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照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條例第六條所稱具 第四條 本條例第六條所稱具 一、配合一百零六年六月八
有我國國籍者，應檢附下列 有我國國籍者，應檢附下列
日修正發布之國籍法施
各款文件之一，以為證明：
各款文件之一，以為證明：
行細則，修正第一項具有
一、戶籍資料。
一、戶籍謄本。
我國國籍證明文件。
二、國民身分證。
二、國民身分證。
二、現行條文第二項係第一項
三、護照。
三、戶口名簿。
第七款之特別規定，為求
四、國籍證明書。
五、華僑登記證。
六、華僑身分證明書。但不
包括檢附華裔證明文件
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核發
者。
七、父母一方具有我國國籍
證明及本人出生證明。
八、歸化國籍許可證書。

四、護照。
五、國籍證明書。
六、華僑登記證。
七、華僑身分證明書。
八、父母一方具有我國國籍
證明及本人出生證明。
九、其他經內政部認定之證
明文件。
前項第七款之華僑身分

九、其他經內政部認定之證
明文件。

證明書，如係持憑華裔證明
文件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核發
者，應併提出前項第八款之
證明文件。

精簡，爰刪除第二項，移
列至第六款但書。

第十四條 國民身分證載有外 第十四條 護照外文姓名之記 一、配合國民身分證及戶口
文姓名者，護照外文姓名應 載方式如下：
名簿製發相片影像檔建
以國民身分證為準。
一、護照外文姓名應以英文
置管理辦法將修正在臺
國民身分證未記載外文
字母記載，非屬英文字
設有戶籍國民得申請於
姓名之在臺設有戶籍國民及
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
國民身分證記載外文姓
無戶籍國民，護照外文姓名
母；該非英文字母之姓
名，爰增訂第一項，明
之記載方式如下：
名，得加簽為外文別名。
定國民身分證載有外文
一、護照外文姓名應以英文
二、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
姓名之在臺設有戶籍國
字母記載，非屬英文字
時，已有英文字母拼寫
民，護照外文姓名應以
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
之外文姓名，載於下列
國民身分證為準。
母；該非英文字母之姓
文件者，得優先採用： 二、配合增訂第一項，現行
名，得加簽為外文別名。
（一）我國政府核發之外
第一項遞移為第二項，並
二、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
文身分證明或正式
修正適用對象為國民身
時，無外文姓名者，以
文件。
分證未記載外文姓名之
中文姓名之國家語言讀
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

（二）外國政府核發之外
文身分證明或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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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設有戶籍國民及無
戶籍國民。

母。但臺灣原住民、其
他少數民族及歸化我國
國籍者，得以姓名並列
之羅馬拼音作為外文姓
名。
三、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
時，已有英文字母拼寫
之外文姓名，載於下列
文件者，得優先採用：

文件。
三、現行第一項第三款移列
(三) 國內外醫院所核發
第二項第二款，並配合一
之出生證明。
百零四年五月二十日公
（四) 經教育主管機關正
布施行之姓名條例第四
式立案之公、私立
條第二項有關外國人、無
學校製發之證明文
國籍人於歸化我國取用
件。
中文姓名時，得以原有外
三、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時，
文姓名之羅馬拼音並列
無外文姓名者，以中文姓
登記之規定，修正該款但

（一) 我國或外國政府核
發之外文身分證明
或正式文件。
（二）國內外醫院所核發
之出生證明。
（三）經教育主管機關正
式立案之公、私立
學校製發之證明文
件。
四、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名之國家語言讀音逐字
書。
音譯為英文字母。但已回 四、現行第一項第二款移列
復傳統姓名之臺灣原住
第二項第三款，並將第
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得以
一目及第二目合併為第
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作
一目，以求精簡；現行
為外文姓名。
第三目及第四目遞移為
四、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第二目及第三目。
應沿用原有外文姓名。 五、現行第一項第四款移列
但原外文姓名有下列情
第二項第四款，並修正
形之一者，得申請變更
第三目所引款次。

應沿用原有外文姓名。
但原外文姓名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得申請變更
外文姓名：
（一）音譯之外文姓名與
中文姓名之國家語
言讀音不符者。依
此變更者，以一次
為限。

外文姓名：
六、現行第一項第五款移列
（一）音譯之外文姓名與
第二項第五款，並增訂
中文姓名之國家語
但書，明定已有第三款
言讀音不符者。依
各目習用之外文姓名，
此變更者，以一次
得優先採用。
為限。
七、現行第一項第七款移列
（二）音譯之外文姓名與
第二項第七款，並增訂
直系血親或兄弟姊
已婚、離婚及喪偶者得
妹姓氏之拼法不同
申請外文姓名回復本姓

（二）音譯之外文姓名與
直系血親或兄弟姊
妹姓氏之拼法不同
者。
（三）已有第三款各目之
習用外文姓名，並
繳驗相關文件相符
者。
五、申請換、補發護照時已
依法更改中文姓名，其

者。
（三）已有第二款各目之
習用外文姓名，並
繳驗相關文件相符
者。
五、申請換、補發護照時已
依法更改中文姓名，其
外文姓名應以中文姓名
之國家語言讀音逐字音
譯。

之規定。另鑒於實務上
屢有外國政府核發之結
婚、離婚及配偶死亡證
明文件上登載之當事人
姓名為上述法律身分關
係發生前之姓名，例如
結婚證明登載當事人之
姓氏為其本姓，離婚證
明或配偶死亡證明上登
載當事人之姓氏為從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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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姓名應以該中文姓
名之國家語言讀音逐字
音譯。但已有第三款各
目之習用外文姓名，並
繳驗相關文件相符者，
得優先採用。
六、外文姓名之排列方式，
姓在前、名在後，且含
字間在內，不得超過三
十九個字母。
七、已婚者申請外文姓名加
冠、改從配偶姓或回復
本姓，或離婚、喪偶者
申請外文姓名回復本
姓，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六、外文姓名之排列方式，
姓在前、名在後，且含
字間在內，不得超過三
十九個字母。
七、已婚者，其外文姓名之
加冠配偶姓或改從配偶
姓，依其戶籍結婚登記
資料或結婚證明文件為
準。但其前揭資料未冠

偶姓或仍冠配偶姓，為
符實務需求，爰修正該
款規定，刪除「依」
、
「為
準」及但書，即申請人
持憑結婚、離婚或配偶
死亡之證明文件，即可
辦理護照外文姓名之加
冠、改從配偶姓或回復
本姓。

配偶姓者，亦得申請加
冠。

第十四條之一 護照外文別名 第十四條 依前項第四款或第 一、本條新增。
之記載方式如下：
五款變更外文姓名者，原有 二、為明確規範護照外文別
一、外文別名應有姓氏，並
應與外文姓名之姓氏一
致，或依申請人對其中
文姓氏之國家語言讀音
音譯為英文字母。但已
有前條第二項第三款各
目之證明文件，不在此
限。名則應符合一般使
用之習慣。
二、依前條第二項第四款或

外文姓名應列為外文別名，
但得於下次換、補發護照時
免列。原已有外文別名者，
得以加簽第二外文別名方式
辦理，其他情形均不得要求
增列第二外文別名。
外文別名應有姓氏，並
應與外文姓名之姓氏一致，或
依申請人對其中文姓氏之國
家語言讀音音譯為英文字

第五款變更外文姓名
者，原有外文姓名應列
為外文別名，但得於下
次換、補發護照時免
列。原已有外文別名
者，得以加簽第二外文
別名方式辦理，其他情
形均不得要求增列第二
外文別名。

母。但已有第一項第二款各目
之證明文件，不在此限。名則
應符合一般使用之習慣。
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應沿用原有外文別名。但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項但書免列者。
二、已有第一項第二款各目
之證明文件，得申請變

三、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更外文別名，且原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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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之記載方式，將現行
第十四條第二項至第四
項有關護照外文別名之
規定，分別移列本條第
二款、第一款及第三
款，並酌修文字。

應沿用原有外文別名。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依第二款但書免列
者。
（二）已有前條第二項第
三款各目之證明文
件，得申請變更外
文別名，且原外文

別名應予刪除，不得再
另加簽為第二外文別
名。

別名應予刪除，不
得再另加簽為第二
外文別名。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 第二十四條 本條例第三十五
條所定向相關機關取得資
條所定向相關機關取得資
料，指領事事務局得經由電
料，指領事事務局得經由電
腦連結取得下列資料：
腦連結取得下列資料：
一、 內政部之國籍變更、戶
一、 內政部國籍變更資料、
籍及國民身分證補、換
戶籍資料、國民身分證
發資料。
二、 內政部役政署之兵役資
料。
三、 內政部移民署之入出國
日期、依法律限制或禁
止出國、通緝及保護管
束資料。

補、換發資料。
二、國防部人事現員之國軍
人員資料。
三、內政部移民署之入出國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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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八年四月二十六日修
正發布之役男出境處理辦法
刪除有關護照內頁加蓋兵役
管制章戳之規定後，國軍人
員護照內頁無須加蓋兵役管
制章戳，國防部已停止將國
軍人員資料經由電腦傳送領
事事務局，爰刪除第二款，
另將現行已向內政部役政署
及移民署取得之資料增列於
第二款及第三款，以資明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