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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5年6月1日印發

政府提案第 13428 號之 1

案由：衛生福利部函，為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
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二，請查照案。

衛生福利部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 1051260303B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發布令影本（含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
主旨：「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二，業經本部於
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以衛部保字第 1051260303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陳發布令影本（
含修正條文）、修正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 1 份，請察照。
正本：立法院
副本：行政院法規會、本部法規會（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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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5 月 17 日
發文字號：衛部保字第 1051260303 號
附件：「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二修正條文

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二。
附修正「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條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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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供保險對象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作醫療使
用、申辦保險人提供之服務或保險人與其他政府機關（構）合作之網路服務使用。但
不得存放非供醫療使用目的及與保險對象接受本保險醫療服務無關之內容。

第

三

條

保險對象於首次符合本法投保資格之規定，並完成申報投保手續之日起，應向保險
人申請製發健保卡。
保險對象有健保卡毀損、遺失、變更相片或身分資料之情形時，應向保險人申請
換發、補發。
保險人得委由相關機構或經由政府機關（構）協助等方式，代收前二項之申請資
料。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健保卡申辦方式，保險人應公布於其全球資訊網站，並得以其
他適當之方法廣泛周知。

第

四

條

申請製發、換發或補發健保卡，應檢附身分證明文件，供保險人、代收機關（構）
查驗核對。
經由網際網路提出前項申請者，應使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個人憑證、單
位憑證或具有身分查驗功能之載具，登入申辦健保卡之入口網站。
第一項身分證明文件，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以下未申領國民身分證者，得以戶口名簿代之。
二、中華民國護照。
三、中華民國汽（機）車駕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定之居留證明文件。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構）核發且載有相片、姓名、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編
號等足資辨識其身分之證件。
由政府機關（構）收容、安置或介入協助之保險對象，得由該政府機關（構）出
具公文書代為申辦健保卡。

第四條之一

保險對象提供本人相片申辦有相片健保卡時，保險人應掃描建檔，並以覆寫方式更
新保留最末一筆資料。
前項掃描檔得經當事人同意，作為建檔日起二年內，透過保險人建置之網際網路
服務系統或臨櫃，向保險人申請換發或補發有相片健保卡之用。

第

八

條

保險人應於其各分區業務組、聯絡辦公室及各鄉（鎮、市、區）公所據點，設置讀
卡設備，提供保險對象查詢、更新健保卡所存放之資料及設定、變更健保卡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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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忘記前項密碼，向保險人申請重新設定，應提出身分證明。保險人於確
認身分無誤後，應予協助處理。
第十一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保險對象之診療服務時，應依醫療需要，讀取健保卡內已存
放、上傳之就醫紀錄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之保險對象就醫結果紀錄及醫療費用資料
。但經保險對象設定密碼限制讀取資料者，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服務機構登錄及上傳之資料，得為下列目的之運用：
一、保險對象就醫或醫師診療行為之管理及稽核。
二、高就診次數保險對象之即時輔導。
三、保險對象用藥之管理。
四、配合相關防疫及衛生政策之運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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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及第十
條附表二修正總說明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於民國一百零一年十月三十日訂定發布，並
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基於實務作業需求及簡政便民原則，現行保險憑證（以下稱健保卡）
之製發管道、使用範圍及存取資料內容應與時俱進，配合調整，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為簡政便民及符合民眾需求，並考量未來可能擴展服務，爰增訂健保卡之使用範圍。（修正條
文第二條）
二、因應推動更多元之健保卡申辦管道及方式，酌作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為增加便民服務之彈性運用空間，爰刪除作業性補充規定，並增訂網際網路申辦健保卡應使用
具身分查驗功能之載具、因特殊因素無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申辦健保卡之辦理方式及放寬身
分證明文件之範圍。（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增訂建置相片影像檔以列印於健保卡之相關規範。（修正條文第四條之一）
五、刪除保險對象變更健保卡密碼之細瑣性作業規定，增加便民服務之彈性運用空間。（修正條文
第八條）
六、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應上傳之就醫紀錄內容增列「保險人為突發情事需追蹤管理之就醫相關資料
」及「過敏原或過敏藥物」。（修正規定第十條附表二）
七、為使醫師依醫療需要查詢讀取較完整之保險對象就醫紀錄供診療處方參考，爰酌予修正。（修
正條文第十一條）
八、保險人對於保險對象就醫紀錄等資料之運用，應不限於異常狀況之管理，酌作修正。（修正條
文第十五條）
九、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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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證製發及存取資料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第二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憑

科技日新月異，健保卡之運用

證（以下稱健保卡）供保險
對象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作

證（以下稱健保卡）僅供保
險對象於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亦更趨多元化，為簡政便民及
符合民眾需求，並考量未來可

醫療使用、申辦保險人提供
之服務或保險人與其他政府

作醫療使用。

能擴展與健保業務相關或具關
連性之服務，及有利於推動健

機關（構）合作之網路服務
使用。但不得存放非供醫療

保業務之跨機關合作等業務，
爰增訂健保卡之使用範圍，但

使用目的及與保險對象接受
本保險醫療服務無關之內容

仍必須遵循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十六條對於健保卡內存放內容

。

之限制規定。

第三條

保險對象於首次符合

第三條

保險對象於首次符合

一、基於簡政便民，保險人陸

本法投保資格之規定，並完
成申報投保手續之日起，應

本法第八條或第九條投保資
格之規定，並完成申報投保

續推動各種申辦健保卡之便
民措施，為增加彈性空間，

向保險人申請製發健保卡。
保險對象有健保卡毀損

手續之日起，應以自行、委
託他人或其投保單位或以掛

避免日後推動更多元之便民
措施時，因掛一漏萬，致受

、遺失、變更相片或身分資
料之情形時，應向保險人申

號郵遞、網路申辦方式，向
保險人申請製發健保卡。

限於現行條文較細瑣之申辦
方式規範，爰修正採實務上

請換發、補發。
保險人得委由相關機構

保險對象因健保卡毀損
、更換照片、遺失、身分資

保險人於全球資訊網站公布
、發布新聞、印製文宣、媒

或經由政府機關（構）協助
等方式，代收前二項之申請

料變更或其他原因，得依前
項方式，向保險人申請換發

體傳播等方式周知申請手續
，供保險對象依循辦理。

資料。
第一項及第二項之健保

、補發。保險人得委託相關
機構（以下稱受託機構）代

二、全民健康保險為強制性之
社會保險，健保卡係就醫憑

卡申辦方式，保險人應公布
於其全球資訊網站，並得以

收申請案。
前二項網路申辦，應依

證，為避免保險對象因無健
保卡而影響就醫權益，爰課

其他適當之方法廣泛周知。

保險人全球資訊網站上發布
之方式辦理，且僅適用於申

予保險對象申請健保卡義務
，將第二項「得」向保險人

請無照片健保卡。

申請換發、補發，修正為「
應」向保險人申請。
三、增列政府機關（構）協助
代收健保卡申辦案件之規定
，並將原第二項後段移列為
第三項。

第四條 申請製發、換發或補
發健保卡，應檢附身分證明
文件，供保險人、代收機關

第四條 申請製發、換發或補
發健保卡，應填具申請表，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報 195

一、與第三條齊一採彈性原則
規範健保卡之製、換、補發
作業，爰修正第一項。

立法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6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構）查驗核對。
經由網際網路提出前項

一、自行申請者，應出示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供保險

二、因應日後可能發展具電子
資料處理功能之國民身分證

申請者，應使用各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發之個人憑證、

人查驗核對。
二、委託他人或其投保單位

，爰將網際網路申辦健保卡
應使用之自然人憑證修正為

單位憑證或具有身分查驗功
能之載具，登入申辦健保卡

申請者，應出示申請人及
受委託者之身分證明文件

個人憑證。另為貼近民眾需
求，及開發多元、安全之網

之入口網站。
第一項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供保險人查驗核對
。

際網路申辦管道，增列具身
分查驗功能之載具（如：以

指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以

三、郵遞申請、受託機構代
收者，應檢附申請人身分

電磁紀錄記載個人身分之工
具），供確認使用者身分，

下未申領國民身分證者，
得以戶口名簿代之。

證明文件，供保險人查驗
核對。

爰修正原第一項第四款，並
移列為第二項。

二、中華民國護照。
三、中華民國汽（機）車駕

四、透過網路申請者，應使
用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三、考量保險對象申辦健保卡
便利性，爰於第三項增訂第

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規定

發之自然人憑證、單位憑
證登入保險人全球資訊網

五款，放寬身分證明文件之
範圍。

之居留證明文件。
五、其他由政府機關（構）

辦理。
前項身分證明文件，指

四、實務上有未成年保險對象
、收容人、精神病患、無行

核發且載有相片、姓名、
出生年月日及身分證統一

下列文件之一：
一、國民身分證；十四歲以

動能力病人，因家庭或個人
等特殊情事，無身分證明文

編號等足資辨識其身分之
證件。

下未申領國民身分證者，
得以戶口名簿代之。

件可申請健保卡，為保障其
醫療權益，增訂第四項，規

由政府機關（構）收容
、安置或介入協助之保險對

二、中華民國護照。
三、交通部製發之汽（機）

定得由政府機關（構）具文
證明其身分，向保險人申請

象，得由該政府機關（構）
出具公文書代為申辦健保卡

車駕駛執照。
四、符合本法施行細則第八

健保卡。

。
第四條之一

條規定之居留證明文件。
保險對象提供本

一、本條新增。

人相片申辦有相片健保卡時
，保險人應掃描建檔，並以

二、目前保險對象申請換發或
補發有相片健保卡時，皆需

覆寫方式更新保留最末一筆
資料。

檢附相片，迭有民眾建議保
存及提供前相片影像之便民

前項掃描檔得經當事人
同意，作為建檔日起二年內

措施，為回應民意需求，爰
規劃建置相片檔以列印於健

，透過保險人建置之網際網
路服務系統或臨櫃，向保險

保卡等相關事宜。
三、基於檔案之管理安全，保

人申請換發或補發有相片健
保卡之用。

險對象之相片影像檔，僅保
存最後一筆資料，舊有檔案
即予覆寫刪除，以利資料維
護及管理。
四、為能即時連線確認其影像
檔是否符合建檔二年內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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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僅適用以保險人網際網
路服務系統或臨櫃申請者。
第八條 保險人應於其各分區
業務組、聯絡辦公室及各鄉

第八條 保險人應於其各分區
業務組、聯絡辦公室及各鄉

（鎮、市、區）公所據點，
設置讀卡設備，提供保險對

（鎮、市、區）公所據點，
設置讀卡設備，提供保險對

象查詢、更新健保卡所存放
之資料及設定、變更健保卡

象查詢、更新健保卡所存放
之資料及設定、變更健保卡

密碼。
保險對象忘記前項密碼

密碼。
保險對象忘記健保卡之

，向保險人申請重新設定，
應提出身分證明。保險人於

密碼，向保險人申請重新設
定，應出示身分證明文件正

確認身分無誤後，應予協助
處理。

本，由其本人或以影本郵寄
、傳真方式向保險人申請。

與第三條齊一採彈性原則規範
保險對象向保險人申請重設密
碼之規定，爰修正第二項。

保險人於確認身分無誤後，
應予協助處理。
第十一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提供保險對象之診療服務時

第十一條 保險醫事服務機構
提供保險對象之診療服務時

為利保險對象就醫時，醫師能
瞭解其更完整之就醫相關資料

，應依醫療需要，讀取健保
卡內已存放、上傳之就醫紀

，應依醫療需要，讀取健保
卡內已存放或上傳之就醫紀

，以提供妥適的診療服務及為
處方參考，爰增訂應依醫療需

錄或保險醫事服務機構提供
之保險對象就醫結果紀錄及

錄。但經保險對象設定密碼
限制讀取卡內之資料者，不

求讀取查詢之資料範圍，並明
文資料來源。

醫療費用資料。但經保險對
象設定密碼限制讀取資料者

在此限。

，不在此限。
第十五條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

保險人對保險醫事

為達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一條

服務機構登錄及上傳之資料
，得為下列目的之運用：

服務機構登錄及上傳之資料
，得為下列目的之運用：

所定增進全體國民健康之目的
，保險人對於保險對象之資料

一、保險對象就醫或醫師診
療行為之管理及稽核。

一、保險對象異常就醫或醫
師診療行為異常之管理及

運用應不再限於異常管理之範
圍，爰刪除本條第一款及第三

二、高就診次數保險對象之
即時輔導。

稽核。
二、高就診次數保險對象之

款中「異常」文字。

三、保險對象用藥之管理。
四、配合相關防疫及衛生政

即時輔導。
三、保險對象用藥異常之管

策之運用。

第十五條

理。
四、配合相關防疫及衛生政
策之運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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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本辦法修正條文施行日期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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