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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9 日 

台內移字第 10809337372 號 

修正「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部  長 徐國勇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許可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

合： 
一、會務或財務不健全，經主管機關糾正、限期改善、限期整理，仍未改善。 
二、違反本辦法規定，受廢止或撤銷許可處分。 
三、董事、理事或監事兼任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 
四、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從事人口販運或使人虛偽結

婚，而犯刑法第二百十四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第三百三十九條之普通

詐欺罪、第三百四十二條之背信罪、護照條例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二條或人

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一條至第三十四條之罪，經判決有罪。 
五、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犯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

罪、妨害風化罪章之罪、第二百四十條至第二百四十三條之妨害婚姻及家庭

罪、第二百九十六條至第三百條、第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

五條之妨害自由罪、第三百三十二條之強盜罪、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百四

十八條之擄人勒贖罪、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三十二條至第四十條、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三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七十九條、第八十三條或本法第七十三條之罪，經

判決有罪。 
六、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規

定受罰鍰處分二次以上。 
七、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曾任其他經許可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之代表人期間，該法人有第二十二條第

三款至第八款或第十一款至第十三款所定情形之一，致許可處分受廢止。 
八、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曾因任職於其他經許可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工作人員時之行為，致該法

人有第二十二條第六款所定情形，其許可處分受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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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代表人或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現為其他經許可從事跨國（境）

婚姻媒合財團法人或非營利社團法人之代表人；或代表人現為任職於其他法

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工作人員。 
   有前項第二款或第六款至第八款規定情形之一者，自該款所定情形發生之日起，

四年內不得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有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情形，經判處

免刑、拘役、罰金或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者，自判決確定之日起，十年內不得申請從事

跨國（境）婚姻媒合。 
第 四 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應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

份，向內政部移民署（以下簡稱移民署）提出申請： 
一、申請書。 
二、服務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 服務項目及流程。 
(二) 收入來源及支出預算。 
(三) 收費項目及金額。 
(四) 服務地點。 
(五) 工作人員名冊及薪資。 
(六) 預定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之書面契約。 
(七) 其他與推動跨國（境）婚姻媒合服務有關之內容。 

三、 法人登記證明文件、董（理）事、監事名冊等影本。財團法人並應檢附載明

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捐助章程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其從事跨國

（境）婚姻媒合服務之核准函影本；非營利社團法人並應檢附章程，章程所

載之宗旨或工作項目有變更者，應一併檢附主管機關同意該變更事項之核備

函影本。 
   移民署得視需要，要求申請人繳交前項第三款文件之正本。 
第 五 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移民署應不予許可，已許可者，撤銷其許可： 
一、不符合第二條規定。 
二、依第三條規定不得申請。 
三、繳交之文件不實。 
四、申請文件不完備，經通知限期補正，屆期仍未補正。 
五、 預定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之書面契約未依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或契約

內容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 
六、 服務計畫內提出之服務項目與跨國（境）婚姻媒合服務無關，經通知限期改

正，屆期仍未改正。 
七、 依其他法令明定應申請許可事項，於未經許可前，將其列為服務計畫內之服

務項目，經通知限期改正，屆期仍未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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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申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經許可者，移民署應發

給許可證。 
   前項許可證有效期限為四年。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得於證書有效期限屆滿前九十日內，檢附第四條第一

項所定文件，重新提出申請。 
第 二十 條  經許可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之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得於其架設或設置

之網站或社群通訊軟體等官方網頁，及於經許可服務地點設立之招牌或看板，揭露法

人全名及許可證號等資訊。 
   前項揭露資訊之方式，不得有任何招攬或引誘商業交易之文字、圖片、影音資訊

或行為。 
第二十一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移民署

應通知其限期改善，屆期仍不改善，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許可證： 
一、 有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且未逾第三條第二項管制期

間。 
二、 未依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將許可證、收費項目及金額揭示於服務場所之明顯位

置。 
三、未依第十條規定申請變更及換發許可證。 
四、未依第十一條規定事前報請移民署申請變更。 
五、未依第十二條規定陳報婚姻媒合業務狀況。 
六、 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配合業務檢查，或規避、妨礙、拒絕提供相關資

料。 
七、未依第十六條規定申請廢止許可並繳還許可證。 
八、 未依第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與受媒合當事人簽訂書面契約，或書面契約未依第

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辦理，或有第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於書面契約訂定後另立名

目，增加額外費用之情事。 
九、未依第十九條規定掣給收據，並保存收據存根。 
十、掛置招牌、看板之地點或揭露資訊之方式未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十一、 從事未經許可之服務項目，或變更後之捐助章程或章程所載宗旨或工作項

目，未具備辦理跨國（境）婚姻媒合服務規定。 
第二十二條  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移民署

應廢止其許可，並註銷許可證： 
一、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規定情形。 
二、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八款規定情形，且未逾第三條第二項管制期間。 
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租借或轉讓許可證予他人。 
四、違反第十五條規定，以其他形式設立分支機構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 
五、四年內違反本法第五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受罰鍰處分二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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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年內違反本法第六十條第一項規定，對受媒合雙方當事人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未善盡查證及保密義務、未經雙方當事人同意或未完整及對等提供資料予

對方，受罰鍰處分二次以上。 
七、協助受媒合當事人填寫或繳交不實資料。 
八、將部分或全部服務規模，交付或委託他人營運。 
九、經許可從事跨國（境）婚姻媒合，連續二年內無實際媒合件數。 
十、財團法人及非營利社團法人經立案許可設立之主管機關解散。 
十一、妨礙公共利益之行為，情節重大。 
十二、評鑑成績連續三年為丙等以下或連續二年為丁等。 
十三、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配合評鑑，或有規避、妨礙或拒絕評鑑之情事。 

 

本則命令之總說明及對照表請參閱行政院公報資訊網（http://gazett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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