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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第3章
家庭和未成年人家庭和未成年人

什么是家庭团聚?什么是家庭团聚?
家庭团聚的权利着重被视作为是一项维持，建立或重建家庭的权利，它
是我国
宪法以及其他国际和欧洲协议章程里所制定的基本保护权利。
家庭团聚是一项基本的法律规则，它允许合法定居在我国领土上的外国
公民为
还在原籍国的一个或多个家庭成员取得入境手续并随后来意居住许可。

谁可以申请家庭团聚?谁可以申请家庭团聚?
合法定居在意大利的非欧洲国的公民，持有欧盟长期居留证或不少于一
年期限的居留证。
以下情况不能申请家庭团聚：
•寻求庇护/国际保护申请者;
•享有临时保护的受益者;

我可以给哪些家属办理家庭团聚居留?我可以给哪些家属办理家庭团聚居留?
可以办理家庭团聚的家庭成员是：
•配偶，没有合法分居的并是成年人，也可以是同性的或已合法登记的
同居的另一方;
•未满18岁的未婚子女，既可以是原生的或合法的子女，也可以是前妻
或前对象生的，生物的或者被收养的。子女出国必须经过父母另一方的
同意（只要这另一方没有去世还活着的话）。根据意大利的法律规定新
来的的未成年子女 – 即在18岁以内 -在向有关部门申请入境授权书时必
须亲自到场，而年龄超过18岁的无论是签证还是入境申请都不需如此。
此外，合法居住在意大利的外国人也可以对寄养的或者监管的未成年人
子女办理家庭团聚，但条件是受托证件或者是监护证件必须出自于公共
当局的批发而不是来自于纯粹是当事方之间达成协议的私人结果;
•那些靠父母赡养的成年子女，他们因为严重的健康原因而导致最大级
别的残疾程度使得无法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
•65岁以下的父母，只有那些被赡养的父母，在原籍国或者原籍地没有
其它子女居住在那里;
•65岁以上的父母，只有那些被赡养的父母，虽然在原籍国或者原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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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居住着其他的子女但他们因严重的健康原因(需有文件证明)不能赡养
老人。

办理家庭团聚有什么要求?办理家庭团聚有什么要求?
为了让合法定居在意大利的家庭能与自己的家属团聚，则必须提供有用
的以下证明文件
•份由当地的市政府批发的符合健康和卫生要求的合适住宿
•最低年收入
•如果父母一方超过65岁，则需要医疗保险。
在收入方面，所需的最低门槛是基于每个要团聚的家庭成员的年度社会
津贴金额增加一半（更新至2021年）。

社会救济金 –每人的金额  € 5.983,64
申请1位团聚家属    € 8.975,46
申请2位团聚家属    € 11.967,28
申请3位团聚家属    € 14.959,10
申请4位团聚家属    € 17.950,92
申请5位团聚家属    € 20.942,74
申请6位团聚家属    € 23.934,56

如果申请两个或两个以上的14岁以下的儿童团聚，2021年所要求的最
低收入为11.967,28欧元。
请注意，2022年的年度社会津贴数额将有变化。如有任何更新，请访
问INPS网站https://www.inps.it/prestazioni-servizi/assegno-sociale。
而且，被申请团聚的家属必须前往原籍国或居住国的外交代表机构提交
本人的有效护照和的家庭关系的证明文件。

国际庇护居留的持有者申请家庭团聚需要哪些条件?国际庇护居留的持有者申请家庭团聚需要哪些条件?
难民身份者或者辅助性保护者不需要出示有空位的住家合格证明，也不
需要达到收入要求标准。

怎样申请家庭团聚?怎样申请家庭团聚?
合法定居在意大利的外国公民需前往当地管辖的省督府的统一移民窗口
提交申请家庭团聚证，以此了开始家庭团聚的申请手续步骤。
申请必须以电子方式提交上去，然后申请人必须通过预约来到统一窗口
提交所要求的文件材料和申请人本身的有效居留证。
授权书被批出来之后，以电子方式传到原籍国或者家属居住地所在的外
交当局或者意大利领事的有关办公室以签发入境签证。
家属到达了意大利与家人团聚一起之后必须在入境后的8天之内亲自到
省督抚地方管辖部的移民统一窗口（Sportello Unico per l’Immigrazi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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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o la Prefettura UTG）报到，由该窗口安排办理家庭团聚的居留手
续并将其材料转发给当地所属的地方警察总局。

办理家庭团聚的手续需要多少时间?办理家庭团聚的手续需要多少时间?
在90天内颁发家庭团聚居留证，有效期为6个月。在30天内签发入境签
证，而在60天内签发居留证。
这里适当的说明一下上述的这些截止日都是普通的规定而非强制性的，
因此不遵守截止日并不意味着导致对主管部门的制裁或该申请自动被接
受的结果。事实上，按常规里讲办理程序的持续时间远比法律规定的要
长得多。

如果家庭团聚申请遭到拒绝该怎么办?如果家庭团聚申请遭到拒绝该怎么办?
在家庭团聚的授权书，居留证或者家庭理由的签证被拒绝的情况下，你
可以向当地拒绝申请的警察总局所在的国立法院里的专门部门上诉，这
个部门专办理移民，国际保护和欧盟公民自由流动方面的诉讼程序，每
个法院都设有上诉法院。
因此，前两种的情况是在当地省督府地方政府办公室或者作出拒签措施
的警察总局所在的当地法院负责诉讼，而入境签证被拒签则在罗马普通
法院上诉，因为办案的行政当局是外交部。呈交上诉没有规定时效期
限，而且法官，除了可以撤销被上诉的措施之外，还有权命令政府当局
执行被诉讼的措施决定，签发签证，授权书或最初被拒绝的居留证。

什么是家庭组合?什么是家庭组合?
给已经留在意大利境内的外国公民签发家庭居留以维护家庭组合的权
利，所有这类的情况都定为家庭组合的概念。
办理这种居留的案例都可以被统一地视作为一个本地团聚，并能预计到
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之下都需要出示于申请入境条件一样的资源证明材
料，但整个办理流程是在意大利国内进行。

哪些情况属于已在意大利境内的非欧洲国的家庭团圆?哪些情况属于已在意大利境内的非欧洲国的家庭团圆?
家庭原因的居留证是发给在该国境内合法居住的外国公民的家庭成员，
如果：
•已持有有效居留证或已过期不到一年
•外国公民家庭拥有申请家庭团聚居留所需的必要条件 - 收入，合适的
住房，还可能要求医疗保险
因此，即使居留已被扣留并很有可能过期，也即使居留不能再次地延续
下去（例如医疗，旅游，辅助未成年人），但鉴于能满足收入和生活居
住的基本生活条件要求都可以获得家庭团圆的居留。比如，可以为怀孕
期间需要医疗护理的妇女和为出生六个月之内的婴儿发放居留：该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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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期之后不能再延续了，但是这位移民妇女只要她丈夫合法居留在意大
利并提供足够的收入和合适的住宿就可以申请转换家庭团聚的居留。
如果是难民家庭的情况，立法规定了极为有利的待遇，就是不需要转换
居住，也不用证明生活资料来源和住宿条件。

哪些情况属于欧洲公民 的家庭组合?哪些情况属于欧洲公民 的家庭组合?
欧洲公民的家庭成员有权利乔迁到一个新的成员国以陪伴家人或于家人
团聚，这是为了以保护他应有的行动自由，并保障他家庭整合的基本权
利。相关的实施法规包含在D.Lgs n. 30 del 6 febbraio 2007的立法法令
中。
该法律也延伸ying到其他的家庭成员，他们是：
•21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亲生的或合法的， 还有被欧洲公民或配偶或
伴侣收养的
•赡养的直系上一代亲属或者配偶或同伴
•配偶，没有合法分居的和成年的，也可以是同性的，只要双方已正式
登记同居的。
为了入境欧盟公民的非欧洲公民的家属可在原籍国或居住国的意大利外
交当局申请签证，需出示家属亲戚关系，意大利的家庭户口登记证明（
市府户口登记证明），有时，还要求出示生活来源证明。根据这些资料
证明，当局向非欧公民将发放一份五年的居留卡。在拥有了所有的这些
材料之后非欧洲公民将得到为其五年的居留卡。这份居留卡也可以签发
给在意大利组建起的家庭成员，但是无论如何，外国公民必须先在该国
领土上转换另一个居留种类。

哪些是属于配偶组合或者哪些是意大利国籍公民家庭组哪些是属于配偶组合或者哪些是意大利国籍公民家庭组
合?合?
按照欧盟公民的家庭成员的有关规则来进行对意大利公民的非欧盟亲属
的申请，这比按移民法的规定更为有利，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得
到某些有利的附加规定，因为这些规定是属于完整的相关法律框架的里
一部分。
特别是，第二级别的外国公民同住家属（子女，兄弟姐妹，父母，父母
的长辈）或者配偶或者同居者，他们的同居已正规登记并具有意大利国
籍，故不能被驱逐出境，而且还有权得到家庭原因的居留证，两年有效
期，还可延续。
不被驱逐出境的条件- 并随后的居留证发放 – 反应了对同居事实的纯粹
接受，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比如对维持生计是否由足够收入的存在，
是否由合适的住房或者是否能有健康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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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国籍的未成年子女他们的家长能得到哪种类型的意大利国籍的未成年子女他们的家长能得到哪种类型的
居留证?居留证?
孩子是意大利国籍的父母可以得到居留证，理由是因为和儿女生活在一
起而不能被驱逐出境，或者是能证明显示没有被剥夺家长权利而得到家
庭理由的居留证。
在这种情况下，发放居留证既不需要考虑家长以前是否合法居住，也不
需要考虑家长是否和未成年子女实际生活在一起。

家庭原因的居留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转换成其它居留?家庭原因的居留在哪些情况下可以转换成其它居留?
家庭原因居留的持有者可以进行从属工作或自营职业，而不需要获得允
许而 转换为其它种类的居留。
当延续家庭原因的居留时如果缺少某些条件—比如于家庭断离关系—可
以转换成另一种居留，但必须符合每种居留所规定的条件要求（从属工
作或自营职业，移民投资居留，待业）
外国未成年人与一位或者双方父母都在意大利境内的–或者与合法的代
表人，比如收养者或者监护者都在境内的
- 按规定办事。
如果父母或其法定代理人合法居住在本国的领土上，他们的未成年子女
将得到家庭原因的居留直到成年为止。

成年后怎样延续家庭原因的居留?成年后怎样延续家庭原因的居留?
持有家庭居留的外国人在到达成年年龄的时候有权获得学习，就业，
医疗保健，从属工作或者自营职业的居留许可。然而，法律的严格应用
将
排除所有的那些情况资格，刚满成年龄的年轻人还没来得及找到一份工
作，同时
却报名读一门大学学科或者专业学科，这种状况使得所有多年在意大利
的社会
融入化为虚无，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屡见不鲜。为此原因各警察局按行
政惯例响
应内政部的有关通知规定（la Circolare del Ministero dell’Interno del 28   
marzo 2008, 
prot. n. 17272/7），开始注重认可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对那些还在父母
赡养之下的
成年子女给他们延续家庭居留，但需出示符合相关规定的收入和住宿的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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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结婚由哪些条件要求?在意大利结婚由哪些条件要求?
外国公民为了能够在意大利缔结婚姻则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或同等资格的
证件以及其设立在意大利的原籍国外交当局签发的婚姻许可证。该许可
证用来证明该外国国民在其原籍国还尚未结婚，以遵循意大利禁止重婚
的现有规定，并且在证明里明确注明他们的婚姻状况（单身/未婚，丧
偶或离异）和未来配偶的名字。
该文件必须经过省督府市政府地区办公室的认证， 但参与1968年6月的
伦敦公约下的缔约国豁免（奥地利，比利时，塞浦路斯，爱沙尼亚，法
国，德国，英国，希腊，爱尔兰，列支敦士登，卢森堡，挪威，荷兰，
波兰，葡萄牙，捷克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西班牙，瑞
典，瑞士，土耳其）。
未来的配偶在备好了所需证件之后向市政当局事务所申请结婚公告，只
有在发布公告后的8天之后才能举行婚礼庆祝。
外国公民即使意大利没有有效的居留证件也可以缔结婚姻。
如果配偶或证婚人不懂意大利语，则必须由新婚夫妇出资聘请口译员出
席在场。

难民身份者要在意大利结婚由哪些要求?难民身份者要在意大利结婚由哪些要求?
倘若一方或双方的决定结婚的人是难民身份者因无法联系本国的外交当
局，他们将不得不向法院申请见证人声明书，证明两个证人在场的情况
下不存在缔结婚约的任何障碍。然后上述的声明原件必须发送给联合国
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驻罗马办事处(l’ufficio dell’Alto Commissariato delle 
Nazioni Unite)，地址Via Caroncini 19，还要附上难民地位认可的复印
件，有效期之内的居留证复印件以及配偶各自的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联合国难民署批准文件的生效，并将其转交返回给申请人。该类材料免
费办理。
未来的配偶在备好了所需证件之后向市政当局事务所申请结婚公告，只
有在 
发布公告后的8天之后才能举行婚礼庆祝。
内政部在其2022年1月12日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根据第445/2000号总统
令，
难民也可以发表替代声明，说明在缔结婚姻或民事伙伴关系方面没有障
碍。 

如果领事机关不批发上述的婚姻许可证会发生什么?如果领事机关不批发上述的婚姻许可证会发生什么?
如果领事机构不批发上述的婚姻许可证 - 例如由于配偶之间的宗教差异 
- 市政府事务所将拒绝办理婚姻公告。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必要向普通
法院，自愿管辖权，申请确认缔结婚姻的权利。如果该请求被接受，法
官将命令办理婚姻公告，可在法定截止日期之后举办婚礼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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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民事结合?什么是民事结合?
2016年5月20日，法律引入了民事联盟规则，法条76号，由两位同性的
成年人通过在民事办公室面前有着两名证人在场办理登记并作声明而组
合在一起。
双方当事人都获由相同的权利并承担同样的责任，并且各自都有道德和
物质援助和同居的共同义务。
在两方中如果一方已经结婚或已与另一个人结合，那么民事结合就不呢
被成立。如果民事结合一旦被解散，则立即生效，没有规定需要经过分
居时期。
为了庆祝民事结合，外国公民必须持有有效护照或同等级别的有效证件
以及原籍国外交当局签发的民事伴侣关系的许可证。
如果因缺少认可而不能申请许可证，根据国法规定即外国人是公民，是
同性
人或者同类的人之间的民事结合，可以用一份证明或者其它的文件来替
代
许可证，声明自己的自由身份，或者见证书的替代声明。   
为了能应用移民法规的俩个同性人之间的民事结合和随即的庆典与婚礼
庆典有着同等的价值。

什么是 事实同居?什么是 事实同居?
他们同居事实上是由感情和相互道德和物质援助的非亲属关系的两个成
年人的实际结合，
不受婚姻或者民事结合的约束，同居的两人是否是同性或异性无关紧
要。
没有血缘关系，婚姻或民事工会的约束，无论是彼此之间或与其他人。
两个同居
者是否属于同一性别并不重要。
事实上，那些有兴趣建立同居的人必须已经住在同一间公寓，并在同一
个家庭
单位登记。因此，只有持有居留许可的外国人才能进入该学院，因为注
册需要遵守
中止规定。
对于强制移民的目的，其产生以下共存其实出生登记的关系具有相同的
价值所订
的婚礼庆典的那些。 

法院颁发给未成年人的居留特许授权是什么?法院颁发给未成年人的居留特许授权是什么?
少年法庭可应有关各方的请求，授权未成年人的亲属因与其心理生理发
育有关的严重理由而暂时停留。有关规则不仅可以适用于父母，也可以
适用于所有的父母亲人--祖父母、叔叔、哥哥或姐姐，他们在意大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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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对避免孩子受到重大伤害是绝对必要的。
该规定没有具体说明与未成年人心理生理发展有关的严重原因是什么，
可以作为减损外国公民在本国境内入境和居留规则的理由，而只是提供
了两个参考参数，但并不详尽，如未成年人的年龄和健康状况。
因此，他们的身份由少年法庭决定，在所有将未成年人或其父母之一带
离国家领土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生理发展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例如在
有严重身体疾病的情况下，少年法庭可以批准。
同样，上述授权的期限由少年法庭以法令形式决定，然后发放未成年人
的居留证。
除非通过新的司法程序，否则该许可不能延期，并且可以通过家庭凝聚
力机构将
其转化为因工作或家庭原因的居留许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