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姻緣一線牽，成就了一對佳偶的結合，然而當兩個人長時

間分隔於兩地，再熱烈的愛戀、再美麗的婚姻，都難逃距離的蠹

蝕…… 

十年之前，對工作與愛情都充滿熱情的 26 歲男子黑皮，與明眸

皓齒、清秀可人的 24歲女子白牙相遇相愛，兩人在民國 100年 12月

22日辦理結婚登記，並在隔年生下了兒子灰灰。在灰灰 2歲的時候，

黑皮接受公司的外派，飛往海峽對岸的大陸地區工作。頭一年黑皮常

撥空返臺探望妻兒，並且時常用視訊噓寒問暖；然而從第二年開始，

黑皮回國的次數逐年減少，視訊通話中黑皮常常聊不到五分鐘就說他

累了想要休息。白牙雖然漸感不安，但是黑皮總是對她說，自己勞心

勞力地拼事業都是為了這個家，如果可能，他也很想把白牙和灰灰帶

過來一起生活，白牙也就相信了。 

灰灰 8歲時，黑皮因為超過 2年未持中華民國護照入境，戶政事

務所接獲移民署的通報後發文通知，確認黑皮短時間內仍不會回國，

便將黑皮的戶籍逕為遷出國外。兩個月後，一位同在大陸工作的朋友

告訴白牙，他多次看見黑皮和一位年輕的女性一同逛街吃飯，互動過

從甚密。一個微冷的夜晚，白牙隔著視訊畫面和黑皮將話攤開來說，

黑皮承認了，白牙心也寒了。 

民國 110 年 3 月 10 日，白牙開車送灰灰去學校之後，獨自來到

戶政事務所，向戶政人員阿諒拿出法院的離婚判決書，說要辦理離婚

登記。阿諒一看，便知道白牙少了一份文件，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要

注意的地方嗎？…… 

  

一方出境之 判決離婚 



 

第 1049條 

夫妻兩願離婚者，得自行離婚。 

（配合我國民法修正成年的年齡為 18 歲，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刪除未成年人離婚須經過法定代理人同

意的規定。） 

第 1050條 

兩願離婚，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

向戶政機關為離婚之登記。 

第 1052條 

第 1項：夫妻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向法院請求離

婚： 

(一)重婚。 

(二)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三)夫妻之一方對他方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四)夫妻之一方對他方之直系親屬為虐待，或夫妻一方

之直系親屬對他方為虐待，致不堪為共同生活。 

(五)夫妻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 

(六)夫妻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 

(七)有不治之惡疾。  

(八)有重大不治之精神病。 

(九)生死不明已逾三年。 

(十)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月確定。 

第 2項：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

得請求離婚。但其事由應由夫妻之一方負責者，僅他方

得請求離婚。 
  

第 9條        

第 2項：離婚，應為離婚之登記。 

第 34條 

離婚登記，以雙方當事人為申請人。但經法院裁判離婚

確定、調解或和解離婚成立或其他離婚已生效者，得以

當事人一方為申請人。 

阿諒的知識庫 

民法、戶籍法、相關法規 

民  法 

戶 籍 法 



   第 47條 

第 1項：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登記時，得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第 2項：認領、終止收養、結婚或兩願離婚登記之申請，除有正

當理由，經戶政事務所核准者外，不適用前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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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項：戶政事務所查有不於法定期間申請者，應以書面催告

應為申請之人。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 

   第 16條 

第 1項：第二條關係得經雙方當事人合意終止。但未成年人，

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第 2項：前項終止，應以書面為之，有二人以上證人簽名並應

向戶政機關為終止之登記。 

   第 17條 

第 1項：第二條關係雙方當事人之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他

方得向法院請求終止第二條關係： 

(一)與他人重為民法所定之結婚或成立第二條關係。 

(二)與第二條關係之他方以外之人合意性交。 

(三)第二條關係之一方對他方為不堪同居之虐待。 

(四)第二條關係之一方對他方之直系親屬為虐待，或第二

條關係之一方之直系親屬對他方為虐待，致不堪為共

同生活。 

(五)第二條關係之一方以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 

(六)第二條關係之一方意圖殺害他方。 

(七)有重大不治之病。 

(八)生死不明已逾三年。 

(九)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逾六個月確定。 

第 2項：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第二條關係者，雙

方當事人之一方得請求終止之。  



阿諒~ 動 動 腦  

    查看戶役政系統，阿諒發現黑皮目前的戶籍為出境被遷出的狀態 

，但這不影響離婚登記的申辦，然而白牙現在只收到判決書，尚未收

到法院作成的判決確定證明書，還無法辦理離婚登記。因此阿諒開立

一次告知單給白牙，向她說明必須等收到判決確定證明書才能辦理，

並且遞上一張自己的戶政名片，告訴白牙日後有任何戶政相關疑問，

歡迎來電洽詢。此外，阿諒還提供社會局家事商談服務的宣導單張，

向白牙說明服務內容，如果她有需求可向社會局申請協商。 

 

 

一、如果黑皮願意回國與白牙好聚好散，以書面協議離婚內容，在

兩名證人的見證下一同到戶政事務所辦理離婚登記，就屬一般

常見的兩願離婚，無需再經過法院判決。 

二、如果黑皮與白牙同意離婚，但兩人想要協同到法院由法官當庭

調、和解成立作成筆錄後，可單方持法院的調、和解筆錄至戶

政事務所辦理即可。 

三、如果黑皮與白牙是在大陸地區以外的國家辦理離婚，離婚證明

文件及中文譯本經我國駐外館處驗證後，白牙持該文件可單獨

申請離婚登記，或由駐外館處函轉辦理，離婚生效日為證明文

件登載的離婚日期。 

四、如果黑皮是大陸地區人民，兩人在大陸地區完成離婚程序： 

(一)兩願離婚：白牙可單方持經我國海基會驗證過的大陸地區出具

的離婚證明文件申辦，離婚生效日為證明文件登載的離婚日期。 

(二)大陸法院判決離婚：大陸法院作成的民事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

經海基會驗證，再經我國法院裁定認可後，白牙持我國法院裁

定認可的裁定書及裁定確定證明書可單獨申辦離婚登記，但離

婚生效日為大陸地區法院判決確定的日期。 

(三)調解離婚：白牙可單方持經我國海基會驗證過的大陸地區公證

書暨人民法院民事調解書及民事調解之送達書申辦，離婚生效

日為該文書送達雙方當事人或雙方當事人簽收的日期。  

如果是這樣 



離婚登記申辦須知 
 

 

申請人： 

一、兩願離婚：雙方當事人(未成年人離婚須經法定代理人同意)。 

二、法院裁判、調解或和解成立或其他離婚已生效：當事人一方。 

三、利害關係人。 

四、受委託人（兩願離婚須具有正當理由，經戶政機關核准）。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身分證明文件： 

(一)當事人國民身分證(非本國人則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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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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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證明文件： 

(一)在國內兩願離婚者，須附繳離婚協議書。內容應載有離婚雙

方當事人的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或居留證

號碼）、戶籍住址等資料及二人以上證人簽名或蓋章，如有未

成年子女應同時協議行使負擔權利義務者。 

(二)法院離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或和解、調解筆錄。 

(三)在國外離婚已生效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的離婚證明文

件及中文譯本，中文譯本亦可經由國內公證人公證。協議離

婚經加註「符合行為地法」之字樣，得單方申辦。 

(四)在大陸地區協議、調解離婚生效者，離婚文件須經過海基會

驗證；在大陸地區經法院判決離婚者，文件須經海基會驗證

以及我國法院裁定認可。 

(五)離婚同時遷徙，須另提遷入地戶口名簿（入他人戶內）或房

屋證明文件（另立新戶）。 

三、未成年人離婚，須另提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書（配合我國民法修

正成年的年齡為 18 歲，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刪除未成年

人離婚須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規定）。 



申辦期限： 

一、兩願離婚以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的日期為生效日。 

二、法院裁判、調(和)解離婚者，須於法院裁判確定、調(和)解成

立之日起 30日內申辦。 

三、在國外離婚生效者，須於駐外館處驗證後 30日內申辦。 

四、在大陸地區離婚生效者，須於海基會驗證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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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同時遷徙則向遷入地戶政事務

所申辦。 

規    費：戶口名簿每份 30元、國民身分證換發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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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24 小時全天候提供申請人使用自然人

憑證「線上申辦離婚登記」 

一、以法院裁判、調解或和解確定的案件為限。 

二、須在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 

三、離婚的雙方須為現戶人口。 

四、須為國內離婚。 

五、當事人任一方即可單獨申請。 

                        ★線上申辦離婚登記連結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貼心服務-網路線上申辦 



  



 

  離婚登記 

申請人攜帶的

證件是否完備 

選擇現戶簿頁登記 

換發戶口名簿

及身分證 

當事人是否為

現戶人口 

是 

是 

否 

否 

輸入離婚雙方資料，

辦理離婚登記 

是否接續辦理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行使負擔登記 

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登記 

是 

否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

民眾說明，請其備

妥證件後辦理 

選擇除戶簿頁登記 

收取規費 

完成 



經過許多天的等待，白牙終於收到法院作成的判決確定證明書，

她再次來到戶政事務所，很巧的，她抽的號碼又是阿諒的櫃檯。阿諒

仔細檢視白牙帶來的文件，確認這次文件都齊全了，就開始著手辦理

離婚登記…… 

在阿諒熟練的操作下，白牙的離婚登記到此完成。 

除了判決離婚外，法院的判決書也載明未成年的灰灰判決由白牙

行使負擔其權利義務，於是阿諒接著辦理灰灰的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登記。 

完成後阿諒換發戶口名簿和白牙的身分證，並且提供單親補助相

關資訊給白牙參考，另提醒她如果對未成年子女的扶養、探視、生活

照顧與教養等問題需要協商時，可向社會局洽詢，讓白牙相當感激。

收起新的身分證和戶口名簿，提起重新出發的心情，白牙走出戶政事

務所，繼續將她的人生故事走下去。 

 

 

 

 

    

 

 

 

 

  

阿諒動手做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婚姻無效與離婚 

婚姻無效指的是結婚違反民法相關規定，例如不具備結婚方式、與不

得結婚的親屬結婚、非善意的重婚等，或經法院判決婚姻無效將其撤銷，

婚姻自始不生效力。 

離婚則是婚姻生效後，經雙方達成協議或由法院判決、調解、和解，

使婚姻關係向後失去效力。 

與外籍、大陸配偶離婚又結婚 

外籍、大陸配偶或經外交部公告的特定國家配偶，在臺灣地區與臺灣

配偶離婚後，30日內再與原配偶結婚，並且這期間未曾離臺，兩人到戶政

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時，不需另提出外籍(大陸)配偶的婚姻狀況(單身)證

明喔！ 

特殊情事 

離婚當事人如有重病住院醫療、在矯正機關收容或在家療養，無法親

自到戶政事務所辦理兩願離婚登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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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登記，戶所將派員到指定地點，確認當

事人離婚真意後辦理離婚登記。 

未成年人離婚 

民法修正第 12 條成年年齡從現行的 20 歲，下修為 18 歲。現行民法

規定未成年人離婚須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否則不生效力，配合民法修訂

自民國 112 年 1 月 1 日起，刪除「未成年人離婚，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的規定。 

鄉鎮市調解離婚 

2 位當事人到鄉鎮市調解委員會進行離婚調解後，須再經法院核定，

這種調解離婚與法院調解成立的離婚不同，仍不生效力，性質上屬兩願離

婚，2 位當事人仍必須親自到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並以離婚登記日為

婚姻消滅日。 

 

 

 

 

 

 

戶 法 小 百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