改相關法律規定，放寬或解除其參選資格的身分限制，及其參選職務
的擔任資格。
三、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首先檢視我國的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5 條第 1 項的申辦永久居留的基本條件71，
其要求的合法居留期間是 5-10 年（其中 5 年，每年居留須超過 183 天以上），品
行要端正，要有相當之財產或技能，足以自立條件等，規定也算是相當嚴謹與保
守，因此，外籍配偶若能申請通過擁有長期居留資格，也代表著其在我國工作、
生活及居住等各方面，具有一定的良好條件基礎，他們在我國居住的時間也夠久，
對我國的地方社會、政治文化會有相當的認識與瞭解，讓他們能有機會參與地方
層級的選舉權，對地方的族群的融合與安定，相信具有一定的幫助與改善，在此
建議未歸化國籍外籍配偶選舉權的部分，應可適度開放具有永久居留資格外籍配
偶，於居住國內一段時間後，讓他們可以擁有地方層級的選舉權。
其次有關被選舉權的部分，因為被選舉權在民主制度中，通常具有代表各地
區人民，直接參與國家或地方公共事務政策決定或施政方針的權力，所以與選舉
權略為不同，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在國家認同與向心力等方面，比已經歸化國
籍的外籍配偶，相對而言是略為不足，再比較南韓、日本、紐西蘭的相關法律規
定後發現，都未開放讓未歸化國籍的外籍配偶擁有被選舉權，我國是否具有開放
的條件？本文持較為保留的態度，故暫時不提任何修改的建議。
最後，本文限於時間及篇幅，比較案例僅限於三個國家，其他在移民歸化上
或是有關移民（外籍配偶）參政權上的法律規定，在國際上仍有許多值得進一步
探討與比較分析的國家，供我國在相關法律規定修訂上的參考，本文在此並未列
71

參考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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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但本文所列比較的三個國家，是目前與我國的外籍配偶組成結構與來源國家
較為類似，但相關的法律規定上基於「國家中心」與「基本人權」的折衷考量下，
呈現出不同法律規範的國家，未來若有研究探討其他國家的機會，本文希望能進
一步探討同樣位於亞洲，國家地狹人稠，移民政策較以高科技人才為主的新加坡，
及國家是由多元族群組成，但政治、社會文化的宗教（伊斯蘭教為主）色彩十分
濃厚的馬來西亞，另外位於大洋洲，國家是由多元移民組成，政治文化深受歐洲
國家影響的澳洲，都是同樣值得深入研究探討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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