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照片取自臺北市新移民婦女暨家庭服務中心網站資料  



 

  
 

截至 107年 2月臺北市人口統計資料，本市新移民人數最多之前 3區，

分別是萬華區、文山區及大安區。 

 

    新移民又稱為新住民，指剛移民到另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士。 

   臺灣新住民（Taiwanese new immigrants）是中華民國政府對 1990年

代後經過跨國婚姻或其它原因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的稱呼。 

 

    要取得中華民國國籍須依據國籍法、國籍法施行細則等規定申請。 

    大部分新移民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原因，是為國人配偶或行使負擔我國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一般而言大陸配偶取得國籍之時間為 6年，而其他國家配偶為 4年。 

    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顯示，目前已取得本國國籍及身分證的人口超過

65萬人，佔臺灣人口 3%以上，在數年前即已超越臺灣原住民的人口 56萬人

（2018年，約 2.4%），成為臺灣第二大族群。 

    另外從內政部戶政司網站民國 100年至 106年新移民統計資料分析，新

移民原屬國為東南亞國籍人數有上升之趨勢。以越南、印尼及泰國較為眾人

熟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7%BB%E6%B0%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9C%8B%E7%B1%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5%85%A7%E6%94%BF%E9%83%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8%8F%AF%E6%B0%91%E5%9C%8B%E8%BA%AB%E5%88%86%E8%AD%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4%BA%BA%E5%8F%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8E%9F%E4%BD%8F%E6%B0%91


 

       

(一) 國籍法修正部分條文第 3 條、第 4 條、第 9 條、第 11 條、第 19

條，於 105年 12月 2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本次修正重點係以「延

攬優秀外國人才」及「保障新住民權益」為主軸。 

(二) 修法前後比較 

 修法前 修法後 

特殊身分 

(對我國有特殊貢獻或有助

我國利益高級專業人才) 
須放棄原屬國籍 無須放棄原屬國籍 

外籍配偶 須提出財力證明 不須財力證明 

受家暴離婚或喪偶之外籍

配偶未再婚，與亡故配偶親

屬仍有往來或扶養未成年

子女 

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

間為 5 年 

申請歸化合法居留期

間為 3 年 

品行認定 品行端正，無犯罪紀錄 

無不良素行 

(內政部另訂「歸化國籍

無不良素行認定辦法」) 

喪失原屬國籍文件提出時

間 

先喪失後歸化： 

歸化時須提出喪失原

屬國籍文件 

先歸化後喪失： 

取得我國國籍後，再補

提喪失原屬國籍文件 

撤銷歸化 
撤銷前當事人無陳述

意見之機會 

撤銷前當事人有陳述

意見之機會 

(通謀為虛偽結婚或收

養者除外) 



 

  

  

  前國籍法施行條例規定，內政部須指定新聞紙 2種，令聲請人登載取得

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事實。                                                                                                       

                                   
                                                                                                                 

   警察局公文內容除證明無素行不良外，也針對體格特徵、生活情形做一

簡單描述。

 

 

 



 

     

 

  

新移民各國結婚人數統計表 

  地區 

年度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東南亞 

地 區 
其他地區 

民國 100年 12,800 663 4,887 3,166 

民國 101年 12,034 679 4,784 3,103 

民國 102年 10,829 713 4,823 3,127 

民國 103年 10,044 942 5,466 3,249 

民國 104年 9,322 1,133 6,252 3,281 

民國 105年 8,673 1,140 7,111 3,435 

民國 106年 7,634 1,316 8,569 3,578 

總計 71,336 6,586 41,892 22,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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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各國離婚人數統計表 

   地區 

年度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東南亞 

地 區 
其他地區 

民國 100年 8,628  112  4,723  691  

民國 101年 8,110  125  4,428  772  

民國 102年 7,144  133  4,122  692  

民國 103年 6,735  155  3,864  728  

民國 104年 6,354  167  3,923  656  

民國 105年 6,092  196  3,807  680  

民國 106年 5,892  202  4,040  666  

總計 48,955  1,090  28,907  4,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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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之新生兒出生比例 

地區 

年度 
大陸地區 港澳地區 

東南亞 

地 區 
其他地區 

民國 100年 8,788 149 6,215 245 

民國 101年 9,845 211 6,935 304 

民國 102年 7,866 169 5,604 280 

民國 103年 7,973 178 5,118 569 

民國 104年 7,127 213 5,577 336 

民國 105年 6,691 249 5,640 303 

民國 106年 5,473 280 5,685 340 

總計 53,763 1,449 40,774 2,377 
 

          

    新移民結、離婚以及新生兒出生比之數據起伏，可觀察出這 7 年間新移

民人數及比例之更迭與各個地區新移民之多寡。 

 
    讓我們瞭解多元文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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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越南語 

首都：河內 

面積：331,051.4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位於中南半島東側， 北與中國廣東、廣西、雲南 3省為界，西

鄰寮國及柬埔寨，東濱南中國海之東京灣，全境成狹長如 S形狀。 

人口：9,524萬人(2017年) 

宗教：佛教、天主教、道教、基督教 

幣制：Dong (盾) 

外裔及外籍配偶人數(76年~106年)：100,418人。 

 



 

 

越南的傳統服飾「奧黛」是

一種象徵端莊典雅、正式的

女性服飾，如同中國的旗袍。

奧黛為四片式長衫，兩側開

衩至腰部，下半身另著長褲。

越南女性出席重要場合時會

穿奧黛，許多高中也指定白

色奧黛當作女學生制服。

 

 

越南受到中國、法國的影響，

是東南亞唯一以筷子作為食

具的料理文化。越南料理多

使用魚露、香茅、醬油、新

鮮香草、水果和生鮮蔬菜。

特色小吃如：生春捲、炸春

捲、鴨仔蛋、烤魚乾、各式

甜湯。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

部、臺北市新移民專區網站中

文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民國 61年，臺北市政府籌劃平價住宅，將它命名為安康社區。 

 

民國 64年 4月，長達 20年的越南戰爭結束，大批華僑離開越南，而安

康社區便因緣際會成了近 6千位越南華僑落腳的地方。 

 

民國 89年安康市場內有將近 20個攤販兜售各式各樣越南商品及食物，

魚露、香茅、河粉、羅望子糖及姊妹們寄賣的各式點心琳瑯滿目，充滿

南洋風味的傳統滋味讓人一解思鄉之愁。 

 

民國 95年安康市場正式關閉，昔日市集異國語言喧騰的景象雖已消失，

然而時至今日依舊可見越南風味食堂或雜貨小舖隱身文山街道巷弄。 

 

 

 



 

 

  

                                               

                                                                 

 

盛產香料，在菜肴中加入椰漿及胡椒、丁香、

薑黃、咖喱等，以及各種辛香料。主食是米、

玉米或薯類，喜辣食及油炸食品。由於伊斯

蘭教義中不食豬肉，餐廳普遍供應牛肉、雞

和魚，用餐時會搭配辣椒醬跟魚餅一起食用。

當地小吃有：沙嗲、黃豆餅、炸薑豆腐、餛

飩、魚丸、麵食類。 

 

國旗

8 8  

國花 國徽 

首都：雅加達  

官方語言：印尼語  

土地面積：1,904,569平方公里  

人口：2億 6千 327萬人（2017年）  

宗教：回教佔約 85％ 

貨幣：印尼盾  
地理位置：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別稱「千島之國」，
全國共 17,508 個大小島嶼，其中約 6,000 島嶼有人居
住，陸地總面積約 192萬平方公里，居世界第 13位。 

外裔及外籍配偶人數(76年~106年)：29,451人。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 
中文版臺北市新移民專區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擁有世界上回教徒人口最多的國家，回教徒每天定時朝拜，成為生活中固定的作

息；印尼人對時間看法較寬鬆，與之約會或餐宴遲到半小時至一小時仍屬常事。回教

人士以「右手為尊、左手為卑」，所以遞名片、給小費及收遞物品都以右手為之，方不

致失禮。 

常年氣候溫熱，約攝氏 24至 32度，夏季溫度較臺北低，最熱  

時亦不過 34度，故一般僅著薄衣裝或短袖襯衫。印尼傳統服飾稱為 

巴迪克(BATIK)，質料有絲質或棉布，色彩鮮艷，圖案優美，具民族 

特色，正式場合及晚宴多穿著此服飾。公務員亦著短袖青年裝，重 

要場合始著 BATIK或西裝。 

齋戒月 

依伊斯蘭教曆法的九月進行，齋戒時從日出到日落

不得飲食，並且會作奉獻。當齋戒月的結束的那天

稱為蘭巴日，有為期兩天喧鬧慶典。 

涅皮日 

峇里島的新年，根據沙卡曆選擇第 9個月新月後的

那 1天。峇里島人以冥思、纖悔慶祝，不生火、不

進食、不外出，夜裡也不點燈，是一個寂靜的節日。 

奔牛節 

每年 9月下旬在蘇門答臘島上舉行冠軍賽，騎手站

在兩頭牛隻架起的耕犁上，拉著牛尾巴並設法保持平衡，從起點到終點都跑在同一條

線上的隊伍才是冠軍。 

抓魚節 

龍目島的薩沙克族傳統的抓魚節，每年以當地曆法 10月 20日漁汛期出海，捕撈公主

魚（公主魚是一種有紅、黃、白、綠等顏色的海魚，似蜈蚣）。當地人以捕獲的情形

來占卜年景、預測收成。 

華人新年 

2002年起印尼政府正式將春節定為印尼的官方節日，取消印尼華人不准華人公開慶祝

農曆新年的規定，讓華人可以張燈結綵熱熱鬧鬧的慶祝。 

 

※資料來源： 

駐印尼台北經濟貿易代表處、臺北市新移民專區 



 

                   

地理概況：座落於東南亞中心地帶，東南接連柬埔寨，南接馬來

西亞，西鄰緬甸，東北與北部與寮國接壤，南臨暹羅灣，西南面

印度洋，地處戰略要衝。 

外裔及外籍配偶人數(76年~106年)：8,703人。 

 

首都 曼谷 語言 泰語(暹羅語) 

人口 6840餘萬人(2017 年) 國花 金鏈花 

宗教 佛教 幣制 THB (泰銖) 

國土面積 泰國的國土面積約為 513,000 平方公里，大約 14 個臺灣的大小。 

氣候 

位於地球的潮濕熱帶地區，屬於熱帶性氣候。年平均溫在攝氏 18-34度之間，大

部分地區屬於熱帶莽原氣候，指有明顯的旱季與雨季，南部和東部地區則屬於熱

帶雨林氣候，也就是全年多雨。 

特色 

泰國是個傳統的佛教國家，性格溫和、熱情、有禮貌。人們見面打招呼時通常雙

手合十於胸前，互相問候。在泰國，頭被認為是最神聖的部位，非常忌諱別人觸

摸頭部的；在傳遞東西和接拿物品時，使用右手才是禮貌的。 

重要節慶 

 宋干節 

古代泰國以宋干節為新年，每年 4 月 13日至 15日農閒時節，在全國各地懸掛國

旗、浴佛、浴僧，向長輩行灑水禮並祈求賜福。因此人們也稱此節慶為「潑水節」。 

 水燈節 

每年泰曆 12月 15日夜晚間進行，農民放水燈來感謝河神，並祈求來年風調雨順；

青年男女放水燈來祈求能找到如意伴侶；佛教徒則祈求災禍隨水而去，幸福隨波

而來。 

 大象節 

每年 11 月份在素輦這個地區舉辦的獵象表演盛會，吸引國內外千千萬萬的觀光

遊客前來觀賞。 

資料來源: 外交部網站、臺北市新移民專區網站、駐泰國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網站、每日頭條 泰

國傳統服飾，你了解多少？、維基百科-泰國、每日頭條 泰國國花 金鍊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國花：金鍊花(阿勃勒)又稱爲宋干花 

https://kknews.cc/


 

 

泰國人以米食為主，泰式料理特色為多具酸辣味。烹調上多使用蝦醬、魚露、椰

奶、鮮黃薑、青檸汁和新鮮香料。特色小吃有：各式咖哩搭配香米、青木瓜沙拉、

酸辣湯等等。泰國人吃飯慣用右手，左手只能用來拿一些他們認為的不潔之物。

       

 

 

泰國男子的傳統民族服裝叫「絆尾幔」紗籠和「帕農」紗籠。帕農是一種用布纏裹

腰和雙腿的服裝。絆尾幔是用一塊長約 3米的布包纏雙腿，再把布的兩端卷在一起，

穿過兩腿之間，塞到腰背處。由於紗籠下擺較寬，穿著舒適涼爽。 

泰國女子的傳統民族服裝叫筒裙。筒裙同紗籠一樣，布的兩端寬邊縫合成圓筒狀，

穿時先把身子套進布筒里，然後用右手把布拉向右側，左手按住腰右側的布，右手

再把布拉回，折回左邊，在左腰處相疊，隨手塞進左腰處。穿時也可以用左手以同

樣動作向相反方向完成。

   

鐺鐺車 TukTuk 水上市場 



 

    

     

       對於新移民皆視為一股軟實力之注入，因此官網上有成立專區，提供各項

資訊，以利融入臺灣，如移民署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網

站。 

 

     

 

      



 

   

  

                              臺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1號 7樓 (02)2558-0133 

       1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承辦。 

       2三十餘年來，伊甸率先關懷視障者權益、為身心障礙者爭取權益。隨著社

會結構的變遷、多元文化融合，外籍配偶在臺的人口數日趨攀升，2002

年起開辦「新移民服務」，提供外籍配偶及其家人一系列關懷及成長活動。 

  

                  南港新移民會館 臺北市南港區八德路 4段 768-1號 B1  (02)2788-4911 

                 萬華新移民會館 臺北市萬華區長沙街 2段 171號  (02)2370-1046 

隨著與世界各國之政治、經濟、貿易、社會、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國 

        人眼界逐漸與世界接軌，伴隨聯姻的情形日益增加。為積極尋求建構多元 

        照顧及輔導措施，協助新移民順利適應本地社會，並使國人接納多元文 

        化，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於 94年 2月 26日成立全臺首座「臺北市新移民會 

        館」能照顧眾多新移民並提供全方位的服務。     

                                       臺北市中正區和平西路一段 56號  (02)2369-1001

       1 由學界教授、實務社會工作者、新移民配偶，於 2011年 3月 12日成立。 

       2 以協助新移民及其家庭各項問題、搭建跨文化溝通之橋樑、宣導族群平 

 等與多元文化尊重、欣賞及推展新移民及其子女學習成長為使命。 

   

                                         新北市永和區忠孝街 15號 1樓 (02)2921-0565

  1南洋台灣姐妹會創立的宗旨為協助南洋姐妹逐漸走出孤立，進而成為積 

極的社會參與者。 

 2姐妹會的工作內容分為三大類：基層組織、社會教育、法令政策倡議， 

而每類之間緊密相關，並且相互加強。

 

 



 

 

   

                                          臺北市文山區景興路 127巷 7號(02)2931-2166 

     1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103年 8月委託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辦理，服務臺北市南 

       區(文山、大安、信義區)的新移民及其家庭成員，提供新移民資訊及資源。 

2 服務項目有電話諮詢、個案會談與家訪、親職教育、家庭活動、生活適應

與成長課程、通譯與翻譯。 

 

 

 

 

 

 

 

 

 

 

 

 

 

 

【兒童 power up學苑】 

結合培力文化講師設計主題性課程，

透過節慶介紹、異國美食等方式，使

兒童認識不同文化與風俗民情。 

 

【家長支持團體-新力量 Flip group】 

來這裡和同鄉好友一起聚會、聊天。 

透過相互分享、情感交流，使家長獲

得放鬆與自我照顧。 

【家長培力學苑】 

培力有興趣擔任團體分享者之新移民分享與

交流不同的經驗並安排實務、團體規劃與帶

領技巧課程。藉由參與者之新移民自身經驗

及多元文化、雙語能力之優勢，以不同的主

題性設計與分享提供參與之新移民情緒支

持，另鼓勵成員分享生活、文化、生命經驗

等過程，提供情緒支持及自我照顧。 

 

 



 

 

 

 

 

 

 

 

 

 

 

 

 

 

 

 

 

 

【社區宣導】 

WTO文化互動：設計多元文化遊戲、異

國料理教學活動，藉此讓社區民眾認

識據點服務。 

資源聯繫拜訪暨社區宣導：與公所等

單位合作，由社工員向民眾介紹據點

服務、新移民夥伴及參與民眾互動。 

【親子活動】 

辦理親子活動，邀請新移民家庭一同

來據點共同 DIY美食及手作。讓孩子

有新玩伴、共創與家人之間的溫馨聚

會或活動。 

【家庭出遊系列】 

提供家庭一個出遊喘息放鬆之機會。 

 

 

 

資料提供：臺北市南區新移民社區關懷據點 

          106年活動花絮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北路一段 2號 11樓 1100室 (02)2381-5402 

     以婦幼服務為立基，家庭服務理念為中心，幫助人群中的弱勢邊緣者建立自我價

值與尊嚴為使命，5月將出版新移民在臺灣的「幸福食光」-關於她們的酸甜人生﹗一

書，介紹 13個姊妹的故事，透過飲食與味道融入社會。 

故事 1:《聽媽媽的話》 
離婚後，惠賢獨自撫養兒子，擁有好廚藝的她，曾開過兩家自助餐店。「開餐館的時候，我早上賣清

粥小菜，每天四點起床，我一個人做。」惠賢調侃自己，一旁聽故事的小亮這時忍不住出聲吐槽媽媽：

「假日我們還去賣水果，有一回上大屯山，我坐在摩托車後座左右手各抱一箱水果，一個大轉彎，我

撐不住身子往後倒，接著重心不穩，摩托車傾向一邊翻覆，水果全滾落地，媽媽差點動手打人。」沒

水果可賣，哭笑不得的母子倆坐在路邊發呆，形成一幅有點滑稽的畫面。惠賢和小亮哈哈大笑地把這

則故事講完，我們跟著笑，心倒是挺難受的，悲劇裡的搞笑人物總是特別引人憐憫。 

後來，因右手臂肌腱嚴重撕裂傷，惠賢不得不把店收起來。為

了養家，惠賢並沒有休息太久，手傷未好就開始四處兼差，做

過大樓清潔工、市場菜攤僱員，依舊是一些體力活，身旁朋友

常勸她要多照顧自己，但惠賢永遠是那句話：「有錢賺，就不累。」

有兒子相伴，惠賢就不覺得苦，兒子是惠賢奮戰下去的動力。 

來到拍攝全家福的時刻，惠賢主動提議拍一張裝鬼臉的，拉著

小亮不計形象扮醜，迎來滿室笑聲。挫敗總是猝不及防，唯有

快樂是自找的，這一點惠賢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深。 

故事 2:《不要那麼閃》 
漂亮、愛打扮是觀妹給人的第一印象，她不太在意別人指指點點，以自信的姿態示人，反而為她贏來

許多讚美。在家，觀妹是賢妻，燒了一手好菜，在外，觀妹是俠女，懷抱強烈正義感，時常出手替其

他新住民姊妹解決生活的各種困難。 

觀妹的一位好姊妹說，「有一回我被婆婆罵，蹲在家門口哭，

觀妹心疼我，顧不得鄰居聚集圍觀，跑來我家指責夫家人的不

是；煮越南家鄉菜的時候，觀妹也會馬上想到我，一定會多煮

一點，送來給我吃。」或許就是這樣熱心的個性，曾有鄰居鼓

勵觀妹出來選里長。 

觀妹追求的幸福不是大富大貴，她努力經營的幸福是一家和樂。

採訪那天，我們親眼見證，觀妹和先生手牽手上市場採買，到

家時兩個女兒正忙著幫媽媽備菜，沒分到工作的龍大哥不甘寂

寞地留在廚房，三不五時跟女兒鬥嘴，講笑話討老婆開心，然後轉頭告訴我們：「不惹老婆生氣的男

人，最帥！」 

資料提供：財團法人天主教善牧社會福利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