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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遷入登記(一)一般遷入 

法 
令 
依 
據 

一、戶籍法第 3、4、17、26、27、28、41、45、47、48、50、56、57、
58、76、79、80 條。 

二、戶籍法施行細則第 12、13、15、17 條。 
三、行政程序法及其他有關法令。 

申 
請 
人 
及 
應 
備 
證 
件 

一、申請人  
    (一)法定申請人：  

1.本人(未成年人由法定代理人為申請人)或戶長。  
2.全戶之遷徙登記，以戶長為申請人。  
3.無前列申請人時，得以利害關係人為申請人。  

    (二)本項登記得以書面委託他人辦理。  
二、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印章(或簽名)。  
三、遷入者國民身分證、印章、戶口名簿(遷入他人戶內者，應另附繳

該戶戶口名簿)及最近 2 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 張(如親自

申請換證，經核對檔存相片人貌相符，且年歲相當時，得免交相

片)。  
四、遷出地戶口名簿。  
五、遷入單獨立戶者應提下列證明文件之一，以憑受理(驗正本)：  

(一)遷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有房屋或無償借住他

人房屋者，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期之房屋稅單，(例如 94 
年 5 月 31 日前申請遷入者，提憑 93 年完稅稅單或 94 年 
5 月已完稅之稅單辦理，94 年 6 月 1 日以後至 95 年 5 月 
31 日申請者，提憑 94 年完稅稅單，以此類推)(若提憑稅務

單位寄發之轉帳繳納通知，應併提轉帳繳納證明辦理)或最近

六個月內之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

理。  
    (二)遷入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租賃之房屋者，除提

憑經法院或民間公證人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外，如提憑未經

法院或民間公證之租賃契約書者，應同時檢附出租人之房屋

所有權狀或最近一期房屋稅單(比照第(一)項規定辦理)或最近

六個月內買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

理。如個案情形特殊，租賃契約書仍應繳驗正本外，出租人

所有權之證明文件得以經房屋所有權人註記與正本相符並簽

章之影本代替。 
(三)遷入工廠、商店、寺廟、機關、學校、其他公共處所者，憑戶

長或主持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辦理。 
更新日期：9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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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憑本人、配偶、直系血親、直系姻親所繳納最近六個月內之
水電費或瓦斯費收據辦理。  

(五)有居住之事實而無法提出上列證明文件者，得經警勤區佐警或

戶政事務所人員查實後辦理。  
六、委託他人申請者，應另附繳委託書及受委託人身分證、印章。 

作 
 
業 
 
要 
 
領 

一、提憑稅務單位載有納稅義務人姓名及住址之免徵房屋稅通知書申

請遷入單獨立戶，可視為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  
二、持憑房屋買賣契約書，除契約所訂之交屋日期在未屆之前，不得

據為申請遷入外，得比照房屋所有權狀辦理。若房屋買賣契約書

無房屋之門牌號碼，應請建設公司出具證明或於該契約書上簽註
其所購房屋之門牌，以證明文件上簽註門牌之日期為準起算，6 個
月者為限；持非新建房屋之買賣契約書，以契約成立之日期算。  

三、受理遷入登記案件，應先詳查現戶資料，如有一址多戶設籍情形，
宜予勸止，如堅持申請可於通報上加蓋「加強動態複查」章戳，

如經派出所員警查復確係虛報遷徙，應依規定辦理。  
四、人民申辦戶籍遷入，擬遷入地住址應先確實核對里鄰與門牌，以

防錯誤。 
五、全戶或部份人口辦理遷入登記，如缺少戶內部份身分證，應俟補

全後，方予受理。  
六、遷出前遺失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未向原戶籍地戶政所申請補

發，於辦理遷入登記之同時申請補領身分證或戶口名簿。  
七、遷徙登記以事實為準，民眾如有遷入事實，提憑有關證件申請遷

入登記，自應受理，如經警勤區員警實地複查係虛報遷入，即催

告當事人依規定撤銷及罰鍰。  
八、依戶籍法第 50 條逕為登記者，得不受遷入單獨立戶者，應提證

明文件始得受理之限制。  
九、現役軍人通緝犯、查尋人口、矯正機關收容人口隨同全戶辦理遷

入登記時，如無法取得其國民身分證，可先行受理，惟應於當事
人「所內註記」註記「住址變更身分證未換」，於換證後刪除。  

十、因電力中斷及人力不足，致不能於下班前辦妥遷入登記案件，如

申請人要求當日收件者，可先行受理，惟當事人國民身分證住址
欄及戶口名簿記事欄應先填妥後，發還當事人，並應依下列規定

處理(遷出地戶政所因故停止上班時亦比照辦理)： 
(一)遷入日期登記為受理當日之日期。 

    (二)遷入登記申請書上載明「因×原因遷出日期應修正為民國×年×

月×日」，以掛號郵件速通報遷出端戶政事務所(應先電話或傳

真告知，嗣後再補送遷入登記申請書，遷出端戶政事務所憑遷
入端之申請書修改遷出日期，並附於遷出申請書一併存檔，以

備日後查考。) 
更新日期：98/03/27 



 

 

雲林縣戶政人員工作手冊 

11-3 

作 
 
業 
 
要 
 
領 

十一、網路中斷  
(一)遷出端  

        1.於辦理 138 前，查詢欲遷入者如為特殊人口，請執行「特

殊註記資料登錄」螢幕傾印，將特殊人口資料傳真於遷

入端。  
        2.以「製作遷徙記錄名冊」(8960)列印當事人遷徙記錄檔中

歷次遷徙記錄傳真予遷入端。  
      (二)遷入端 

接獲傳真資料  
          1.請辦理 191(遷入者資料補登)以及「遷入者個人遷徙記錄

補登」(1940)補登當事人歷次遷徙錄。  
          2.辦理 137(通訊中斷後遷入登記)。  
        3.請將傳真資料歸檔。  
十二、虛報遷入登記後辦理撤銷遷入登記前之身分登記應屬有效，故

辦理撤銷遷入登記時，應先列印戶籍謄本，請維護人員查詢身

分登記記事之時間及日期與受理人員姓名，註記於謄本加蓋職

名章，傳真遷出端以維護方式維護其身分記事。  
十三、在國內之遷出登記，應向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為之。  
十四、戶長係入監、出境、逕遷戶所、遷出未報、查詢人口及共同事

業戶戶長所內註記無申請戶口名簿，戶內人口申請各項戶籍登

記，無法取得戶口名簿者，得先行受理其登記，並於戶長所內

記事註記，戶口名簿俟機補註。  
十五、受理未提戶口名簿案件時，除依職權調查先行受理外，於完成

該登記案後，接續連線至遷出地戶政事務所辦理遷出登記，並

於遷出地戶政事務所所內記事註記「OOO 遷出戶口名簿未補

註」，續填「行政協助聯繫表」，並傳真遷出地戶政事務所，

該聯繫表併原案歸檔存參。遷出地戶政事務所接獲遷入地戶政

事務所通知後，通知戶長攜帶戶口名簿改註。於戶長辦妥戶口

名簿改註後刪除所內記事。 
十六、夫妻及未成年子女，除因特殊個案確有不能同居之正當理由，

且有單獨生活之事實者外，均應設籍於同一門牌號碼不得分

戶。夫妻一方或未成年子女，單獨辦理遷出或住址變更登記後，

再遷回原住地址者，亦不得另立新戶。 
更新日期：10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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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要 
 
領 

十七、民眾提憑「軍方眷舍居住憑證」，申請遷入單獨立戶，可視為
「遷入單獨立戶之提證規定」(一)之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

文件予以受理。  
十八、戶長未在同一戶內居住，應由戶內成年人 1 人為戶長，如戶內

人口均係未成年人，應由戶內年長者 1 人為戶長，並無年齡或

行為能力之限制。  
十九、戶籍仍在矯正機關之收容人且為保護管束人限制住居人口，戶

政事務所可受理其出所後之遷徙登記，惟應副知該管檢察官，

並告知當事人嗣後應先向檢察官申請「保護管束人住所遷移核

准證明書」始得辦理遷徙登記。對逕遷戶政事務所受保護管束
限制住居人口，戶籍遷移時，得比照辦理。  

二十、家庭暴力案件被害人於民事保護令中取得未成年子女之暫時權

利義務行使或負擔者，該被害人如係以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
人身分申請該未成年子女之遷徙登記者，得持憑民事保護令(免
附裁定確定證明書)依相關規定辦理，並協助被害人及同行子女

之戶籍保密。  
廿一、未成年人之父或母為戶長，自得依規定辦理未成年子女之遷徙

各項登記。惟如未成年人之父或母均非戶長，而以未成年子女

法定代理人之身分申請時，則除一方有不能行使或授權他方單
獨行使之情事外，仍應由父母共同為之。如父母之一方出具同

意書，以表明同意他方為同意事項相關事務之行政程序行為，

於此特殊情形，他方為該相關事務之行政程序行為時，自得本
於行政程序之法定代理人地位單獨委任代理人。 

廿二、戶政所逕為辦理初設戶籍登記，於查明當事人有無居住之事實

時，當事人出生別及稱謂等相關資料，自得一併查明，若確係
無法得知，稱謂非必輸入欄位，可暫不輸入，出生別可選擇「男」

或「女」即可，並以單獨立戶方式辦理後通知當事人。  
廿三、房屋所有權人申請將義務人(限制住居人)為遷出登記時，如審認

符合戶籍法規定准予遷出登記時，請同時函知辦理義務人遷入

登記之戶政事務所，告知義務人己被限制住居而應繼續限制其

為戶籍之變更登記，併請即將義務人遷出及遷入地址、時間通
知原限制義務人出境之行政執行處，以利執行人員及時掌握義

務人之行蹤。  
廿四、按矯正機關收容人口已出所，持憑出所證明書申請遷徙登記，受理

遷入登記之戶政事務所可憑以註銷其入矯正機關註記並辦理遷入

登記，當事人如未攜帶出所證明書，受理遷入登記之戶政事務所如

向原戶籍地查明確未收到出所通報時，得以傳真方式向矯正機關查

明，請矯正機關回傳出所證明書後註銷當事人之入矯正機關註記並

辦理遷入登記，並請矯正機關補發出所通報。 
更新日期：101/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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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五、民眾申請遷入單獨立戶，提憑網際網路上申領之地政建物謄本

作為房屋所有權人佐證資料者，如另有租賃約書，可予受理，

若有疑義，應本於職權自行查證；至無償借住他人房屋者，仍

應憑房屋所有權狀或最近一期之房屋稅單或最近 6 個月之買

賣契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所有權之證明文件辦理。  
廿六、共同事業戶戶內人口辦理遷徙登記時，遷入地戶政事務所經查

該戶戶長所內註記確係無申請戶口名簿後，可免提證戶口名簿。  
廿七、屋主依法申請將入矯正機關收容人口逕遷至戶政所，該收容人

可委託房屋所有權人、他人或填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經矯正機

關函送戶政所辦理將戶籍遷至矯正機關，若其仍不辦理，戶政

所得依規定將其戶籍逕遷至矯正機關。  
廿八、受理民眾申請遷徙登記同時換發國民身分證時，經核對檔存相

片人貌相符且年歲相當時，當事人得免繳交相片。惟如經核對

當事人人貌與檔存相片，已有變化且年歲不相當時，得要求當

事人依規定繳交最近 2 年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 1 張，辦理換

證。另受理當事人委託辦理遷徙登記並同時換發國民身分證，

如認個案有疑義須查對當事人人貌之必要時，得本於職權要求

當事人親自到場辦理。  
廿九、持 75 版舊證辦理時，當事人拒絕同時辦理換證，該遷徙登記

不予受理；戶長辦理全戶遷徙登記，戶長應攜帶戶內所有人口

之相片及換證委託書後，再行辦理遷徙登記並同時申請換證，

新證製作完成後仍應由當事人親自領證。持 94 年版新證辦理

遷徙登記：本人辦理遷徙登記如拒絕同時辦理換證者，該遷徙

登記不予受理；戶長辦理全戶遷徙登記，由戶長直接代為辦理

戶內人口之換證，若拒絕同時辦理換證，該戶之遷徙登記不予

受理。  
三十、民眾辦理各項戶籍登記須換領國民身分證者，當事人相片掃瞄

建檔取像日期逾 2 年期限者，應繳交最近 2 年所攝正面半身

彩色相片辦理換證。  
卅一、辦理遷徙登記同時換發國民身分證實務作業疑義，茲說明如下：  

(一)戶長辦理全戶遷徙登記，如係遷入他人戶內，為便利全戶辦

理換證，得由原住地戶長代為辦理原戶內全戶之換證。 
(二)原住地部分人口遷徙單獨立戶，現住地戶長「不得」於辦理

遷徙登記後直接代為辦理戶內人口之換證。  
(三)戶長委託他人辦理全戶遷徙登記，請切實依行政程序法之相

關規定，查明戶長確有委託辦理遷徙及換證之事實後辦理。 
更新日期：98/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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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人書面委託他人辦理遷徙登記，委託書如無註明委託換

領身分證時，可由受託人於委託書空白處或另掣據切結敘

明「受託人代理委託人辦理戶籍登記並依規定換領國民身

分證，負責保管當事人國民身分證並交付之」簽名或蓋章

後，經戶政所查明屬實據以受理換領國民身分證。  
(五)戶長辦理全戶遷徙登記及換證，戶內有未滿 14 歲已領有 94 

年版新式國民身分證之戶內人口者，比照上述(一)、(二)、
(三)、(四)項規定辦理。  

卅二、「房屋所有權人」於申請遷入登記時，如該址尚有其他戶(需全

戶遷出，且去向不明無法催告)設籍者，戶政事務所當即主動告

知該房屋所有權人得提出「逕為遷出登記」之戶藉法規定。  
卅三、受理遷徙登記案件後，需切實於 1 小時內完成接續辦理登記，

避免遷入地及遷出地戶政事務所同時存在民眾設籍資料。  
卅四、未成年人離婚後為其所育子女行使身分行為之同意權或代理權

及身上事項之同意權，影響所育子女之權義，自應得其法定代

理人之同意。未成年人離婚後之身分行為，由其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對其行使負擔權利義務。 
卅五、民法既無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之別，戶籍登記對父母之父母稱謂，

請登記為「祖父」或「祖母」。 
卅六、依戶籍法第 50 條第 1 項規定逕為登記以地方自治機關為申請

人時，其所稱之地方自治機關包含直轄市、市之區公所。 
卅七、如戶籍登記已註記由主管機關監護或屬主管機關保護安置個

案，其戶籍遷徙應經主管機關同意始得辦理。 
卅八、辦理遷入登記單獨成立一戶者，應提憑設戶之房屋所有權或租

賃等相關證明文件，倘提憑房屋稅籍證明者，應提憑房屋所有

人同意證明，並查實有無居住事實後再據以辦理。 
卅九、農業資材室不得作為住宅使用，查現行戶役政資訊系統門牌作

業有初編、改編、增編、合併等編釘門牌申請書類別，於戶役

政資訊系統 20M 里鄰門牌資料檔之街路門牌欄位可加註事由

以限制該門牌號碼不得作為設籍使用。 

更新日期：101/04/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