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年滿 30 歲的洪阿宏，過了一個很不快樂的生日。新冠病毒

肆虐攪局後，位於海嘯第一排的旅行社沒有最慘澹只有更慘澹，為了

精簡支出一再裁員，阿宏很快也成了其中一人。只能靠打零工維生的

阿宏過著縮衣節食的日子，錢包愈空、心裡愈苦，想得到免費好康的

慾望就愈發強烈。 

某一天晚上，洪阿宏一邊吃泡麵一邊滑手機時，看到朋友傳給他

一則新聞──「連鎖壽司店推出最新促銷活動，與『鮭魚』同名者，

三天壽司免費吃到飽！」瞭解整個促銷活動的規則後，他腦中立刻浮

現出一桌滿滿的壽司，亮白的醋飯上面放著鮭魚、鮪魚、赤蝦等各種

新鮮可口的海味。想了一分鐘後，阿宏決定幫自己改一個可以吃到免

費壽司又充滿美食的名字──「洪鮭魚鮪魚赤蝦哇沙米」。 

雖然阿宏的父母對他的衝動想法極不贊成，勸他不要如此兒戲地

胡亂改名，但免費的壽司大餐近在眼前，阿宏對這些話充耳不聞。他

隔天興沖沖地騎機車到戶政事務所，抽號碼單後走到戶政人員小荔的

櫃檯，滿面笑容的小荔看到阿宏寫出想改的海鮮名字後，臉上依然保

持著甜甜的微笑，但內心不是三條線可以形容的。 

    成年人改名前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小荔一邊動起腦筋，一邊認真地查看阿宏的戶

籍資料……  

成年後之 姓名變更 



 

 

 

 

第 1059條 

第 1項：父母於子女出生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子女從父姓或

母姓。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

之。 

第 2項：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約

定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第 3項：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為父姓或母姓。 

第 4項：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次為限。 

第 5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

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

母姓： 

(一)父母離婚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三)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第 1059-1條 

第 1項：非婚生子女從母姓。經生父認領者，適用前條第二項

至第四項之規定。 

第 2項：非婚生子女經生父認領，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法

院得依父母之一方或子女之請求，為子女之利益，宣

告變更子女之姓氏為父姓或母姓： 

(一)父母之一方或雙方死亡者。 

(二)父母之一方或雙方生死不明滿三年者。 

(三)子女之姓氏與任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父或母不一致

者。 

(四)父母之一方顯有未盡保護或教養義務之情事者。 

小荔的知識錦囊 

民法、姓名條例、戶籍法 

民  法 



 

 

第 2條 

第 1項：辦理戶籍登記、申請歸化或護照時，應取用中文姓

名，並應使用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或教育部

編訂之國語辭典中所列有之文字。 

第 2項：姓名文字未使用前項所定通用字典或國語辭典所列有

之文字者，不予登記。 

第 8條 

第 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姓： 

(一)被認領、撤銷認領。 

(二)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三)臺灣原住民或其他少數民族因改漢姓造成家族姓氏誤

植。 

(四)音譯過長。 

(五)其他依法改姓。 

第 2項：夫妻之一方得申請以其本姓冠以配偶之姓或回復其本

姓；其回復本姓者，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中，以一次

為限。 

第 9條 

第 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改名： 

(一)同時在一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構）、團體或學校服

務或肄業，姓名完全相同。 

(二)與三親等以內直系尊親屬名字完全相同。 

(三)同時在一直轄市、縣（市）設立戶籍六個月以上， 姓

名完全相同。 

(四)與經通緝有案之人犯姓名完全相同。 

(五)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 

(六)字義粗俗不雅、音譯過長或有特殊原因。 

第 2項：依前項第六款申請改名，以三次為限。但未成年人第

二次改名，應於成年後始得為之。 

 

姓名條例 



第 10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得申請更改姓名： 

(一)原名譯音過長或不正確。 

(二)因宗教因素出世或還俗。 

(三)因執行公務之必要，應更改姓名。 

第 13條 

依本條例規定申請改姓、冠姓、回復本姓、改名、更

改姓名、更正本名者，以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為申請

人。因收養或終止收養而須改姓者，辦理收養或終止

收養登記之申請人，均得為改姓申請人。 

第 15條 

第 1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

名： 

(一)經通緝或羈押。 

(二)受宣告強制工作之裁判確定。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准予易

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但過失犯罪者，不在此限。 

第 2項：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

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三年止

。 

 

 

第 8條 

依本條例第九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改名之證明文件

或由戶政機關查證戶籍資料如下： 

(一)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為公民營事業機構、機關

（構）、團體或學校之證明文件。 

(二)依第二款規定申請者，由戶政機關查證同名直系尊親

屬戶籍資料。 

(三)依第三款規定申請者，申請人應提供同姓名者戶籍所

在之鄉（鎮、市、區），由戶政機關查證戶籍資料。 

 

姓名條例施行細則 



(四)依第四款規定申請者，為載有通緝資料之證明文件。 

(五)依第五款規定申請者，為被認領、撤銷認領、被收

養、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之證明文件。 

(六)依第六款規定申請者，由戶政機關查證申請人之改名

次數及是否成年戶籍資料。 

 第 9條 

依本條例第十條規定申請更改姓名之證明文件如下： 

(一)依第一款規定申請者，為載有原姓名之證件。 

(二)依第二款規定申請者，為出世或還俗之證明。 

(三)依第三款規定申請者，為服務機關證明書。 

 

第 16條 

戶政事務所受理十四歲以上國民申請改姓、改名或更

改姓名者，應向相關機關查詢有無本條例第十五條所

定情事。 

 

 

第 21條 

戶籍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為變更之登記。 

 

    

戶 籍 法 

戶政知識分享-法令彙編 



 

 
小荔查看阿宏以前是否有改名的紀錄時，發現在他 5歲的時候，

他的父母就已經為他改過一次；在他 23 歲的時候，他自己又改了一

次。法定的 3次改名機會如今只剩下 1次，如果阿宏今天真的申請改

名為「洪鮭魚鮪魚赤蝦哇沙米」，這名字很可能在下半輩子一直跟著

他。 

經過小荔的詳細說明後，阿宏才知道事情沒自己想的這麼簡單，

他抓了抓頭，猶豫片刻之後，說他回去想想。小荔遞上戶政事務所的

一次告知單（辦理姓名變更的申辦須知）及貼心小卡片，告訴阿宏等

他想清楚了，歡迎他再來本所辦理。 

 

 

除了上述一般情況的姓名變更外，還有以下情形： 

一、改姓：子女出生登記後，未成年及成年後，各有一次機會可以

變更為父姓或母姓。但是，養子女改從養父姓或養母姓不計入

改姓次數。除了收養之外，撤銷收養或終止收養、被認領、撤

銷認領之改姓，亦不計入次數計算。父母變更姓氏後，從其姓

的直系血親卑親屬應隨同改姓，不過因收養改姓，效力未及之

成年直系血親卑親屬不隨同改姓。 

二、冠姓：夫妻任一方得申請冠配偶之姓，於同一婚姻關係存續

中，得回復本姓一次。 

三、外籍配偶的姓名：外籍配偶已取用中文姓名者，得申請更改中

文姓名 1次。但因外籍配偶尚未設籍前，未有戶籍資料，無法

將其個人資料登記於戶籍有關欄位，僅得於國人配偶戶籍資料

為相關變更、更正或補填。 

四、原住民的姓名：可依其文化慣俗命名，如取用漢人姓名後可申

請回復傳統姓名，回復後可再次申請回復原有漢人姓名，但以

一次為限。原住民不管是漢人或傳統姓名，都可以並列登記傳

統姓名之羅馬拼音。 

  

小荔~ 想一想 

如果是這樣 



 

 

 

申請人： 

一、成年人姓名變更：以本人為申請人。   

二、未成年人改名：由法定代理人辦理。 

三、未成年人改姓：以父母為申請人。 

    四、因收養改姓或終止收養回復本姓：辦理收養或終止收養登

記之申請人。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身分證明文件：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二)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已領證者）、戶口名簿、最近 2年

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張或數位相片(須先上傳內政

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網路申辦服務－國民身分證－國民

身分證影像上傳)。 

二、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證明文件。 

三、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單方申請，須另附他方之同意書。 

    四、變更姓名後致關係人(配偶、子女)的身分證、戶口名簿記

載事項變動須換證，得一併辦理，申請書上切結敘明「當

事人辦理姓名變更登記並依規定換領其配偶、子女國民身

分證，負責保管其配偶、子女國民身分證並交付之」後簽

名或蓋章。                 

辦理時間：隨到隨辦，約 40至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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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變更登記申辦須知 



 

辦理姓名變更登記後，得

向戶政機關申請將最新姓

名通報至相關機關。 

 

受通報機關 受理業務 注意事項 

稅務機關 納稅義務人綜合所得稅、

房屋稅、地價稅等更新姓

名資料 

 

 

監理機關 更新駕駛執照、行車執照

之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變更後，應儘

速至監理機關換發駕

駛執照、行車執照。 

地政機關 變更地籍資料 經登記機關准許變更

後，應儘速至地政機關

換發權利書狀。 

臺灣自來水公司 更新用水戶名(非過戶) 限臺中市用水地址 

臺灣電力公司 更新用電戶名(非過戶) 限臺中市用電地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
康保險署 

變更姓名 異動後依保費開單作

業期程，於本期或下期

保險費繳款單更新。 

 

  

主動關懷－跨機關通報服務 



姓名變更登記 

辦理當事人姓名變更登記 

(如有關係人時，接續辦理 

配偶、父/母姓名變更登記) 

換發戶口名簿及身分證 

收取規費 

完成 

跨機關通報稅務、監理、健保局 

等機關變更姓名、製發新健保卡 

  

  

是 

否 

 

開立一次告知單向民眾

說明，符合哪些條件及

應備文件才可辦理 

當事人是否符合姓

名變更條件、應備

文件是否齊全 



小荔動手做 
 

 

過了 2天，阿宏再次走進戶政事務所，很巧的又是小荔受理。他

先感謝小荔上回親切的提醒，讓他沒有犯下終身大錯，接著說他今天

來也是要改名，但這次的名字不怕用一輩子，是他想要改運改勢的象

徵──「洪不讓」。 

至少比海鮮名字好得多──小荔笑容可掬地接過所有證件仔細

核對，並確認阿宏沒有姓名條例第 15 條不得申請改名的情形後，便

請阿宏在更改姓名申請書上一筆一畫寫下新的名字，接著進入戶役政

系統，為阿宏進行姓名變更登記…… 

 

阿宏的姓名變更順利完成後，小荔幫阿宏通報健保署，製做他

改名後的健保卡，並通報稅務機關變更他的稅務資料。小荔貼心地

提醒他，如果要變更銀行的帳戶資料或保險資料，需要申請戶籍謄

本，證明變更姓名的紀錄，阿宏便申請了 3份戶籍謄本。最後小荔

遞了 1張臺中市的改名溫馨小叮嚀，讓阿宏知道自己改名後還有可

能需要去哪些機關變更自己的資料。 

壽司的活動會過去，肆虐的疫情也會過去，但是自己的名字會

一輩子存留。阿宏──從今天起改叫「洪不讓」，帶著新身分證、新

戶口名簿、新名字、新希望，走出戶政事務所，期許自己在不久的

將來能打出一支漂亮的全壘打。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戶 法 小 百 科 

未成年人及其未成年子女姓氏變更及改名的適格申請人 

一、已結婚之未成年人或離婚後尚未成年，自己改姓須得父母同意(父

母同意書)，得親自申請，不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  

二、已結婚(或離婚)之未成年父母或未成年生父認領非婚生子女後，對

其未成年子女之從姓約定及姓氏變更的同意權，得以父母身分為

之，姓氏及姓名變更登記，得親自申請，不須由法定代理人代為辦

理。  

三、未結婚之未成年父母，約定未成年子女的姓氏及姓氏變更，得以父

母身分為之，對其未成年子女姓氏及姓氏變更登記，有行政程序能

力，不須由未結婚之未成年父母的法定代理人代為辦理。 

姓名變更可否取用異體字 

依姓名條例規定，戶籍登記的姓名，應使用教育部編訂之國語辭典

或辭源、辭海、康熙等通用字典中所列有之文字。姓名變更時使用異體

字，須符合「通用字典中所列有之文字」的規定，如果該文字僅為教育

部網站「異體字字典」所列，因異體字字典非姓名條例所稱之通用字典，

不予使用。 

假釋出獄受刑人刑期執行完畢日期認定 

依姓名條例規定，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決確定，未宣告緩刑或未

准予易科罰金、易服社會勞動，不得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不得

申請改姓、改名或更改姓名之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至執行完畢滿3年

止。 

所謂刑期終了，係以檢察官簽發的指揮執行書所記載之刑期終結日

為準，但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28條之1或外役監條例第14條等規定縮

短刑期者，應依縮短後之刑期終結日為準，如「最近觀護」有記載假釋

交付保護管束期間，以保護管束期滿原因結案，且無撤銷假釋紀錄，觀

護期滿日為刑期執行完畢日期。 

 



 



 



「鮭魚之亂」相關報導： 

 

110.03.17－自由時報 

「『鮭魚』之亂！全國數十人改名 內政部︰小心實至名

『鮭』」 

 
 

110.03.17－中央通訊社 

「6都近百人為免費壽司改名鮭魚，最長達 36字打破紀

錄。」 

 

 

110.03.18－聯合新聞網 

「為吃免費壽司，上百人改名『鮭魚』」 

 

 

 

110.03.18－蘋果日報 

「狂！135人改名鮭魚，吃整桌免錢…」 

 

 

 

110.03.19－自由時報 

「全球關注！台灣人瘋改名「鮭魚」，各國媒體這樣

說…」 

 

 

110.03.19－中央通訊社 

「為鮭魚壽司改名活動結束，民眾將名字改回。」 

 

 

 

110.03.21－國語日報 

「為吃鮭魚改名的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