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姐，不好意思，只有家屬才可以申請會面喔。」 

監所看起來相當嚴肅的人員，對年近 40歲的婦人安安這麼說。 

「我是他的太太啊。」 

監所人員將安安剛才出示的身分證翻到背面，指給她看，說：「小

姐，如果妳是陳阿正的太太，配偶欄怎麼會沒有他的名字？」 

安安一看，自己身分證的配偶欄還真的沒有老公的名字，怎麼會

這樣呢…… 

當年，安安還是 25 歲妙齡女子的時候，她在工作的地方認識了

瀟灑風趣的阿正。阿正對安安一見鍾情，和安安聊天總是能用幽默的

話語逗她開心，兩人認識不到三個月就墜入情網，八個月後就情定終

身。民國 97 年的 1 月 2 日，安安和阿正在飯店舉辦隆重的婚宴，席

開 50 桌、高朋滿座，在眾多賓客的注視中，兩人幸福洋溢地宣告：

「我們結婚了！」 

時間轉眼過了 10 多年，某一天阿正因為疲勞駕駛，不慎撞到過

馬路的老人家，就被法院以過失傷害罪判刑，上個月進入臺中監獄。

安安到監所想要見阿正一面，卻因為身分證上沒有阿正的名字而無法

證明阿正是自己的丈夫。失望歸來的安安返家後急忙找出結婚證書，

到戶政事務所訴說自己遇到的窘境。受理安安這個案子的戶政人員是

年輕的小苹，她來戶政工作還沒一年，連忙向旁邊的前輩請教，前輩

告訴小苹，安安的情形是要補辦結婚登記。 

但是安安單獨一人帶著當年的結婚證書，就可以補辦結婚登

記了嗎？小苹趕快翻出以前向前輩們請教的相關知識，思索著本案

該如何辦理…… 

 

 

  

結婚一定要 登記 嗎？ 



 

第 982條(舊) 

結婚，應有公開儀式及二人以上之證人，經依戶

籍法為結婚之登記者推定已結婚。 

第 982條(新) 

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

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民國 96 年 5 月

23日修正，民國 97年 5月 23日施行) 

 

 

第 9條 

第 1項：結婚，應為結婚登記。 

第 33條 

    第 1項：結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於中華民國九

十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以前（包括九十七年五月二十二

日當日）結婚，或其結婚已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一

方為申請人。 

第 48條 

    第 1項：戶籍登記之申請，應於事件發生或確定後三十日內為

之。 

    第 2項：前項戶籍登記之申請逾期者，戶政事務所仍應受理。 

第 79條 

無正當理由，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於法定

期間為戶籍登記之申請者，處新臺幣三百元以上九百

元以下罰鍰。 

小苹的壓箱寶 

民法、戶籍法、相關法規 

民  法 

戶 籍 法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106年 5月 24日生效) 

 

第 2條  

相同性別之二人，得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

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 

 

第 4條  

成立第二條關係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

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之意旨及本法，向戶政機關辦理結婚登記。 

   ﹝註：內政部 108年 5月 23日台內戶字第 1080242141號函略以，

國人與承認同性結婚國家人士(或者 2位國人)於 108年 5月

24日起可辦理同性結婚登記……。﹞ 

 

 

 

 

 

 

  

(結婚) (同性結婚)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安安與阿正兩人結婚日期為 97年 1月 2日，是在民法修正前

採儀式婚的時候，依當時的法令規定只要有公開儀式及 2位以上的

證人，婚姻就成立了。也就是說兩人在一般的公共場所(如飯店)宴客，

且來參加的親友們認知這是兩人的婚禮，就算未至戶政事務所登

記結婚，安安與阿正在法律上已算是合法的夫妻了，只是未在

法定期間 30日內辦理結婚登記，登記時會按逾期時間罰鍰。 

依現行民法規定，結婚應有書面、二人以上證人的簽名，並由

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登記才算數喔！自民國 97 年 5 月 23

日之後，僅舉辦結婚儀式、宴客而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在法律上仍然不是夫妻。 

 

 

 

透過上面的案例我們知道結婚登記的樣態還不止一種呢，那就來

說說還有什麼情況囉！ 

一、 如果安安與阿正的婚姻在國外生效，要將結婚證明文件中外文

版經駐外館處驗證(加蓋「符合行為地法」的章戳)，安安才能

回臺辦理結婚登記。那如果阿正是外國人的話，還要取用中文

姓名，外籍配偶取用中文姓名聲明書，也要經駐外館處驗證。

(若無法回臺申辦，也可由駐外館處函轉戶政機關辦理。) 

二、 如果阿正是外國人，兩人要在國內結婚，阿正需要準備經駐外

館處驗證的婚姻狀況證明，及有 2 位證人的結婚書約，而且雙

方都要到場才能辦理結婚登記。 

三、 如果阿正是大陸地區人民，則不能直接在國內辦理結婚登記，

須先行在大陸地區完成結婚登記，其結婚證明文件要經過海基

會驗證，待入境後，到移民署設在機場或港口的服務站接

受面談，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

登記」章戳的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後，再跟安安到戶政事務

所辦理結婚登記。 

小苹~ 動動腦 

如果是這樣 



 

四、 如果阿正是外交部公告特定需通過面談的國家國民，須先於原

屬國完成結婚登記後，備齊結婚證明文件向駐外館處申請面談，

安安再持憑經駐外館處驗證的結婚證明文件，向國內戶政事務

所辦理結婚登記，或由駐外館處函轉辦理。 

五、 若是安安與阿正都是外國人，也可以在臺灣登記結婚喔！只要

帶著護照、經駐外館處驗證的婚姻狀況證明，並入境隨俗地取

個中文姓名，雙方到戶政事務所來辦理即可。 

 

 

 

  



 

 

申請人： 

一、雙方當事人，但於民國 97年 5月 22日(含)以前結婚或結婚已

經生效者，得以當事人之一方為申請人。 

二、受委託人（須有正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身分證明文件： 

(一)雙方國民身分證(外國人憑護照或居留證明文件)、戶口名簿、

印章(或簽名) 、最近 2年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張。 

(二)在國外結婚者委託他人申請，應另附繳委託書(國外授權書

須經駐外館處驗證、大陸地區作成的委託書須經海基會驗

證)、受委託人的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二、結婚證明文件： 

(一)在國內結婚者，應備結婚書約。書約應載有結婚雙方當事人

的姓名、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或居留

證號碼）、戶籍住址（國外居住地址）等資料，及 2人以上證

人簽名或蓋章。 

(二)在國外或港、澳地區結婚已生效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之結婚證明或已向當地政府辦妥結婚登記（或結婚註冊）之

證明文件及中文譯本，加註「符合行為地法」字樣，並得免

附婚姻狀況證明文件，中文譯本亦可經由國內公證人公證。 

(三)結婚一方為外國籍者在國內結婚，另應檢附外籍配偶取用中

文姓名聲明書，應備經駐外館處驗證之婚姻狀況證明文件及

中文譯本。婚姻狀況證明文件於原核發機關核發之日起六個

月內有效。 

(四)國人與外交部公告特定國家人士結婚，須先於原屬國完成結

婚登記，持結婚證明文件向駐外館處申請面談及驗證。 

(五)與大陸地區人民辦理結婚登記者，應檢附經海基會驗證結婚

證明文件及經內政部移民署發給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

結婚登記」章戳的臺灣地區入出國許可證。 

結婚登記申辦須知 



 

(六)未成年人結婚，應另提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現行法定結婚

年齡，男 18歲、女 16歲。配合民法修正成年年齡為 18歲，

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起年滿 18歲才能結婚)。 

(七)自民國 108年 5月 24日起，2位國人或國人與承認同性婚姻

國家之外籍人士在我國得辦理同性結婚登記。國人與承認同

性婚姻國家之外籍人士如於 108年 5月 24日前在國外結婚，

其國外結婚證明文件不生效力，但可以國外結婚證明文件作

為其婚姻狀況證明，另備妥結婚書約及 2人以上證人簽名或

蓋章，親自在臺辦理結婚登記，以在我國戶政事務所辦妥結

婚登記的日期為結婚生效日。 

申辦期限： 

一、自 97年 5月 23日起，以結婚登記當日生效或前 3個辦公日內

申請並指定結婚登記日。 

二、在國外結婚已生效者，以駐外館處驗證後 30日內申辦。 

三、與大陸地區人民結婚者，以加蓋「通過面談，請憑辦理結婚登

記」章戳日起 30日內申辦。 

辦理時間：隨到隨辦，約 30至 40分鐘完成。 

受理機關：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 

規    費：戶口名簿每份 30元、身分證換發每張 50元（補發為每

張 200元）。 

罰    鍰：依戶籍法第 79條，無正當理由，未於法定期間申辦，處

300元以上 900元以下罰鍰。 

 

 

 

 

 

 

 

 

 

 



預約結婚登記，可於結婚日前 3個辦公日至 30日內透過內

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臺中市政府民政局服務 e櫃檯系統，以

網路預約或向戶政事務所以傳真、電話、臨櫃或委託他人填寫預

約申請書預約喔！ 

預約假日結婚登記，僅得以登記當日為結婚生效日。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預約申請」連結 

 

 

★臺中市政府民政局──「預約結婚登記申請」連結 

 

 

符合國軍人員身份辦理結婚

登記後，得向戶政機關申請通

報國防部請領結婚補助 

受通報機關 受理業務 注意事項 

國防部 申請結婚補助 1.國軍人員出具附有
照片之身分證明文
件。 

2.請領資格:國軍志
願役軍官、士官、
士兵及軍事學校文
職教師，與其配偶
完成結婚登記。 

  

貼心服務－假日預約結婚登記 

主動關懷－跨機關通報服務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

民眾說明，請其備

妥文件後辦理 

收取規費 

完成 

 

 

 

 

 

 

 

 

 

 

 

 

 

 

 

 

 

 

 

 

 

結婚登記 

申請人攜帶的

證件是否完備 

辦理結婚登記 

換發戶口名簿

及身分證 

已結婚生效的

案件，查核是

否逾期 

是 

否 

是 

否 

計算逾期時間， 

開立罰鍰裁處書 



這樣一來，小苹知道了原來安安與阿正是屬於儀式婚，已符合民

法修正前結婚的形式要件，依戶籍法規定由安安單獨來辦理就可以了，

小苹檢視安安帶來的結婚證書、2人的身分證及戶口名簿後，準備登

入戶役政系統辦理…… 

                                                        

小苹順利辦完安安的結婚登記！ 

現在戶籍設於臺中市的民眾在臺中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

記，都會獲得一份市府贈送的結婚禮品，小苹便將一個喜氣的紅色結

婚福袋送給安安，再將加上配偶姓名的戶口名簿及身分證交給安安。

雖然因為逾期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安安繳納了 900元的罰鍰，但看到

自己身分證後面的配偶欄位有了阿正的姓名，安安臉上還是洋溢著喜

悅之情，向小苹道謝後便帶著結婚福袋離開戶政事務所。 

 

 

 

 

 

 

 

 

 

     

  

小苹動手做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戶 法 小 百 科 

儀式婚-登記婚 

民國 96年 5月 23日修正民法第 982條採登記婚制度，自 97年 5

月 23日正式施行，惟於施行日前已有效存在的儀式婚，縱使未辦理結

婚登記仍為有效。 

未成年人結婚 

民法修正第 12條成年年齡從現行的 20歲，下修為 18歲。第 973

條原訂婚年齡為「男未滿 17 歲，女未滿 15 歲者，不得訂定婚約」改

為「男女未滿 17 歲者，不得訂定婚約」。第 980 條原結婚年齡為「男

未滿 18 歲，女未滿 16 歲者，不得結婚」改為「男女未滿 18 歲者，

不得結婚」，並刪除「未成年人結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的條文，

並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施行。 

與大陸地區人民在海外結婚 

國人與大陸地區人民在海外地區結婚，除已與陸配離婚或陸配已

死亡的情形免予面談外，應一律通過面談始得向國內戶政機關辦理結

婚登記。 

特殊情事 

結婚當事人如有重病住院醫療、在矯正機關收容或在家療養，可

以向醫療院所、矯正機關所在地或住所地的戶政事務所申請預約結婚

登記，該日會派員到指定地點，經結婚當事人表達結婚意思後，當日

辦妥結婚登記。 

無法於結婚當日登記 

如無法於結婚當日親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得於結婚日前 3 個辦

公日內登記並指定結婚登記日。也可以於結婚日前 3個辦公日以網路、

傳真、電話、臨櫃或委託他人填寫預約申請書，依預約時間至戶政事

務所辦理結婚登記。 

重婚 

民法第 985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一人不得同時與二人

結婚。」第 988 條違反上述規定為無效，但重婚的雙方當事人因善意

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姻之兩願離婚登記或離婚確定判決而結婚者，

不在此限。也就是說重婚的雙方當事人都需要是善意且無過失，後婚

才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