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政府創意提案會報提案表 
 

提案類別 
▓創意點子獎：   精進  組(創新組、精進組) 
□市政金頭腦獎 

提案年度 102 

提案單位 
□個人提案（請填寫機關及所屬科、組、室等名稱） 

▓團隊提案（臺北市北投區戶政事務所） 

提案人員 

主要提案人：徐文秀  貢獻度：40  ％ 

參與提案人：張麗娟  貢獻度：35  ％ 

            林佳靜  貢獻度：10  ％ 

            劉信志  貢獻度：15 ％ 

提案範圍 

(請由下列範圍選擇，可複選) 

1. ▓有關本府重要市政計畫、市政白皮書、市長政見及重大政策等之
改進革新事項。  

2. 有關本府城市行銷、節慶及大型活動之改進革新事項。 

3. 有關各機關施政計畫及法令規章之改進革新事項。 

4. ▓有關機關業務推動方法、作業流程及執行技術之改進革新事項。 
5. 有關各機關組織、行政管理及資產活化利用改進革新事項。 

6. ▓有關各機關為民服務品質之改進革新事項。 

7. 有關各機關民情及輿情反映之改進革新事項。 

8. ▓有關各機關工作環境、節能減碳及開源節流之改進革新事項。 

9. ▓其他對促進機關行政革新有所助益之創新作為。 

提案名稱 移民歸化定居設籍全程關照•關關用心取得身分證真開心 

提案緣起 

1. 現狀分析 

   戶政業務中，當屬新移民或無戶籍國民取得設

籍及身分證案件，整個流程含括最多機關、耗時最

多、複雜度最高，以其中婚姻歸化國籍為例，從申

請歸化流程看來，其「申請流程」從『結婚登記』

至『戶籍登記及請領國民身分證』前後共 9個，「受

理機關」前後共橫跨至少 5個機關，每個階段之申

請流程皆有承上啓下並環環相扣之關係，而除戶政

事務所外，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亦扮演相當重

要角色，而戶政所、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與新移

民三方面的配合，也將影響新移民朋友洽辦事務的快慢與品質。 

2. 整個流程申辦問題點 

(1) 外籍人士或其家屬拿著「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婚申請歸化中
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密密麻麻，內容龐雜，艱

澀看不懂，或被字義混淆，以致發生文件申請錯誤的情形，

或不知該文件應向何機關申請，故在各行政機關間多次往返 



提案緣起 

例如：外國人居留證明書≠外國人入出國日期證明書，且表

上有些文件戶所可代查，民眾無需準備易混淆。 

(2) 歸化前需取得上課時數證明或參加歸化測試，而有些沒時間
上課，紙本測試題庫又無人指導，死背強記影響學習，新移

民很無助。 

(3) 查證學習紀錄、生活扶助案件，機關間公文往返費時。 

(4) 新移民口耳誤傳，以為取得國籍居住滿 1年即可辦理身分證，

而不知係以移民署臺灣地區居留證核發日期起算，未即時申

請故又再等 1年，或以為滿 1年會自動核發身分證。 

(5) 行政院衛生署(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核可的健檢醫院近的

有那些?跑錯醫院花錢又白跑，以近北投區為例，眾所皆知的

榮總即非本流程的健檢醫院，只有新光醫院及市立聯醫陽明

院區，不查您知道嗎? 

(6) 跨機關間未整合連繫，妥適告知，且未在第一時間即取得下
一關相關資料，致民眾未備齊文件徒勞往返。例如：領取定

居證即直接至戶所想領身分證，惟未攜帶其他任何設籍請領

身分證應備文件(戶所收到副本主動通知有時間差)。 

3. 茲將移民歸化定居設籍流程，簡略如下: 

 

          新移民：外籍配偶、外籍人士 

                             20歲以上僑居國外無戶籍國民 

                                     在國外出生未成年我國民 

                                      大陸港澳配偶 

 

 

 

 

           

 

 

 

 

 

 

 

 

 

4.影響範圍，以 101年全國相關統計數據為例： 

項目 初設戶籍 歸化國籍 歸化測試 外籍配偶 陸港澳配偶 

人數 23,500 5,597 1,489 153,858 319,286 

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移民署網站 

自 申 請
日 起 往
前 推 算
，須合法
居 留 繼
續3年或
5年以上
，且每年
有 183 日
以上合法
之居留事
實 

學校上課或          
國籍測試            
郵局匯款          
外交部         
回原屬國或
至在台辦事
處喪失國籍            
移民署 
區公所等… 
應備文件 

須居留滿一定期

間：自核准居留之日

起，連續居住1年；

或居留滿2年且每

年居住270日以

上；或居留滿5年且

每年居住183日以

上 

應備文件 

健檢醫

院 

應備文

件 

30日內 

應備文

件 



實施方法、

過程及投入

成本 

1、 實施方法 

本所制訂「推動創意提案制度實施計畫」每月均召開會議，藉由

計畫激勵同仁創意提案及會議腦力激盪，陸續產生以下成果： 

(1) 第 1關：國籍歸化題庫語音系統，考試學習更簡單 

首創自製國籍歸化題庫語音系統(附件 1)，使新移民在家亦能

線上模擬測驗及學習，讓無法上課取得時數及參加歸化測試

者有更加簡便學習的管道。目前該系統已移由民政局維護並

獲內政部戶政司參採於其網站設連結點供全國使用。 

(2) 第 2關：流程表(附件 2)分表再簡化，準歸化歸化一次辦妥 

自製「申請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應繳證件簡表」(國人之外籍

配偶適用《附件 3》)及(外國籍人士自願歸化適用《附件 4》)2

版，不僅將應備文件按順序說明，並增列流程表所無核發單

位詳細資料及流程表內尚需查詢事項，讓想要歸化者準備文

件不再困難一目了然，亦不再發生徒勞往返情事。 

 

 

 

 

 

(3) 第 3關：自製表格主動協調，讓流程更快速 

自製查詢資料單(附件 5)協調區公所親持查詢免公文，民眾省

時同仁省力，10分鐘就搞定，節省歸化辦理時間至少 2天。 

(4) 第 4關：設立戶籍前備忘卡，主動提醒，新移民不忘記 

本所自製「歸化國籍後設立戶籍前備忘卡」，以表格簡化歸化

國籍後設立戶籍前之流程並加註應辦理機關及相關資訊並以

顏色區分，藉以提醒民眾須主動辦理臺灣地區居留證、定居

證等事宜。讓同仁在說明時更簡便，民眾更能理解!而且也加

上申辦單位，例如移民署、全國戶政機關 QR Code 方便民眾

使用確認。背面更貼心的至網站查詢後，加上台灣各地健檢

醫院資訊，分 2版，北區.花東.離島版(附件 6)，中區.南區

版(附件 7)，主動於核發國籍許可證書時一併提供及說明。 



實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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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5關：跨機關整合宣導、關關便利不白跑 

A. 向移民署建議，於寄送定居證時一併送本所自製「初設戶
籍登記須知(含同時請領國民身分證說明)」(附件 8)，提

供民眾完整資訊，俾利準備相關文件。本建議案雖可惜未

獲移民署同意一併檢送，惟同意配合於定居許可書函中之

「請於 30 日內向設籍地戶政事務所辦理初設（恢復）戶

籍登記手續」後增列提醒字句-「（應繳驗證件請逕洽戶政

事務所）」(附件 9)，使初設戶籍者不會未帶文件即前往

戶所。  

B. 未來努力方向： 

(A) 擴增據點，使各項表單民眾可在前一關即取得，例
如：協調移民署臺北市服務站，將初設戶籍登記須知

(含同時請領國民身分證說明)及歸化國籍後設立戶

籍前備忘卡放置服務站書表區供民眾拿取。 

(B) 擴散效益，成果分享，造福民眾，目前本所初設戶籍
登記須知(含同時請領國民身分證說明)及歸化國籍

後設立戶籍前備忘卡已經民政局同意提供本市各戶

所使用，將建議內政部分享全國戶所，造福民眾。 

(C) 臺灣地區居留證加註說明，辦理定居更容易，將建議
移民署於臺灣地區居留證加註說明，例如：「居留滿

一定期間：自核准居留之日起，連續居住 1年；或居

留滿 2 年且每年居住 270 日以上;或居留滿 5 年且每

年居住 183日以上，請續辦臺灣地區定居證」。 

2、 投入成本 

本案均由同仁自製，未委外辦理，故未額外花費委辦費用。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效益分析 

1. 歸化測試部分,通過率提高 4.6%，系統使用人數超過 75,160人次 

，不需影印紙本題庫，,資料來源：內政部戶政司網站 

4.6% 



改善前 

1. 郵資： 

每件 5元，共 117,500元 

2.人工作業時間： 

以每件 10分鐘計算，亦即

3916.67小時。 

3.民眾收到移民署文,早已來所

白跑一趟，產生抱怨(與收到本

所通知有時差)，處理抱怨每件

10分鐘，每年 3916.67小時 

改善後 

每年節省 11萬 7,500元 

每年節省 3916.67小時作業

時間 

減少處理抱怨說明時間每件

10分鐘，每年 3916.67小時 

改善前 

至少須來所 3次(第 1次拿表解

說，回家又忘記且看不懂，第 2

次跑錯文件再解說，第 3次送件

ok)，解說申辦以每次 10分鐘計

算，2次 20分鐘。 

改善後 

只要來 2次(第 1次拿表解

說，第 2次送件 ok)每件節省

10分鐘，共節省 55,970分鐘

即 932.8小時 
 

改善前 

國人居留證明書及外國人入出

國日期證明書規費各 100元，戶

籍謄本 1張 15元，依內政部版

操作，民眾需花費 115-215元，

5597人次即花費

643,655-1,203,355元 

改善後 

依簡表，民眾不誤解，正確只

至移民署申請外國人居留證

明書，僅花費 100元，5597

件，花費 559,700元，節省所

有民眾 83,955-643,655元 

實際執行
（未來預
期）成效 

2. 內部效益 

(1) 查詢領取生活扶助部分 

(2) 主動通知應備文件，移
民署已告知應備文件請 

洽戶所(以 101年初設人

數 23,500件計算) 

(3) 歸化國籍簡表部分(以 101年歸化國籍 5,597人為例) 

  

3. 外部效益 

(1) 歸化國籍簡表部分(以 101年歸化國籍 5,597人為例) 

 

(2) 綜合外部效益 

造福至少 503,730人，使其少走一步少跑一趙，1次完成 

23500+5597+1489+153858+319286=503730 



內政部從善如流並於 102年 7 月部分修正外國籍人士與國人

結婚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程表，將戶所可代

查項目另列避免混淆，惟可惜未將簡表一併納入。 

相關附件 

附件 1：國籍歸化題庫語音系統畫面 

附件 2：外國籍人士與國人結緍申請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暨戶籍登記流  

       程表(共 2版) 

附件 3：申請準歸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應繳證件簡表(國人之外籍配 

       偶適用) 

附件 4：申請準歸化歸化中華民國國籍應繳證件簡表(外國籍人士自 

       願歸化適用) 

附件 5：查詢資料單 

附件 6：歸化國籍後設立戶籍前備忘卡(北區、花東、離島版) 

附件 7：歸化國籍後設立戶籍前備忘卡(中區、南區版) 

附件 8：初設戶籍登記須知(含同時請領國民身分證說明) 

附件 9：移民署同意函、民政局函 

聯絡窗口 
姓名：徐文秀 

電話：28924170分機 692 

Email：cs_ptwx@mail.taipei.gov.tw 

※ 注意事項： 

一、提案表： 

（1）內文格式：標楷體字型，字體大小為 14點，行距為固定行高 18pt。 

（2）頁數：A4紙不超過 6頁。 

二、相關附件：（1）內文格式：不限。（2）頁數：A4紙不超過 2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