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地方特考）

109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別：三等考試
類科：戶政
科目：國籍與户政法規（包括國籍法、户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一、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有關監護事務有何規定？請說明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監護」之規定，並非首次出現在申論考題中，104 年高考
三級考試曾經出現過，係以綜合議題方式進行命題，將收養、監護、輔助、扶養一併納入，
而本題則係單獨以「監護」進行命題，論述重點應在於說明該相關條文所要彰顯之立法意
旨。
建議分成兩段作答，第一段先說明「外國人之監護宣告」之準據法，第二段論述「監護之準
據法」。
《相關考題》
依現行法規定，外國人於我國境內，收養、監護、輔助、扶養之準據法，各如何適用？【104
高三】
《使用法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2 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6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参篇第二章，頁 3-117、148。
作者：劉秀
【擬答】
所謂「監護」係指監督保護，包含保護被監護人之身體，管理其財產，目的在輔佐被監護
人之能力。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有關監護事務，係分別規定在第 12、56 條。茲分段說明如下：
外國人之監護宣告：
現行法制：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2 條第 1 項，凡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居所之外國人，依其本國及
中華民國法律同有受監護宣告之原因者，得為監護宣告。同條第 2 項規定，前項監護宣告，
其效力依中華民國法律。
條文分析：
監護宣告原則上應由受監護人本國法院管轄，而規定係屬例外，其目的在保護居住國之
社會公安及外國人私人法益。
監護之原因，向有本國法說及法庭地法說之分。依理而論，該外國人之本國法與內國法
自應同時並重，故採「累積適用」之方式，規定依法庭地及外國人之本國法同有宣告之
原因時，始得為之。
監護之準據法：
現行法制：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6 條第 1 項，監護依受監護人之本國法。但在中華民國有住所或
居所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監護依中華民國法律：依受監護人之本國法，有應
置監護人之原因而無人行使監護之職務。受監護人在中華民國受監護宣告。
條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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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第 1 項本文，監護宣告可認係行為能力衍生之制度，故原則上從行為能力準據法之
立法例，以受監護宣告者之本國法為其準據法，目的在保護欠缺行為能力人之利益。
本條第 1 項但書之立法意旨，認為若外國人於我國有住、居所，基於保護應受監護、輔
助宣告者，或維護內國公益、交易安全等考量，應設有例外規定，以我國法為其監護、
輔助宣告之準據法。
第 1 款係考量係依當事人本國法，監護宣告已有應開始之原因，然實際上無人擔任監
護人，致該欠缺完全行為能力人之利益仍無法獲有效保障。蓋應受監護宣告而未為，
對應受監護宣告者與內國公安咸有不利。
第 2 款則不論其他因素，只看我國法院是否宣告。至於本款與第 12 條之適用關係，似
有待實務案例累積與學說補充而定。
綜上所述，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針對監護之設計，係同時考量內國社會公安及外國人私人
法益，在對外國人之監護宣告上，係採累積適用；而監護內容之準據法上，則設有原則與例外
之規定，原則上依受監護人之本國法，例外則依中華民國法律。

二、戶籍法第四十八條之二規定，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試問，
有那些戶籍登記，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較低，屬於考古題型，亦即考點在戶籍法第 48 條之 2。惟重點在於考生首先應決定
「如何分段」之問題，可嘗試將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有關催告之相關規定，放在第段，
加以補充說明。
建議分兩段處理，第一段先說明「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的戶籍登記項
目」，第二段補充論述「相關催告程序規定」。
《相關考題》
戶籍登記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但在何種情形下，得免經催告
程序，戶政事務所可逕行登記，又在何種情形下，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登
記？【100 地四】
那些戶籍登記，免經催告程序或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並請擇其中五
種登記舉例說明之。【104 高三】
《使用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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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戶籍法第 48 條第 3 項。
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壹篇第四章，頁 1-271～273。
作者：劉秀
【擬答】
有關戶籍登記之資料，不僅可作為確認人民身分和權利義務關係，亦是政府各項施政或學
術研究參考之依據，爰為防止人民怠於申請，影響戶籍資料之正確性，我國戶籍登記除以申報
登記為主外，並輔以職權登記主義。茲依題意所示，分述說明如下：
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的戶籍登記項目：
依戶籍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下列戶籍登記，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主登記事項：出生登記、監護登記、輔助登記、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死亡
登記、初設戶籍登記、遷徙登記。
從登記事項：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
經法院裁判確定、調解或和解成立之身分登記。例如經法院裁判確定之認領、收養、終止
收養、離婚登記、經法院調解或和解成立之離婚登記。
相關催告程序規定：
依戶籍法第 48 條第 3 項，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
人。戶政事務所催告申請人辦理登記，其催告書送達之程序，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67 至 91
條之相關規定辦理。
又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第 2 至 4 項規定：
催告所定期限不得少於七日，催告書應送達應為申請之人。
戶政事務所辦理本法第 48 條之 2 所定登記之催告，應載明經催告屆期仍不申請者，由戶
政事務所依本法第 48 條之 2 規定逕行為之。
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 48 條之 1 及第 48 條之 2 規定逕為登記後，應通知應為申請之人。
綜上所述，戶籍登記常涉及人民身分認定及相關權利義務。因此，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前，
必須先經一定催告程序，始符合程序正義。同時逕為登記後，亦應通知應為申請之人，以免其
權益受損而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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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姓名條例第八條規定，有那些情事者，得申請改姓？請敘述之。（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難度較低，屬於考古題型，搶分關鍵在於思考答題如何同中求異，以求在眾多制式答案
中能順利脫穎而出。例如可在各款舉例說明，並補充證明文件。
建議在第一段先將「得申請改姓之情事」整理出來，第二段再補充說明「申請改姓之證明文
件」。
《相關考題》
出生登記當事人之姓氏，依相關法令規定未能確定時，對婚生子女及非婚生子女之姓氏如何
決定？又依姓名條例規定，在什麼情況下得申請改姓？ 【99 地三】
依姓名條例規定，得申請改姓之情形有幾種？有無次數限制？試分別舉例說明。【101 地
三】
王先生因家族問題想申請改姓，依規定有何情事之一者，方可申請改姓？【102 地四】
依姓名條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何種情形得申請改姓？又有何限制？【106 薦升】
《使用法條》
姓名條例第 8 條。
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貳篇，頁 2-15～17。
作者：劉秀
【擬答】
依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99 號解釋之意旨，人之姓名，係對外代表其本人之符號，姓名權
為人格權之一種，應受憲法第 22 條之保障，為便於權利義務主體之認定及保障個人姓名權，規
範人民對於姓名之使用及姓名之更改有其必要。茲依題意所問，分段論述說明如下：
得申請改姓之情事：
依姓名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姓：
被認領、撤銷認領。例如依民法 10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非婚生子女原則上從母姓，例外
經生父認領者，得申請變更為父姓。
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例如依民法 1078 條第 2 項規定，養子女被收養後，得變更
從養父姓、養母姓或維持原來之姓。
臺灣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例如在臺灣省光復初次設戶籍時，
父子或兄弟姐妹因分居各自定姓氏，致現用姓氏不同。
音譯過長。主要係考量實務上姓氏音譯過長，造成使用不便之困擾，爰列入得申請改姓之
情事之一。
其他依法改姓。例如依民法第 1063 條第 2 項規定，對於婚生子女之推定，夫妻之一方或子
女能證明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得提起否認之訴。若經法院判決確定非為婚生子女後，即
得依法改姓。
夫妻之一方得申請冠以配偶之姓或回復本姓，依姓名條例第 8 條第 2 項規定，夫妻之一方
得申請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或回復其本姓；其回復本姓者，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
一次為限。
申請改姓之證明文件：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7 條規定，申請改姓之證明文件如下：
被認領、撤銷認領，而申請改姓者，應提出被認領、撤銷認領之證明文件。例如生父認
領同意書或法院判決書與判決確定書。
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而申請改姓者，應提出法院裁判書及確定證明書之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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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例如養子女為成年人，得以終止收養書約為證明文件。
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植，故申請改姓者，應提出足資證明家族正確姓氏之文件。
其他依法改姓者，應提出依法改姓之證明文件。
證明文件有戶籍資料可稽者，由戶政機關查證之。
綜上所述，申請改姓須依姓名條例第 8 條第 1 項規定，具有法定情事之一，始得為之，並
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而上述得申請改姓之情事，均係涉及民法身分上之變動或因應實務上使
用需求而為相關制度設計。

四、日本國籍之甲男與我國籍之乙女結婚後，定居我國且取得永久居留，兩人間並生有一子丙，
數年後乙女因病去世，甲男仍然繼續居住在我國， 並獨自扶養丙。其後，甲男因交通事故死
亡，經查其在我國遺有價值約新臺幣一千萬元之財產，但未留有任何遺囑。試問，依涉外民
事法律適用法規定，甲男之遺產應如何繼承？（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繼承」之規定，係首次出現在申論考題中，雖以實例題進
行命題，惟題目設計尚屬單純，論述重點應針對法條規範進行說明，並對案例事實加以涵攝
適用。
建議分成兩段作答，第一段先說明「繼承之準據法」，第二段論述「本題案例之適用」。
《使用法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8 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9 條。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命中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参篇第二章，頁 3-150～151。
作者：劉秀
【擬答】
本題甲男為外國人，而甲男遺產之繼承為民事案件，係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認定準據法，
在我國法院具一般管轄權之前提下，本題應定性為「遺產繼承」之問題。茲依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58 條規定，分述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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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之準據法：
現行法制：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8 條，繼承依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但依中華民
國法律中華民國國民應為繼承人者，得就其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之。
條文分析：
繼承適用範圍包括繼承開始原因、時期，與繼承順序、應繼分、特留分有無，乃至繼承
權喪失、拋棄繼承方式及期限等，而本條未區分動產、不動產，悉以被繼承人死亡時本
國法為繼承準據法，乃採「統一主義」。
本條但書係基於保護內國公益、法律適用單純之法旨，解釋上應採「目的性限縮」，限
於「中華民國國民適用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本國法，不得為繼承人；但依中華民國法律，
應為繼承人」之情形，方得適用。
本題案例之適用：
本題甲男因交通事故死亡，其在我國遺有價值約新臺幣一千萬元之財產，但未留有任何遺
囑，繼承應依甲男死亡時之本國法，即依日本法。
惟甲男乙女兩人生有一子丙，依我國國籍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丙出生時，母為中華民
國國民，故丙屬中華民國國籍，為我國國民，且依我國民法第 1138 條第 1 款規定，丙具第
一順序繼承人之資格。因此，依上揭條文但書之規定，丙得就甲男在中華民國之遺產繼承
之。
另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59 條規定，外國人死亡時，在中華民國遺有財產，如依前條應
適用之法律為無人繼承之財產者，依中華民國法律處理之。其立法目的係為避免造成法律關係
處於不確定狀態，致影響第三人權益及交易安全，並藉以保障內國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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