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五等考試 
類  科：戶政 
科  目：戶籍法規大意 
考試時間： 1 小時 座號：        
※注意： 本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本科目共50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代號：3506 
頁次：4－1 

1 戶政事務所辦理死亡登記幾日後，經查通報機關（構）未依規定通報者，應依戶籍法第 78 條規定處罰？ 
 7 日  15 日  30 日  60 日 

2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初領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戶長親自辦理戶內人口之遷徙登記時，不得申請戶內人口之換領國民身分證 
換領國民身分證，由本人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補領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為之 

3 我國國籍之認定原則為何？ 
血統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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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下列有關外國人申請歸化我國國籍應具備之要件，何者錯誤？ 
年滿 20 歲並依中華民國法律有行為能力 
品行端正，無犯罪紀錄 
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以自立，或生活保障無虞 
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5 戶政事務所之設置，如何為之？ 
由內政部統一規定設置標準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其轄內分設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按鄉鎮市區設置 由各鄉鎮市區主管機關於轄內設置 

6 國民身分證之製發管理作法，以下何者非規定之方式？ 
遇有缺字，應以人工方式填寫，缺字字體為藍色 
戶政事務所應每月編製報表統計核發量、空白證等 
相片影像檔內容，應包括掃瞄建檔人員及日期 
直轄市、縣（市）政府每月 10 日前應送出相關之月報表 

7 以下各文件，何者不得認定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力及國民權利義務基本常識？ 
依國籍法第 3 條一般歸化 66 歲申請者，提國內政府機關委託開設 72 小時課程證明 
為我國人之養子女申請歸化者，提國內政府機關開設 78 小時課程證明 
依國籍法第 3 條一般歸化申請者，提歸化測試口試成績 75 分證明 
為我國人之配偶申請歸化者，提歸化測試筆試成績 60 分證明 

8 下列國民身分證之記載事項變更者，何者得不申請換領國民身分證？ 
役別 配偶姓名 出生地 戶籍地址 

9 有關親等關聯資料之申請必須嚴謹，因此以下何者為正確？ 
必須親自申請  得委託他人申請 
委託他人應書面為之  戶政事務所應提供全部利害關係之資料 

10 下列何項登記係可不經催告申請，由戶政事務所逕行職權為之？ 
法院裁判確定之離婚登記 喪失國籍廢止戶籍登記 
死亡宣告登記  變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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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有關外國人辦理戶籍登記取用中文姓名之敘述，何者錯誤？ 
已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變更中文姓名一次 得取用其外文音譯姓名 
得取用其中文原名  取用之中文姓氏，相關行政機關毋須採一致性作法 

12 在國內出生幾歲以下之無依兒童應辦理出生登記？ 
 6 歲  10 歲  12 歲  14 歲 

13 下列何者應辦理初設戶籍登記？ 
在臺灣地區合法居住，逾 12 歲未辦理出生登記者 
遷出國外回國定居者 
回復臺灣地區人民身分者 
回復國籍者 

14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遷出原鄉（鎮、市、區）3 個月以上，應為遷出登記 
國內就學者，得不為遷出登記 
入矯正機關收容者，應為遷出登記 
全戶遷徙時，矯正機關收容人應隨同遷徙 

15 以下何者與國籍法規定相符？ 
未婚未成年子女可隨同歸化、喪失國籍及回復國籍 
未婚未成年子女可隨同歸化；未成年子女可隨同喪失國籍及回復國籍 
未成年子女可隨同歸化、喪失國籍及回復國籍 
未成年子女可隨同歸化；未婚未成年子女可隨同喪失國籍及回復國籍 

16 戶籍登記申請書上應載明之事項，以下何者為錯誤？ 
當事人出生年月日 戶長姓名 戶號 當事人或申請人姓名 

17 下列有關戶之區分之敘述，何者錯誤？ 
共同生活戶指在同一家或同一處所共同生活之普通住戶 
單獨生活戶指單獨居住一處所而獨立生活者 
同一處所不得有二種以上性質不同之戶 
共同事業戶有名稱者，應標明其名稱 

18 李先生為我國派駐美國之外交官，帶著太太曉玉及 18 歲女兒宛真一同出國，其 26 歲兒子偉仁在美國及遠洋

漁船上工作，都出境 2 年以上，何些人應為遷出登記？ 
都不必為遷出登記  偉仁不必遷出；其他人要遷出 
偉仁要遷出；其他人不必遷出 都應為遷出登記 

19 下列何者不是出生登記之申請人？ 
戶長 寄居人 利害關係人 兒童及少年福利機構 

20 下列有關戶籍登記申請人之敘述，何者錯誤？ 
收養登記，以收養人或被收養人為申請人 
終止收養登記，以收養人或被收養人為申請人 
監護登記，以監護人或被監護人為申請人 
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行使負擔登記，以行使或負擔之一方或雙方為申請人 

21 因戶政事務所錯誤之戶籍記載，該如何處理？ 
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更正，並通知錯辦之戶政事務所 
由錯辦之戶政事務所查明更正，並通知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由現戶籍地戶政事務所查明更正，並通知當事人及原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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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外國人取用之中文姓名，應符合我國國民使用姓名之習慣（包括取用姓名原則），以下何者非所稱之習慣？ 
姓氏在前名字在後  無姓氏者僅登記名字 
得使用姓名條例所規定字典中之用字 得以外文音譯方式取用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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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戶政事務所配賦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有重複、錯誤或特殊情事者，由何者變更或更正之？ 

原配賦戶政事務所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受理地戶政事務所 任一戶政事務所 
24 以下何項戶籍登記可於任一戶政事務所辦理？ 

出生地登記  初設戶籍者 
雙方無戶籍者在國內結婚 雙方無戶籍者在國外結婚 

25 下列何種登記，得免經書面催告程序，由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 
出生登記  檢察官聲請之死亡宣告登記 
認領登記  撤銷登記 

26 以下何者係戶籍法明文規定之申請人？ 
以輔助人或被輔助人為輔助登記 以監護人及被監護人為監護登記 
以本人或戶長為初設戶籍登記 以檢察官為死亡登記申請人 

27 下列何者不是將全戶戶籍暫遷至戶政事務所之申請人？ 
房屋所有權人 房屋管理機關 地方自治機關 警察機關 

28 下列有關姓氏之登記，何者錯誤？ 
婚生子女，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非婚生子女，依母姓登記 
無依兒童，由戶政事務所主任代立姓氏 
婚生子女無法約定時，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依父姓或母姓登記 

29 戶內設籍人口均為無行為能力人或限制行為能力人時，由何人為戶長？ 
由最年長者為戶長  戶內任一人均可為戶長 
由男性為戶長  由女性為戶長 

30 本名之證明為何，以下何者正確？ 
回復國籍者應以回復國籍許可證書為證明 僑居國外國民應以護照為證明 
居住國內國民應以國民身分證為證明 未滿 14 歲者得以戶口名簿為證明 

31 補領戶口名簿，由戶長親自或以書面委託他人向何者為之？ 
任一戶政事務所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 居住地戶政事務所 原核發戶政事務所 

32 戶政規費收費標準，由何機關定之？ 
財政部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事務所 

33 查記 15 歲以上人口之教育程度，究屬何機關之責任？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及戶政事務所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戶政事務所 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戶政事務所 

34 李林之父（其父係我國籍）原設戶籍於南投縣，民國 80 年遷出國外後，當年 10 月生李林，現查悉 2 人均未

曾申請喪失我國國籍，李林未曾設戶籍，2 人國籍究如何論斷？ 
 2 人均係出生時即具有我國籍 
李林之父辦遷入登記始具我國籍，李林須領我國護照始具有我國籍 
李林之父出生時即具有我國籍，李林須領我國護照始具有我國籍 
 2 人均須申請歸化 

35 親等關聯資料之申請，戶政事務所應於受理後如何處理？ 
應於 7 個工作日內准駁，駁回時得敘明理由 應於 7 個工作日內准駁，駁回時應敘明理由 
應於 7 日內准駁，駁回時應敘明理由 應於 7 日內准駁，駁回時得敘明理由 

36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由何機關定之？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事務所  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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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有關戶政罰鍰之處分，由何機關為之？ 
法務部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事務所 

38 申請人申請戶籍登記時提出之證明文件，經戶政事務所查驗後，何者應留存正本？ 
初設戶籍登記 收養登記 認領登記 結婚登記 

39 戶政事務所將其全戶戶籍暫遷至該戶政事務所時，應通報何機關？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鄉（鎮、市、區）公所  警察機關 

40 戶口清查之區域及期間，由何機關訂定？ 
內政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戶政事務所  警察機關 

41 我國人取得外國國籍者，已擔任直轄市長、縣（市）長，由何機關解除其公職？ 
均由內政部為之 
分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之 
分由內政部、縣（市）政府為之 
直轄市長由行政院為之、縣（市）長由內政部為之 

42 登記後發生訴訟，經裁判確定，應為變更登記時，依法戶政事務所為書面催告後，該如何續辦？ 
申請人仍不申請時，戶政事務所依職權逕為登記並應通知本人 
申請人仍不申請時，戶政事務所須再催告並依職權逕為登記 
申請人未申請時，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並應通知申請人或本人 
申請人未申請時，戶政事務所逕為登記並應通知申請人及本人 

43 各級戶政機關調閱相片影像檔之紀錄，應保存多久？ 
 10 年 永久保存  20 年  15 年 

44 依國籍法規定，國籍變更具有我國國籍後，對擔任各部之常務次長有何限制？ 
歸化限制 10 年；回復國籍限制 5 年 歸化限制 10 年；回復國籍限制 3 年 
歸化及回復國籍均限制 10 年 歸化及回復國籍均無限制 

45 出生登記時，未使用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或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中所列有之文字者，如何辦理？ 
依申請人意願登記  依父母約定登記 
依法不予登記  依戶政事務所主任取用之名字 

46 在申請期日之考量上，下列申請案何件現在可核准？ 
甲於羈押中，被收養申請改養父姓 
乙因竊盜現於偵查中，被認領申請改姓名 
丙因重傷害罪民國 101 年 3 月 1 日判刑 2 年確定，現申請改名 
丁因妨害自由罪民國 99 年 2 月 2 日 2 年徒刑執行完畢，現申請改名 

47 戶口名簿戶號由文字碼與數字碼組成，共計幾碼？ 
 6 碼  8 碼  10 碼  12 碼 

48 以下在戶籍上之登記，何者為錯誤？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及傳統姓名羅馬拼音並列登記 
原住民之漢人姓名及傳統姓名羅馬拼音並列登記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及漢人姓名羅馬拼音並列登記 
外國人之中文姓名及原有外文姓名羅馬拼音並列登記 

49 國民身分證之姓名幾個字以上者，應以人工方式填寫？ 
 10 個字  12 個字  14 個字  16 個字 

50 戶政事務所受理幾歲以上國民申請改姓、改名或更改姓名者，應向相關機關查詢有無姓名條例第 12 條所定

不得更改之情事？ 
 14 歲  15 歲  18 歲  20 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