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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特種考詴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詴詴題 

等 別：四等考詴 

類 科：戶政 

科 目：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甲、申論題部分 

一、國人甲、乙於赴美國拉斯維加斯旅遊時，突決定在當地(美國內克郡)教堂舉行婚禮，依當地

法律於結婚登記處進行結婚登記並受領結婚證書。嗣後甲乙於我國法院爭執婚姻之效力，應

如何適用法律？附理由說明之。(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係有關涉外婚姻效力成立之準據法認定，曾經在 104 年地方特考三等及 106 年

高考三級出現類似的實例題，屬於考古題類型，考生應能百分百掌握。作答時宜就

相關法條進行論述，並就題示案例，加以涵攝適用。 

建議第一段先說明「涉外婚姻成立之準據法規定」，第二段再進行本題「案例涵攝

適用」。 

《相關考題》 

詴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敘述有關婚姻成立要件及婚姻效力之準據法。

【98地三】 

婚約及婚姻之成立、婚約及婚姻之效力，依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規定之準據

法，分別有無不同？請詳述之。【100高三】 

某甲為我國國民負笈至美國留學，畢業後與美籍女友在美國當地法院公證結婚，請

問某甲之婚姻在尚未向我國辦理登記之前是否有效力？(10 分)又其如何向我國辦理

結婚登記及其相關程序為何？(15分)【104地三】 

甲為外國人，十六歲當天來台北成為某高中交換生，在台北讀書停留兩年後，進入

某大學讀書，滿十九歲時回國向父母說明，欲與大她四歲的研究所學長(我國國民)

在臺北結婚，父母深表祝賀，十天後甲回台北與學長舉行公開婚禮。請問： 

依我國法律規定，甲與學長的婚姻如有效，須具備那些要件？(10分) 

若甲與學長的婚姻有效，甲欲以我國國民配偶身分申請歸化為我國國民，須符合

那些法定要件？(15分) 【106高三】 

《使用法條》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條。 

民法第 980條以下相關條文。 

《命中特區》 

本班教材 

志光出版社   

書名：高分國籍戶政法規 

書編：2AH17 

章節出處：第參篇第二章，頁 3-140～141。 

作者：劉秀 

【擬答】： 

本題甲乙至美國(外國地)結婚，係屬涉外民事案件，於我國法院爭執，我國法院應具一

般管轄權，且應定性為「涉外婚姻成立」之問題。茲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相關規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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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說明如下： 

涉外婚姻成立之準據法規定： 

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但結婚之方式依當

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者，亦為有效。 

實質要件之準據法，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採併行適用方式，並就各自適用之法律合

一決定涉外法律關係之成立。各準據法在效力上並無輔助的關係，如依其應適用之準據

法並不具備成立要件，則縱依其他準據法具備成立要件，該涉外法律關係仍不成立。 

形式要件之準據法，依當事人一方之本國法或依舉行地法，採「3 個準據法的選擇適用

主義」認定，亦即只要具備當事人任何一方之本國法或結婚舉行地法所定之方式，其方

式即無欠缺，婚姻有效成立。 

本題案例甲乙婚姻效力之適用： 

甲乙婚姻效力是否成立，應分別滿足實質成立要件與形式成立要件，並就上述準據法規定

加以適用： 

實質成立要件：甲、乙婚姻應依各自之本國法為準據法，而甲、乙均為我國人，故須符

合我國民法第 980條以下規定，例如結婚年齡、親等輩分、不得重婚等。 

形式成立要件：題示甲、乙在當地(美國內克郡)教堂舉行婚禮，依當地法律於結婚登記

處進行結婚登記並受領結婚證書，渠等結婚方式既依舉行地法規定，並完成相關程序，

應為有效。 

外國人與我國國民結婚人數逐年成長，為尊重多元文化，兼顧我國民情，有關渠等婚姻

實質要件，宜在國籍聯繫因素之前提下，採併行適用方式，以期平等保護雙方當事人法律上權

益。另婚姻形式要件之方式，宜採選擇適用方式，以促使婚姻法律關係之有效成立。 

 

二、依姓名條例及民法規定，未成年人甲申請更改姓名之程序為何？又甲如經法院宣告變更姓氏

者，其程序有無不同？(25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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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 

本題有關未成年人更改姓名之規定，係首次出現在國考命題中，跳脫以往命題窠

臼，顯示出題者欲脫離命題了無新意之批判。考生得就相關實務作業規定，包括申

請人、受理機關、相關文件等觀點進行申論。另有關法院宣告變更姓氏部分，係屬

民法重要規定，一般考生應能簡單掌握。綜合評論本題難度不高，但須經思考整

合。 

建議第一段先回答未成年人甲申請更改姓名之程序，第二段再說明經法院宣告變更

姓氏之規定。 

《使用法條》 

姓名條例第 13條。 

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4、10條。 

民法第 1059、105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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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26。 

作者：劉秀 

【擬答】： 

人之姓名與其本身權利義務關係，至為密切，鑑於社會進步，人與人交往頻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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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就題意所示，就姓名條例第 13條等相關規定，分段論述說明如下： 

未成年人甲申請更改姓名之程序： 

依姓名條例第 13 條之規定，申請改姓、改名、更改姓名等，以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

人。未成年人若由法定代理人單方申請，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4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改姓、改名、更改姓名等，應填具申請書，

檢附證明文件，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核准。但經內政部公告，並刊登行政院公報之

指定項目，得向戶籍地以外之戶政事務所為之。 

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依規定申請之各類案件，於登記後，其有證件者，得

向原發證機關或其主管機關為變更姓名之登記及改註證件。 

甲更改姓名與經法院宣告變更姓氏之差異： 

未成年人甲申請更改姓名之程序與經法院宣告變更姓氏者，其規定不同，一般改姓、改名、

更改姓名等，須符合姓名條例第 8、9、10 條等相關法定情事，而經法院宣告變更姓氏，則

須有民法第 1059條及 1059條之 1之法定情形： 

依民法第 1059 條，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

利益，宣告變更婚生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父母離婚者。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依民法第 1059 條之 1，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

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非婚生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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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不一致者。 

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姓名權是公民最主要的人格權，關係到公民基本生活，涉及個人權利之保障，而未成年

人姓名之登記與更改，原則上係由法定代理人決定，並依戶籍法與姓名條例規定之相關程序辦

理，惟若有法定情形發生，為保障子女之利益，法院自得依請求審酌並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 

 

乙、選擇題部分 

  外國人申請歸化所需之合法居留期間之計算，下列何種居留期間得列入計算?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看護工作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海洋漁撈工作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之工作 

經勞動部許可從事運動員之工作 

  我國國民兼具外國國籍者，如擬擔任國籍法所定應受國籍限制之公職，應如何辦理? 

應一律先申請內政部許可 

於就(到)職前辦理放棄外國國籍，並於就(到)職之日起 1 年內完成喪失該國籍及取得證明

文件 

只須於就(到)職之日起 1 年內完成喪失該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即可 

應於就(到)職前完成喪失該國籍及取得證明文件 

  關於有殊勳於中華民國之外國人申請歸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其許可由行政院為之 

申請人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毋須設有住所 

國籍法明文授權主管機關就殊勳之認定標準另以辦法定之 

母須具有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 183 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 5 年以上之要件 

  歸化後發現有應撤銷歸化許可之事由者，於下列何種情形，內政部仍不得撤銷其歸化許可? 

未於許可歸化之日起 1 年內提出喪失原有國籍證明者 

經法院確定判決認係通謀為虛偽結婚而歸化逾 5 年者 



公職王歷屆詴題  （109地方特考） 

共 7頁 第 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無國籍人因出生於我國領域內而申請歸化許可逾 5 年者 

內政部知有與國籍法規定不合情形之日起逾 1 年者 

  依國籍法規定，我國國籍之取得係採以下何種主義? 

僅採血統主義     僅採出生地主義 

血統主義為主，出生地主義為輔  出生地主義為主，血統主義為輔 

  無國籍人歸化者，於歸化日起滿 10 年內，得擔任下列何種公職? 

內政部科長 村里長 特命全權公使 鄉民代表 

  出生於我國領域內之無國籍人申請歸化，就其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

立，或生活保障無虞」要件，得提出之證明文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我國政府機關核發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或技能檢定證明文件 

最近 1 年於國內平均每月收入逾勞動部公告基本工資 2 倍者 

雇主開立之聘僱證明或申請人自行以書面敘明其工作內容及所得 

國內之動產及不動產估價總值逾新臺幣 500 萬元者 

  下列何者為原住民民族別登記之辦理依據? 

原住民族基本法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原住民族教育法   原住民身分法 

  下列何種登記，毋須有正當理由並經戶政事務所核准，即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認領登記  終止收養登記  兩願離婚登記  法院裁判離婚之登記 

  以本人或戶長為申請人之戶籍登記，不包括下列何者? 

遷徙登記 全戶之遷徙登記 分戶登記 合戶登記 

  下列有關出生地之敘述何者錯誤? 

無依兒童之出生地無可考者，以發現地為出生地  

國外出生者，以其出生所在地之國家或地區為出生地  

以其出生地所屬之省(市)及縣(市)為出生地 

在少年福利機構安置教養者，均以該機構所在地為出生地 

  有關戶籍登記之申請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監護登記，以監護人及被監護人雙方為申請人  

認領登記，以認領人及被認領人雙方為申請人  

收養登記，被收養人得為申請人 

終止收養登記，僅被收養人得為申請人 

  某甲遷出某戶後失蹤，未於法定期間辦理遷出登記，戶政事務所應如何辦理? 

本人死亡時，應另通知本人之配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  

應為公示催告  

逕行為之 

辦理死亡宣告 

  依姓名條例規定申請回復本姓，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自何日起發生效力? 

提出申請之日起   戶籍登記之日起 

戶籍登記後滿 1 個月起 提出申請後滿 3 個月起 

  申請歸化之外國人，下列何者不須具備「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

障無虞」之要件? 

為我國國民之配偶者 扶養 5 歲之我國籍子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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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曾為我國國民者 為我國國民之養子女者 

  關於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下列何者錯誤? 

得僅以傳統姓名登記 

得僅以漢人姓名登記 

得以傳統統姓名之羅馬拼音與漢人姓名並列登記 

得以漢人姓名之羅馬拼音與傳統姓名並列登記 

  因字義粗俗不雅而申請改名，下列何者錯誤? 

以 3 次為限 

由本人向戶政機關提出申請  

未成年人應於成年後，始得申請改名  

所改之名應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 

  依姓名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申請改名,應檢附之證明文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同時在一公營事業機構服務而姓名完全相同者，為該公營事業機構之證明文件  

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者，戶口名簿  

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者，為載有通緝資料之證明文件 

撤銷認領者，為撤銷認領之證明文件 

  下列何者為戶籍法規定之身分登記? 

遷徙登記 分戶登記 初設戶籍登記 輔助登記 

  關於姓名變更登記後之通知，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戶政機關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女  

戶政機關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女，但其子女已成年者，不在此限  

戶政機關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女，但其配偶經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者，不在此限 

戶政機關應於變更登記後通知其配偶及子女，但其配偶或子女在監服刑者，不在此限 

 

  關於本國國民與外國人結婚，其配偶與所生子女之取用中文姓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名字在前 

，應冠我國配偶之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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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 

，不得申請更改 

  A 國人甲夫與我國人乙妻婚後於 B 國及我國皆有共同住所，嗣後甲乙向我國法院請求裁判

離婚，關於甲乙離婚後其未成年子丙(A 國籍)之親權行使，應如何適用法律? 

       A 國法 

B 國法           B 國法或中華民國法 

  關於申請更改姓名之次數，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以 1 次為限 

，不得再申請回復原

有漢人姓名  

，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 1 次 

，得申請更改中文姓名 1 次 

  法國人甲在日本收養我國人乙，關於其收養效力之問題，我國法院應如何適用法律? 

適用法國法  適用日本法 適用我國法 適用法國法或我國法 

  我國人 15 歲甲女與法國人 23 歲乙男在我國結婚。關於甲乙之婚姻是否成立，應如何適用

法律?  

應適用我國法律   應適用法國法律  

應適用我國法律與法國法律  甲女適用我國法律，乙男適用法國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