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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院總第 1684 號 委員 提案第 20986 號   

 

案由：本院委員蔣萬安、王惠美、林麗蟬等 17 人，鑑於國內企業發

展新興科技、拓展海外市場往往因缺乏先驅技術人才及熟悉

他國文化之人才而遭遇困難，對於外籍高級技術人才之引進

需求日漸升高。惟現今全球人才流動快速，各國紛紛推出高

級人才吸引政策，我國對於外國高級人才之全球吸引力及留

才力排名逐年下降。由於工作簽證受限於法規限制，仍面臨

包括居留年限、金融信用限制、子女及配偶簽證等困難，故

一國永久居留權之申請規定往往為國際間用以吸引高級技術

人才之政策，例如日、韓、中國大陸等地均已宣布鬆綁永久

居留申請規定政策。又放寬永久居留權規定未降低我國審核

外籍高級技術人才之門檻，僅係增加留才、攬才誘因，並有

助於改善我國勞動力老化情形，於我國就業市場影響較小。

故為提升我國外國高級人才吸引力，增進我國企業全球競爭

力，爰提案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條文，規定

外國人經勞動主管機關核准於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工作，即具一定專門性

技術或技能之專業人員，於符合主管機關一定技能或財產資

格，確為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所需者，其申請我國永久居

留權之資格由居留滿五年降為三年，以提升我國攬才、留才

誘因。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我國企業發展新興科技、拓展海外市場，往往因缺乏先驅技術及熟悉他國文化之人才而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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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困難，例如：高科技產業及創新科技事業等，因國內人才培育不及及著眼全球市場，需

仰賴熟悉他國文化之外籍專業人才以加速研發及擴展，對於外籍高級技術人才之需求日漸

升高。 

二、惟根據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全球競爭力報告（Global Competiveness Report

），於全球 140 個受調查經濟體中，我國 2016 年吸引人才能力（Country capacity to attract 

talent）一項全球排名第 62，較前一年倒退 6 名；留才力（Country capacity to retain talent）一

項，則連兩年維持全球第 39 名，顯示我國對專業人才之吸引力及留才能力有待加強。 

三、由於工作簽證受限於法規限制，仍面臨包括居留年限、金融信用限制、子女及配偶簽證等

困難，故一國永久居留權之申請規定往往為國際間用以吸引高級技術人才之政策，例如日

本及韓國均推出外籍人才於符合一定資格時，其永久居留權申請資格自五年縮短為三年及

一年；中國大陸則針對外籍高級人才、外籍華人放寬申請資格。 

四、又放寬永久居留權規定未降低我國審核外籍高級技術人才之門檻，僅係增加留才、攬才誘

因，並有助於改善我國勞動力老化情形，於我國就業市場影響較小。故為提升我國外國高

級人才吸引力，增進我國企業全球競爭力，爰提案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條

文，規定外國人經勞動主管機關核准於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

七款及第十一款工作，即具一定專門性技術或技能之專業人員，於符合主管機關一定技能

或財產資格，確為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發展所需者，其申請我國永久居留權之資格由居留五

年降為三年，以提升我國攬才、留才誘因。 

 

提案人：蔣萬安  王惠美  林麗蟬   

連署人：廖國棟  黃昭順  林為洲  呂玉玲  陳學聖  

孔文吉  許淑華  張麗善  王金平  曾銘宗  

鄭天財 Sra Kacaw   蔣乃辛  王育敏  陳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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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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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經中央勞工主管

機關許可在我國從事就業服

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七款及第十一款工作

，確為我國產業升級轉型發

展所需者，於我國合法連續

居留三年，每年居住超過一

百八十三日，得向入出國及

移民署申請永久居留，不受

前項連續居留五年限制。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外國人曾在我

國合法居住二十年以上，其

中有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

八十三日，並符合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要件

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

請永久居留。 

第二十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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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三十一日前，外國人曾在我

國合法居住二十年以上，其

中有十年每年居住超過一百

八十三日，並符合前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要件者

，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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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國企業發展新興科技、

拓展海外市場，往往因缺乏

先驅技術及熟悉他國文化之

人才而遭遇困難，對於外籍

人才之需求日增。惟隨世界

各國紛紛推出外籍人才吸引

政策，我國全球留才、引才

競爭力評比逐年退步，不利

我國企業發展。 

二、由於工作簽證受限於法規

限制，仍面臨包括居留年限

、金融信用限制、子女及配

偶簽證等困難，故一國永久

居留權之申請規定往往為國

際間用以吸引高級技術人才

之政策。又放寬永久居留權

規定未降低我國審核外籍高

級技術人才之門檻，僅係增

加留才、攬才誘因，並有助

於改善我國勞動力老化情形

，於我國就業市場影響較小

。 

三、爰提案增訂入出國及移民

法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

外國人經勞動主管機關核准

於我國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

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六

款及第十一款工作，即具一

定專門性技術或技能之專業

人員，於符合主管機關一定

技能或財產資格，確為我國

產業發展所需者，其申請我

國永久居留權之資格由居留

五年降為三年，以提升我國

攬才、留才誘因。 

四、其餘條文配合第二項增訂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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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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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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兼具有我國國籍

者，不得申請永久居留。 

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申請外僑永久居留，經合法

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

面談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不予許可。 

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入

出國及移民署應發給外僑永

久居留證。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外國人每年申請在我國居留

或永久居留之配額，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公告之。但因投

資、受聘僱工作、就學或為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而依親居留

者，不在此限。 

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

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

請之。 

第二項所稱確為我國產

業升級轉型發展所需者之技

能與要件，由中央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以命令定之。 

、競技、評鑑得有首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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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兼具有我國國籍

者，不得申請永久居留。 

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申請外僑永久居留，經合法

通知，無正當理由拒絕到場

面談者，入出國及移民署得

不予許可。 

經許可永久居留者，入

出國及移民署應發給外僑永

久居留證。 

主管機關得衡酌國家利

益，依不同國家或地區擬訂

外國人每年申請在我國居留

或永久居留之配額，報請行

政院核定後公告之。但因投

資、受聘僱工作、就學或為

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配

偶及未成年子女而依親居留

者，不在此限。 

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申請永久居留者，應於居留

及居住期間屆滿後二年內申

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