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天然災害之 死亡登記  

當天晚上 7點，事件發生前 4小時。 

去年考上鐵路特考的治郎，在 1 月的寒風中回到他臺中的租屋

處。下班渾身疲憊的他打開手機，看到在臺北讀大學的妹妹小禰傳來

的訊息，分享她剛才和同學去吃的銅板美食，治郎露出會心的微笑。 

當天晚上 9點，事件發生前 2小時。 

治郎打電話給住在臺南的母親，先和母親噓寒問暖了一番，再和

搶著講電話的弟弟及二妹聊了兩三句後，話筒又回到母親手上。治郎

對母親說這個星期六、日自己排休，到時帶大家去吃火鍋。治郎的父

親在他讀國小時就過世了，一家五口的經濟擔子多年落在母親肩上，

如今他有了穩定的工作和收入，可以為母親分憂解勞。雖然臺鐵的工

作不輕鬆，但是他覺得眼前的人生很美好，因為有這些可愛的家人作

他的精神支柱。 

當天晚上 11 點。一陣不小的震動，讓治郎從睡夢中驚醒。震動

持續了將近 10秒才停止，治郎坐起身子，心想這應該是地震沒錯。 

不知道小禰和媽媽那邊感受到的程度是如何──治郎離開床鋪

去拿手機，發現小禰已經傳訊息給他，問他這邊的情況。治郎回傳訊

息給妹妹後，心想母親那邊等明天早上再問候，感覺震動止息，他就

回去就寢了…… 

1月 26日，寒流來襲的一天，戶政人員奇樂坐在四號櫃檯，翻著

他寫滿戶政登記相關知識的黑色筆記本。這時身穿灰色外套的治郎走

進來抽號碼牌，叫號機請治郎到四號櫃檯，奇樂便起身請他就座。 

治郎拿出三張死亡證明書，死亡者是戶籍在臺南的母親、弟弟和

妹妹，奇樂看了看死亡證明書上登載的日期和死因，心想這三人一定

是上週地震的罹難者，這次地震在臺南造成不小的災情。 

「請問他們的身分證和戶口名簿有帶來嗎？」 

「找不到，都埋在倒塌的瓦礫堆裡……」治郎的聲音聽起來相當疲憊。 

「了解，麻煩您的身分證借我一下。」 

奇樂查詢治郎母親的資料時，注意到治郎默默地流下兩行眼淚，

他不知道說什麼話能安慰死者的家屬，將面紙遞給了治郎。 

天災導致死亡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嗎──奇樂的筆記不只寫在筆

記本裏，也記在他的腦海裏，他飛快地翻閱記憶庫中的相關知識…  



 

 

 

 

  

   第 8條 

    第 1項：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之聲請，為死亡之宣告。 

    第 2項：失蹤人為八十歲以上者，得於失蹤滿三年後，為死亡

之宣告。 

    第 3項：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災難終了滿一年

後，為死亡之宣告。 

   第 9條 

    第 1項：受死亡宣告者，以判決內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為

死亡。 

 

 

   第 14條 

    第 1項：死亡或受死亡宣告，應為死亡或死亡宣告登記。 

   第 36條 

死亡登記，以配偶、親屬、戶長、同居人、經理殮葬

之人、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為申請人。 

   第 37條 

在矯正機關內被執行死刑或其他原因死亡，無人承領者，

由各該矯正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死亡登記。  

   第 38條 

因災難死亡或死亡者身分不明，經警察機關查明而無人

承領時，由警察機關通知其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為死亡登

記。 

   第 39條 

死亡宣告登記，以聲請死亡宣告者或利害關係人為申

請人。 

 

奇樂的筆記 

民法、戶籍法、相關法規 

民  法 

戶 籍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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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2條 

因死亡、死亡宣告、…原國民身分證由戶政事務所截角

後收回。 

 

 

 

   第 47-1條 

第 1項：對於因災害失踨之人，有事實足認其確已因災死亡

而未發現其屍體者，法院得依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之聲請，確定其死亡及死亡之時間。 

第 2項：前項聲請應於災害發生後一年內為之。 

第 3項：第一項之失蹤人，以法院裁定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

其為死亡。 

 

 

   第 98條 

因航空器失事，致其所載人員失蹤，其失蹤人於失蹤

滿六個月後，法院得因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之聲請，

為死亡之宣告。 

 

 

 

 

 

 

  

災害防救法 

民用航空法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一、死亡證明的形式： 

(一)在醫療機構死亡：由該機構開立死亡證明書。 

(二)在住居所、送醫途中或其他地點死亡：生病死亡者由當地衛

生所開立死亡證明書，意外死亡者由派出所報請檢察官相驗

後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 

(三)失蹤：對於生死不明的失蹤者，於一定期間後，由利害關係

人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由法院開立裁定書及確定證明書。 

二、死亡登記在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均可辦理，所以治郎不需要回到

死者戶籍地申辦。又死亡登記原則上需要提供死亡者的身分證及

戶口名簿，如果遺失可申報無法繳回後予以登記。 

三、為避免資料登載錯誤，須與申請人確認死亡證明書、相驗屍體證

明書或死亡宣告裁定確定證明書所載內容，如有錯誤，應向開立

機關確認，並請申請人更正後再行辦理。 

 

 

一、如果治郎的父親在他讀國小時因欠債不告而別，多年來都沒有父

親的消息，依據民法規定，失蹤人失蹤滿七年後，法院得因利害

關係人或檢察官的聲請，為死亡之宣告。如果日後發現治郎的父

親其實還活著，他必須到法院聲請撤銷死亡宣告，再到戶政事務

所辦理死亡宣告撤銷的登記。 

二、依民法第 8條第 3項規定，失蹤人為遭遇特別災難者，得於特別

災難終了滿一年後，為死亡之宣告。因此治郎的母親如果在臺南

地震後找不到遺體，縱然生死不明，治郎亦得在地震終了滿一年

後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三、依社會救助法第 24 條規定，死亡而無遺屬與遺產者，應由當地

鄉（鎮、市、區）公所辦理葬埋。如果治郎失聯多年的父親在長

照機構過世，按現行慣例，會先由社會局發文請其戶籍所在地的

鄉（鎮、市、區）公所公告 25 日協尋家屬，如果公告屆滿後無

人認領，社會局再委託合作的禮儀公司辦理後續的喪葬事宜。 

奇樂~ 想一想 

如果是這樣 



死亡登記申辦須知 
 

 

申請人： 

一、死亡登記： 

(一)配偶 

(二)親屬 

(三)戶長 

(四)同居人 

(五)經理殮葬之人 

(六)死亡者死亡時之房屋或土地管理人 

(七)受委託人 

(八)利害關係人 

二、死亡宣告登記： 

(一)聲請死亡宣告者 

(二)受委託人 

(三)利害關係人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死亡者及配偶的戶口名簿。 

二、死亡者、配偶及申請人的國民身分證、申請人印章(或簽名)。 

三、死亡證明書、相驗屍體證明書或死亡宣告的裁定書及確定證

明書。 

四、委託他人申辦時，應附委託書、受託人國民身分證及印章（或

簽名）。 

五、在國外或大陸地區死亡者，其死亡地的醫療機構開立死亡證

明文件。 

六、證明文件及委託書在國外作成者，該文書及中文譯本須經駐

外館處驗證，中文譯本亦可由國內公證人公證；證明文件在

大陸地區作成者，須經海基會驗證。 

申辦期限：死亡後或死亡宣告確定後 30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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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偶身分證換發每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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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辦死亡登記」。但申請人以死亡當事人的親屬、配偶、

同戶之人為限，且有以下限制： 

 

一、死亡當事人不可為戶長（單獨生活戶或戶長死亡登記後戶內

僅餘 1人為當然戶長者，不在此限）。 

二、須為國內死亡，經衛福部、法務部、國防部或司法院通報死

亡者（含法院死亡宣告裁定確定）。 

三、須在法定期限（死亡 30日或裁定確定 30日）內申辦，逾期

請至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辦。 

四、死亡宣告登記，以聲請死亡宣告者為申請人。 

 

 

★線上申辦死亡登記連結 

 

  

貼心服務-網路線上申辦 



辦理家屬死亡登記後，得向

戶政機關申請將死亡者資

料通報相關機關 

受通報機關 受理業務 注意事項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申請亡故者的健保退保
通報服務。 
 

1.向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通報以
死亡日辦理退保。 

 
2.依附亡故者投保的
眷屬亦會隨同轉出，
應儘速依適法身分
辦理加保。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
商業同業公會 

通報亡故者訊息轉請保
險公司清查有無投保人
身保險服務。 

由各保險公司通知保
險受益人辦理相關理
賠給付。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家屬死亡給付 
1.請領資格: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
或子女死亡者。 

2.應備文件: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
章(或簽名)、郵局或銀
行存摺，委託他人申請
者，另附繳委託書、受
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印
章(或簽名)。 

 

國防部 1.喪葬補助： 
(1)請領資格: 
國軍志願役軍官、士
官、士兵及軍事學校文
職教師，其眷屬亡故，
得請領喪葬補助。 

(2)應備文件: 
申請人出具附有照片
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受託人免附委託書。 

2.殮葬補助： 
國軍軍官、士官、士兵
於現役期間死亡，由眷
屬申請。 

 

  

主動關懷－跨機關通報服務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民眾說

明，請其備妥證件後辦理 

死亡登記 

申請人攜帶的

證件是否完備 

辦理死亡登記 

收取規費 

完成 

是 

否 

死亡者是否有配

偶、未成年子女 

換發配偶身分證、辦理未成年

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是 

否 

換發戶口名簿 

跨機關通報服務：死亡者健保退保、人身保單通

報、勞保家屬死亡給付、國軍人員喪葬補助等等 



 

 

 

治郎連日積壓在心中的悲痛，在此時化作止不住的淚水，不停從

眼眶溢出。奇樂默默不語，他此刻能為治郎做的，就是將三位死亡者

的死亡登記順利辦完…… 

在靜默的氛圍下，治郎三位親人的死亡登記接連完成。 

奇樂幫治郎通報三位死亡者的健保退保、壽險公會亡故者資料以

及治郎的勞保家屬死亡給付，這些通報都完成後，為了辦理繼承相關

事宜的需要，治郎申請了幾份自己及母親、弟弟、妹妹的戶籍謄本。 

將戶內只剩下自己和小禰兩個人的戶口名簿收進紙袋，治郎收起

悲傷的情緒，向奇樂道謝。失去親人的傷痛仍揮之不去，未來的每一

步剎那間變得沉重與彷徨，但他只能繼續往前，為了守護還在他身邊

的人，以及已逝之人對他的期許。 

 

 

 

 

     

 

  

奇樂動手做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戶 法 小 百 科 

死亡證明書 

死亡證明書須經醫師簽章，加蓋醫療院所印信，若印信為預先套

印，須戳記完整且右上角證書字號及醫師姓名、證書字號完備，如無

醫師印章，亦可採認。 

國外死亡所提憑經駐外館處驗證的死亡證明文件，如未載明死亡

者出生日期、身分證字號及戶籍地址等資料，無法判定時，可由在旁

親見死亡的 2人以上證明書，或最近親屬確認死亡的切結書，辦理死

亡登記。 

在大陸地區非於醫院死亡之證明 

依內政部函釋，國人在大陸地區非於醫療院所死亡，無法由醫院

開立死亡證明書，亦無法提憑法院等相關單位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

可憑載明死亡者姓名、出生年月日等基本資料之埋葬許可證明、火化

許可證明或骨灰存放的相關證明文件，經海基會驗證後，辦理死亡登

記。 

已辦理死亡宣告登記後，又開立相驗屍體證明書 

已辦理死亡宣告登記後，又接獲地方檢察署開立的相驗屍體證明

書，原確定的死亡日期不正確時，應由法律上的利害關係人或檢察官，

向法院提出變更死亡宣告的裁定，再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  

80歲以上連續 3年清查為行方不明者 

戶政事務所辦理年度清查人口，對於無社會活動軌跡，即向親屬、

里鄰長或鄰居進行訪查，並依訪查結果(行方不明)填具第一年的訪查

紀錄表列管，第二年再進行訪查填具第二年的訪查紀錄表，並向警察

機關函報失蹤，取得不受理失蹤報案證明，連續 2年訪查結果皆為行

方不明，檢核後符合聲請死亡宣告要件，備妥全部文件，函送地方檢

察署協助向法院聲請死亡宣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