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岸人民離婚方式與程序

壹、在臺灣協議離婚

貳、�在臺灣經法院調解
( 或和解 ) 或判決離婚

參、在大陸協議 ( 自願 ) 離婚

肆、在大陸調解離婚

申辦事項與地點

申辦事項與地點

申辦事項與地點

申辦事項與地點

應繳具之文件

應繳具之文件

應繳具之文件

應繳具之文件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向臺灣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離婚登記

向臺灣各地方法院公證處
或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事
務所辦理離婚事實聲明書
認證書

離婚訴訟經法院調解 ( 或
和解 ) 成立或判決離婚確
定後，向臺灣任一戶政事
務所辦理離婚登記

雙方至大陸配偶常住戶口
所在地婚姻登記處辦理離
婚登記，並取得離婚證

向大陸當地有辦理涉臺事務
的公證處辦理離婚公證書

向海基會辦理文書驗證

向大陸人民法院提出離婚
訴訟

向大陸人民法院進行調
解，調解成立則製作離婚
調解書 ( 調解如不成立，
離婚訴訟繼續進行 )

向臺灣各地方法院公證處
或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事
務所辦理離婚事實聲明書
認證書

1.離婚協議書
2.臺灣配偶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3.大陸配偶入出境許可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4.戶口名簿
5.臺灣配偶 2年內彩色照片 1張 (詳細規格請洽戶政
  事務所 )
6.其他戶政事務所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7.法定規費

1. 提起離婚之訴，必須具有《民法》第 1052 條規定之事由。
2. 提起訴訟前，應蒐集相關事證，載明於起訴狀。
3. 各地方法院均有「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1. 離婚經法院調解 ( 或和解 ) 成立，作成調解 ( 或和解 ) 筆錄者，與
確定離婚判決有同一效力；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管戶政機關。

2. 離婚經法院調解 ( 或和解 ) 或判決確定者，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
請人，應於 30 日內向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若無申請人時，
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1. 請向公證人敘明大陸使用地區 ( 省、自治區、直轄市 )，公證人會
主動將公(認)證書副本寄交海基會，由海基會函寄該省(自治區、
直轄市 ) 公證協會，以便大陸婚姻登記處於必要時核對相關文件之
真偽。

2. 大陸當事人於辦妥認證後斟酌適當期間 ( 約 1 個月 )，即可在大陸
使用 (有效期間依大陸使用機關之規定 )。

3. 如大陸使用機關要求前開認證書正本須先經驗證後方得使用，則當
事人須將該認證書正本送交該省 ( 自治區、直轄市 ) 公證協會完成
驗證後，再持向該使用機關辦理後續事宜。

4. 依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認可和執行臺灣地區地區法院民事判決
的規定」，臺灣有關法院的民事判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認可和
執行。

1. 在大陸協議 ( 自願 ) 離婚者，雙方應當共同到大陸配偶常住戶口所
在地的婚姻登記處辦理離婚登記。

2. 離婚協議書應當載明雙方當事人自願離婚的意思表示及對子女撫
養、財產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

1. 授權他人辦理者，代理人應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查驗，
並須繳交授權人簽名或蓋章之授權書、授權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2. 另可以郵寄辦理驗證手續，請電洽海基會法律服務專線：
(02)25335995或參考海基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相關說明。

3. 海基會網站備有辦理驗證相關手續說明，並提供各類申請表格下載
服務 (首頁 >法律服務中心 >文書驗證 >下載申請表格 )。

1. 經海基會驗證之離婚公證書正本 1份
2. 離婚證
3. 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4. 戶口名簿
5. 臺灣配偶最近 2 年內彩色照片 1 張 ( 詳細規格請洽

戶政事務所 )
6. 其他戶政事務所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7. 法定規費

1. 臺胞證或身分證
2. 大陸配偶身分證、戶口名簿
3. 結婚證
4. 離婚協議書
5. 當事人近期 2吋單人照片各 2張
6. 其他大陸婚姻登記處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

先向該婚姻登記處洽詢 )

1.離婚調解 (或和解 )筆錄或判決書、確定證明書
2.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3.戶口名簿
4. 臺灣配偶 2 年內彩色照片 1 張 ( 詳細規格請洽戶政

事務所 )
5. 其他戶政事務所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6. 法定規費

1. 戶政事務所核發之戶籍謄本及離婚協議書各 5份
2. 身分證 (或身分證明 )、簽名 (或印章 )
3. 離婚事實聲明書 5份
4. 法定認證費用

1. 戶政事務所核發之戶籍謄本及離婚調解 ( 或和解 )
筆錄或判決書、確定證明書影本各 5份

2. 身分證 (或身分證明 )、簽名 (或印章 )
3. 離婚事實聲明書 5份
4. 法定認證費用

1. 離婚證
2. 其他大陸涉臺公證處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

先向該公證處洽詢 )

1. 離婚公證書正本
2. 身分證正本(另須繳交影本1份 )、簽名(或印章)
3. 填具驗證申請書
4.每一字號公證書繳納驗證費新臺幣300元(申請加發副本

證明者，每份加收新臺幣150元)

1. 起訴狀
2. 身分證明文件
3. 其他大陸人民法院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先

向該人民法院洽詢 )

1. 離婚當事人若因在大陸未能親自返 ( 來 ) 臺辦理離婚登記，可向大
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委託代辦離婚登記公證書，由受託人持公證書正
本向海基會申請驗證後，再併同其他證明文件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2.離婚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後，應於 30 日內辦理離婚登記。
3. 離婚日期以大陸離婚證件登載之日期為準。

1. 依大陸《婚姻法》第 32 條規定，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
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

2. 依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97 條規定，調解達成協議，人民法院應
當製作調解書；調解書經雙方當事人簽收，即具有法律效力 ( 離婚
生效 )，因此當事人不需再到婚姻登記處辦理離婚登記手續。

3. 當事人除須取得離婚調解書外，另應向大陸法院申請離婚調解書生
效證明 ( 該證明應載明生效年月日 ) 或雙方當事人簽收離婚調解書
之送達回證。

向臺灣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離婚登記

1. 請向公證人敘明大陸使用地區 ( 省、自治區、直轄市 )，公證人會
主動將公(認)證書副本寄交海基會，由海基會函寄該省(自治區、
直轄市 ) 公證協會，以便大陸婚姻登記處於必要時核對相關文件之
真偽。

2. 大陸當事人於辦妥認證後斟酌適當期間 ( 約 1 個月 )，即可在大陸
使用 (有效期間依大陸使用機關之規定 )。

3. 如大陸使用機關要求前開認證書正本須先經驗證後方得使用，則當
事人須將該認證書正本送交該省 ( 自治區、直轄市 ) 公證協會完成
驗證後，再持向該使用機關辦理後續事宜。

向夫妻住所地或經常共同
居所地之地方法院提起離
婚之訴

1. 起訴狀
2. 法定訴訟費用

1. 在臺灣協議離婚者，須以書面為之，經兩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由
雙方同時到戶政事務所申辦離婚登記，兩願離婚始生效力。

2. 兩願離婚須由雙方當事人至戶政事務所辦理，但有正當理由並經戶
政事務所核准者，可委託辦理，另附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簽
名 (或印章 )。

在臺灣辦理

在大陸辦理

兩願離婚 (協議離婚 )
向法院訴請離婚 (判決離婚 )

自願離婚

向法院訴請離婚

請參考流程壹

請參考流程貳

請參考流程參

經調解離婚             請參考流程肆
經判決離婚             請參考流程伍

兩岸人民離婚

http://www.ris.gov.tw/zh_TW/20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98-119101-8a7a0-1.html
https://www.judicial.gov.tw/tw/lp-1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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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is.gov.tw/zh_TW/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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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8&CtUnit=2280&BaseDSD=7&mp=33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9&CtUnit=2059&BaseDSD=7&mp=33
http://www.ris.gov.tw/zh_TW/20


  

經大陸人民法院進行調解
無效後，作出離婚判決

向大陸當地有辦理涉臺事
務的公證處辦理離婚判決
書公證書及離婚判決書生
效證明公證書

向海基會辦理文書驗證

向臺灣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離婚登記

向臺灣當事人戶籍所在地
地方法院聲請認可大陸離
婚判決

1. 離婚判決書公證書及離婚判決書生效證明公證書正本
2. 身分證正本 (另須繳交影本 1份 )、簽名 (或印章 )
3. 填具驗證申請書
4. 每一字號公證書繳納驗證費新臺幣 300 元 ( 申請加

發證明副本者，每份加收新臺幣 150 元 )

1. 聲請狀
2. 經海基會驗證之離婚判決書公證書及離婚判決書生

效證明公證書各 1份
3. 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4. 其他法院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5. 法定聲請費用

1. 法院認可大陸離婚判決之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
2. 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3. 戶口名簿
4. 臺灣配偶最近 2 年內彩色照片 1 張 ( 詳細規格請洽

戶政事務所 )
5. 其他戶政事務所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6. 法定規費

1. 起訴狀
2. 身分證明文件
3. 其他大陸人民法院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先

向該人民法院洽詢 )

1. 離婚判決書及離婚判決書生效證明
2. 其他大陸涉臺公證處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

先向該公證處洽詢 )

1. 依大陸《婚姻法》第 32 條規定，男女一方要求離婚的，可直接向
人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
如感情確已破裂，且符合該條第 3 項所定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
應准予離婚。

2. 依大陸《民事訴訟法》第 99 條規定，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
送達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判決。

3. 離婚判決書所載上訴期間屆滿，且雙方均未提起上訴時，當事人應
向人民法院申請離婚判決書生效證明，該證明應載明生效年月日。
如雙方當事人簽收之日期不同，則以「後簽收」之日期為準。

1. 授權他人辦理者，代理人應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查驗，
並須繳交授權人簽名或蓋章之授權書、授權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另可以郵寄辦理驗證手續，請電洽海基會法律服務專線：
(02)25335995或參考海基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相關說明。

3. 海基會網站備有辦理驗證相關手續說明，並提供各類申請表格下載
服務 (首頁 >法律服務中心 >文書驗證 >下載申請表格 )。

1. 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74 條第 1 項規定，
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得申請法院裁定認可。

2. 各地方法院均有「單一窗口聯合服務中心」提供諮詢服務。

1. 離婚當事人若因在大陸未能親自返 ( 來 ) 臺辦理離婚登記，可向大
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委託代辦離婚登記公證書，由受託人持公證書正
本向海基會申請驗證後，再併同其他證明文件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2.大陸離婚判決書公證書及離婚判決書生效證明公證書經臺灣地方法
院裁定認可確定後，應於 30 日內辦理離婚登記。

3. 離婚日期為大陸離婚判決書之生效證明所載日期。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
 第 8 條              
                
第 52 條         

第 53 條       
  
第 74 條第1項

﹝民法﹞
第 1049 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但未成年人，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 1050 條      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
                登記。
第 1052 條      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四、夫妻之一方對他方之直系尊親屬為虐待，或夫妻一方之直系親屬對他方
                     為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
               五、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
               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
               七、有不治之惡疾。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
               十、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月確定。
               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但其
               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得請求離婚。
第 1052 條之 1   離婚經法院調解或法院和解成立者，婚姻關係消滅。法院應依職權通知該
               管戶政機關。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網        址：http://www.sef.org.tw
會   本   部：臺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536 號 ( 捷運文湖線大直站 3號出口 )
中區服務處：臺中市南屯區干城街 95 號自強樓 1樓 (黎明新村內 )
南區服務處：高雄市苓雅區政南街 6號 6樓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法律處提供
中華民國 108 年 12 月修訂      廣告

伍、在大陸判決離婚

向海基會辦理文書驗證

向臺灣任一戶政事務所辦
理離婚登記

1. 授權他人辦理者，代理人應出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以供查驗，並
須繳交授權人簽名或蓋章之授權書、授權人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2. 另可以郵寄辦理驗證手續，請電洽海基會法律服務專線：
(02)25335995 或參考海基會網站 (http://www.sef.org.tw) 相關說
明。

3. 海基會網站備有辦理驗證相關手續說明，並提供各類申請表格下載
服務 (首頁 >法律服務中心 >文書驗證 >下載申請表格 )。

1. 經海基會驗證之離婚調解書公證書及離婚調解書生
效證明 (或雙方簽收之送達回證 )公證書各 1份

2. 身分證正本、簽名 (或印章 )
3. 戶口名簿
4. 臺灣配偶最近 2 年內彩色照片 1 張 ( 詳細規格請洽

戶政事務所 )
5. 其他戶政事務所認定有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
6. 法定規費

1. 離婚當事人若因在大陸未能親自返 ( 來 ) 臺辦理離婚登記，可向大
陸涉臺公證處辦理委託代辦離婚登記公證書，由受託人持公證書正
本向海基會申請驗證後，再併同其他證明文件向戶政事務所辦理。

2.離婚調解書公證書及離婚調解生效證明 ( 或雙方簽收之送達回證 )
公證書經海基會驗證後，應於 30 日內辦理離婚登記。

3. 離婚日期：
  (1)若係「離婚調解書生效證明」，離婚日期為該證明所載生效日期。
 (2)若係「送達回證」，離婚日期為雙方當事人簽收之日期；如雙方
     當事人簽收之日期不同，則以「後簽收」之日期為準。

向大陸人民法院提出離婚
訴訟

﹝大陸婚姻法﹞
第 31條  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准予離婚。雙方必須到婚姻登記機
         關申請離婚。
        婚姻登記機關查明雙方確實是自願並對子女和財產問題已
         有適當處理時，發給離婚證。
第 32條  男女一方要求離婚的，可由有關部門進行調解或直接向人
         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
       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件，應當進行調解；如感情確已破
        裂，調解無效，應准予離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
         ( 一 ) 重婚或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
         ( 二 ) 實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
         ( 三 ) 有賭博、吸毒等惡習屢教不改的；
         ( 四 ) 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
         ( 五 ) 其他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蹤，另一方提出離婚訴訟的，應准予離婚。

﹝相關法律規定﹞：

電話 : (02)2533-5995
電話 : (04)2254-8108
電話 : (07)213-5245

申辦事項與地點 應繳具之文件 注意事項

應於大陸地區送達司法文書或為必要之調查者，司法機關得囑託或委託第
4條之機構或民間團體為之。
結婚或兩願離婚之方式及其他要件，依行為地之規定。
判決離婚之事由，依臺灣地區之法律。
夫妻之一方為臺灣地區人民，一方為大陸地區人民者，其結婚或離婚之效
力，依臺灣地區之法律。
在大陸地區作成之民事確定裁判、民事仲裁判斷，不違背臺灣地區公共秩
序或善良風俗者，得聲請法院裁定認可。

1. 離婚調解書公證書及離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 或雙方
簽收之送達回證 )公證書正本

2. 身分證正本 (另須繳交影本 1份 )、簽名 (或印章 )
3. 填具驗證申請書
4. 每一字號公證書繳納驗證費新臺幣 300 元 ( 申請加

發證明副本者，每份加收新臺幣 150 元 )

向大陸當地有辦理涉臺事
務的公證處辦理：離婚調
解書公證書及離婚調解書
生效證明公證書 ( 或雙方
簽收之送達回證公證書 )

1. 離婚調解書及離婚調解書生效證明 ( 或雙方簽收之
送達回證 )

2. 其他大陸涉臺公證處要求的證明文件 ( 應備文件可
先向該公證處洽詢 )

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8&CtUnit=2280&BaseDSD=7&mp=33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9&CtUnit=2059&BaseDSD=7&mp=33
http://www.ris.gov.tw/zh_TW/20
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8&CtUnit=2280&BaseDSD=7&mp=33
http://www.sef.org.tw/lp.asp?ctNode=3889&CtUnit=2059&BaseDSD=7&mp=33
https://www.judicial.gov.tw/tw/cp-1898-119101-8a7a0-1.html
http://www.ris.gov.tw/zh_TW/20
http://www.sef.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