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爸爸，老師說我長得很像原住民，我們家是原住民嗎？」 

某一天晚上，阿翔的 8歲兒子小羽在吃飯時這麼問阿翔。 

「沒有啦，爸爸我從小就在都市裡長大，從小到大也沒聽過我們

家族有誰是原住民。」 

阿翔這麼回答小羽後，妻子妃妃就開玩笑地說：「我以前還真沒

注意到，被小羽這樣一說，你們父子愈看愈像欸～」 

「別鬧了啦，我爸媽如果是原住民，我還會不知道嗎？」 

雖然阿翔當下說得斬釘截鐵，這個看似十分日常的家庭對話，卻

多日縈繞在他心頭。但父母都已經過世，阿翔無法向他們求證。 

4 月 28 日，為了辦理小羽的郵局開戶，阿翔到戶政事務所申請

包括一家三口的戶籍謄本，這時他又想起那天晚上的原住民話題，就

抱著不妨確認一下的心態，再向戶政人員申請父母的除戶謄本。 

「欸？」 

阿翔忍不住發出驚呼，因為在他母親阿鶯的戶籍資料上，他看到

了「平地原住民」和「阿美族」等字眼。阿翔當天晚上將母親的謄本

拿給妃妃看，妃妃就跟他說：「你媽媽是原住民的話，你應該也可以

申請成為原住民吧？我聽說這樣對小羽讀書會有一些好處欸。」 

妃妃用手機上網查了一下，原住民的福利還真不少，例如營養午

餐補助、學前教育補助、學生文具費補助、原住民就業服務等等。雖

然不知道母親為什麼沒將這件事告訴他，但阿翔覺得在這個時代，具

有原住民身分是很有價值的事情，便決定去戶政事務所申請取得原住

民身分。 

5 月 11 日，阿翔帶著他的身分證和戶口名簿，再次走進戶政事

務所。抽了 6號號碼單，走到 1號櫃檯，戶政人員小美起身，請阿翔

就座。當小美聽到阿翔說要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時，她的小心臟慌得

加速了一下，因為她很少辦到原住民的案件。但手邊有秘密

武器──原住民身分法，小美很快就鎮定下來，暗自深呼吸

一下後，她思索著本案該如何辦理…… 

  

變更從母姓之 原住民身分取得登記 



 

 

 

 

  第 14-1條 

第 1項：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應

為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第 2項：前項登記，依原住民身分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4條 

第 1項：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2項：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5條 

第 1項：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其

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第 2項：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民

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3項：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養

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第 4項：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喪     

        失。 

第 6條 

第 1項：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2項：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民

身分。但約定從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其原住民

身分不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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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且

從父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7條 

第 1項：第四條第二項及前條第二項、第三項子女從具原住民

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由

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不

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及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 2項：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原

住民身分。 

第 3項：第一項子女之變更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

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限。 

第 8條 

第 1項：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

民身分之要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者，

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第 2項：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

統名字取得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

施行後二年內，準用第四條第二項、第六條及前條規

定，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 11條 

第 1項：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戶政

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內為原住

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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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美調閱阿翔和他父母的戶籍資料，發現阿翔的父親蕭阿金沒有

原住民身分，母親高阿鶯具有平地原住民阿美族的身分，又阿翔已經

成年，因此本案適用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2項以及第 7條第 1項的

規定。阿翔必須改從具原住民身分的母親姓氏，也就是從蕭阿翔變更

姓氏為高阿翔，才可以申請和母親一樣具有原住民身分。 

順帶一提，為了使原住民的權益更有保障，原住民身分法於 110

年 1月 27日修正公布第 4、8、11及 13 條的條文，特別針對父母於

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死亡，其子女符合法規規定要件，即可取得原

住民身分，提供死亡者子女補救措施。 

        另外還有一個好消息，自 110 年 2 月 25 日開始，原住民身分的

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以及原住民族別的註記或變更，都可以向

全國任何一個戶政事務所申辦，不用特地回到當事人的戶籍所在地辦

理喔！ 

 

 

一、如果今天阿翔的父親具有原住民身分，阿翔不必改姓即可取得

原住民身分。 

二、如果阿翔還未達法定成年的年齡時就想取得原住民身分，必須

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才能申請。 

三、如果阿翔是被原住民收養而想取得原住民身分，依據原住民身

分法相關規定，必須符合以下條件才能申請取得： 

  (一)被收養者（阿翔）年齡在 7歲以下。 

    (二)養父及養母均具有原住民身分，且共同收養。 

(三)養父及養母均年滿 40歲，且沒有其他子女。 

    (四)養父母無其他子女，含本婚姻的婚生子女、其他養子女及養

父母前婚姻所生子女 。 

四、如果阿翔日後想改回從不具有原住民身分的父親姓氏，當他變

更從父姓之後，就會同時喪失原住民身分。   

小美~ 動 動 腦 

如果是這樣 



 

 

申請人： 

一、本人。 

二、法定代理人雙方（僅父母一方申請時，應附他方之同意書）。 

三、受委託人（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7條第 1項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

或母之姓取得原住民身分，以及依同法第 9條第 1項申請喪失

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委託他人辦理）。 

四、利害關係人。 

應備證件：(均繳驗正本) 

一、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當事人戶口名簿、國民身

分證、印章。 

二、已領證者如改姓或更改姓名，其配偶及直系血親卑親屬已領證

者，另須備 2 年內拍攝彩色相片 1 張或數位相片及規費 50 元

換發國民身分證(換證注意事項請依國民身分證之規定辦理)。 

三、原住民身分之取得、喪失、變更、回復及民族別註記，申請人

應備妥足資證明具有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書、約定書等辦

理。 

四、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繳委託書(國外作成之授權書須經駐

外館處驗證，大陸作成之委託書應經海基會驗證)、受委託人

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五、以利害關係人身分申請者，應附繳利害關係證明文件。 

辦理時間：隨到隨辦，約 30至 40分鐘完成（該時間不包括姓名變

更登記）。 

受理機關： 

一、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登記，以及原住民族別

註記或變更，得向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辦。 

二、原住民身分更正登記，應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辦。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申辦須知 



注意事項：如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8條第 2項規定，取用原住民傳統

名字以取得原住民身分者，須於 110年 1月 27日施行起 

           2年內（即至 112年 1月 28日止）完成戶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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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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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申辦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一、申請人資格： 

(一)申請人及當事人均需為在臺現有戶籍之國人。  

(二)申請人需為成年人，且領有自然人憑證。 

(三)當事人父母之雙方或一方須為原住民。 

二、應備文件：請下載「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約定（意願）書」填

寫後，照相並確認照片文字清晰後，於申請時同時上傳照片檔

為申請之證明文件。 

三、申請項目：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4條第 1項或第 2項規定，取得

原住民身分同時註記民族別。當事人依第 2項規定取得身分

者，涉及姓名變更登記，戶政事務所受理時，將依該網路申請

案先辦理姓名變更登記（改姓或回復傳統姓名）後，再辦理原

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線上申辦原住民登記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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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申請人攜帶的

證件是否完備 

辦理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登記 

換發戶口名簿及身分證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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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先改成跟我媽媽姓高才能具有原住民身分喔？」 

阿翔聽到小美的說明後，雖然遲疑了一下，但為了取得原住民的

身分，阿翔覺得改從母姓也無妨。讓阿翔填寫「自願從姓並取得原住

民身分及民族別意願書」後，小美先完成阿翔的從姓變更，接著再次

進入戶役政系統展開身分登記作業…… 

完成阿翔的原住民身分登記後，小美接續辦理阿翔配偶及小羽父

姓名變更，再辦理小羽的隨同改姓及原住民身分登記。 

阿翔父子的原住民身分登記都大功告成後，因為涉及改姓，所以

小美就幫阿翔及小羽通報健保署，製做他和小羽改姓後的健保卡，以

及通報稅務、監理、地政機關變更阿翔的資料。雖然阿翔已經從太太

口中略知原住民的相關福利，小美還是貼心地遞給阿翔 1張臺中市的

原住民福利政策小叮嚀，讓阿翔能夠更了解臺中市現有的各項原住民

福利政策。 

歷經一個多小時，經過改姓、原住民身分登記及其他相關事項的

一連串流程，阿翔拿到了改為高阿翔的身分證，以及父子倆加上原住

民身分註記的戶口名簿。謝謝小美辦理的辛勞後，阿翔就走出了戶政

事務所。是否要來個原住民身分的「尋根之旅呢」？還是以後再說吧！

阿翔首先想到的是，明天兒子真的可以跟老師說他是原住民了。 

 

 

               

                    

 

 

     

  

小美動手做 

便民服務-戶政小叮嚀 



 

 

 

 

 

 

 

 

 

 

 

 

新民族別經核定後，原住民之民族別變更  

邵族、卡那卡那富族、拉阿魯哇族(原被歸類為鄒族) 

噶瑪蘭族、撒奇萊雅族(原被歸類為阿美族) 

太魯閣族(原被歸類為泰雅族) 

賽德克族(原被歸類為泰雅族、太魯閣族) 

核定新民族別時，已註記民族別的成年人得依個人意願申請變更，

以一次為限。從其民族別之子女，也應隨同變更。其變更是指該新民族

別之「原屬民族別」，例如：原註記為阿美族，可以變更為撒奇萊雅族。 

原住民申請回復傳統姓名及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記 

申請回復其傳統姓名或回復原有漢人姓名，均以 1次為限，當事人

之傳統姓名應符合其文化慣俗，應依其所屬民族別的傳統名制登記。回

復傳統姓名者第 1次得免費換發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並得免費提供戶

籍謄本，俾利民眾向政府其他機關申請改註姓名。 

原住民傳統姓名或漢人姓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登

記，當事人依原住民族委員會提供之符號系統，申報其傳統名字之羅馬

拼音方式時，應尊重當事人主張之符號及大小寫形式。 

原住民身分法修正~父母未及取得回復身分即死亡，子女補救措施 

 

                              

 

 

 

 

 

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7條變更姓氏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為取得原住民身分，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母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未成年時由法定代理人協議，如法定代理人僅一人，則由該法定代理人

決定(父母離婚由母行使權利義務即由母決定)，而非指父母。 

  

戶 法 小 百 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