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如往常，上班前，我拿著上週六到南投日月潭遊玩時，在當地

老茶廠買的台茶 18 號紅玉紅茶包及保溫水杯，到茶水間沖泡了一杯

紅澄澄的日月潭紅茶，以便早上在櫃檯服務期間，可以隨時啜飲來放

鬆一下心情。不過，比較特別的是，今天是 12月 12日（11月 11日

雙十一、12月 12日雙十二，原本是網購電商的促銷活動日，近年來

開始成了熱門的結婚日期）。畢竟，這個日期好記又有雙雙對對的含

意。 

……突然一道閃光打斷了我的思緒，原來是門外經過的汽車擋風

玻璃反射進來的光芒，往外看是陽光普照的好天氣呢！嗯～我也做好

了今天可能會受理很多結婚登記的心理準備。 

「來賓 1號，請到 6號櫃檯，謝謝。」叫號機播放著。隨即走來

一對看似情侶卻又表情有點嚴肅的男女。 

「兩位早安，請坐，請問要辦理什麼業務呢？」我心中暗忖該不

會是結婚登記吧！ 

「我們要重新約定兒子小奇的監護權。」身材瘦小綁著馬尾的女

子，語氣輕柔地說。 

「喔～是要重新協議小孩的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我先確認一

下兩位的身分證及戶口名簿。」終於解開疑惑的我說。 

一旁體格健壯、有著運動家身材的江先生說：「原本我是單獨的

法定代理人，現在要改成我們兩個人都是，麻煩您了。」 

我調整了一下眼鏡並專注盯著電腦螢幕。「兩位的戶籍資料都沒

問題，小奇的戶籍在江先生戶內，他的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要重新協

議改為兩位共同行使嗎？」 

「是的，沒錯。」兩人異口同聲地說，語畢轉頭互看了對方一眼。 

「麻煩兩位填寫一下重新協議的約定書喔。」我一邊說明一邊遞

出一張「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重新協議）約定書」。 

「寫好了，先生，請您看一下這樣可以嗎？」 

    「嗯～都沒問題，那我要開始登記了。」我一邊注視電腦螢幕、

一邊操作滑鼠及鍵盤，開始登錄相關資料（答答、答答答……）  

離婚後「重新協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小傑的記憶吐司 

民法、戶籍法、相關規定 

 

 

 

  第 12條 

滿二十歲為成年。 

  第 13條 

第 1項：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第 2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 3項：未成年人已結婚者，有行為能力。 

※民法已於民國 110 年 1 月 13 日修正第 12、13 條條文，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施行。修正後之條文如下： 

第 12條：滿十八歲為成年。 

第 13條 

第 1項：未滿七歲之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 

第 2項：滿七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有限制行為能力。 

(第 3項－刪除) 

  第 1055條 

第 1項：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

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

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 

第 2項：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

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

益改定之。 

第 3項：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

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

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

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 

第 4項：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

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 

民  法 



第 5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

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

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

職權變更之。 

 第 1069-1條 

非婚生子女經認領者，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

使或負擔，準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千零五十五條

之一及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第 1089條 

第 1項：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由

父母共同行使或負擔之。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權利

時，由他方行使之。父母不能共同負擔義務時，由有

能力者負擔之。 

第 2項：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重大事項權利之行使意思不一致

時，得請求法院依子女之最佳利益酌定之。 

第 3項：法院為前項裁判前，應聽取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或

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 

 第 1089-1條 

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達六個月以上時，關於未成年子

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準用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

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一及第一千零五十五條之二之規定。

但父母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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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條 

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經父母協議

或經法院裁判確定、調解或和解成立由父母一方或雙

方任之者，應為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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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出生登記至遲應於六十日內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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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戶 籍 法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小傑~ 想一想 
 

 

 

因父母離婚或經生父認領，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的行使負

擔，可以依法約定或經法院裁判由父母一方或雙方任之。如果一方

行方不明或死亡，父母不繼續共同生活 6個月以上，他方也可以申

請權利義務的行使負擔。 

父母為了小孩的利益或生活照護著想，當雙方可達成協議時，

可以一起到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登記後就會在戶籍謄本記錄其權

利義務由誰行使負擔，將來遇到小孩的就學、學區、醫療照護、請

領補助、保險等等，都可由照護者決定，這樣也保障了小孩的權

益。 

 

 

 

一、如果江大山與田小惠雙方不能取得共識，各自都想單獨行使負

擔未成年子女小奇的權利義務，因雙方無法達成協議，那只能

透過法院來調解、和解或裁判了。法院會依據未成年子女的最

佳利益，評估審酌一切情事後，裁定由父、母或共同擔任未成

年子女的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再拿法院的調解、和解或裁判

書及確定證明書，到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登記即可。 

二、如果江大山與田小惠結婚後離婚，而田小惠離婚時為未成年

人，對於小奇的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依據民法規定，未成年的

田小惠具有行政程序能力，也就是說兩人可以辦理小奇的權利

義務行使負擔登記。如果兩人沒有結婚，小奇被江大山認領，

則須另提具田小惠的法定代理人同意的證明文件才行。 

三、如果江大山與田小惠離婚後再結婚，對於小奇的權利義務，不

論原約定由誰行使，於結婚時須辦理原約定由誰行使的廢止登

記，回復民法規定，由父母共同行使負擔權利義務。 

  

如果是這樣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申辦須知 

 

 

 

申請人： 

一、協議（重新協議）：協議（重新協議）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或負擔之一方或雙方。 

二、法院調解、和解、裁判：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一方

或雙方。 

三、受委託人。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申請人及未成年子女的戶口名簿、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

簽名）。 

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證明文件： 

(一)協議（重新協議）：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約定書。 

    (二)法院裁判、調解、和解：法院裁定(判決)書及確定證明書

或法院調解、和解筆錄。 

三、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繳委託書（國外作成的授權書須經駐

外館處驗證，大陸作成的委託書應經海基會驗證）、受委託人

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申辦期限：裁定(判決)確定後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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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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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辦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一、父母協議或經我國法院調解、和解成立或裁判確定。 

  二、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需為在臺現有戶籍的國人。 

  三、適格申請人為行使負擔之一方或雙方。 

  四、在案件確定後 30日內申請。 

 

 

 ★線上申辦「未成年子女權利義務行使負擔登記」連結  

  

貼心服務-網路線上申辦 



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後，得向戶政機關申請資

料通報相關機關 

 

受通報機關 受理業務 注意事項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申請離婚後由男方單
親扶養關懷(扶養子女
狀況) 
 
經濟照顧項目： 
1.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2.經濟弱勢兒童及少
年生活扶助 

3.弱勢家庭兒童及少
年緊急生活扶助 

4.單親、弱勢婦女房屋
津貼補助 

1.各項扶助皆應設籍
且實際居住臺中
市，並符合申請規
定。 

 
2.相同性質的補助僅
得擇優、擇一請領。 

 
3.向戶籍地區公所社
會課/建設課申請。 

 
4.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04-22289111 
台灣陽光婦女協會  
04-22918199 
04-22918187 

內政部移民署 協助新住民申請資料
異動通報項目： 
 
1.行使負擔人 
2.行使負擔日期 
3.離婚日期 
 

1.異動資料如涉新住
民實際居留住所變
更，請於變更後 15
日內至服務站辦理
變更登記。 

 
2.中區事務大隊： 
臺中市第一服務站 
04-24725103 

 
臺中市第二服務站 
04-24725103 

 

 

 

 

 

 

主動關懷－跨機關通報服務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確認申請人、當事人

是否符合資格及攜帶

的證件是否完備 

是 

1.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協議

（重新協議）約定書 

2.法院調解、和解、裁判之文件正本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民眾說

明請其備妥相關證件後辦理 

否 

換領戶口名簿 

收取規費 

完成 

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登記 



    因為小奇只有 3歲為未成年人，父母雙方離婚時，約定由爸爸單

獨行使負擔他的權利義務，今天兩人重新協議小奇的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改為共同行使，由兩人填寫約定書後申請辦理。我再點選戶役政系

統的相關路徑及登錄相對應的資料後，就可以在電子簽名板上呈現出

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的電子申請書了…… 

我再次謹慎確認一遍申請書內全部的內容及掃描紙本的書面資

料附件是否齊全，等他們兩位確認申請書的內容無誤後，我請他們在

電子簽名板上完成簽名。 

「嗯～沒問題，存檔！」再次與自己內心對話的我心裡想。 

存檔後，接著換發江大山與田小惠的戶口名簿，我向他們說明戶

口名簿有分簡易版及詳細版，如果是詳細版，則個人記事裡會記載剛

剛重新協議的內容，原則上，詳細版的戶口名簿可以取代戶籍謄本來

使用，未來在運用上會比較方便。如果是簡易版的戶口名簿，就只會

記載個人的基本資料。 

「詳細版的。」江大山與田小惠再次異口同聲地說。 

兩位都選擇了詳細版戶口名簿，並支付了規費後，我遞出了兩張

戶政事務所的貼心小卡片，歡迎他們隨時打電話來詢問戶政相關的問

題。起身目送他們離開時，突然間，又被大門外另一台經過的汽車擋

風玻璃反射陽光到我的雙眼，坐下後，我端起還熱騰騰的日月潭紅茶，

啜飲一口。 

「哇～真甘甜！果然是好茶。」我一邊喝茶一邊內心想著，是不

是該趁今天雙十二購物節來網購一副太陽眼鏡了…… 

 

     

小傑動手做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戶 法 小 百 科 

通常(暫時、緊急)保護令-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家庭暴力防治法規定，法院審理後認為有家庭暴力的事實，且有

必要，得核發通常(暫時、緊急)保護令，核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

義務的行使或負擔，由父、母或雙方共同擔任，所以民眾可以憑上開

民事保護令到戶政事務所辦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待

日後有變動時再行變更登記。 

民法第 1089條所指「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之情事」為何? 

法律上認為「父母之一方不能行使之情事」有二： 

一、法律上不能：如受停止親權的宣告。 

二、事實上不能：如在監受長期徒刑之執行、精神錯亂、重病、生死

不明等，有上述情形，另一方應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如果是因為上班工作無暇照顧、管教子女，

不符合不能行使的規定，但可以依民法第 1092 條的規定，於一

定期限內，就特定事項委託他人行使監護的職務。 

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變更時，其適格申請人 

依內政部函釋，父母離婚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嗣

後約定變更時，非行使負擔的父或母持雙方的約定書申請時，可以辦

理登記嗎? 

依戶籍法第 35條：「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以行使

或負擔之一方或雙方為申請人。」，所以應由行使負擔人為申請人。 

例如原戶籍登記由父行使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現約定改由母行

使時，母即為適格申請人（子女權利義務一經約定即生效力），不需

再提具父的委託書即可辦理登記，但如父辦理登記時則需提具母之委

託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