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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科攻略方法 

壹、主要出題範圍 

我們先看下表： 

 

因此，我們可以明確發現「國籍與戶政法規」以及「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並無命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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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而直接以考科確定其命題範圍。故本課程之講授內容，即包括本科中之四大法科，亦

即國籍法、戶籍法、姓名條例與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學說上又將其稱為國際私法），而

均以法律所規定要件之掌握，與實務上對於各相關問題之解決為主要講授範圍。 

貳、本科準備方法 

一、題型觀察 

申論題範例 

「國籍與戶政法規」在高考三級與地特三等中，均以全申論之方式出題；而普考與地特四

等之「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則以混合題型之方式出題，共同之部分乃均有申論題。以

103年地特三等戶政國籍與戶政法規第三題為例： 

◎請問國籍法規定屬中華民國國籍之情形為何？符合那些情形之人得申請喪失中華民

國國籍？（25分） 

【解題概念】 

一般來說，本科之申論題，通常只要理解法規、熟悉法規之要件與規範，並能簡要說明

法規之適用方式，再將法規內容加以編排後，於答案卷上作答，即可取得高分。因此，

只要是申論題，面對題目第一個基本要素，即為準確理解與掌握題幹之意旨，再進行闡

述。以本題為例，充分準備之考生立刻可以確認本題乃由兩大主幹構成： 

題目雖然描述為屬中華民國國籍之情形，但實際上即指取得我國國籍之基礎規定； 

依據國籍法之規定，說明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要件，如作答時間許可，亦應兼及

說明不得喪失國籍之限制。 

依上開分析，可知本題第一小題之配分顯然較第二小題之配分為低，因此第一小題在處

理上要精簡而具體講述重點，第二小題則應依據法律之規定詳盡回答。 

【試題解析】 

屬於中華民國國籍之情形 

依據國籍法（下稱本法）第 1條之規定：「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回復與撤

銷依本法之規定。」故屬於中華民國國籍者，即為取得我國國籍者。 

復依據本法第 2條第一項之規定，我國國籍之取得，乃以父母雙系血統主義為主，

而以屬地主義為輔，外國人則以歸化方式取得我國國籍，其方式如下： 

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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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歸化者。 

故取得我國國籍之情形，依據上開規定，通說將其區分為生來取得與傳來取得，即

指因屬人或屬地之連繫因素取得我國國籍，或因歸化而取得我國國籍者。 

申請喪失國籍之要件 

得申請喪失國籍之情形 

依據本法第 11 條第一項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經內政

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領者。 

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領，母為外國人者。 

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者。 

年滿二十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此外，本條第二項規定，如當事人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其未成年子

女，經內政部許可，得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不得許可喪失國籍之情形 

依據本法第 12條之規定，當事人依上開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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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歲之翌年 1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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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歲當年 12月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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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喪失國籍之例外 

依據本法第 13條之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雖合於前開第 11條得申請喪失

國籍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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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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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透過上述試題之觀察與示範，可以明確知悉對應本科之申論題，最重要的基礎在於對相關

法規之全面掌握與熟悉，此外即為對國考相關試題之實際練習，以強化解題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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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題範例 

相對於申論題，測驗題全為法規要件理解與記憶題型。以 103年普考戶政國籍與戶政法規

概要測驗題第 15題為例： 

（  ）◎ 關於我國公民與外國公民婚姻中夫妻財產適用法律之敘述，何者錯誤？ 

夫妻可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 夫妻無合意時，依我國法 

夫妻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夫妻無

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 

【試題解析】 

依據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8條之規定： 

Ⅰ夫妻財產制，夫妻以書面合意適用其一方之本國法或住所地法者，依其合意所定之

法律。 

Ⅱ夫妻無前項之合意或其合意依前項之法律無效時，其夫妻財產制依夫妻共同之本國

法；無共同之本國法時，依共同之住所地法；無共同之住所地法時，依與夫妻婚姻

關係最切地之法律。 

Ⅲ前二項之規定，關於夫妻之不動產，如依其所在地法，應從特別規定者，不適用之。 

依據上開條文第二項之規定，夫妻對於其間之財產制無合意者，則採取梯級適用方

式，而非直接選擇以我國法加以適用，因此選項 為本題之正確解答。 

---------------------------------------------------------------------------------------------------------------- 

此外，103年普考戶政國籍與戶政法規概要測驗題第 20題則為： 

（  ）◎ 某甲因成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而喪失我國國籍，但因故未取得外國國籍。下

列那一個後續處理方式敘述正確？ 須居住我國期滿 1 年，自動回復國

籍 須居住我國滿 1 年，且向原居住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撤銷其國籍之

喪失 得經內政部之許可，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得逕向原居住地戶政

事務所申請，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試題解析】 

依據國籍法（下稱本法）第 14條之規定：「依第 11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未

取得外國國籍時，得經內政部之許可，撤銷其國籍之喪失。」 

依據本法施行細則第 13條之規定： 

Ⅰ依本法第 14條規定申請撤銷國籍之喪失者，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 喪失國籍許可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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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原擬取得該外國國籍之政府所核發之駁回、同意撤回其申請案或其他未取得該

國國籍之相關證明文件。 

三、 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 

Ⅱ前項第二款未取得外國國籍之事實，經內政部認有查證之必要時，得轉請外交部查

明。 

依據上開條文，可知選項 方符合國籍法要件之描述，故以 為正確解答。 

二、準備方式 

透過上開題型觀察，我們可以統整出本科準備方式如下： 

鉅細靡遺地掌握出題範圍中之全般法規：雖然過去出題上較不重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但自 102年之後，在申論題與測驗題中均開始進行平均配分之工作；因此雖然出題上仍然

以國籍法與戶籍法之配分比重較多，但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與姓名條例相關規定可說已經

確定其一定之比例，而必須全面性地加以掌握。 

練習相關考試之歷屆試題提升解題能力； 

注意法規修正，適時更新資訊：立法院已於民國 104年 1 月 6 日通過戶籍法之修正案，且

增訂、修正內容頗多，對於出題足以產生一定程度之影響，考生應注意戶政相關法規之動

態，定期造訪內政部戶政司網站（http://www.ris.gov.tw/），以掌握最新資訊，因應考情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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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籍法與國籍法施行細則 

壹、基礎說明 

一、國籍法之基礎原則 

從出題上來看，國籍法與國籍法施行細則，是入出國及移民法規中最為簡單，出題也最為

直白的一個部分。一方面是由於我國憲法對於國民之判斷，乃採取單一標準說；依據憲法

第 3 條之規定：「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國民。」故不問該國民是否具有其他

國籍，只要具有我國之國籍，即屬中華民國國民。而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依據出題通說見

解，專憑國籍法加以判斷，別無其他判斷之方式，這也就形成了出題的單純化。 

我國國籍法（下稱本法）屬於國內法而非國際法，基本上採取下述五大原則，可以直接透

過國籍法之規定加以觀察： 

原則 意義與相關規定 

國籍主權原則 

意義：國籍為人民與國家之實質上法律聯繫，涉及人民與國家間之權

利義務關係，並與國家是否得為該人民主張保護權息息相關，故國籍

主權原則，乃指一個自然人是否具有某一國家之國籍，原則上應依該

國法律決定。 

本法第 1 條規定：「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回復與撤銷依本法

之規定。」即屬國籍主權原則之表現。 

國籍必有原則 

意義：指任何自然人均有權享有國籍，且不得任意剝奪其國籍，此一

原則之目的在避免國籍之消極衝突（即產生無國籍人之狀態），造成

其國籍無從歸屬，權利亦難獲強固之保障。 

本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依第 11 條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者，現

於中華民國領域內有住所，並具備第 3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4 款要件，

得申請回復中華民國國籍。」國籍回復制度，即為避免原為我國民者

因故成為無國籍人而設。 

所謂消極衝突，即指當事人無國籍之狀態。依據國籍法施行細則第 3

條之規定： 

本法所稱無國籍人，指任何國家依該國法律，認定不屬於該國國民

者。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得認定為無國籍人： 

持外國政府核發載明無國籍之旅行身分證件者。 

符合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16 條第 2 項至第 4 項規定之泰國、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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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印度或尼泊爾地區無國籍人民，持有載明無國籍之外僑居

留證者。
 

其他經內政部認定者。
 

國籍單一原則 

意義：乃指一個自然人僅能有一個國籍，不得同時擁有二個以上之國

籍，此一原則之目的在避免國籍之積極衝突，產生雙重或多重國籍情

形，造成權利義務混淆不清。 

依據本法第 9條之規定：「外國人依第 3條至第 7條（即各種歸化我

國籍之情形）申請歸化者，應提出喪失其原有國籍之證明。但能提出

因非可歸責當事人事由，致無法取得該證明並經外交機關查證屬實

者，不在此限。」此即避免歸化人取得雙重國籍，造成國籍之積極衝

突之情形。 

惟國籍法對於我國國民取得複數國籍者，在限制上相對寬鬆。以本法

第 2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為例：「中華民國國民取得外國國籍者，不

得擔任中華民國公職；其已擔任者，除立法委員由立法院；直轄市、

縣（市）、鄉（鎮、市）民選公職人員，分別由行政院、內政部、縣

政府；村（里）長由鄉（鎮、市、區）公所解除其公職外，由各該機

關免除其公職。」通常僅限制其不得擔任公職，一般來說仍尊重我國

國民取得他國籍之狀態。 

國籍自由原則 

意義：乃指脫籍自由，乃人類天賦之固有權利。且尊重個人依其意願

變更國籍之權利。 

依據本法第 11 條第 1 項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生父為外國人，經其生父認領者。 

父無可考或生父未認領，母為外國人者。 

為外國人之配偶者。 

為外國人之養子女者。 

年滿二十歲，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力人，自願取得外國國籍者。 

對於國民國籍之喪失，本法雖採取相對許可制，但自實務上觀之，並

非限制國民不得喪失其國籍，制度之設計目的，主要為避免國籍之消

極衝突，而未違背國籍自由原則。 

國籍平等原則 

意義：消除因種族、性別等因素而造成國籍取得障礙之問題。 

本法無直接明文規定，但依據本法第 3條一般歸化之要件，可知只要

具備法定要件者，均可於放棄原國籍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即屬國籍

平等原則之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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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籍法基礎體系 

國籍法共分為五章，民國 95年 1月 27日修正公布第 10、20條條文之後，雖迭有修正芻議，

但因涉及層面較廣，故雖有修法之動靜，但均無具體之成果。由於條文數不多，故簡述其

法規體系如下： 

章次 章名 條號 

一 固有國籍 §1 

二 國籍之取得 §2～9 

三 國籍之喪失 §10～14 

四 國籍之回復 §15～18 

五 附則 §19～23 

 

由於條文數少，而且依據申論題與測驗題之出題趨勢，本法與施行細則之關係緊密，故幾

乎不論本法或細則，全部條文均有出題之機會，因此對於法條之熟悉度乃為本法學習之關

鍵部分，請考生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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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法規內容 

第一章 固有國籍 

條號 主要考點 條文內容 

1 國籍主權原則 中華民國國籍之取得、喪失、回復與撤銷依本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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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國籍之取得 

條號 主要考點 條文內容 

2 中華民國國籍

之生來取得與

傳來取得 

Ⅰ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者。 

四、歸化者。 

Ⅱ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本法修正公布時（民國 89年 2

月 9日公布）之未成年人，亦適用之。 

【專題討論：依據第 2

條第 2 項溯及取得我

國籍】 

李小姐乃於民國 71 年 9 月 17 日出生，生母為我國人，於 74

年 9 月 10 日與日本男子結婚，日本戶籍資料並記載日本男子

於 74 年 9 月 20 日認知李小姐。生母並於 86 年 8 月 1 日放棄

我國國籍。 

.本案當事人雖為生父所認領，但依國籍法第 2 條第 2 項之規

定，民國 89年 2月 9日時，當事人尚屬未成年（89-71＝18），

故得適用本條第 2項規定，溯及具有我國國籍。 

 

【專題討論：依據第 2

條第 2 項不得溯及取

得我國籍】 

Q：黃小姐 74年出生，其父母於 70年經本部許可喪失我國國籍，

父母復於 88 年 12 月回復我國國籍，黃小姐是否具有我國國

籍？ 

A：國籍法於民國 89年 2月 9日公布時，雖得使當事人溯及既往

當然具有我國國籍；惟當事人父母於 70年 3月至 88年 12月

間不具有我國國籍，則當事人不具我國國籍。 

 

3 一般歸化之基

礎要件 

Ⅰ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

各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 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

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