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心障礙證明
身心障礙個案資料異動、換、
補發及展延註記--操作手冊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

111年5月版



身心障礙證明一級一審項目

一、身心障礙個案資料異動作業(含姓名、聯絡人、戶籍地址

及通訊地址等個案資料異動)

二、身心障礙證明換、補發作業

三、身心障礙證明展延註記作業
★注意事項：本項業務民眾可跨區(申請鑑定表、換證、展延)，但因系統權限無法進行跨區修改
個案資料，若民眾跨區申請異動作業需修改資料，請受理公所先電話及傳真到戶籍地公所進行系
統修改；受理公所再將全案紙本資料以公文送交戶籍地公所歸檔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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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

★辦理身心障礙證明業務項目，請至系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簡稱系統)。

★倘依正常操作，仍發生其他問題，可洽系統公司協助處理，電話：37020625*432

★區公所身心障礙證明承辦人員異動時，請告知東興區需求評估中心游督導，俾利更新聯繫窗口資訊。

★區公所櫃檯人員異動時，應評估業務需求申請系統權限新增(或註銷)，請自行於系統下載申請表單填寫後傳真(04-
25151805)，電洽社會局陽明需求評估中心尤督導審核、權限管理及系統彙整。

★身心障礙資料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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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心障礙個案資料異動作業
★法規依據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第5、6條辦理。

★辦理對象

身心障礙個案資料異動(包含姓名、聯絡人、戶籍地址、居住地址及通訊地址等個案資料異動)。

★應備文件

1、證明、身分證、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標準作業流程

1、民眾備齊資料臨櫃填寫申請書。

2、公所證件審查後，至「系統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之全國身心障礙福利資訊整合平台」(簡稱系統)查詢資格是否符合。

3、校對民眾申請資料及更新系統資料後(含姓名、聯絡人、戶籍地址、居住地址、電話及手機等)，印製換、補發證明或戶
籍遷徙時辦理戶籍異動註記。

4、請民眾校對換、補發證明或註記資料無誤後簽收。

★對應表格

1、臺中市身心障礙證明異動及換補發申請書。

2、代辦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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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眾申請鑑定表時，受理申請資料--
*居住地址【通知永久換證用】
*公文送達地址【核發證明即通知重鑑用】
請務必登打正確，因為公文常因地址錯誤被退回，影
響民眾權益。
2.不要再受理申請-備註，證明寄到何區或何處，原
則跨區申請就是跨區領證。



★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障資格／身心障礙證明管理／案件管理／身障證明資料維護

★注意事項

1、變更身分證者，請於系統辦理線上報修或電洽系統公司(資服37020625分機432)，由系統公司協助變更後換證，另於維

護作業備註處登打「1101020原B123456789身分證於1101010變更為L123456789」，並傳真申請表(及電知)至社會局，俾利

社會局報送健保異動資料。

2、變更姓名者，於系統變更後，於維護作業備註處登打「1101020原張三丰於1101010更名張四丰」，並傳真申請表(及電

知)至社會局，俾利社會局報送健保異動資料；倘資料已變更則無須修改與傳真，只需協助換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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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申請書即可(要
寫完整)，無須傳真
附件。

居住地址、電話
等資料修改處

姓名修
改處

聯絡人資
料修改處



★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障資格／身心障礙
證明管理／資料異動／遷區作業(市區戶籍異動)

★注意事項

1、市區戶籍異動案件---先核對身分證資料後，於系統辦理遷區作業，另證明紙本背面註記新地址(蓋小章)或換證。

2、外縣市戶籍遷入案件---先至系統資料維護查詢是否有遷入資料，且系統資料與證明紙本資料需相符，倘系統無資料或

已註銷資料，需發文請外縣市政府辦理系統遷出作業及移轉身心障礙鑑定資料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

★原則外縣市戶籍遷移需3天後系統才有資料，急需移資案件請洽本局各區承辦人協助3天後系統先行辦理遷入收件作業。

★索資單位除宜蘭縣長期照顧服務管理所(26042宜蘭縣宜蘭市聖後街141號1樓)及臺北市、高雄市為區公所除外，餘皆為

發函至縣市政府。(索資公文內容無需請外縣市提供社福補助或輔具資料，請公所自行至相關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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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障資格／身心障礙
證明管理／資料異動／身障證明資料維護

本案外縣市已有
移資，請核對證
明紙本鑑定日期、
有限期限、等級
等無誤後，註記
或換證。

空白為未
註銷狀態



二、身心障礙證明換、補發作業

★法規依據

身心障礙者福利與服務需求評估及證明核發辦法第3條、第4條辦理。

★辦理對象

身心障礙證明遺失、滅失、破損致不堪使用或資料異動(含證明紙本內之相關資料異動)。

★應備文件

1、最近3個月內1吋照片2張、身分證及印章、證明。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4、證明遺失補發者，需填寫遺失切結。

★標準作業流程

1、民眾備齊資料臨櫃填寫申請書。

2、公所證件審查後，至系統查詢資格是否符合。

3、校對民眾申請資料及系統資料(含姓名、聯絡人、戶籍地址、居住地址、電話及手機等)，更新系統資料後，印製換、補
發證明。

4、請民眾校對換、補發證明無誤後簽收。

★對應表格

1、臺中市身心障礙證明異動及換、補發申請書。

2、代辦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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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障資格／身心障礙證明管理／案件管理／證明發放管理

★注意事項

辦理證明換發者應另檢具舊證明辦理收繳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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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個資關係
回收後請立即攪碎

換、補發於
資料維護會
有次數顯示
及紀錄

民眾申請鑑定表
時，先不用收回



三、身心障礙證明展延註記作業1~法規依據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14條第2項及第15條第1項：無法於效期屆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具有正當理由者，辦理證明註記。

第14條

 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最長為五年，身心障礙者應於效期屆滿前九十日內向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
需求評估。

 身心障礙者於其證明效期屆滿前六十日尚未申請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以書面通知其辦理。但其障礙
類別屬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者，得免予書面通知，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予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或視個案狀況進行需求評估後，核發身心障礙證明。

 身心障礙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效期屆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經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認定具有正當理由者，得於效期屆滿後六十日內辦理。

第15條

 依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於原證明效期屆滿至新證明生效期間，得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註記後，
暫以原證明繼續享有本法所定相關權益。

 經重新鑑定結果，其障礙程度有變更者，其已依前項規定以原證明領取之補助，應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新證明生效後，依新證
明之補助標準予以追回或補發。

 身心障礙者於障礙事實消失或死亡時，其本人、家屬或利害關係人，應將其身心障礙證明繳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註銷；未繳
還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逕行註銷，並取消本法所定相關權益或追回所溢領之補助。

★★告知民眾申請須知並簽名：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相關規定，展延後，在期限內完成鑑定程序者，效期依新證明上期限；如未通過，

效期至鑑定結果確定日止。惟未完成鑑定程序者，將註銷舊證明，效期將回溯原證明之效期，展期期間之福利補助將依法追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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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心障礙證明展延註記作業2~辦理對象

★辦理對象

身心障礙者如有正當理由，無法於效期屆滿前申請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者，應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

**受理原則:

1、依據「身心障礙者鑑定作業辦法:第六條未滿六歲兒童經依前項規定暫判為重度或輕度以上身心障礙者，應

於滿六歲後十日內辦理重新鑑定其身心障礙等級。」，准予展延滿6歲後辦理鑑定；倘身心障礙者其重新

鑑定日期僅差2~3個月左右即滿6歲，請其洽衛生局與醫院協助辦理鑑定。

(衛生局04-25265394*6011 、 6045、6046)

2、因身心障礙者需配合鑑定醫院排程問題或流程階段作業程序時間，完成時間無法確定可銜接。

3、因身心障礙者延遲申請重新鑑定，已進入申請鑑定流程，預估無法於法定期限內完成。

4、另依內政部101年8月29日台內社字第1010287128號函釋說明五，於效期屆滿前附具理由提出申請，且期滿

前未能完成鑑定無法歸責於申請人，得視個案實際情況延長保障期限；故民眾需陳述檢附具體理由(含佐

證資料)，經公所初審確屬無法歸責於申請人受理後，函轉本府審核查調簽辦後函覆。

★受理原則4另行函送本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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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嚴格把關
無法歸責申請人

倘屬醫院端問
題，本局將函
請衛生局查調

例:光田醫院6歲以下排程與6歲
以上小兒神經科排程不同，案主
13歲應可轉身心科鑑定速度較快，
故不需再延長即可鑑定。
或前衛生局建議轉至其他排成較
少的醫院就診鑑定。



三、身心障礙證明展延註記作業3~辦理對象

★應備文件

1、身心障礙證明、身分證、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4、佐證資料(醫院排程單)或切結書。

★標準作業流程

1、民眾備齊資料至公所臨櫃填寫申請書，公所證件受理審查，並告知申請須知及簽名。

2、公所至系統辦理延長有效期限作業存檔，於證明背面核蓋效期註記戳章及效期註記，或加附字樣字條，並加

蓋”證明專用章”，供民眾參閱。

4、請民眾校對展延證明無誤後簽收。

★對應表格

1、臺中市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展延註記申請書。(后附－增加民眾申請須知及簽名)

2、代辦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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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障資格／身心障礙證明管理／案件管理／延長有效期限。

★衛福部系統提示注意事項
1、依規定民眾申請重鑑期間原證明若到期，其有效日期得以延長60天。

2、系統功能查詢的範圍只限於已提出換證申請但尚未取得新證明的資料。若未提出換證申請無法使用本功能延長有效期限。

3、可輸入的最長有效期限為原重鑑日期+60天。

4、有效期間變更後報送健保局之資料會以延長之有效期限為主，也就是說健保補助會補助到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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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服系統修改後，現
需登打重鑑日期區間。

系統自動加
60天。 展延起訖時間務必登打

以方便日後查詢資格



★身心障礙證明系統路徑--身心障礙證明管理／案件管理／身障證明資料維護

★注意事項

展延者須於系統資料維護作業備註欄登打「1100103親辦展延1100131-1100401 (中國排程1100301)」，

俾利日後於證明查詢時，可清楚了解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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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起訖時間務必登打
以方便日後查詢資格



三、身心障礙證明展延註記作業4~作業方式

★效期註記字樣

依身權法第14條、第15條規定，應於0年0月0日前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於本註記日期內，暫以原證明享有相關權益。

★註記方法

★原證明戶籍遷移註記欄位－蓋戳章，並註記效期。(圖1)

★倘原證明戶籍遷移註記欄位已滿或不清楚，可加附字樣字條，並加蓋”證明專用章”，供民眾參閱。 (圖2)

2022/5/4 14

效期註記:「依身權法第14條、第15條規定，
應於 年 月 日前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
評估，於本註記日期內，暫以原證明享有
相關權益。」

★申請效期註記須知：依據身心障礙者權
益保障法相關規定，展延後，在期限內完
成鑑定程序者，效期依新證明上期限；如
未通過，效期至鑑定結果確定日止。惟未
完成鑑定程序者，將註銷舊手冊/證明，效
期將回溯原手冊/證明之效期，展期期間之
福利補助將依法追補」。

依身權法第14條、第15條規定，應於 年

月 日前辦理重新鑑定及需求評估，於
本註記日期內，暫以原證明享有相關權益。

臺中市身心障礙

證明專用章

圖1 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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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證明業務社會局作業須知與職掌(一)

2022/5/4 15

申請項目 辦理對象 應備文件 辦理流程
受理
單位

辦理
單位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核發

1、初次申請
2、異議複檢
3、屆期換證
4、自行申請變更或再次申請
(需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

1、最近三個月內一吋照片3張、身分
證及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公所受理民眾申請後，當日完成建檔。

民眾攜帶鑑定表至指定醫院鑑定，完成
鑑定後資料由醫院送至衛生局審核，衛
生局完成審核後送社會局。

社會局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中心收件評
估，經專業團隊召開福利審查會議，審
核後鑑定資料交由社會局核證人員辦理

社會局各區核證承辦人據以製發證明後
函知各戶籍地區公所及民眾領證。

案件申請

醫療鑑定
鑑定審查

專團審核

核發證明

公所社會課

衛生局

社會局陽明
東興區需求
評估中心

社會局各區
核證承辦人

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證明
文件

因報稅、保險等因素，申請身
心障礙鑑定等資料。

1、證明、身分證、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公所受理後電子發文至社會局辦理資料
查調作業後函覆，約計14日。

區公所社會
課

社會局(各區
承辦人)

申請放棄身心障礙類別
因個人因素，申請放棄身心障
礙類別資格。

1、最近三個月內一吋照片2張、身分
證及印章、證明。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公所受理後電子發文至社會局辦理放棄
類別，社會局審核註銷後通知民眾備齊
證件至區公所辦理換證事宜，約計14
日。

區公所社會
課

社會局(各區
承辦人)

申請放棄身心障礙證明
因個人因素，申請放棄身心障
礙證明資格。

1、證明、身分證、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印章。

公所受理後電子發文至社會局辦理資格
註銷作業後函覆，約計14日。

區公所社會
課

社會局(各區
承辦人)

社會保險(不)列入媒體
交換或放棄補助

因個人因素，申請身心障礙資
格(不)列入媒體交換或放棄補
助。

1、證明、身分證正本、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印章。
4、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公所受理後函轉社會局辦理資格(不)列
入媒體交換作業後函覆，約計14日。

區公所社會
課

社會局身心
障礙福利科
042228911
1轉37305
陳思安

身心障礙英文證明核發
凡設籍於本市且領有本市核
(換)發或註記之身心障礙證明
者

1、證明、護照、身分證正本、印章。
2、未滿14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3、委託他人申請者，應附委託書及受
託人之身分證正本、印章。

申請人於填寫申請表後，附上應附文件
送交社會局辦理或公所受理後函轉社會
局辦理。

區公所社會
課

社會局身心
障礙福利科
042228911
1轉37310

余文晃

■身心障礙者對鑑定標準及等級認定有疑義者，請洽詢本府主管機

關衛生局長期照護科諮詢。(電話：04-25265394*6011*6045*6046)

■身心障礙證明申辦進度查詢：「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
礙服務入口網」(https://dpws.sfaa.gov.tw/hdcp-apply-status.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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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自願放棄案，公
所務必當身障者面跟家
屬電話確認過後再受理
，避免後續家屬爭議。
2.非本人申請需委託書
3.民眾申請本府函覆後
不得再申請撤銷，需辦
理重新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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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局身心障礙
核發證明

各區主責承辦人

主責承辦:邱宜萍
西區、東區、南區、南屯區、北屯區

電話：04-22289111轉37312
傳真：04-22291807
公文及資料送達地址：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主責承辦:余文晃
中區、北區

電話：04-22289111轉37310
傳真：04-22291807
公文及資料送達地址：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主責承辦:高湯淵
太平區、大里區、霧峰區、豐原區、后里區
石岡區、東勢區、和平區、新社區、潭子區
大雅區、神岡區、沙鹿區、梧棲區、清水區
大甲區、外埔區、大安區、大肚區、烏日區
龍井區

電話：04-22289111轉38722、38720
傳真：04-25123862
公文送達地址：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其他資料寄送地址：
420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3樓

主責承辦:黃旭薇
西屯區

電話：04-22289111轉37314
傳真：04-22291807
公文及資料送達地址：
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3段99號

身心障礙
核發證明
其他辦理

項目

各區主責
承辦人

1、身心障礙死亡、遷出及未重新鑑定註銷。
2、通知屆期重鑑辦理重新鑑定。
3、身心障礙者戶籍遷移外縣市主動移資。
4、身心障礙鑑定表管理。
5、身心障礙證明資料維護等事宜。

14



常見問題集

2022/5/4 頁尾文字 17

1.核證照片其中1張，請盡量用訂書針釘於身分證影本紙張處右下方(切記不要釘到人頭&千萬不要釘
在鑑定表上方)；如用膠水黏貼，到社會局製證時，照片都掉光了。
2.指定期日換證及無須重鑑換證，請公所協助主動通知屆期前30日仍未辦理換證民眾，仍請於系統備
註處註記(通知時日、連絡電話、地址、聯繫對象)。
3.民眾領取證明時，請公所主動告知證明內容(障礙類別、有限期限、等級等)，並請民眾檢視鑑定資
料是否正確，提醒倘有疑義於1個月內提出異議複檢，避免爭議。
4.民眾於公所領證時，常發現其他有效類別消失，如公所端勾選第7類，但實際未鑑定，則該類於鑑
定端會自動消失，或鑑定端未注意勾屆期失效，遇此類似案件請電洽衛生局長照科查詢後修正換證。
5.民眾於公所領證時，重新鑑定日期及有效期限仍跟舊身心障礙證明一樣?(如下圖)
例-第1類原很多向度，常見於自行申變更，其中1個項目未鑑定到，且鑑定時未於3個月內，所以鑑
定端系統不會勾選屆期失效所致。
處理方式:
(1)申請自願放棄(見13)。
(2)民眾等有效期限過了，再備齊資料至公所換證。
6.證明”關係”欄位稱謂請正確登錄。



★相關表格：檔案置放於社會局網站表單下載
https://www.society.taichung.gov.tw/135309/post 
(表格內容可視需要逕行修改，並轉知櫃檯受理人員更新資料)
1.身心障礙證明異動及換、補發申請書
2.身心障礙證明效期展延申請書
3.身心障礙證明遺失切結書
4.身心障礙放棄證明類別或資格切結書
5.身心障礙鑑定證明文件申請書
6.代辦委託書
★空白身心障礙證明紙及護貝膜請洽各區證明承辦人寄送

感謝各區公所社會課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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