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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院總第 1722 號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6年9月20日印發

委員提案第 21017 號

案由：本院委員林俊憲等 21 人，為落實歷史正義，肯認民族自決及
自我認同之原則，正視平埔原住民族群二十多年正名之訴求
，貫徹原住民族權利宣言。於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
下，於法條中明定「平埔原住民」之身分，保障臺灣原有住
民之身分及權益，併同調整法規中須增訂或已不符時宜之內
容及程序。爰擬具「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原住民身分法（下稱本法）業於九十年一月十七日制定公布，並定自九十年一月一日開始
施行，歷經九十七年十二月三日修正公布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其餘條文皆未曾修正，施行
迄今部分條文已不符現今社會環境。又中央政府於一零五年八月一日向原住民族道歉承諾
，將檢討相關法規，使帄埔族身分得到應有之權利和地位；另行政院於一百零五年十月七
日宣示：「為回應帄埔族正名之訴求，落實歷史正義，以修正原住民身分法，認定為帄埔
原住民，並依其客觀需要，盤點現有資源，設定期程逐項檢討，儘速檢討修正相關法規，
逐步回復帄埔原住民族權利。」
二、法律競合之適用，乃依個案狀況而為，經比較各競合條文所定構成要件、法律效果等綜合
評斷後確認其競合關係。且本法未規定事項，其他法律有所規定時，自應適用其他法律之
規定，原第二項之規定實屬贅文，爰刪除之。（修正第一條）
三、臺灣總督府於明治三十八年（西元一九零五年）訂定戶口規則並建立戶口調查簿，登記人
民所屬「種族」，南島民族依清代分類屬「生番」者，認定為「生蕃」，戶口調查簿登記
「生」；屬「熟番」者，認定為「熟蕃」，戶口調查簿登記「熟」。其後「生蕃」改稱「
高砂」，則登記為「高」；「熟蕃」改稱「帄埔」，則登記為「帄」。為維護原住民族歷
史正義，保障臺灣原有住民之身分及權益，今日將「原住民」一詞定義為原先之高山族（
日治時期所稱生蕃、高砂族），僅就設籍地為山地行政區或帄地行政區而區分，疏漏帄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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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日治時期所稱熟蕃）之權利，實屬不公，於憲法第七條所揭示之帄等原則下，應承認
並回復帄埔族原住民之身分及權利，不應因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種族欄之登記為「生」或
「熟」而有所區別，其身分及權利皆應受相同程度之保護，爰修正增訂第一項第三款之規
定。此外，對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凡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身分者，均得申請之。爰增
訂第二項，明定直系血親卑親屬應以本法規範為依據，申請認定原住民身分。此外，亦修
正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文字內容，符合規定者皆得以申請之，刪除法條內不必要之冗
言。（修正第二條第一項）
四、為避免新增第一項第三款帄埔原住民將過度衝擊原有山地原住民、帄地原住民之權益，基
於國家資源配置之合理性，兼顧社會秩序之安定性，爰增訂第三項，明定對於帄埔原住民
之權利，由政府評估、盤點資源後，依其客觀需求，另以法律定之，並設定自本法修正施
行後一年內，要求立法機關應積極行使其立法權完成修法。（增訂第二條第三項）
五、非原住民符合本法所定條件者，自得申請認定原住民身分；而不符合法定要件者則不得申
請取得。本條後段文字實屬贅文，爰予刪除。（修正第三條）
六、參酌姓名條例規定之用詞，姓名之擇用稱為「取用」，爰修正增加第二項之文字。又原住
民身分取得之基本原則為血統主義及認同主義，第三項之規範顯有違背，且又無例外規定
以應實際狀況，徒增實務認定之爭議，並使脫法行為層出不窮，爰修正刪除第三項。（修
正第四條）
七、本法之立法原則兼採血統主義及認同主義，被收養者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仍應依本法所定
原住民身分之方法為認定，必須從具原住民身分之養父、母姓或取用傳統名字，始得申請
取得原住民身分。又配合民法第一千零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夫妻共同收養子女時，於
收養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養子女從養父姓、養母姓或維持原來之姓。」爰修正第二項，
將非原住民者取得原住民身分明確規範。（修正第五條）
八、本法以血統原則兼採認同主義，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子女應屬有原住民血統，不應因生父
之認領而改變其身分，原規範猶如子女被認領後增加剝奪其原住民身分之不利益。從而，
修正第二項規範，貫徹血統主義所保障之原住民身分安定性，惟倘子女決定放棄其身分，
並改從非原住民者之姓氏時，於兼採認同主義之原則下，使其喪失原住民身分。（修正第
六條）
九、本法遵行認同主義及血統真實主義兩大原則，實務上多有當事人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後，復因收養、否認生父之訴或其他原因而改從非原住民身分之真正生父
或養父母姓，該情狀與原第二項文字稍有落差，爰為明確化原住民身分喪失之構成要件，
修正第二項文字。又原第一項規定所稱「取得或變更」及第三項規定所稱「變更從姓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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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原住民傳統名字」之用詞，均係指姓名登記及變更之相關情事，爰修正文字內容，以求
規範體系之一致。此外，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未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
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而依本法修正刪除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為避
免其迅速因第二項規定喪失原住民身分而影響既有權利，爰增訂第四項，訂定過渡期間條
款為三年，降低法安定性之危害，以配合刪除第四條第三項之規定。（修正第七條）
十、依本法應具原住民身分者，本應適用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等規定，申請取得
原住民身分，然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身分者，皆係當時原住民身分認
定法令所致之事由，今自應保障其權利。惟所指為喪失欲回復身分者，本條復又規範取得
身分之規定，實與前開眾多法條重疊，為避免規範疊床架屋，導致實務條文競合爭議，爰
修正刪除有關取得之規定。又原住民身分相關證明文件，係以政府所持有之當事人本人及
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戶籍登記資料為憑，行政機關本有相關資料，資訊相對於一般民眾為優
勢之一方，然本條規定卻課以當事人檢具證明文件之責任，實屬不利民眾之申請，有礙人
民行使權利，亦與實務狀況不合，爰修正刪除申請人須檢具相關證明文件之責。（修正第
八條第一項）
十一、為落實原住民身分恆定原則，貫徹血統主義，爰刪除當事人以婚姻、合意之方式變更取
得非屬自己血緣之原住民身分別。此外，對於修正前已約定之情形，設立過渡條款，使當
事人得於婚姻關係消滅後，申請回復其身分別。且身分別不同將適用之權益亦有不同，參
酌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規定，爰修訂第三項至第六項。對於父、母身分別不同者，明定
子女出生前之身分別約定、未成年子女身分別之變更、子女成年後之身分別變更，並限制
變更次數，以求身分狀態之安定性。（修正第十條）
十二、原住民身分涉及當事人認同及自身與他人相關權利，自須定有公示外觀，並引以作為生
效機制，藉以確認身分別，避免混淆所生之爭議，故明定原住民身分之得喪變更須經登記
始生效力。又除身分別外，亦一併依當事人之民族別一同註明，以求原住民身分登記之完
整明確，爰修正第一項之規定。又民國 104 年 01 月 06 日戶籍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九目修正
後，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已為戶籍登記事項，相關程序已由該法妥善規範，本法無另為之
必要，且現今亦無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之實際需求，爰搭配戶籍
法規定及現行實務操作模式，修正刪除第一項相關規範之內容。（修正第十一條）
十三、搭配民國 104 年 01 月 06 日戶籍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九目之修正後，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
已為戶籍登記之事項，相關程序業已由該法妥善規範，自無須於本法另為之，爰配合戶籍
法規定刪除本條。（刪除第十二條）
十四、因本法全文修正，故自公布日起施行之，爰修正本條內容。又搭配全文修正後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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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爰將本條條號向前移至第十二條。（修正第十三條，變更條號為第十二條）
十五、當事人於本法施行前已死亡者，雖身分行為著重一身專屬性之原則，然其是否具原住民
身分將影響後代子女之原住民身分，目前實務以目的性限縮解釋以處理個案爭議，為使法
律規範明確化，爰增訂第二項，明定當事人於本法施行前死亡或因不可歸責當事人之事由
，以致客觀上不可能於死亡前提出申請者（例如失能、失智、因意外而失蹤），當事人直
系血親卑親屬得準用本法規定申請之。（刪除第八條第二項、新增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提案人：林俊憲
連署人：林淑芬

周春米

吳琪銘

蘇震清

余宛如

吳玉琴

邱議瑩

李俊俋

羅致政

葉宜津

李昆澤

蕭美琴

蔡培慧

蘇巧慧

鄭運鵬

吳焜裕

蔡易餘

陳素月

李麗芬

何欣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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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身分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為認定原住民身分，

說

明

一、本條修正。

保障原住民權益，特制定本
法。

二、法律競合之適用，乃依個
案狀況而為，經比較各競合

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
他法律規定。

條文所定構成要件、法律效
果等綜合評斷後確認其競合
關係。且本法未規定事項，
其他法律有所規定時，自應
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原第
二項之規定實屬贅文，爰刪
除之。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依

第二條

本法所稱原住民，包

一、本條修正。

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括山地原住民及帄地原住民
，其身分之認定，除本法另

二、臺灣總督府於明治三十八
年（西元一九零五年）訂定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屬於

有規定外，依下列規定：
一、山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戶口規則並建立戶口調查簿
，登記人民所屬「種族」，

原住民者。
二、帄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南島民族依清代分類屬「生
番」者，認定為「生蕃」，

前原籍在帄地行政區域內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屬於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原住民者。

戶口調查簿登記「生」；屬
「熟番」者，認定為「熟蕃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二、帄地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帄地行政區域內

」，戶口調查簿登記「熟」
。其後「生蕃」改稱「高砂

登記為帄地原住民有案者
。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則登記為「高」；「熟
蕃」改稱「帄埔」，則登記

三、帄埔原住民：臺灣光復
前原籍在帄地行政區域內

原住民，並申請戶籍所在
地鄉（鎮、市、區）公所

為「帄」。為維護原住民族
歷史正義，保障臺灣原有住

，且戶口調查簿登記其本
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屬於

登記為帄地原住民有案者
。

民之身分及權益，今日將「
原住民」一詞定義為原先之

原住民者。
依前項規定認定原住民

高山族（日治時期所稱生蕃
、高砂族），僅就設籍地為

身分者，其直系血親卑親屬
應依本法其他規定認定其原

山地行政區或帄地行政區而
區分，疏漏帄埔族（日治時

住民身分。
帄埔原住民之權利有另

期所稱熟蕃）之權利，實屬
不公，於憲法第七條所揭示

以法律訂定之必要，應自本
法修正施行後，於一年內完

之帄等原則下，應承認並回
復帄埔族原住民之身分及權

成修法。

利，不應因日治時期戶口調
查簿種族欄之登記為「生」
或「熟」而有所區別，其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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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及權利皆應受相同程度之
保護，爰修正增訂第一項第
三款之規定。
三、對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
凡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身
分者，均得申請之。爰增訂
第二項，明定直系血親卑親
屬應以本法規範為依據，申
請認定原住民身分。此外，
亦修正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之文字內容，符合規定者
皆得以申請之，刪除法條內
不必要之冗言。
四、為避免新增第一項第三款
帄埔原住民將過度衝擊原有
山地原住民、帄地原住民之
權益，基於國家資源配置之
合理性，兼顧社會秩序之安
定性，爰增訂第三項，明定
對於帄埔原住民之權利，由
政府評估、盤點資源後，依
其客觀需求，另以法律定之
，並設定自本法修正施行後
一年內，要求立法機關應積
極行使其立法權完成修法。
第三條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第三條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

婚，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原住民身分不喪失，非原住
民不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本條修正。
二、非原住民符合本法所定條
件者，自得申請認定原住民
身分；而不符合法定要件者
則不得申請取得。本條後段
文字實屬贅文，爰予刪除。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

第四條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

一、本條修正。

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

所生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

二、參酌姓名條例規定之用詞
，姓名之擇用稱為「取用」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

，爰修正增加第二項之文字
。

之父或母之姓或取用原住民
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

之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
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三、原住民身分取得之基本原
則為血統主義及認同主義，

分。

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
方死亡者，對於未成年子女

第三項之規範顯有違背，且
又無例外規定以應實際狀況

之權利義務，由具有原住民
身分之父或母行使或負擔者

，徒增實務認定之爭議，並
使脫法行為層出不窮，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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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無原住民身分之子女取
得原住民身分。

正刪除第三項。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第五條 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
養者，除第九條另有規定外

一、本條修正。
二、本法之立法原則兼採血統

，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其原住民身分不喪失。
未滿七歲之非原住民為

主義及認同主義，被收養者
為取得原住民身分，仍應依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父母收養，並從養父姓、

年滿四十歲且無子女之原住
民父母收養者，得取得原住

本法所定原住民身分之方法
為認定，必須從具原住民身

養母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
字者，得取得原住民身分。

民身分。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分之養父、母姓或取用傳統
名字，始得申請取得原住民

本法施行前，未滿七歲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

之非原住民為原住民父母收
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

身分。又配合民法第一千零
七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夫

養者，不受前項養父母須年
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滿四十歲且無子女規定之限
制。

妻共同收養子女時，於收養
登記前，應以書面約定養子

制。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女從養父姓、養母姓或維持
原來之姓。」爰修正第二項

喪失。

，將非原住民者取得原住民
身分明確規範。

前二項之收養關係終止
時，該養子女之原住民身分
喪失。
第六條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
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第六條 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
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一、本條修正。
二、參酌姓名條例規定之用詞

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
住民生父認領者，其原住民

前項非婚生子女經非原
住民生父認領者，喪失原住

，姓名之擇用稱為「取用」
，爰修正增加第二項、第三

身分不喪失。但約定從父姓
且放棄原住民身分者，喪失

民身分。但約定從母姓或原
住民傳統名字者，其原住民

項之文字。
三、本法以血統原則兼採認同

原住民身分。
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

身分不喪失。
非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

主義，原住民女子之非婚生
子女應屬有原住民血統，不

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
且從父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

子女，經原住民生父認領，
且從父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

應因生父之認領而改變其身
分，原規範猶如子女被認領

名字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者，取得原住民身分。

後增加剝奪其原住民身分之
不利益。從而，修正第二項
規範，貫徹血統主義所保障
之原住民身分安定性，惟倘
子女決定放棄其身分，並改
從非原住民者之姓氏時，於
兼採認同主義之原則下，使
其喪失原住民身分。

第七條 第四條第二項及前條
第二項、第三項子女從具原

第七條 第四條第二項及前條
第二項、第三項子女從具原

一、本條修正。
二、本法遵行認同主義及血統

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取
用原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

住民身分之父、母之姓或原
住民傳統名字，未成年時得

真實主義兩大原則，實務上
多有當事人依本法第四條第

時得由法定代理人書面約定

由法定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

二項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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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或成年後依個人意願辦
理姓名登記或變更。

依個人意願取得或變更，不
受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九條及

，復因收養、否認生父之訴
或其他原因而改從非原住民

前項子女嗣後未從具原
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取

姓名條例第一條第二項規定
之限制。

身分之真正生父或養父母姓
，該情狀與原第二項文字稍

用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喪失
原住民身分。

前項子女嗣後變更為非
原住民父或母之姓者，喪失

有落差，爰為明確化原住民
身分喪失之構成要件，修正

第一項子女之姓名變更
登記，未成年時及成年後各

原住民身分。
第一項子女之變更從姓

第二項文字。
三、原第一項規定所稱「取得

以一次為限。
修正前依第四條第三項

或取得原住民傳統名字，未
成年時及成年後各以一次為

或變更」及第三項規定所稱
「變更從姓或取得原住民傳

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者，未
於本法公布施行日起三年內

限。

統名字」之用詞，均係指姓
名登記及變更之相關情事，

，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
之姓或取用原住民傳統名字

爰修正文字內容，以求規範
體系之一致。

，喪失原住民身分。

四、此外，原住民與非原住民
結婚所生子女，未從具原住
民身分之父或母之姓或取用
原住民傳統名字而依本法修
正刪除前第四條第三項規定
取得原住民身分者，為避免
其迅速因第二項規定喪失原
住民身分而影響既有權利，
爰增訂第四項，訂定過渡期
間條款為三年，降低法安定
性之危害，以配合刪除第四
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

第八條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
住民身分者，於本法施行前

一、本條修正。
二、依本法應具原住民身分者

，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
或其他原因喪失原住民身分

，因結婚、收養、自願拋棄
或其他原因喪失或未取得原

，本應適用第二條、第四條
、第五條、第六條等規定，

者，得申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

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資證
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

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然因
結婚、收養、自願拋棄或其

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

他原因喪失身分者，皆係當
時原住民身分認定法令所致

其婚生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及第七條之規定。

之事由，今自應保障其權利
。惟所指為喪失欲回復身分
者，本條復又規範取得身分
之規定，實與前開眾多法條
重疊，為避免規範疊床架屋
，導致實務條文競合爭議，
爰修正刪除有關取得之規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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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又原住民身分相關證明文
件，係以政府所持有之當事
人本人及其直系血親尊親屬
戶籍登記資料為憑，行政機
關本有相關資料，資訊相對
於一般民眾為優勢之一方，
然本條規定卻課以當事人檢
具證明文件之責任，實屬不
利民眾之申請，有礙人民行
使權利，亦與實務狀況不合
，爰修正刪除申請人須檢具
相關證明文件之責。
四、對於本法施行前已死亡者
，雖身分行為著重一身專屬
性之原則，然其是否具原住
民身分將影響後代子女之原
住民身分，故於本法明定直
系血親卑親屬申請之情況。
惟本條規範乃限於原住民身
分喪失而回復之問題，對於
自始未取得身分者定於其他
條文中，因此為保障已死亡
者後代權益之完整，爰將第
二項移至修正後第十二條第
二項規範，以完整準用本法
之相關規範。
第九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

第九條 原住民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申請喪失原住民身

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分：
一、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

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者。
二、原住民為非原住民收養

者。
三、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

者。
三、年滿二十歲，自願拋棄

原住民身分者。
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

原住民身分者。
依前項規定喪失原住民

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
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

身分者，除第三款情形外，
得於婚姻關係消滅或收養關

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
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係終止後，檢具證明文件申
請回復原住民身分。

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
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

依第一項申請喪失原住
民身分者，其申請時之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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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
喪失。

血親卑親屬之原住民身分不
喪失。

第十條 山地原住民、帄地原
住民及帄埔原住民之身分別

第十條 山地原住民與帄地原
住民結婚，得約定變更為相

一、本條修正。
二、為落實原住民身分恆定原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任意變
動；其子女之身分別從之。

同之山地原住民或帄地原住
民身分；其子女之身分從之

則，貫徹血統主義，爰刪除
當事人以婚姻、合意之方式

因與其他身分別之原住
民結婚，而依本法修正前規

。
未依前項規定約定變更

變更取得非屬自己血緣之原
住民身分別。此外，對於修

定約定變更為相同身分別者
，得於婚姻關係消滅後，回

為相同之原住民身分者，其
子女於未成年時，得由法定

正前已約定之情形，設立過
渡條款，使當事人得於婚姻

復其原身分別。
父或母屬於不同原住民

代理人協議或成年後依個人
意願，取得山地原住民或帄

關係消滅後，申請回復其身
分別。

身分別者，子女於出生登記
前，應以書面約定登記其身

地原住民身分。

三、身分別不同將適用之權益
亦有不同，參酌民法第一千

分別。未約定或約定不成者
，於戶政事務所抽籤決定之

零五十九條規定，爰修訂第
三項至第六項。對於父、母

。
子女經出生登記後，於

身分別不同者，明定子女出
生前之身分別約定、未成年

未成年前，得由父母以書面
約定變更為父之原住民身分

子女身分別之變更、子女成
年後之身分別變更，並限制

別或母之原住民身分別。
子女已成年者，得變更

變更次數，以求身分狀態之
安定性。

為父之原住民身分別或母之
原住民身分別。
前二項之變更，各以一
次為限。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之取得
、喪失、變更、撤銷或回復

第十一條 原住民身分取得、
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

一、本條修正。
二、原住民身分涉及當事人認

，經戶政事務所審查符合規
定後，依當事人之所屬民族

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
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

同及自身與他人相關權利，
自須定有公示外觀，並引以

別及意願，於戶籍資料內為
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之登記

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
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帄地原

作為生效機制，藉以確認身
分別，避免混淆所生之爭議

，始生效力。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

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
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

，故明定原住民身分之得喪
變更須經登記始生效力。又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市、區）公所。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

除身分別外，亦一併依當事
人之民族別一同註明，以求

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原住民身分登記之完整明確
，爰修正第一項之規定。
三、民國 104 年 01 月 06 日戶
籍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九目修
正後，原住民身分及民族別
已為戶籍登記事項，相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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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已由該法妥善規範，本法
無另為之必要，且現今亦無
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鄉（
鎮、市、區）公所之實際需
求，爰搭配戶籍法規定及現
行實務操作模式，修正刪除
第一項相關規範之內容。
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

（刪除）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第十二條

因戶籍登記錯誤、

一、本條刪除。

遺漏或其他原因，誤登記為
原住民身分或漏未登記為原

二、搭配民國 104 年 01 月 06
日戶籍法第四條第一款第九

住民身分者，當事人戶籍所
在地之戶政事務所應於知悉

目之修正後，原住民身分及
民族別已為戶籍登記之事項

後，書面通知當事人為更正
之登記，或由當事人向戶籍

，相關程序業已由該法妥善
規範，自無須於本法另為之

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申請查
明，並為更正之登記。

，爰配合戶籍法規定刪除本
條。

第十三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
十年一月一日施行。

一、本條修正。
二、因本法全文修正，故自公

本法施行前死亡或因不
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以

布日起施行之，爰修正本條
內容。又搭配全文修正後第

致未能於死亡前申請者，其
直系血親卑親屬準用本法規

十二條刪除，爰將本條條號
向前移至第十二條。

定。

三、當事人於本法施行前已死
亡者，雖身分行為著重一身
專屬性之原則，然其是否具
原住民身分將影響後代子女
之原住民身分，目前實務以
目的性限縮解釋以處理個案
爭議，為使法律規範明確化
，爰增訂第二項，明定當事
人於本法施行前死亡或因不
可歸責當事人之事由，以致
客觀上不可能於死亡前提出
申請者（例如失能、失智、
因意外而失蹤），當事人直
系血親卑親屬得準用本法規
定申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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