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偶（共同監護人）單獨申辦同意書 
 

立同意書人因                               （請敍明原因）無法親至貴所與配

偶（共同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_共同為未成年子（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辦： 

□ ㇐、遷徙登記 

□ 遷入（初設、住址變更）地址： _________縣（市） _______鄉（鎮、市、

區）______ 里（村）____ 鄰 __________ 路（街）____段_____巷_____弄

____ 號 ____ 樓之 ____。 

□ 出境遷出登記 

□ 分戶登記 

□ 合戶登記 

□ 二、初、換、補領並領取國民身分證 

□ 三、更改姓名為              

□ 四、原住民身分 □取得  □變更  □回復  □喪失之登記 

□註記民族別為 ___________  

□ 五、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立此同意書交由配偶（共同監護人）單獨申辦。 
 

此 致 

____________________戶政事務所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編號：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同意事項請於□中打「V」，若勾「其他」者，請於空白欄中敘明。 
二、本同意書用途係供法定代理人辦理未成年人各項戶籍登記使用，若未

成年人之父母(共同監護人)因故無法共同辦理，可由他方填具同意書，
交由另㇐方辦理。 

三、初、補領國民身分證，當事人應到所核對人貌。 



配偶（共同監護人）單獨申辦同意書 
（Consent to Independent Application by Spouse（Joint Guardian）） 

 

立同意書人因                               （請敍明原因）無法親至貴所與配

偶（共同監護人）_________________共同為未成年子（女）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辦： 
(Due to ______________________(please specify the reason), I am unable to apply for the 

following for my minor child/children,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n person with my spouse 

(joint guardian),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遷徙登記 (1) Registrations of movement) 

□ 遷入（初設、住址變更）（Moving-in (Initi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r address 

alteration registration) 地址（Address）： ______縣（市）（County/City） 

______鄉（鎮、市、區）（Township/Town/City/District）______ 里（村）
（Village）____鄰（Neighborhood）_____________ 路（街）（Road/Street）

____段（Section）_____巷（Lane）_____弄（Alley）____號（No.）____樓之
（F-） ____。 

□ 出境遷出登記 (Moving-out registration) 

□ 分戶登記 (Household separation registration) 

□ 合戶登記 (Household combination registration) 

□ 二、初、換、補領並領取國民身分證 (2) Initial issuance, replacement, re-issuance, 

and collection of national ID card) 

□ 三、更改姓名為 (3) Change name to) _______________ 

□ 四、原住民身分 (4) Indigenous status) 

□ 取得(Acquisition) □ 變更(Alteration) □ 回復(Recovery) □ 喪失之登記(Forfeiture) 

□ 註記民族別為(Tribe group) _______________  

□ 五、其他 (5) Other)_______________ 

特立此同意書交由配偶（共同監護人）單獨申辦。 (I hereby consent to the 

independent application of my spouse (joint guardian).) 

 

此 致 (To) 

____________________戶政事務所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fice) 

 

立同意書人 (Signature)：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編號 (National ID Card No.)： 

電 話 (Telephone No.)：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Year, Month, Day) 



說明 (Note)： 
㇐、同意事項請於□中打「V」，若勾「其他」者，請於空白欄中敘明。 

( Select the matters to be agreed on (V). If "Other" is selected, please specify in 

the blank.) 

二、本同意書用途係供法定代理人辦理未成年人各項戶籍登記使用，若未
成年人之父母(共同監護人)因故無法共同辦理，可由他方填具同意書，
交由另㇐方辦理。  

( The purpose of this consent form is for the statutory agent to handle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f minors. If a minor’s parent (joint guardian) is unable to 

handle the case together for some reason, he/she may fill in this consent form 

and hand it over to the other party for handling.) 

三、初、補領國民身分證，當事人應到所核對人貌。 
( For the Initial issuance or re-issuance of a person's national ID card, the 

person's ID should be verifi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