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職王歷屆試題

（110 高考三級）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試題
類科：戶政
科目：國籍與戶政法規（包括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宮井鳴老師
一、國民依國籍法規定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國籍。但有那些情形時，
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10 分）又有那些情形時，仍不喪失國籍？（1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單純的法條題，考點為《國籍法》第 12、13 條，建議考生應完全掌握，並將法條完
整寫出！
值得注意的是本題將第 12、13 條之考法拆解為「不得為許可之情形」以及「例外仍不喪失之
情形」，因此建議考生應分為兩部分書寫，較能符合題意。
因為是單純法條題，依筆者上榜經驗建議答題時若能說明「立法設計」或「個人想法」，並
輔以前言、結論，更能豐富答題內容！
《使用法條》國籍法第 12 條、國籍法第 13 條
《命中特區》「國籍與戶政法規」書籍 第一篇第三章（作者：宮井鳴）
【擬答】
「喪失國籍」係「國籍自由原則」體現之一，亦即國民有依其自由意志申請喪失國籍，原則
上國家應予以尊重，惟國際上仍不排除有非自願喪失之情形。各國政府可依據國內情況、實
務運作等面向制定喪失國籍之程序及要件，此亦為「國籍主權原則」體現之一。然我國國籍法
雖尊重國民「喪失國籍」之選擇，惟基於國家安全、政務運作、權利義務、行政程序等面向之考量，仍有
針對「喪失國籍」之相關限制，包括：「不得為許可之情形」以及「例外仍不喪失之情形」，分述如下：

不得為許可之情形
條文規定（國籍法第 12 條）
依前條規定申請喪失國籍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內政部不得為喪失國籍之許可：
男子年滿十五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未免除服兵役義務，尚未服兵役者。但僑居國外
國民，在國外出生且於國內無戶籍者或在年滿十五歲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遷出國
外者，不在此限。
現役軍人。
現任中華民國公職者。
補充說明
第 1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國民憲法上「服兵役之義務」不得輕易免除或不履行，
以避免有國民可能利用此一喪失國籍之機制，逃避其服兵役之義務。惟我國為維護長
期在國外生活或非有意不履行兵役義務之僑居國外國民權益，我國例外設有放寬機
制，使其仍得於未履行兵役之情形下喪失我國國籍。
第 2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軍人之忠誠與服從義務，倘若允許現役軍人任意喪失國
籍，對我之國家安全可能造成嚴重影響。惟值得注意的是，只限制僅針對「現役」軍
人，不包括「非現役」軍人。
第 3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現任公務員之忠誠與服從義務，倘若允許現役公職者任
意喪失國籍，對我之政務運作可能造成嚴重影響。惟值得注意的是，只限制僅針對
「現任」公職者，不包括「非現任」公職者。
例外仍不喪失之情形
條文規定（國籍法第 13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雖合於第十一條之規定，仍不喪失國籍：
為偵查或審判中之刑事被告。
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尚未執行完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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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民事被告。
受強制執行，未終結者。
受破產之宣告，未復權者。
有滯納租稅或受租稅處分罰鍰未繳清者。
補充說明
第 1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刑事被告可能未來將有面臨刑罰執行、罰金繳納等義
務，故不宜在刑事訴訟程序確定前，使其喪失國籍。
第 2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受刑人將刑罰執行完畢之責任，惟須特別注意的是，此
款僅規定「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不包括拘役、罰金、社會勞動等。
第 3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民事被告可能未來將有面臨損害賠償、扶養履行等義
務，故不宜在民事訴訟程序確定前，使其喪失國籍。
第 4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為維護債權人受償之權益，不宜使受強制執行程序且尚未終
結者喪失國籍。惟須特別注意的是，倘若程序已終結者，則不在此規定限制之範圍
內。
第 5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為避免受破產宣告之自然人或法人於未復權前，喪失我國國
籍，進而對債權人或相關程序造成影響。
第 6 款之立法設計主要係考量國民憲法上「納稅之義務」不得輕易免除或不履行，以
避免有國民可能利用此一喪失國籍之機制，逃避其納稅之義務。
我國喪失國籍之限制，主要規定於國籍法第 12、13 條，惟除此條各款之情形外，是否仍有
其他不得喪失國籍之情形仍值得討論。例如刑事程序之證人對於刑事犯罪之認定具有關鍵
作用，倘若其喪失國籍後且遷出國外，是否有可能導致刑事程序之運作受影響？然而過度
限制可能侵害人民喪失國籍之自由，進而違反「國籍自由原則」，故喪失國籍之立法設計
實為一大難題。
二、依據戶籍法相關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如何處理？（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群組式的法條題，考點主要為《戶籍法》第 22 條，建議考生應完全掌握，並將法條
完整寫出！
值得注意的是除戶籍法第 22 條外，建議考生能區分「申請人」、「辦理方式」將戶籍法施行
細則第 15~19 條相關規定一併寫出，更能將「更正登記」之條文完整論述。
《使用法條》戶籍法第 22 條、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5~19 條
《命中特區》「國籍與戶政法規」書籍 第三篇第十三章（作者：宮井鳴）
【擬答】
本題涉及戶籍法第 22 條以及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5~19 條有關「更正登記」之規定，茲分述
如下：
應為更正登記
依據戶籍法第 22 條規定：「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之登記。」故更正登
記為從登記事項之原因，主要係「更正」須針對某一已登記之項目為更正之登記。例如戶
政機關將出生地臺北市誤錄為新北市，則須針對原登記之出生地新北市而為更正。
申請人
依據戶籍法第 46 條規定：「變更、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以本人為申請人。本人不為或
不能申請時，以原申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戶政事務所並應於登記後通知本人。戶
政事務所依職權為更正、撤銷或廢止登記，亦同。」
辦理方式
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 15 條）：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或脫漏，係因戶政事務所作業錯誤所致者，依下列方式辦理：
現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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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除戶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由最後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並通知當事人或
原申請人。但非最後戶籍資料錯誤或脫漏者，由該資料錯誤地戶政事務所查明更正，
並通知當事人或原申請人。
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 16 條）：
戶籍登記事項錯誤，係因申報資料錯誤所致者，應由申請人提出下列證明文件之一，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戶籍地戶政事務所並依前條規定辦理：
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或登記戶籍前之戶籍資料。
政府機關核發並蓋有發證機關印信之原始國民身分證。
各級學校、軍、警學校或各種訓練班、團、隊畢（肄）業證明文件。
公、私立醫療機構或合格助產士出具之出生證明書。
國防部或其所屬相關機關所發停、除役、退伍（令）證明書或兵籍資料證明書。
涉及事證確認之法院確定裁判、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緩起訴處分書，或國內公證人
之公、認證書等。
其他機關（構）核發之足資證明文件。
更正出生年月日所檢附之證明文件（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 17 條）：
更正出生年月日所檢附之證明文件，除屬前條第一款、第六款所定文件外，均以其發證
日期或資料建立日期較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之證件發證日期先者為限。但發證日期
較在臺灣地區初次登記戶籍之證件發證日期為後者，應檢附資料建立日期較在臺灣地區
初次登記戶籍之證件發證日期為先之有關機關（構）檔存原始資料影本。
更正出生年月日證件所載歲數（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 18 條）：
更正出生年月日證件所載歲數，以國曆足歲計算。證件僅載有歲數者，以其發證或建立
之民國紀元減去所載歲數，推定其出生年次。但民國前出生者，以證件所載歲數，減去
發證或建立時之年份，再加一計算。
戶所之通知義務（戶籍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第 1 項）：
戶政事務所依本法第四十六條通知本人時，本人死亡或為失蹤人口，應另通知本人之配
偶及一親等直系血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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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姓名條例，說明臺灣原住民之姓名登記的規定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群組式的法條題，考點主要為《姓名條例》第 1 條第 2 項及姓名條例施行細則 6 條
第 1、2 項，建議考生應完全掌握，並將法條完整寫出！
值得注意的是除戶籍法第 22 條外，建議考生能區分「條文規定」、「說明」兩部份將臺灣原
住民姓名登記相關規定一併寫出，更能將相關內容完整論述。
因為是單純法條題，依筆者上榜經驗建議答題時若能補充「實務作業」或「解釋函令」，更
能豐富答題內容！
《使用法條》姓名條例第 1 條、姓名條例第 4 條、姓名條例施行細則 6 條第 1、2 項
《命中特區》「國籍與戶政法規」書籍 第二篇第一章（作者：宮井鳴）
【擬答】
本題涉及姓名條例第 1、4 條以及姓名條例施行細則 6 條第 1、2 項有關「原住民姓名登記」
之規定，茲分述如下：
條文規定
姓名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姓名登記，依其文化慣俗為
之；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復原
有漢人姓名。但均以一次為限。」
姓名條例第 4 條第 1 項：「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
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不受第一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姓名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2 項：「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傳統姓名之羅馬拼
音，以當事人申報者為準。
臺灣原住民羅馬拼音之符號系統，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
說明
方式：依其文化慣俗為之
此立法設計主要係保障原住民或少數民族之文化權益，以避免制式化的姓名方取用方式
過度侵害原住民或少數民族過往之習慣，更是我國對於傳統文化重視與少數民族保障之
體現。
回復傳統姓名、回復原有漢人姓名
其已依漢人姓名登記者，得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回復傳統姓名者，得申請「回
復原有漢人姓名」。
均以一次為限。
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
記。故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得選擇不並列登記或並列登記，而有以下四種方式，
依內政部 107.8.27「原住民姓名登記及羅馬拼音相關說明」，整理說明如下：
漢人姓名：王大明
漢人姓名並列羅馬拼音：王大明 Mona Rudao
傳統名字：莫那魯道
傳統名字並列羅馬拼音：莫那魯道 Mona Rudao
實務作業
依內政部 106 年 7 月 31 日台內戶字第 1061202671 號函，重點整理說明如下：
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或回復原有漢人姓名，均以 1 次為限，應提醒當事人注意次數限
制。年滿 14 歲者，戶政機關應確認當事人無姓名條例第 15 條限制改名之情事。倘當事
人僅申請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無須查證其刑事紀錄。
當事人之傳統姓名應符合其文化慣俗，倘有疑義，得依原住民族委員會 92 年 10 月 8 日
原民企字第 0920029283 號函規定，應確認其民族別，再請該族專家或耆老協助查明其傳
統姓名之取名方式是否符合該族傳統文化。
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分設「姓名」欄位與「羅馬拼音」欄位，各自獨立，姓名欄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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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個中文字（含全型符號，但不可輸入空白字元），羅馬拼音欄位可輸入 50 個全型字
（含空白字元），又國民身分證因涉及版面配置之字數及字型大小，姓名欄僅可列印 15
個中文字，羅馬拼音欄位僅可列印 20 個全型字，超出字元限制時，必須採行人工書寫方
式為之。
依內政部 99 年 3 月 18 日台內戶字第 0990047401 號函，回復傳統姓名者第 1 次得免費換
發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等相關證件，並得依內政部 86 年 9 月 8 日台內戶字第 8605098
號函規定提供免費戶籍謄本，俾利民眾向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改註姓名。

四、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規定，人的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之法律適用為何？（25 分）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較屬單純的法條題，考點為《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9、10 條，建議考生應完全掌
握，並將法條完整寫出！
值得注意的是本題將第 9、10 條之考法拆解為「權利能力」以及「行為能力」，因此建議考
生應分為兩部分書寫，較能符合題意。
因為是單純法條題，依筆者上榜經驗建議答題時若能說明「民法相關規定」或「個人說
明」，更能豐富答題內容！
《使用法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9 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
《命中特區》「國籍與戶政法規」書籍 第四篇第二章（作者：宮井鳴）
【擬答】
本題涉及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9、10 條有關「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法律適用」之規定，茲
分述如下：
權利能力之法律適用
條文規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9 條）
人之權利能力，依其本國法。
立法設計
權利能力影響當事人之權益、法律地位重大，又我國關於權力能力係規定「始於出生、
終於死亡」，惟各國法對於權利能力之始點及終點非必然相同，故透過此條文以促使涉
外民事事件當事人正確準據適用權利能力之規定。
相關重要規定
條文規定
民法第 6 條：「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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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7 條：「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
生。」
民法第 16 條：「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不得拋棄。」
說明
我國民法係以「出生」作為權利能力之始點，並以「死亡」作為權利能力之終點，亦
即我國國民於我國終期一生皆得享有權利能力，又對「胎兒」而言，其於母體內尚未
出生前，原則上依我國民法第 6 條規定應無權利能力，惟為保護胎兒之權益，我國民
法第 7 條即針對出生後非死產之胎兒，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例如
尚未出生之胎兒將來非死產者，得為繼承人。
行為能力之法律適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
條文規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
人之行為能力，依其本國法。
有行為能力人之行為能力，不因其國籍變更而喪失或受限制。
外國人依其本國法無行為能力或僅有限制行為能力，而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
者，就其在中華民國之法律行為，視為有行為能力。
關於親屬法或繼承法之法律行為，或就在外國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不適用前項規
定。
立法設計
行為能力影響當事人所為民法上法律行為之效力，我國民法過往係以 7 歲為「無行為
能力人」；7~19 歲為「限制行為能力人」；惟我國已於民國 110 年修正以 18 歲為成
年，並於 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又各國之行為能力規定非必然相同，故透過此條文以
促使涉外民事事件當事人正確準據適用行為能力之規定。
行為能力牽動所為法律行為之法律效力，對交易雙方甚至相關利害關係人甚為重要，
倘若當事人因國籍變更而導致行為能力適用不同本國法出現變化，將影響行為能力所
衍生之法律關係安定性，故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2 項即規定有行為能力
人之行為能力，不因其國籍變更而喪失或受限制。
又行為能力原則上雖依據當事人之本國法，倘若外國人依其本國法無行為能力或僅有
限制行為能力，而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者，就其在中華民國之法律行為，視為
有行為能力，以確保我國相關法律秩序運作之基礎。
親屬法與繼承法之法律行為因涉及身分法屬人性、安定性之考量原則上仍應適用本國
法有關行為能力之規定。「外國不動產所為之法律行為」亦是考量不動產之法互動型
態或是交易習慣與不動產所在國家仍有緊密關聯，而不宜由我國逕予為行為能力之放
寬，惟「不適用」後，究竟應是用當事人之本國法亦或是不動產所在地法，依據文義
解釋，似應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
相關重要規定
條文規定
民法第 12 條：「滿二十歲為成年。」（現行規定）；民法第 12 條：「滿十八歲為成
年。」（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民法第 13 條：「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
行為能力。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現行規定）；民法第 13 條：「未滿
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112
年 1 月 1 日施行）
民法第 15 條：「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民法第 16 條：「權利能力及行為能力，不得拋棄。」
說明
我國民法關於非完全行為能力所為法律行為之規定中，尤以「限制行為能力」較為複
雜，並應區分「契約行為」、「單獨行為」而分別適用民法第 79、78 條規定。又民國
112 年施行 18 歲成年之規定後之立法效果或可能衍生之問題仍有待相當時間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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