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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下列何者非戶籍登記事項？ 
初設戶籍登記 遷徙登記 除戶登記 出生地登記 

2 請問遷徙登記不包含下列何者？ 
遷入登記 遷出登記 死亡宣告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3 戶籍法於民國 104 年修正，增加了何種權利的登記？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原住民族語登記 
輔助登記  遷徙登記 

4 遷出原鄉（鎮、市、區）幾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1  2  3  4 

5 出境幾年以上，應該辦理遷出登記？ 
 1  2  3  4 

6 出境一定期間以上，應為遷出登記。但有下列何種情形者，不得適用？ 
辦理赴外國僑居  赴外國公司就職 
受我國公司聘用  隨我國籍遠洋漁船出海作業 

7 無依兒童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若出生地無可考者，以下列何地作為出生地？ 
以登記地為出生地  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可免填出生地  以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所在地為出生地 

8 依據我國戶籍法規定，夫妻雙方在國內設戶籍，在德國結婚則得檢具相關文件向下列何機關登記？ 
德國戶政機關  德國經貿辦事處 
德國在臺協會  戶籍地或原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9 甲男曾設籍新北市三重區，乙女曾設籍高雄市三民區，但目前兩人均已遷至國外，若甲男跟乙女在臺北

市結婚應該向何戶政事務所登記？ 
中正區戶政事務所 三重區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所 三民區戶政事務所 

10 全戶遷離戶籍地，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無法催告時，倘若在無人申請遷徙時，則戶政事務所得

採取何種措施？ 
得通知地方自治機關採取必要措施 
得通知地方自治機關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地方自治機關 
得將該戶除戶 
得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所 

11 部分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下列何者不屬之？ 
死亡宣告登記 監護登記 出生登記 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 

12 依戶籍法規定，倘若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之處理，下列何者錯誤？ 
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非婚生子女，依母姓登記 
無依兒童，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非婚生子女，由申請人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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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全戶遷離戶籍地，未於法定期間申請遷徙登記，無法催告時，則下列何者無法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請其

採取特定措施？ 
房屋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 警察局 

14 登記之申請，由申請人以不同方式向戶政事務所為之，下列何者不屬之？ 
電話 書面 網路 言詞 

15 關於戶籍登記，下列說明何者正確？ 
一人同時得有二戶籍  戶籍登記以人為單位 
一戶必須要二人以上  戶籍登記向戶政事務所為之 

16 同一鄉（鎮、市、區）內變更住址 3 個月以上，應為何種登記？ 
遷出登記 住址變更登記 遷入登記 除名登記 

17 請問婚姻紀錄證明書，是由誰向何機關申請？ 
本人向原登記之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向現戶籍所在之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本人得向政府民政單位申請 

18 戶口調查及戶籍登記，應查記戶內居住已滿或預期居住幾個月以上之現住人口？ 
 1  2  3  4 

19 我國國民取得外國籍者，得擔任下列何種公職？ 
縣長 科技部部長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里長 

20 因為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而申請改名，以幾次為限制？ 
 1  2  3  4 

21 申請戶籍檔案原始資料，應向那個機關申請？ 
任一戶政事務所  縣（市）政府民政單位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原戶籍登記之戶政事務所 

22 下列何者非戶籍法中規定的戶？ 
共同事業戶 單獨事業戶 共同生活戶 單獨生活戶 

23 國民身分證之初領、補領或全面換領應在何地為之？ 
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向直轄市主管機關申請 

24 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應查記幾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度？ 
 15  12  18  20 

25 財產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存儲或其他登記時，應用本名，其未使用本名者，應如何處理？ 
不予受理 應予撤銷 得廢棄之 處罰鍰 

26 下列何者不屬於戶籍法規定的身分登記？ 
出生登記 收養登記 結婚登記 出生地登記 

27 甲為戶長與其配偶乙共同居住，育有二子一女，但戶籍登記事項誤植其長子出生之月份，此時甲應向戶

政機關辦理何種登記？ 
變更登記 更正登記 撤銷登記 廢止登記 

28 甲、乙為兄弟二人，皆已成家立業，仍共同居住在祖厝並設戶籍同一處，雙方約定由乙及其家人另立新

戶，應辦理何種戶籍登記？ 
分戶登記 合戶登記 遷出登記 遷入登記 

29 下列那一種登記不是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 
初設戶籍登記 遷徙登記 分戶登記 死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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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甲、乙夫妻婚後數年，終於產下一子，甲男於其子出生後第 50 天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出生登記，戶政事務

所該如何處理？ 

申請已逾期，不予受理  申請已逾期，仍應受理 

申請未逾期，應予受理  申請未逾期，但非夫妻共同申請，不予受理 

31 關於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律規定未能確定時，婚生子女之姓氏如何決定？ 

由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依父姓登記 

依母姓登記  依監護人之姓登記 

32 甲、乙雙方離婚辦理登記時，何種情形必須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 

協議離婚 法院裁判離婚確定 法院調解離婚成立 法院和解離婚成立 

33 甲年滿 14 歲，向戶政事務所申請初領國民身分證，甲如欲初領國民身分證，由下列何人為之？ 

委託父母 委託祖父母 委託成年兄姊 甲本人 

34 人民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提供戶籍資料之規定，下列何者正確？ 

為便民服務，得容許將戶籍資料攜出保存處所 

戶長本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全戶戶籍資料 

利害關係人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閱覽全戶戶籍資料 

戶籍資料包括現戶與除戶戶籍資料，但不包括戶籍檔案原始資料 

35 在國內未曾設有戶籍，且在特定情況下，應為初設戶籍登記，下列何者非屬該特定情況？ 

中華民國國民入境後，經核准定居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或回復國籍後，經核准定居 

大陸地區人民或香港、澳門居民，經核准定居 

在國內出生，7 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合法居住且未曾出境 

36 甲男駕駛汽車從臺北市到新竹市出差，經警察攔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未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無須受罰 甲未隨身攜帶國民身分證，應裁處罰鍰 

甲未隨身攜帶駕駛執照，應扣留國民身分證 甲未隨身攜帶行車執照，應扣留國民身分證 

37 關於戶長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共同生活戶以家長或主管人為戶長 

戶口名簿由戶長保管 

戶內人口辦理戶籍登記時，戶長應提供戶口名簿 

戶長親自辦理全戶遷徙登記時，因須同時換領戶內成員之國民身分證，需要有戶內成員的書面委託 

38 國民身分證因補領、換領或全面換領者，原國民身分證該如何處理？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交還本人 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收回 

由戶政事務所蓋註銷章後交還本人 由戶政事務所蓋註銷章後收回 

39 申請人辦理戶籍登記而提出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在下列何種登記，其證明文件得以影本留

存？ 

出生登記 死亡登記 監護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40 甲女有三層樓房屋，與其家人居住在一、二樓，乙女向甲女承租三樓並設戶籍。後來乙女離開臺灣數年

卻未辦理遷徙登記，甲女向戶政事務所提出申請，該如何處理？ 

將乙女戶籍註銷  將乙女戶籍遷至警察局 

將乙女戶籍遷至鄉（鎮、區）公所 將乙女戶籍遷至該戶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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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戶政事務所辦理戶口調查，下列何者必非其清查業務？ 

校正戶籍登記事項  查記教育程度 

編造學校畢（結）業名冊 查記戶內居住已滿 3 個月以上之現住人口 

42 甲男為中華民國國民，設籍臺中市，其至大陸經商並設有戶籍，且領用大陸地區護照，因而喪失臺灣地

區人民身分，應辦理下列何種登記？ 

變更戶籍登記 更正戶籍登記 撤銷戶籍登記 廢止戶籍登記 

43 甲男、乙女同為阿美族原住民，雙方婚後生有一子丙，為其子丙辦理戶籍登記，下列何者不屬之？ 

原住民權益登記 原住民身分登記 原住民民族別登記 原住民姓名登記 

44 下列何種情形不一定要使用本名？ 

著作出版 國民依法令之行為 學歷證件 財產設定登記 

45 國民有下列何一情事，得申請改姓？ 

同時在某一學校服務，姓名完全相同 

同時在一直轄市設立戶籍 6 個月以上，姓名完全相同 

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46 長期在臺灣服務照顧弱勢的外籍神父，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又不用放棄其原國籍，下列那一法

定要件最有可能？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5 年以上，且無不良素行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3 年以上，且為中華民國國民之監護人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合法居留繼續 10 年以上，且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 

有殊勳於中華民國者 

47 依國籍法第 3 條規定，無國籍人申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之法定要件，下列何者錯誤？ 

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 

年滿 18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力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 

48 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甲女子，與日本籍乙男子結婚，向內政部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查甲有一繫屬

於臺北地方法院之民事訴訟，列為民事被告，甲是否喪失國籍？ 

經內政部為附條件許可，僅在特定情況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縱經內政部許可，仍不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49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後來申請回復中華民國國籍，該申請人自回復國籍日起幾年內，不得擔任民選地方

公職人員？ 

 2  3  5  10  

50 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擔任公立學校教師  不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 

同時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內政部依職權撤銷其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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