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風和日麗的早上，戶政人員小君面前來了一位中年婦人阿鳳，

從她充滿倦容的臉龐可以感覺到她的心情不是很好，小君心想：「她

會是辦理哪一項業務呢？」 

小君起身並伸手招呼阿鳳，露出她招牌的陽光微笑說：「小姐您

好，請坐喔！請問您今天要辦理什麼事情呢？」 

阿鳳就座後，隨即說要辦監護登記，由她監護今年 25 歲的女兒

小英。小英原本是活潑開朗的女孩子，卻在一年多前生了一場重病，

從此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家人多次送醫院治療均不見起色。 

阿鳳的丈夫阿龍已經過世多年，兒子阿明在外地工作且有自己的

家庭，因此照顧小英的重擔就全部落在阿鳳身上。日復一日、看不到

終點的照護，不斷消磨阿鳳的精神和體力，讓她身心俱疲。阿鳳訴說

這段歷程，說到難過處忍不住流下兩行淚水。 

小君聽著聽著，就想起自己的祖母。祖母過世前長期臥病在床，

當父母帶小君去探望時，小君永不會忘記祖母虛弱地用台語對她說：

「阿君啊，妳要平安長大人，要好好讀書喔……」 

回憶湧上心頭，小君的眼眶馬上濕潤起來，但她立刻轉換心情，

專注於眼前的案件。小君將面紙遞給阿鳳，等阿鳳心情較為平復後，

小君就請她拿出辦理監護登記所需要的文件。從阿鳳手中接過小英的

身分證，看著那張青春洋溢的年輕臉龐，小君在心裡一邊感慨，一邊

思索著：這個監護登記要如何辦理…… 

  

成年人的 監護登記 



小君的護法利器 

民法、戶籍法、相關規定 

 

 

 

  第 14條 

第 1項：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

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

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

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

請，為監護之宣告。 

第 2項：受監護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第 3項：法院對於監護之聲請，認為未達第一項之程度者，得

依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輔助之宣告。 

第 4項：受監護之原因消滅，而仍有輔助之必要者，法院得依

第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變更為輔助之宣告。 

  第 15條 

受監護宣告之人，無行為能力。 

  第 15-1條 

第 1項：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為意思表示或

受意思表示，或辨識其意思表示效果之能力，顯有不

足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

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

會福利機構之聲請，為輔助之宣告。 

第 2項：受輔助之原因消滅時，法院應依前項聲請權人之聲

請，撤銷其宣告。 

第 3項：受輔助宣告之人有受監護之必要者，法院得依第十四

條第一項規定，變更為監護之宣告。 

  第 1091條 

未成年人無父母，或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其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應置監護人。 

民  法 



  第 1092條 

父母對其未成年之子女，得因特定事項，於一定期限內，

以書面委託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 

  第 1093條 

第 1項：最後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父或母，

得以遺囑指定監護人。 

  第 1094條 

第 1項：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或

父母死亡而無遺囑指定監護人，或遺囑指定之監護人

拒絕就職時，依下列順序定其監護人： 

(一)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二)與未成年人同居之兄姊。 

(三)不與未成年人同居之祖父母。 

第 3項：未能依第一項之順序定其監護人時，法院得依未成年

子女、四親等內之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其他利

害關係人之聲請，為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就其三

親等旁系血親尊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

他適當之人選定為監護人，並得指定監護之方法。 

第 5項：未成年人無第一項之監護人，於法院依第三項為其選

定確定前，由當地社會福利主管機關為其監護人。 

  第 1110條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 

  第 1111條 

第 1項：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

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

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 

  第 1112-2條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撤銷監護之宣告、選定監護人、許

可監護人辭任及另行選定或改定監護人時，應依職權

囑託該管戶政機關登記。 

  第 1113-2條 

第 1項：稱意定監護者，謂本人與受任人約定，於本人受監護



宣告時，受任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 

第 2項：前項受任人得為一人或數人；其為數人者，除約定為

分別執行職務外，應共同執行職務。 

  第 1113-3條 

第 1項：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

始為成立。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以書面通知

本人住所地之法院。 

第 2項：前項公證，應有本人及受任人在場，向公證人表明其

合意，始得為之。 

第 3項：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發生效力。 

  第 1113-4條 

第 1項：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受監護宣告之人已訂有意定監

護契約者，應以意定監護契約所定之受任人為監護人

，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其意定監護契約

已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者，法院應依契約所定

者指定之，但意定監護契約未載明會同開具財產清冊

之人或所載明之人顯不利本人利益者，法院得依職權

指定之。 

 

    第 11條 

            對於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依法設置、選定、

改定、酌定、指定或委託監護人者，應為監護登記。 

    第 35條 

第 1項：監護登記，以監護人為申請人。 

 

 

  

  

 

戶 籍 法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聲

請

監

護

宣

告 

1.法院審理 

2.醫院鑑定 

法院裁定  

1.監護宣告。 

2.選定監護人。 

3.指定會同開具財

產清冊人。 

持法院裁定書，

至全國任一戶政

事務所辦理監護

登記。 

 監護會涉及權利義務的重大變動，即便阿鳳是小英的母親，仍必

須向法院聲請，經由法院為監護宣告後才生效。 

過程中，經由專業醫師鑑定，認定小英已沒有認知、理解能力，

法官會依醫師的鑑定報告做成裁定，經受宣告後，在法律上就是無行

為能力之人，一切的意思表示及行為將由監護人來代為行使。 

 

 

            

 

 

 

 

 

 

 

 

 

 

 

 

 

 

 

 

 

 

 

 

 

小君~ 動 動 腦 

司法院網站聲請監護輔助宣告參考連結 



 

 

 

一、如果監護宣告後，小英後來的健康狀況好轉，僅偶爾需要有人協

助的狀況下，阿鳳可以向法院聲請改定輔助宣告，讓小英可以在

有條件的情形下自主行使負擔自己的權利義務，可以行使部份有

效的法律行為，其餘則須由輔助人代理決定。 

二、如果今天小英在有行為能力的情形下，認為有需要預先指定監護

人，就可以透過契約的方式，經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將來一旦

發生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需要監護時，可以由法院裁定

當初小英自己指定的監護人來擔任自己的監護人，此種情形就稱

為「意定監護」，這樣更符合本人利益與尊嚴喔！ 

三、如果小英為未成年人，而媽媽過世了，祖(父)母、外祖(父)母也

均已過世了，只剩小英與成年的哥哥阿明相依為命，要如何辦理

她的監護登記呢？ 

        因小英的父母已過世，祖(父)母、外祖(父)母也不在了，現

在要來確認哥哥阿明是否與小英共同居住，申請後經過戶政事務

所的實際查實確認 2 人有共同生活的事實後，則可以依民法規

定，由哥哥擔任小英的監護人，並由他來辦理監護登記，若未有

共同生活事實，就須由哥哥阿明向法院聲請，由法院裁定後辦理。 

 

 

  

如果是這樣 



 

 

申請人： 

一、監護人(輔助人或受輔助人)。 

二、受委託人。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雙方戶口名簿、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二、各種監護樣態的提證文件如下： 

  (一)法定監護：親屬關係證明文件。(民法第 1094條，依順序定  

其監護人) 

(二)委託監護：受監護人生父母之委託書。 

(三)遺囑指定監護：後死之父或母遺囑。 

(四)法院選定、改定監護：法院裁定書及確定證明書。 

(五)監護、輔助宣告：監護、輔助宣告裁定書。 

三、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

簽名)。 

四、國外委託代辦者，須附駐外館處或政府認可之機構驗證的委託

書或授權書；如係大陸地區作成之文件，須經海基會驗證。 

申辦期限：監護、輔助宣告為法院裁定生效 30日內為之；法院選

定、改定監護為確定後 30日內為之。 

辦理時間：隨到隨辦，約 20至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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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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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監護、輔助登記申辦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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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辦監護、輔助登記」，但以監護(輔助)人及受監

護(輔助)人、委託監護人均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為限。 

 

各種監護樣態的申請方式如下： 

一、法院調解、和解、裁判 

(一)適格申請人：監護、輔助或受輔助人。 

(二)應備文件：政府機關證明文件（請提供相關案件文號，文

件無須上傳）。 

(三)需在案件確定後 30日內或監護、輔助宣告生效後 30日內

申請始可辦理，逾期請至戶政事務所辦理。 

二、委託監護 

(一)適格申請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理人或受委託監護人。 

(二)應備文件：填寫「委託監護書約」，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

清晰後，上傳照片檔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三、法定監護 

(一)適格申請人為監護人。 

(二)依民法 1094條規定之法定順序定之。 

 

 

 

    ★線上申辦「監護登記」連結 

 

 

 

    ★線上申辦「輔助登記」連結 

 

 

貼心服務-網路線上申辦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

民眾說明，請其備

妥證件後辦理 

收取規費 

完成 

  

監護、輔助登記 

申請人攜帶的

證件是否完備 

辦理監護、輔助登記 

換發戶口名簿 

查閱系統特殊註記 

否 

是 



小君動手做 

 

 

 

確定阿鳳要辦理的是成年監護後，小君仔細審核她帶來的法院

裁定書，並確認戶役政系統中小英的特殊註記已登載司法院的通報

資料後，小君進入監護登記畫面，專注的登打受監護宣告人及監護

人的資料…… 

申請書經過阿鳳確認簽名後，完成了小英的監護登記。 

    小君接著換發戶口名簿，並詢問是否有需要申請戶籍謄本，且貼

心提供相關便民服務資訊讓阿鳳參考，以備不時之需，隨後遞上一張

自己的戶政名片，向她說明日後如有戶籍相關問題，可隨時撥打本所

服務電話，能即時獲得詳細的解答。阿鳳滿懷感激的向小君表達謝意

後即離開了戶政事務所。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戶 法 小 百 科 

禁治產宣告 & 監護、輔助宣告 

「禁治產宣告」是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前，對於不能為意思表示

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的成年人，法院裁定對他宣告禁

治產，並設置監護人在法律規範下代他行使意思表示，但從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開始，「禁治產宣告」已被「監護宣告」及「輔助宣告」取

代。 

受輔助宣告之人得否自行辦理戶籍登記及核發證明文件 

依民法第 15條之 2：「…受輔助宣告之人為下列行為時，應經輔助

人同意。但純獲法律上利益或依其年齡及身分、日常生活所必需者，不

在此限」，意思是指受輔助宣告的人不因輔助宣告而喪失行為能力，只

是在做重要的法律行為時，應經輔助人的同意，所以只要受輔助宣告的

人能意思表示，是可以自行辦理戶籍登記及核發證明文件的。 

民法第 1094條法定監護的「與未成年人同居」、「祖父母」 

所稱「與未成年人同居」是指父母均不能行使或父母死亡無監護人

時，實際上與未成年人共同居住一處，不以戶籍登記為同一戶為要件，

所以是以實際有共同居住來認定。 

所稱「祖父母」是指父系之祖父母及母系之外祖父母。 

委託監護的「特定事項」、「一定期限」 

依民法第 1092條：「父母對其未成年之子女，得因特定事項，於一

定期限內，以書面委託他人行使監護之職務。」 

所稱「特定事項」是指關於子女之保護教養、指定住居所或財產管

理，不含身分行為(訂定婚約、結婚、兩願離婚、收養、終止收養)及財

產行為(金融機構開戶、助學貸款、受領保險金)之同意及代理權。 

所稱「一定期間」是指未成年子女成年前或具有行為能力前，於一

定期間內指定期限。 

民事暫時保護令申請監護登記 

為保護被害人的權利及未成年的權利義務及照護，戶政事務所可以

依暫時(緊急、通常)保護令主文意旨辦理監護(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登記，事後如有變更，再據以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