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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篤信佛教，於成年後決定出家禮佛，不擬使用原俗家姓名，得向戶政事

務所為下列何項申請？

更改姓名 改名 改姓 不得更改

2 下列何者非屬得申請改名之事由？

同時在同一機關服務姓名完全相同

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卑親屬名字完全相同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字義粗俗不雅

3 依戶籍法規定，有關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因全面換領國民身分證者，原國民身分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後由當事人

領回

國民身分證係不法變造者，發現之機關（構）應函知原發證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註銷製發檔案資料

初領或全面換領戶口名簿，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向戶籍地戶政

事務所為之

補領或換領戶口名簿，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向任一戶政事務

所為之

4 為維持戶籍資料之即時性與正確性，戶籍法規定之相關調查措施，不包括

下列何者？

中等以上學校應每年向中央主管機關通報畢業及新生名冊

戶政事務所得派員至當事人家中查對校正戶籍登記內容

戶政事務所得隨時抽檢戶籍資料，並與其他機關掌理之資料進行交叉比對

辦理戶籍登記前，得先清查當事人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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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姓名條例屬於下列何種法源？

行政命令 法律 解釋 判例

6 甲因業務過失致死罪被判處有期徒刑 2 年確定，在服刑完畢後滿幾年方得

申請改名？

 3 年  5 年

 2 年 法律並無限制規定

7 依據戶籍法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為辦理戶籍登記，得先為下

列何項措施？

實施聽證 清查戶口

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 限制遷徙

8 某甲主張其姓名讀音不雅，向戶政機關申請改名。依司法院釋字第 399 號

解釋之意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姓名權為人格權之一種，受憲法保障

姓名雅與不雅，繫於姓名權人之主觀判斷，主管機關應予以尊重

姓名不雅僅限於字義，不得以讀音會意擴大解釋

姓名讀音不雅，屬姓名條例所稱得申請改名之原因

9 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應以何者為準？

以原住民族委員會之認定為準

以當事人申報者為準

以教育部編定之字典為準

以戶政機關審查結果為準

10 有關非婚生子女是否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若從父姓則喪失原

住民身分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於成年後，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並改從父姓，

仍不喪失原住民身分

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且從父姓或傳統姓名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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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依原住民身分法，關於原住民身分之喪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原住民身分不當然喪失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而約定原住民傳統名字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未滿 7 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 40 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父母收養，於收養

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失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而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者，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亦

喪失原住民身分

12 關於戶籍登記與戶籍資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籍登記之主管機關為鄉鎮市區公所之民事執行科

戶籍資料包含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資料與相關電腦儲存媒體資料

現戶戶籍資料包含曾居住該址之人之遷出國外資料

現戶戶籍資料之申請書格式內容，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13 下列何者不屬於共同生活戶內之人口？

戶長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非寄居人

戶長之法定直系血親卑親屬

戶長之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

14 下列何者不屬於戶籍法第 3 條所定得為一戶之情形？

同一家人

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

經營共同事業者

朋友共租一屋且未遷入戶籍

15 下列何者非屬身分登記之種類？

結婚登記 離婚登記 分居登記 輔助登記

16 中華民國人民初次申請戶籍登記時，其出生地之認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戶籍登記，以其登記地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在船機上出生而無法確定其出生地者，以其出生時該船機之註冊地、國

籍登記地或船籍港所在地為出生地

在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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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全戶遷徙時，出境未滿多久者，應隨同為遷徙登記？

 5 年  4 年  3 年  2 年

18 關於初設戶籍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本國國民入境後 6 個月內，應即申辦初設戶籍登記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歸化後 3 個月內，應辦理初設戶籍登記

戶政事務所逕為初設戶籍登記者，得以職權調查之文件留存

在國內出生，6 歲以上，未辦理出生登記之非婚生子女，應辦理初設戶

籍登記

19 國民身分證之初領，除經內政部公告並刊登行政院公報者外，應向下列那

一個機關申請？

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

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

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之任一戶政事務所

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

20 戶籍登記申請書，毋須載明當事人及申請人之何項資訊？

姓名及出生年月日

性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日期

21 關於結婚與離婚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戶政人員需確認有 4 位成年人為離婚證人後，始得為離婚登記

民國 97 年後，結婚應為結婚登記，離婚應為離婚登記

戶政人員應確認有兩位以上成年人為結婚證人後，並由當事人出示主婚

人同意書後，始得為當事人進行結婚登記

戶政人員應確認為當事人進行結婚登記或離婚登記，不致損害公共利益

或善意第三人後，始可進行登記

22 關於遷出登記、遷入登記與住址變更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於同一鄉或鎮或市區內，變更住址 3 個月以上，應為住址變更登記

由他鄉（鎮、市、區）遷入 1 個月以上，應為遷入登記

因入住長照機構達 6 個月以上者，應為遷出登記

執行國家公務之駐外人員及其配偶，出境 2 年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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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關於戶籍登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一人同時不得有二戶籍

戶籍登記以戶為單位

在一家，以年最長者為戶長

單獨生活者，得為一戶並為戶長

24 在美國出生，其出生地應如何登記？

美國 美國及州

美國、州及郡 外國

25 有關收養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以收養人為申請人

得以被收養人為申請人

應同時以收養人及被收養人為申請人

得以書面、言詞或網路向戶政事務所為之

26 下列何者並非戶籍登記撤銷之事由？

登記事項自始不存在 登記事項自始無效

撤銷中華民國國籍 登記事項有錯誤

27 甲父乙母協議離婚，其未成年 A 女與甲父共同生活。乙母為辦理就學、醫

療及遷戶籍等項需要，經甲父同意，得向戶政機關請求下列何種登記？

未成年人子女輔助登記

未成年人子女監護登記

未成年人子女照護登記

未成年人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28 得由戶政事務所逕行為之，免經催告程序的戶籍登記，不包括下列何者？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廢止戶籍登記

喪失臺灣地區人民身分之廢止戶籍登記

死亡宣告登記

輔助宣告登記

29 下列何項公職，經該管主管機關核准者，可由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

者擔任？

公營事業中對經營政策負有主要決策責任之人員

公立大學校長

各機關專司技術研究設計工作之主管人員

各機關之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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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關戶籍登記事項，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籍登記之申請手續不全者，戶政事務所應一次告知補正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者，戶政事務所應依職權更正

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應查驗其國民身分證及戶口名簿正本

同一事件，牽涉二種以上登記者，應分別辦理登記

31 有關字義粗俗不雅，得申請改名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不得改名

可以改名，但成年人以 2 次為限

可以改名，但以 3 次為限

可以改名，但未成年人改名沒有次數限制

32 遷出原戶籍地達 3 個月以上者，在下列何種情形，必須辦理遷出登記？

到外地工作 服兵役

入矯正機關收容 入住長期照顧機構

33 有戶籍國民得依法規申請發給國民身分證之年齡為何？

未滿 14 歲 未滿 15 歲

未滿 16 歲 未滿 18 歲

34 國民身分證係不法取得、冒用或變造者，發現之機關應函知下列何機關註

銷製發檔案資料？

鄉鎮市區公所

原發證之戶政事務所

原發證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內政部

35 初領國民身分證，應由何人為之？

本人 父母 戶長 直系尊親屬

36 甲之國民身分證與戶口名簿因故毀損，甲應如何辦理？

甲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與戶口名簿

甲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與戶口名簿

甲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補領國民身分證與戶口名簿

甲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換領國民身分證，但僅得向戶籍地戶政事務

所申請換領戶口名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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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依戶籍法之規定，申請人不得基於下列那一種情形，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親

等關聯資料？

依人工生殖法第 15 條或第 29 條規定，有查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 8 條規定有器官捐贈查證親屬關係之需求

為辦理繼承登記有查證被繼承人債權債務關係之需求

依法院要求或法院審判有查證親等關聯資料之需求

38 依姓名條例申請身分證明文件，因欠缺資料而不符法律規定時，受理機關

應如何處理？

逕作成不受理決定 逕以書面駁回申請

通告申請人補正資料 通知申請人重新提出申請

39 依戶籍法規定，得向戶政事務所申請之證明書，不包括下列何者？

結婚證明書 離婚證明書

單身證明書 婚姻紀錄證明書

40 依戶籍法施行細則，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查對校正戶籍登記事項者，在申

請戶籍登記或請領各項證明時，戶政事務所應如何作為？

科處罰鍰 通知補辦

拒絕受理 公布姓名或名稱

41 下列何者屬於戶政事務所為戶籍登記前應辦理之作為？①戶口清查 ②

派員複查 ③編製成果統計表 ④層報中央主管機關

③④ ①② ①③ ②④

42 下列何種情事，不得申請改姓？

被認領

臺灣原住民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

音譯過長

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內，姓名完全相同

43 申請人故意為不實之申請，其罰則為：

處新臺幣 6000 元以上 9000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9000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3000 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罰鍰

處新臺幣 10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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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關於申請改姓，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以音譯過長申請改姓，以三次為限

合意終止收養契約後 6 個月內，應申請改姓

被認領者，得申請改姓

未成年人被撤銷認領者，應於被撤銷認領後 3 個月內，向法院民事執行

科聲請改為生母之姓

45 依戶籍法規定，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公

眾或他人者，應受下列何項性質之處罰？

行政罰鍰 刑罰 吊銷證照 警告處分

46 下列何者得不使用本名？

國民依法令之行為，有使用姓名之必要者

學歷、資歷、執照及其他證件

財產之取得、設定、喪失、變更、存儲或其他登記

加入民間社團

47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保障原住民權益，我國因此制定那一部法律？

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原住民身分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48 依戶籍法規定，戶籍資料原則不得攜出保存處所，但下列何種情形例外？

本人向戶籍所在地戶政事務所申請使用

主管機關內政部調閱

戶政事務所辦理戶口查對校正

法院查親等關聯資料

49 本人申請更改姓名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戶政機關應同時依職權於其配偶、子女戶籍資料為配偶、父或母姓名更改

戶政機關於變更登記後，應依本人之申請通知其配偶及子女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戶籍登記之日起，發生效力

終止收養而須改姓者，辦理終止收養登記之申請人，亦得為改姓申請人

50 下列何者非屬原住民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分之情形？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者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

原住民取得外國籍

年滿 20 歲，自願拋棄原住民身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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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選題數： 複選每題配分：

標準答案：

備　　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