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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  出生登記 

法令依據 一、戶籍法第 4、6、26、27、28、29、45、47、48、

48-2、49、56、58、79、80 條。  

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9、10、12、13 、 14、16 、

19條。  

三、姓名條例及施行細則。  

四、民法及行政程序法。 

申 請 人 一、以父母、祖父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 

二、無依兒童，得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為申請人。 

三、無以上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四、受委託人: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 

   託他人申請。 

繳附文件 一、在醫院、診所或助產所出生者，應提憑出生證明   

    書。非在醫院、診所或助產所出生無法提出出生 

    證明書者，提憑醫療機構開具之 DNA親子鑑定報 

    告書正本。 

二、由父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姓。 

三、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出生者設籍地戶口名

簿。 

四、棄嬰或無依兒童出生登記，應提憑向警察機關報  

    案公文書及棄嬰照片查實辦理。 

五、委託他人申辦者，請另提委託書、受委託人身分   

證、印章。 

作業須知 一、出生者命名其文字應使用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

或辭海、辭源或康熙等通用字典中列有之文字為

限，但原住民姓名登記得依其文化慣俗為之，另

原住民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之羅馬拼音

列登記。  

二、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    

姓或母姓；父母約定不成者，應由申請人以書面

敘明約定不成之事實及原因，可由申請人(父母、

祖父母、戶長、同居人或撫養人)單一或共同至戶

政事務所抽籤決定該子女依父姓或母姓登記。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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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申請人抽籤決定新生兒姓氏後，未繼續辦理出

生登記時，於逕為出生登記前，申請人再至戶政

事務所申辦出生登記時，可再次抽籤辦理。  

三、非婚生子女從母姓，出生別分男女別以母系計算    

排列。經生父認領者，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    

約定變更為父姓，已成年者，自行決定變更為父    

姓或母姓。前 2 項變更各以 1 次為限。  

四、從子女出生日回溯第 181 日起至 302 日止(能    

證明受胎回溯在上述期間以前者以其期間)為受    

胎期間，妻之受胎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推定    

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受胎期間自子女出生之    

日起算)。  

五、生母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與他人通姦所生子女或    

離婚、夫死後所生子女之受胎期間，係在婚姻關    

係存續中者，應視為夫之婚生子女。 

六、受寄養嬰兒(初生不久)，因生母一去不返，無法    

查明生母身分，亦無法提出出生證明文件，得暫    

比照棄嬰方式辦理。  

七、無依兒童，且父母身分不明者，應提憑警察機關    

之公文書，需載明下列事項：(一)發現人姓名(詳    

記發現人及發現經過)。(二)發現地點。(三)發現    

時間。(四)棄嬰、無依兒童身體明顯特徵(例如性    

別、五官、胎記)，及照片乙張，依監護人之姓氏    

登記，並以發現地為出生地，出生年月日無從確    

定時，依民法規定推定其為該年 7 月 1 日出    

生，知其出生之月而不知其出生之日者，推定其    

為該月 15 日生。並載明撫養人之姓名或收容教    

養之兒童福利機構。 

八、在臺灣地區合法居住，逾 12 歲未辦理出生登記    

者，應為初設戶籍登記。  

九、為落實出生登記，可無庸必須在父或母之戶內申    

報出生登記，惟須落實通報作業，於生父(非婚生    

子女或生父在台無戶籍者，則於生母)、生母個人    

記事欄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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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國籍法修正公布(89 年 2 月 9 日)時之未成年    

子女(即於民國 69 年 2 月 10 日以後出生

者    )，依該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具有我國國

籍者，依下列規定辦理戶籍登記：(一)本法修正

公布前在國內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可向內政部入

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定居證。(二)本法修正公布後

在國內出生之子女，應依戶籍法規定辦理出生登

記。另在國外出生者，悉依入出國及移民法規定

辦理。 (三)本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

於外國人或無國籍人之非婚生子女，生父為中華

民國國民，生父母結婚或經其生父認領者，亦適

用前述各款規定。  

十一、非婚生子女出生同時經生父認領登記，應分別       

辦理出生及認領登記，避免造成統計數據差異       

現象。  

十二、新生兒出生後業經開具出生證明書，雖尚未辦       

理出生登記旋即死亡，仍應辦理出生及死亡登       

記，民眾若為免觸及傷痛，可辦理簿頁換登。  

十三、子女出生於其父母結婚之前，或推算其生母之       

受胎期間未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申辦出生登       

記時，生父母如對出生證明書所載明之產婦及       

配偶資料不爭執，亦無反證資料不正確，除生       

父母於出生證明書上已約定新生兒從姓或另       

提具子女從姓約定書者，得無須由生父親自申       

請或檢具書面證明文件辦理出生登記。倘若生       

母為非本國籍(含大陸地區)女子，應並提憑生       

母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辦理。  

十四、妻再婚後第 181 日以後，前婚解消後第 302        

日以內所生子女，當事人間如有爭議，請當事       

人循司法途徑解決。惟類此案件如在訴訟中，       

恐無法於法定期限內辦理出生登記，為保障當       

事人權益及戶籍登記正確性，宜請申請人另提       

憑生父與子女關係之證明文件佐證(如 DNA       

鑑定報告書)，依職權審認個案事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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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辦理出生登記時，如於否認親子關係之訴繫屬       

中尚未確定者，其子女出生登記之姓氏，仍應       

於出生後 60 日內由父母雙方約定辦理，如有       

約定不成者，由申請人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該子女姓氏，辦理出生登記；嗣後如經判決確       

定為非婚生子女，再憑辦理更正父姓名登記，       

並變更為母姓。  

十六、婚生子女出生前或出生登記前，父母一方死       

亡，無法約定子女姓氏者，應由生存之父或母       

決定其姓氏。至於父母雙方均死亡之情形者，       

應由監護人決定之。  

十七、未成年父母為辦理子女出生登記，約定其子女      

姓氏時，毋庸經未成年父或母之法定代理人同      

意。  

十八、辦理出生、認領、離婚、死亡登記時，如經查      

該當事人或其子女得依原住民身分法相關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應主動告知申請人辦理。 

十九、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 60 日內申請        

出生登記者，應以書面催告應為申請之人，        

經催告仍不申請者，戶政事務所應逕行為之。  

二十、當事人於結婚登記日前 3 個辦公日內申請        

結婚登記並指定生效日同時辦理渠等子女        

出生登記，考量生父母業已申請結婚登記在        

案，當事人之父母亦甚明確，為兼顧未成年        

子女之利益並達簡政便民之原則，得視同父        

母已結婚辦理該子女出生登記。  

二一、逕為出生登記前，派員實地查訪依戶籍法第         

29 條規定應為出生登記申請之人居住情        

形。如未居住戶籍地者，催告書應續依行政        

程序法第 1 章第 11 節有關送達規定辦        

理。如查明確有居住戶籍地者，即告知請其        

儘速辦理出生登記，如逾催告期限仍不辦理        

者，戶政事務所始依法代立姓名並逕為出生        

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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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有關辦理出生登記時倘父母同姓，仍應檢附子

女從姓約定書，以明確其從姓，如已因父母同

姓未約定姓氏之相關案件，嗣後其父（母）變

更姓氏，子女隨同變更父（母）姓時，不計入

民法第 1059條第 4項（未成年及成年後各以 1

次為限）次數之計算，父母姓氏相同，仍應於

子女出生登記前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母

姓，以避免將來父母姓氏變更時致生爭議。(102

年 9月 16日台內戶第 1020302231號函) 

二三、當事人如有原與國人配偶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生

育子女，經否認之訴確定非為國人配偶所生，

且未經具國人身分生父認領者，依國籍法第 2

條規定，該子女自始不具我國國籍，應依戶籍

法規定撤銷出生登記，並函外交部及本部入出

國及移民署，續依其權責查處註銷護照及居留

等相關事宜。(103 年 1 月 7 日台內戶字第

1030063505號函) 

二四、新生兒尚未辦理出生登記即死亡者，為落實上

開死亡通報辦法第 5 條第 1項規定，實務上醫

療機構開立死亡證明書時，均要求死亡者家屬

應先辦妥死亡者之出生登記，取得死亡者之姓

名及統一編號後，再開立死亡證明書，並依死

亡資料通報辦法規定通報。建請法務部函知檢

察機關依旨揭作業方式辦理，以避免疏漏並達

健全死亡通報機制之雙重效益。(103 年 10 月

28日台內戶字第 1030606652號函) 
二五、法務部104年3月3日法律字第10403501710號

函：妻之再婚，自後婚之日起算第181日以後生

育子女，而該子女出生之日，距前婚解消之日

未滿302日者，依前述說明，將同時受前夫、後

夫婚生子女的推定。在此重複婚生推定衝突場

合，民法無特別規定，如有爭議，可依家事事

件法第65條規定，得由子女、母、母之配偶或

前配偶，提起確定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生父之

訴，以為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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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生父、生母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從姓約定不

成依法業於戶政事務所完成抽籤程序仍有爭執

者，申請人於申請期限內，可自由選擇辦理出

生登記之期日。抽籤次數不予限制，惟如逾法

定申請期限60日仍未辦理出生登記者，為維護

戶籍登記正確性及新生兒身分權益，應由接獲

出生通報之戶政事務所依規定進行催告，催告

時效並不因申請人申請再次抽籤程序而中斷。

倘該申請人逾催告期限仍未辦理出生登記者，

戶政事務所得參酌最近1次抽籤之結果辦理逕

為出生登記。（內政部104年5月15日台內戶字第

1040412715號函） 

二六、雙(多)胞胎於生產時如僅存1胎，死產者無須辦

理戶籍登記，另須辦理出生登記之新生兒個人

記事欄位無須作胎別及同胎次序註記。如存活

者超過1胎，其出生登記個人記事仍應依出生證

明書所載之胎別及同胎次序註記。(內政部104

年5月19日台內戶字第1040413575號函）(內政

部107年9月10日台內戶字第1070439929號函） 

二七、外籍配偶尚未設籍前之識別統號，依戶政資訊

系統親等關聯作 業操作說明第7點第2款規定

由系統自動配賦，戶政事務所外籍配偶尚未設

籍前其子女出生登記，應依上開說明第8點第4

款規定，以明細戶籍資料查詢作業(RL03100)

查證該外籍配偶之識別統號，再登錄「非遷入

者資料補登」(RL01920)，俾利辦理其子女出生

登記及親等關聯。(內政部105年4月29日台內戶

字第1050412001號函） 

二八、有關子女於國外出生，未向戶政事務所辦理初

設戶籍登記，依內政部99年3月29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0352號函規定，申請於其個人記事欄加

註子女出生事實，事涉親子關係之確認，除提

憑出生證明文件，尚應審認生母受胎期間婚姻

狀況，確認所生子女受婚生推定，方得據以辦

理。本案子女於大陸地區出生，提憑經財團法

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之出生公證書，申請於

其個人記事欄加註其女出生記事，倘經審認確

具親子關係，得依上揭函，受理於其個人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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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註其女出生記事。(內政部105年6月2日台內

戶字第1050417874號函） 

二九、涉及未成年懷孕少女或遭受性侵害生子當事人

個人隱私，其子女出生之記事，於戶籍資料換

登作業時，得無須轉載該記事，隱藏於除戶戶

籍資料中，以保障當事人隱私。(內政部106年1

月11日台內戶字第1061200225號函） 

三十、民眾辦理出生登記須持出生證明書「正本」，若

持加蓋「經與正本核對無訛」之出生證明文件

者，與戶籍法施行細則規定不符。仍應請其持

出生證明書「正本」辦理出生登記。(內政部106

年2月17日台內戶字第1060405373號函） 

三一、未成年且未結婚之生母，單獨為其子女辦理戶

籍法上之出生登記時，應認其具有為該行為之

行政程序行為能力，毋庸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行

政程序。(內政部106年5月18日台內戶字第

1060417675號函） 

三二、自106年7月3日起，出生登記得向戶籍地直轄

市、縣(市)政府所轄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內

政部106年6月14日台內戶字第10612022762號

函） 

三三、為保障兒童之最佳利益，當父母之一方已申請

辦理出生登記，而無法約定新生兒之名字，經

戶政事務所催告另一方仍不協助辦理時，得由

申請辦理出生登記之父或母決定新生兒之名

字。 (內政部 106年 8月 31日台內戶字第

1060433355號函) 

三四、柬埔寨人士無法取得辦理我國相關戶籍登記所

需之單身證明者，得以柬國戶籍證明書、家庭

成員證明書或戶口證明書等非制式、載有婚姻

狀況之文件代之。(內政部106年9月22日台內戶

字第10612034661號函) 

三五、辦理新生兒出生登記，仍須以居住事實為設籍

依據，不應受理暫遷戶政事務所人口申辦新生

兒設籍於戶政事務所。(內政部107年1月8日台

內戶字第10604461242號函) 

三六、在國外出生及死亡之子女，得由生父或生母提

憑經驗證之外文及中文出生及死亡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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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在個人記事欄補填出生及死亡記事。(內政

部107年2月9日台內戶字第1070405337號函) 

三七、出生證明書記載性別不明者，可另提憑染色體

檢查結果或診斷證明書確認為「男」或「女」

後，再辦理出生登記。(內政部107年3月28日台

內戶字第10704079582號函) 

三八、受胎期間之計算應自子女出生日（含當日）回

溯第181日起至第302日止。兩願離婚登記日為

婚姻消滅日，是日起兩人已無婚姻關係，該第

302日所生之子不受推定為該婚姻關係所生之

婚生子女。(內政部107年9月25日台內戶字第

1070444691號函) 

 

                                        更新日期: 107/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