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或延期
居留及變更居留原因送件須知 
一、法令依據： 

（一）入出國及移民法（以下簡稱移民法）第九條及第十六條。 

（二）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申請入國居留定居許可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十二條至第十八條。 

二、適用對象： 

（一）僑居國外之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以下簡稱無戶籍國民）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得向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本署）申請在臺

灣地區居留： 

1.有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區

設有戶籍。其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被收養者年齡應在十

二歲以下，且與收養者在臺灣地區共同居住，並以二人為

限。 

2.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3.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成年子女。 

4.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灣地區合法連續停留七年以上，且每

年居住一八三日以上。 

5.在臺灣地區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投資，經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6.曾在臺灣地區居留之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就

學之僑生畢業後，返回僑居地服務滿二年。 

7.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或為臺灣地區所需之高級專業人

才。 

8.具有特殊技術或專長，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延聘回國。 

9.前款以外，經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校院任用或聘僱。 

10.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

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

第十一款工作。 

11.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僑生。 



 

12.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業技術訓練之

學員生。 

13.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究實習之碩士、

博士研究生。 

14.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

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款工作。 

（二）前款第一目至第十目人員之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得隨同申請，

未隨同申請者，得於本人入國居留許可後定居許可前申請。 

（三）移民法施行前已入國之無戶籍國民，未能強制其出國者。 

（四）放棄外國國籍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身分代碼三七二）。 

（五）具下列情形之無國籍人民，未能強制出國，經本署許可居留

後，在國內取得國籍者： 

1.移民法施行前已入國之泰國、緬甸或印尼地區無國籍人民

（身分代碼三七一）。 

2.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入國，

經教育部或僑務委員會核准自泰國、緬甸地區回國就學或

接受技術訓練（身分代碼三九二）。 

3.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入國，經文化部蒙藏文化中

心認定之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身分代碼三九

三）。 

三、申請程序及處所： 

（一）在海外地區者：應向我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外

交部授權機構（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提出申請，由駐外館處核

轉本署辦理。 

（二）在大陸地區者：應向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四

條第一項所定機構或依第二項規定受委託之民間團體在大陸

地區設立之分支機構提出申請，核轉本署辦理；無分支機構

者，應由本人在臺灣地區之親屬或配偶或其等委託之移民業

務機構、甲種以上旅行社代向本署申請。 

（三）在香港或澳門者：應向香港或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提出



 

申請，核轉本署辦理。 

（四）在臺灣地區者：應由本人或委託他人、移民業務機構向本署服

務站申請。 

四、應備文件（依規定繳附之文件為外文者，應經駐外館處驗證，本署得

要求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譯本。如在香港、澳

門或大陸地區製作之文書，應經香港、澳門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或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 

（一）依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申請居留： 

1.申請書，並貼正面彩色脫帽相片一張（同國民身分證相片

規格）。 

2.僑居地或居住地身分證明文件（指僑居國護照。但未取得

僑居國公民身分者，為僑居國永久居留或長期居留證明文

件）。 

3.我國護照或足資證明具有我國國籍之文件，例如國籍證明

書、華僑身分證明書（不包括檢附華裔證明文件，向僑務委

員會申請核發者）或國防部核發本人之前國軍官兵證明文

件等。 

4.僑居地或居住地之全國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且自核發

日起六個月內有效（例如：僑居美國者應出具美國聯邦調

查局所核發之全國無犯罪紀錄證明）；未成年者免附。但有

配額限制者，於核配時繳附。 

5.最近三個月內之健康檢查合格證明（應由衛生福利部指定

之公私立醫院檢查，且符合其訂定之居留或定居健康檢查

項目表。在國外提出申請，如衛生福利部未於該僑居國指

定醫院者，得由當地合格醫院檢查）；六歲以上十二歲以下

兒童，來自免驗國家或地區可僅附麻疹及德國麻疹疫苗預

防接種證明；來自非免驗國家或地區之兒童，尚須加附腸

內寄生蟲糞便檢查及漢生病檢查；未滿六歲者，得以外文

預防接種證明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代替，或檢附我

國醫療院所出具之預防接種證明（或兒童健康手冊）正本、



 

影本（正本驗畢退還）取代。但有配額限制者，於核配時繳

附。 

6.大陸地區出生者，應另附未在大陸地區設有戶籍及領用大

陸地區護照之證明文件。 

7.未成年人申請者，應檢附父母雙方之同意書；父母離婚者，

附取得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者之同意書。 

8.已入國合法停留期間申請者（應持我國護照入國），加附入

國許可證件。 

9.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並於代申請人簽章處，

親筆簽名或蓋章。 

（二）依第二點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申請居留： 

1.申請書，並貼正面彩色脫帽相片一張（同國民身分證相片

規格）。 

2.歸化國籍許可證書正本、影本一份（正本驗畢退還）。 

3.外僑居留證正本、影本一份（正本驗畢退還）。 

4.載有居留地址之證明文件，如我國國籍配偶辦妥結婚登記

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正本、影本一份（正本驗畢退還） 

5.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並於代申請人簽章處，

親筆簽名或蓋章。 

（三）申請延期居留： 

1.延期留臺申請書一份，並貼正面彩色脫帽相片一張（同國

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2.居留證正本。 

3.我國護照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無者免附）。 

4.原申請居留原因仍繼續存在之證明文件一份，例如：依親

居留者，檢附依親對象之戶口名簿或國民身分證正本、影

本（正本驗畢退還）；就學居留者，檢附在學證明文件；工

作居留者，檢附取得工作許可之證明文件。 

5.依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申請延期留臺者，檢附延期理由說

明書。 



 

6.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並於代申請人簽章處，

親筆簽名或蓋章。 

（四）申請變更居留原因，每次出國在三個月以內者，得免附第一款

第二目至第五目文件。 

（五）其他相關證明文件（如附表）。 

五、證件費用： 

（一）在國外申請者：新臺幣一千三百元。 

（二）已入國合法停留期間申請者（含變更居留原因）：新臺幣一千

元。 

（三）具僑生身分者：新臺幣五百元。 

（四）延期居留：新臺幣三百元。 

六、注意事項： 

（一）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案件，其資料不符或欠缺者，應於本署書

面通知送達之翌日起十五日內補正（申請資料須至國外申請

或國外申請案件，補正期間為三個月）。未於規定期限內補正

者，本署駁回其申請。 

（二）在國外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核發單次入國許可證及臺灣地區

居留證副本。申請人應於該副本效期（自核發之翌日起六個

月內有效）屆滿前持憑入國，並於入國之翌日起三個月內，持

該副本、外僑居留證（無者免附）及身分證明等文件，至本署

服務站換領臺灣地區居留證。但未成年者，應由其法定代理

人換領。 

（三）本署核發之臺灣地區居留證已內含臨人字號入國許可，依第

二點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於居留期間如

有出國需求，應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我國護照，始得持

憑入出國境。 

（四）依第二點第四款及第五款規定申請居留經許可者，應於接獲

許可通知時，檢附外僑居留證及相關文件，向設籍地之本署

服務站洽領臺灣地區居留證。 

（五）延期居留及變更居留原因期間每次為三年。但延期居留及變



 

更居留原因為第二點第一款第八目至第十四目之情形者，居

留證有效期間依聘僱或就學、受訓、實習期間核發，且最長不

得逾三年。 

七、審查所需時間： 

（一）居留：七日（不含收件日、例假日、補件及郵寄時間）。 

（二）延期居留、變更居留原因：三日。 

  



 

 

相關證明文件一覽表 

身 分 
身分代

碼 
相關證明文件舉例 

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結婚未滿四年，

且無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

者。 
AF351 

一、臺灣地區親屬之國民身

分證或戶口名簿正、影本

（驗正本、收影本）或三個

月內全戶戶籍謄本及足

資證明親屬關係文件。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55)。 

與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結婚滿四年，或

有未成年子女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AF352 

有直系血親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者。 
AF353 

有兄弟姊妹或配偶之父母在臺灣地區設有

戶籍者。 AF354 

在臺灣地區有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之投

資，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或備查

者。 

AF358 

一、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核

准或備查及實行投資並經

審定之證明。 

二、僑居香港或澳門地區之無

戶籍國民檢附商業司或直

轄市政府核准函及公司設

立（變更）登記表。 

三、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59)。 

曾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來臺就

學，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畢業後返回僑

居地服務滿二年者。 
AF360 

一、畢業證書及畢業後回僑居

地服務滿二年(每年在國

外服務滿二七Ｏ日以上)

之證明文件。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61)。 

具有特殊技術及經驗，經中央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延聘回國者。 
AF362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准證明文件。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63)。 

其他經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院校任用或

聘僱者。 
AF364 

一、政府機關或公私立大專院

校聘僱書或證明書。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65)。 

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六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十一款工作

者。 
AF366 

一、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證明文

件；未具外國國籍者，僅需

附工作證明文件，免檢附

勞動部核發之工作許可。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附表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67)。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就學之

僑生。 AF368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證

明文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接受職

業技術訓練之學員生。 AF369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回國從事研

究實習之碩士、博士研究生。 AF389 

經中央勞動主管機關許可在臺灣地區從事

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

十款工作者。 AF370 

中央勞工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許可證明文件；未具

外國國籍者，僅需附工作證明

文件，免檢附勞動部核發之工

作許可。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前已入國之泰國、緬

甸或印尼地區無國籍人民，經歸化取得我

國國籍者。 

AF371 
一、歸化國籍許可證書。 

二、取得國籍一覽表。 

放棄外國國籍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 
AF372 

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至九十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入國之無國籍人民，經教育部或

僑務委員會核准自泰國、緬甸地區回國就

學或接受技術訓練，未能強制其出國，經

本署許可居留，在國內取得國籍者。 

AF392 

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以前入國之印度

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未能強制其出

國，且經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認定其身分，

經本署許可居留，在國內取得國籍者。 

AF393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經內政部許可歸化我

國國籍者。 AF397 

為我國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經內政部許

可歸化我國國籍者。 AF398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前已入國之臺灣地區

無戶籍國民，未能依規定強制出國者。 

AF373 

一、我國護照或其他足資證明

具有我國國籍之文件。 

二、入國許可證件。 

三、起訴書或不起訴處分書。 

四、出生地證明。 

五、入國日期證明。 

現任僑選立法委員。 
AF382 

一、僑選立法委員當選證書。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83)。 

居住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在國外出生之

成年子女。 

AF384 

一、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外文及

中譯本出生證明。 

   1.婚生子女：父或母在臺設

有戶籍並辦妥結婚登記

之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

簿正、影本（驗正本、收



 

影本）。 

   2.非婚生子女：父為設有戶

籍國民，檢附父已完成認

領手續之三個月內戶籍

謄本；母為設有戶籍國

民，檢附母之國民身分證

或戶口名簿正、影本（驗

正本、收影本），出生證

明載有生父姓名者，加附

母未婚切結書。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55)。 

持我國護照入國，在臺灣地區合法連續停

留七年以上，且每年居住一八三日以上。 AF385 
一、我國護照。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86)。 

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獻，或為臺灣地區

所需之高級專業人才。 
AF387 

一、符合申請之證明文件(此類

申請案須經審查會審查)。 

二、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加附親

屬關係證明文件(AF388)。 

來臺就學(畢業後)、工作或投資，因居留

原因消失申請留臺覓職者 
AF395 

延期留臺說明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