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節錄）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十七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4000707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18 條條文；增訂第

18-1、18-2、87-1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一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40034260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四年七月三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2574號公告第 80 條之 1第 2 項所列屬「

海岸巡防機關」之權責事項原由「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及所屬機關」管轄，自一百零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起改由「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及所屬機關（構）」管轄 

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70179431號公告第 3條之 1、第 4條第 2項

序文、第 2 款、第 3項、第 4 條之 1第 2項、第 4條之 2第 1 項、第 2項、第 5條之 1、第 5條之 2

、第 9條第 4項、第 33條第 2 項、第 3項第 2  款、第 5項、第 6項、第 33條之 2第 1 項、第 34條

第 3 項、第 4項所列屬「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七年七月二日起改由「大陸委員

會」管轄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800074601 號令修正公布第 9、91  條條文

；並增訂第 9-3  條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六日行政院院臺法字第 1080026109 號令發布定自一百零八年九月一日施

行 

 

第 一 條  國家統一前，為確保臺灣地區安全與民眾福祉，規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之往來，並處理衍生之法律事件，特制定本條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二 條  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 
一、臺灣地區：指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及政府統治權所及之其他地

區。 
二、大陸地區：指臺灣地區以外之中華民國領土。 
三、臺灣地區人民：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四、大陸地區人民：指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之人民。 

第 三 條  本條例關於大陸地區人民之規定，於大陸地區人民旅居國外者，適用之。 
第三條之一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統籌處理有關大陸事務，為本條例之主管機關。 
第 四 條 行政院得設立或指定機構，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得委託前項
之機構或符合下列要件之民間團體為之： 

一、設立時，政府捐助財產總額逾二分之一。 
二、設立目的為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事務，並以行

政院大陸委員會為中央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或第四條之二第一項經行政院同意之各該主管機關，
得依所處理事務之性質及需要，逐案委託前二項規定以外，具有公信力
、專業能力及經驗之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必要時，並得委託其代為簽署協議。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機構或民間團體，經委託機關同意，得複委託前項之
其他具公益性質之法人，協助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
事務。 

第 九 條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應經一般出境查驗程序。 
主管機關得要求航空公司或旅行相關業者辦理前項出境申報程序。 
臺灣地區公務員，國家安全局、國防部、法務部調查局及其所屬各級機
關未具公務員身分之人員，應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始得進入大陸地區。
但簡任第十職等及警監四階以下未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公務員
及警察人員赴大陸地區，不在此限；其作業要點，於本法修正後三個月
內，由內政部會同相關機關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臺灣地區人民具有下列身分者，進入大陸地區應經申請，並經內政部會
同國家安全局、法務部及大陸委員會組成之審查會審查許可： 
一、政務人員、直轄市長。 
二、於國防、外交、科技、情報、大陸事務或其他相關機關從事涉及國

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之人員。 
三、受前款機關委託從事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公務之個人或民



間團體、機構成員。 
四、前三款退離職未滿三年之人員。 
五、縣（市）長。 
前二項所列人員，進入大陸地區返臺後，應向（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
關通報。但直轄市長應向行政院、縣（市）長應向內政部、其餘機關首
長應向上一級機關通報。 
第四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列人員，其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之認定
，由（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依相關規定及業務性
質辦理。 
第四項第四款所定退離職人員退離職後，應經審查會審查許可，始得進
入大陸地區之期間，原服務機關、委託機關或受託團體、機構得依其所
涉及國家安全、利益、機密及業務性質增加之。 
曾任第四項第二款人員從事涉及重要國家安全、利益或機密業務者，於
前項應經審查會審查許可之期間屆滿後，（原）服務機關得限其在進入
大陸地區前及返臺後，仍應向（原）服務機關申報。 
遇有重大突發事件、影響臺灣地區重大利益或於兩岸互動有重大危害情
形者，得經立法院議決由行政院公告於一定期間內，對臺灣地區人民進
入大陸地區，採行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立法院如於會期內一
個月未為決議，視為同意；但情況急迫者，得於事後追認之。 
臺灣地區人民進入大陸地區者，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活動。 
第二項申報程序、第三項、第四項許可辦法及第五項通報程序，由內政
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八項申報對象、期間、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部定之
。 

第九條之一 臺灣地區人民不得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 
違反前項規定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除經有關機
關認有特殊考量必要外，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及其在臺灣地區選舉、
罷免、創制、複決、擔任軍職、公職及其他以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所衍
生相關權利，並由戶政機關註銷其臺灣地區之戶籍登記；但其因臺灣地
區人民身分所負之責任及義務，不因而喪失或免除。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臺灣地區人民已在大陸地區設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
照者，其在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註銷大陸地區戶籍或放棄
領用大陸地區護照並向內政部提出相關證明者，不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
分。 

第九條之二 依前條規定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嗣後註銷大陸地區戶籍或放棄持用大
陸地區護照，得向內政部申請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並返回臺灣地區
定居。 

前項許可條件、程序、方式、限制、撤銷或廢止許可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內政部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第九條之三 曾任國防、外交、大陸事務或與國家安全相關機關之政務副首長或少將以上
人員，或情報機關首長，不得參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
關（構）、團體所舉辦之慶典或活動，而有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 

前項妨害國家尊嚴之行為，指向象徵大陸地區政權之旗、徽、歌等行禮
、唱頌或其他類似之行為。 

第 十八 條 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內政部移民署得逕行強
制出境，或限令其於十日內出境，逾限令出境期限仍未出境，內政部移民署
得強制出境： 

一、未經許可入境。 
二、經許可入境，已逾停留、居留期限，或經撤銷、廢止停留、居留、

定居許可。 
三、從事與許可目的不符之活動或工作。 
四、有事實足認為有犯罪行為。 
五、有事實足認為有危害國家安全或社會安定之虞。 
六、非經許可與臺灣地區之公務人員以任何形式進行涉及公權力或政

治議題之協商。 



內政部移民署於知悉前項大陸地區人民涉有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者，於強制出境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該等大陸地區人民除經依法
羈押、拘提、管收或限制出境者外，內政部移民署得強制出境或限令出
境。 
內政部移民署於強制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強
制已取得居留或定居許可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境前，並應召開審查會。但
當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審查會審查，逕行強制出境： 
一、以書面聲明放棄陳述意見或自願出境。 
二、依其他法律規定限令出境。 
三、有危害國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或從事恐怖活動之虞，且情

況急迫應即時處分。 
第一項所定強制出境之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由內政部定之。 
第三項審查會由內政部遴聘有關機關代表、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共
同組成，其中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且社會公正人士及學者專家
之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第十八條之一 前條第一項受強制出境處分者，有下列情形之一，且非予收容顯難強制出
境，內政部移民署得暫予收容，期間自暫予收容時起最長不得逾十五日，
且應於暫予收容處分作成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機會： 

一、無相關旅行證件，或其旅行證件仍待查核，不能依規定執行。 
二、有事實足認有行方不明、逃逸或不願自行出境之虞。 
三、於境外遭通緝。 
暫予收容期間屆滿前，內政部移民署認有續予收容之必要者，應於
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定續予收容。續予收容之
期間，自暫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四十五日。 
續予收容期間屆滿前，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內政部移民署認有
延長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裁
定延長收容。 
延長收容之期間，自續予收容期間屆滿時起，最長不得逾四十日。 
前項收容期間屆滿前，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內政部移民署認有
延長收容之必要者，應於期間屆滿五日前附具理由，再向法院聲請
延長收容一次。延長收容之期間，自前次延長收容期間屆滿時起，
最長不得逾五十日。 
受收容人有得不暫予收容之情形、收容原因消滅，或無收容之必要
，內政部移民署得依職權，視其情形分別為廢止暫予收容處分、停
止收容，或為收容替代處分後，釋放受收容人。如於法院裁定准予
續予收容或延長收容後，內政部移民署停止收容時，應即時通知原裁
定法院。 
受收容人涉及刑事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者，內政部移民署於知悉後
執行強制出境十日前，應通知司法機關；如經司法機關認為有羈押
或限制出境之必要，而移由其處理者，不得執行強制出境。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大陸地區
人民如經司法機關責付而收容，並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其於修
正施行前之收容日數，仍適用修正施行前折抵刑期或罰金數額之規
定。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經收容
之大陸地區人民，其於修正施行時收容期間未逾十五日者，內政部
移民署應告知其得提出收容異議，十五日期間屆滿認有續予收容之
必要，應於期間屆滿前附具理由，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已逾十五
日至六十日或逾六十日者，內政部移民署如認有續予收容或延長收
容之必要，應附具理由，於修正施行當日，向法院聲請續予收容或
延長收容。 
同一事件之收容期間應合併計算，且最長不得逾一百五十日；本條
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六月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後收容之期間合
併計算，最長不得逾一百五十日。 



受收容人之收容替代處分、得不暫予收容之事由、異議程序、法定
障礙事由、暫予收容處分、收容替代處分與強制出境處分之作成方
式、廢（停）止收容之程序、再暫予收容之規定、遠距審理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準用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三項、第
三十八條之一至第三十八條之三、第三十八條之六、第三十八條之
七第二項、第三十八條之八第一項及第三十八條之九規定辦理。 
有關收容處理方式、程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前條及前十一項規定，於本條例施行前進入臺灣地區之大陸地區人
民，適用之。 

第十八條之二 大陸地區人民逾期居留未滿三十日，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者，經依
第八十七條之一規定處罰後，得向內政部移民署重新申請居留，不適用第
十七條第八項規定。 

前項大陸地區人民申請長期居留或定居者，核算在臺灣地區居留期
間，應扣除一年。 

第二十一條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非在臺灣地區設
有戶籍滿十年，不得登記為公職候選人、擔任公教或公營事業機關 (構) 人
員及組織政黨；非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滿二十年，不得擔任情報機關 (構) 
人員，或國防機關 (構) 之下列人員： 

一、志願役軍官、士官及士兵。 
二、義務役軍官及士官。 
三、文職、教職及國軍聘雇人員。 
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得依法令規定擔任大學
教職、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不受前項在臺
灣地區設有戶籍滿十年之限制。 
前項人員，不得擔任涉及國家安全或機密科技研究之職務。 

第二十六條 支領各種月退休 (職、伍) 給與之退休 (職、伍) 軍公教及公營事業機關 (
構) 人員擬赴大陸地區長期居住者，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改領一次退休 (職、
伍) 給與，並由主管機關就其原核定退休 (職、伍) 年資及其申領當月同職
等或同官階之現職人員月俸額，計算其應領之一次退休 (職、伍)給與為標
準，扣除已領之月退休 (職、伍) 給與，一次發給其餘額；無餘額或餘額未
達其應領之一次退休 (職、伍) 給與半數者，一律發給其應領一次退休 (職
、伍) 給與之半數。 

前項人員在臺灣地區有受其扶養之人者，申請前應經該受扶養人同意。 
第一項人員未依規定申請辦理改領一次退休 (職、伍) 給與，而在大陸
地區設有戶籍或領用大陸地區護照者，停止領受退休 (職、伍) 給與之
權利，俟其經依第九條之二規定許可回復臺灣地區人民身分後恢復。 
第一項人員如有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領取一次退休 (職、伍) 給
與，由原退休 (職、伍) 機關追回其所領金額，如涉及刑事責任者，移
送司法機關辦理。 
第一項改領及第三項停止領受及恢復退休 (職、伍) 給與相關事項之
辦法，由各主管機關定之。 

第三十三條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擔任大陸地
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不得擔任經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會商各該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
關 (構) 、團體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擔任大陸地區之職務或為其成
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經許可： 
一、所擔任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或具政治性機關 (構) 、團體

之職務或為成員，未經依前項規定公告禁止者。 
二、有影響國家安全、利益之虞或基於政策需要，經各該主管機關會商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公告者。 
臺灣地區人民擔任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職務或為其成員，
不得從事妨害國家安全或利益之行為。 



第二項及第三項職務或成員之認定，由各該主管機關為之；如有疑義，
得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同相關機關及學者專家組成審議委員會審議
決定。 
第二項及第三項之公告事項、許可條件、申請程序、審查方式、管理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會商各該主管機關擬訂，
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擔任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之職務或為
其成員者，應自前項辦法施行之日起六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屆
期未申請或申請未核准者，以未經許可論。 

第三十三條之一 臺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非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不得
為下列行為： 

一、與大陸地區黨務、軍事、行政、具政治性機關 (構) 、團體
或涉及對臺政治工作、影響國家安全或利益之機關 (構) 、
團體為任何形式之合作行為。 

二、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為涉及政治性內
容之合作行為。 

三、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聯合設立政治性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臺灣地區非營利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之合作行為，不得違反法令規定或涉有政治性
內容；如依其他法令規定，應將預算、決算報告報主管機關者，
並應同時將其合作行為向主管機關申報。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從事第一項所定之行為，且於本條例修正
施行後仍持續進行者，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向主
管機關申請許可；已從事第二項所定之行為者，應自本條例修正
施行之日起一年內申報；屆期未申請許可、申報或申請未經許可
者，以未經許可或申報論。 

第三十三條之二 臺灣地區各級地方政府機關 (構) 或各級地方立法機關，非經內政部會
商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報請行政院同意，不得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締結聯
盟。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從事前項之行為，且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後
仍持續進行者，應自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三個月內報請行政院
同意；屆期未報請同意或行政院不同意者，以未報請同意論。 

第七十九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二項之首謀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營運人或船長、機長、
其他運輸工具駕駛人違反第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主管機關得處該中華
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一定期間之停航，或廢止其有關證照
，並得停止或廢止該船長、機長或駕駛人之職業證照或資格。 
中華民國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所有人，有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行
為或因其故意、重大過失致使第三人以其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
從事第一項至第四項之行為，且該行為係以運送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
臺灣地區為主要目的者，主管機關得沒入該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
具。所有人明知該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得沒入，為規避沒入之
裁處而取得所有權者，亦同。 
前項情形，如該船舶、航空器或其他運輸工具無相關主管機關得予沒入
時，得由查獲機關沒入之。 

第七十九條之一 受託處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往來有關之事務或協商簽署協議，逾
越委託範圍，致生損害於國家安全或利益者，處行為負責人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除處罰行為負責人外，對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
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金。 

第七十九條之二  違反第四條之四第一款規定，未經同意赴大陸地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
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第七十九條之三 違反第四條之四第四款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 

違反第五條之一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其情節嚴重或再為相同、類似之違反行為者，處五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情形，如行為人為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處罰其行為負責
人；對該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並科以前項所定之罰金。 

第 九十 條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處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擔
任其他職務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 

前項以外之現職及退離職未滿三年之公務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
定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 
不具備前二項情形，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九十條之一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身分，退離職未滿三年之公務
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 (職、伍) 金及相關給
與之權利。 

前項人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其領取月退休 (職、伍) 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 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至其原因消
滅時恢復。 
第九條第四項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五款身分以外退離職未滿三年之
公務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者，其領取月退休 (職、伍) 金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 (職、伍) 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至其原因消
滅時恢復。 
臺灣地區公務員，違反第三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者，喪失領受退休 (
職、伍) 金及相關給與之權利。 

第九十條之二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三十三條之二第一項規定者，處新臺幣十
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 

違反第三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十三條之三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主管機關並得限期令
其申報或改正；屆期未申報或改正者，並得按次連續處罰至申報或
改正為止。 

第九十一條 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三項或第九項行政院公告之處置規定者，處新臺幣二萬元
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第四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鍰。 
具有第九條第四項第四款身分之臺灣地區人民，違反第九條第五項規定
者，（原）服務機關或委託機關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 
違反第九條第八項規定，應申報而未申報者，（原）服務機關得處新臺
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得由（原）服務機關視情節，自其行為時起停
止領受五年之月退休（職、伍）給與之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百，情節重
大者，得剝奪其月退休（職、伍）給與；已支領者，並應追回之。其無
月退休（職、伍）給與者，（原）服務機關得處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一
千萬元以下罰鍰。 
前項處罰，應經（原）服務機關會同國家安全局、內政部、法務部、大



陸委員會及相關機關組成之審查會審認。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其領取之獎、勳（勛）章及其執照、證書，應
予追繳註銷。但服務獎章、忠勤勳章及其證書，不在此限。 
違反第九條之三規定者，如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洩密罪或其他犯罪行
為，應依刑法、國家安全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