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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領一字第108660363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A03010000B108660363300-1.doc)

主旨：外交部業修正發布「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14條有關護照

外文姓(別)名之規定，並自本(108)年8月11日起施行，請

查照轉知旅行業者配合辦理。

說明：

一、文化部制定之「國家語言發展法」業於本年1月9日公布施

行，該法第3條明定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

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爰外交部配合將「護照條例施行

細則」第14條有關護照外文姓名以「國語」讀音逐字音譯

為英文字母之規定，修正為以「國家語言」讀音逐字音譯

，並增訂以護照外文姓名音譯與「國家語言」讀音不符為

由申請變更護照外文姓名者，以一次為限（第1項第4款第1

目)，以維護護照姓名之穩定性及護照之公信力；另配合

「姓名條例」規定，修正已回復傳統姓名之臺灣原住民及

其他少數民族，得以傳統姓名之羅馬拼音作為外文姓名（

第1項第3款)。相關修正請參考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二、故自即日起，民眾首次申請護照之外文姓名得以「國家語

7



08

第2頁，共2頁

裝

訂

線

言」讀音逐字音譯，不再僅限以「國語讀音」音譯；申請

換（補)發護照之民眾，亦得主張原外文姓名與國家語言

讀音不符，變更其外文姓名，惟以一次為限。本局亦已完

成配套措施如下：

(一)本局網站(www.boca.gov.tw)業已連結至主管機關教育

部網站之電子辭典，以便民眾查詢「國家語言」之音譯

：鑒於「國家語言發展法」並未具體明定何種語言為國

家語言，經與文化部及教育部等相關機關研商，業於本

局網頁「護照」之「外文姓名中譯音系統」項下說明有

關國家語言讀音請參考教育部網站https://www.edu.tw

（已超連結）「電子辭典」項下之臺灣閩南語、客家語

、原住民族語言等辭典，由申請人輸入中文字方式查詢

其姓名之拼音；倘於該電子辭典查無其姓名之拼音資料

，則以申請人自行填寫之拼音為主。

(二)遇是類變更護照外文姓名申請案，應請申請人填寫「中

華民國護照加簽或修正申請書」：鑒於已明訂主張以外

文姓名音譯與國家語言讀音不符為由申請變更外文姓名

者，以ㄧ次為限，故已於該申請書增加「以國家語言讀

音變更外文姓名」欄位供申請人勾選，申請人無須提供

證明文件。該申請書可於本局網站下載。

正本：交通部觀光局

副本：中華民國旅行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外交部中部辦事處、外交部南部辦事處

、外交部東部辦事處、外交部雲嘉南辦事處、外交部領事事務局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辦事處 2019/08/14
12:2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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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修正總說明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自五十八年五月八日發布施

行後，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零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茲因國家語言發

展法業經總統於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九日以華總一義字第一零八零零零

零三八三一號令制定公布，本細則第十四條規定須配合修正，將國語讀

音修正為國家語言讀音，並增訂以外文姓名音譯與國家語言讀音不符為

由申請變更外文姓名者，以一次為限，以維護護照姓名之穩定性及護照

之公信力。另配合實務作業需求酌修文字，以臻明確。 

 
 
 
 
 
 
 
 
 
 
 
 
 
 
 
 
 
 
 
 
 
 



 2 

護照條例施行細則第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護照外文姓名之記

載方式如下： 
一、護照外文姓名應以英文

字母記載，非屬英文字

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

母；該非英文字母之姓

名，得加簽為外文別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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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國政府核發之

外文身分證明或

正式文件。 
      (二) 外國政府核發之

外文身分證明或

正式文件。 
      (三) 國內外醫院所核

發之出生證明。 
      (四) 經教育主管機關

正式立案之公、私

立學校製發之 證

明文件。       
三、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

時，無外文姓名者，以

中文姓名之 國家語言

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

母。但已回復傳統姓名

之臺灣原住民及其他少

數民族，得以傳統姓名

之羅馬拼音作為外文姓

名。  
四、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應沿用原有外文姓名。

但原外文姓名有下列情

第十四條  護照外文姓名之記

載方式如下： 
一、護照外文姓名應以英文

字母記載，非屬英文字

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

母；該非英文字母之姓

名，得加簽為外文別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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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我國政府核發之

外文身分證明或

正式文件。 
      (二) 外國政府核發之

外文身分證明或

正式文件。 
      (三) 國內外醫院所核

發之出生證明。 
      (四) 經教育主管機關

正式立案之公、私

立學校製發之畢

業證書。 
      (五) 經政府機關登記有

案之僑團、僑社所

核發之證明書。 
三、申請人首次申請護照

時，無外文姓名者，以中

文姓名之國語讀音逐字

音譯為英文字母。但已回

復傳統姓名之臺灣原住

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其外

文姓名得不區分姓、名，

直接依中文音譯。 
四、申請換、補發護照時，

一、第一項第二款所列各目

得優先採用作為護照外

文姓名之證明文件，鑒

於該等文件之製發者為

具公信力之機關(構)，

所製發之證明文件符合

護照安全之要求，第四

目學校製發之證明文件

除畢業證書外，修業證

書、學分證明、在學證

明及成績單等亦均具有

公信力，得予採用，爰

予修正。至第五目海外

僑團、僑社核發外文姓

名證明書，鑒於其核發

證明書之法令依據及效

力，均有疑義，爰予刪

除。 
二、查文化部制定之「國家

語言發展法」業於一百

零八年一月九日公布施

行，該法第三條明定國

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

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

臺灣手語」，爰外交部配

合將本條文第一項第三

款、第四款第一目及第

五款有關護照外文姓名

之音譯以「國語讀音」

之規定，修正為「國家

語言讀音」，使民眾得以

國家語言音譯護照之外

文姓名。 
三、配合姓名條例有關臺灣

原住民及其他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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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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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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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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偶 姓者，亦得申請

加冠。 
依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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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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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姓名之國語讀

音不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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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國語讀音逐字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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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婦女，其外文姓名

之加冠夫姓或改從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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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姓者，亦得申請加冠。 
依前項第四款或第五款

變更外文姓名者，應將 原有

外文姓名列為外文別名，其

已有外文別名者，得以加簽

方式辦理，外文別名以二個

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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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

之傳統姓名或漢人姓

名，均得以傳統姓名之

羅馬拼音並列為戶籍登

記姓名之規定，將第一

項第三款但書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四、為維護護照外文姓名之

穩定性及避免有心人士

藉由變更外文姓名達到

人別變更，無法辨識之

目的（如涉及跨國電信

詐騙或因犯罪或逾期居

留遭外國政府遣返或拒

絕入境、規避渡假打工

次數之限制等)，以確保

我國護照公信力及我國

人享有之免（落地)簽證

待遇，規定以外文姓名

音譯與國家語言讀音不

符為由申請變更外文姓

名者，以一次為限，明

定於第一項第四款第一

目，以資明確。 
五、配合民法結婚後得冠配

偶姓之規定，將現行第

一項第七款僅限已婚婦

女其外文姓名得加冠夫

姓或改從夫姓之規定，

酌作修正。 
六、實務上迭有民眾於變更

外文姓名後，要求不將

原有外文姓名列為外文

別名，惟為利人別勾

稽，確保護照公信力之

必要，仍須維持，惟另

新增但書規定，得於下

次換、補發護照時免列。 
七、配合第二項之修正，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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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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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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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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讀音音譯為英文字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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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

有第一項第二款各目之證明

文件，得申請變更，且原外

文別名應予刪除，不得再另

加簽為第二外文別名。 

第四項將外文別名得予

免列及變更之規定明

定，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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