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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作業小規模試行計畫 

 

壹、前言 

全面換發新一代國民身分證，除提升防偽功能，保障人民身分

安全外，並可由民眾選擇附加自然人憑證，享受各項便捷服務，以

達「便利、有效率、全年無休」的智慧政府願景，爰內政部依據 107

年 12 月 27 日行政院第 3632 次會議決議，擬具「數位身分識別證

(New eID)--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計畫」，前陳奉行政院 108 年 6

月 6 日核定，茲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原規劃之時程，爰調整「數位

身分識別證（New eID）-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計畫（修訂版）」

經奉行政院 109年 11月 3日原則同意。 

貳、計畫目的     

驗證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作業（以下簡稱全面換證）流

程，及驗證新證在試行場域使用上之便利性與安全性。 

參、換證作業試行 

一、辦理期間：自 110年 1月起。 

二、辦理機關：內政部、新竹市政府及其所轄戶政事務所（以下

簡稱試行戶所）或其他經內政部核准者。 

三、換證對象：設籍在新竹市居民（矯正機關收容人除外）或其

他經內政部核准者。 

四、試行區域：新竹市或其他經內政部核准者。 

五、教育訓練： 

  (一)戶政人員: 

1.期間：自 109年 11月 2 日至 109 年 12月 15 日止；另

試行戶所於 109 年 12 月底前完成所內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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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演練。 

2.對象：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及戶政事

務所(含其他服務據點)之主管及業務承辦人。 

3.課程內容：「換證作業流程班」(3 小時)及「換證作業

系統操作班」(6 小時)，各辦理 20 場，共

計 40場。教材內容包含 New eID證卡介紹、

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作業執行程序計畫

（含小規模試行計畫）及常見問答。 

  (二)各機關(構) 

1.期間：自 109年 11月 2日至 109年 12月 18日止。 

2.對象：公務機關、非公務機關業務及系統技術人員。 

3.課程內容：  

(1)「New eID API需用機關說明會」(3小時)舉辦 16

場，教材內容包含 New eID API 申請方式、New 

eID IC卡資料存取方式及常見應用問題等。 

(2)「New eID API 需用機關開發訓練班」(6 小時)舉

辦 8 場，教材內容包含 New eID API 申請方式、

New eID IC卡資料存取方式、應用開發範例及常

見應用問題等。   

六、宣導作業： 

  （一）自小規模試行前 1 個月(預計 109 年 12 月)起，發布宣

導海報等文宣，內政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所轄戶政事務所，可自行規劃透過網站、視訊牆、跑

馬燈或臉書等多元管道加強宣導小規模試行全面換證

相關事宜。 

  （二）開始試行起，以戶外大型媒體投放小規模試行換證流

程影片，並於全國及地方電臺投放廣播。  

七、受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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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採自願申請（即有意願領取新證者），申請人依試行戶

所通知時間選擇利用「網路申請」、「排定地點申請」、

「臨櫃申請」及「到府服務」等 4 種方式申請，受理

申請之戶政事務所即為領證之戶政事務所。除「排定

地點申請」僅可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外，其餘 3

種申請方式可向任一試行戶所申請。 

  （二）「網路申請」可指定任一試行戶所領證，為維護戶政事

務所辦理案件之品質，系統會顯示當日可受理異地案

件名額，如當日名額已滿，民眾可選擇其他日期之名

額或選擇其他試行戶所領證。 

  （三）「到府服務」由試行縣市視人力調配及資源情況決定提

供服務之時機。 

  （四）試行區域之逕遷戶政事務所人口如有意願者，僅可向

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請核發新證。 

八、收費標準： 

  （一）初領新證：免收規費。 

  （二）紙本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舊證）換領新證者：免收

規費。 

  （三）舊證遺失補領新證者：每張收費新臺幣（以下同）200

元。 

  （四）已領新證者換領新證：每張收費 300元。 

  （五）已領新證者補領新證：每張收費 900元。 

九、發證原則： 

  （一）設籍試行區域之民眾可依其意願申請核發新證。已領

新證者，不得再申請核發舊證。 

  （二）已領新證者之換(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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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更換相片、證卡毀損、換領國民身分證附加自然

人憑證功能等情事換證者，向任一試行戶所申請;補

領者，可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 

2.辦理各項戶籍登記而換(補)證者，由受理戶政事務

所核發新證或更新晶片資料。 

  （三）舉例: 

1.設籍新竹市東區(試行區域)市民不可在臺南市新營

戶政事務所(非試行區域)持舊證自願申領新證。 

2.設籍新竹市東區(試行區域)市民領取新證後遺失者，

可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如高雄市三民區戶政事務

所)申請補發新證。 

3.設籍新竹市東區(試行區域)市民領取新證後，於臺

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非試行區域)辦理結婚登記，

由臺北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核發新證。 

十、運送點收：新證運送及點收方式依「新一代國民身分證（New 

eID）運送流程」辦理，由中央印製廠製證完成後，直接運送

至戶政事務所(中心所)。 

十一、製證進度查詢：申請人於小規模試行全面換證製程期間，

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

或撥打客服專線 0800-080-277，查詢新證之製證進度。 

十二、換證作業方式：詳如「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小規模試行實施

作業方式」（如附件1）、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小規模

試行期間，試行場域之民眾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2)、新一代

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小規模試行期間，試行場域之戶政事

務所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3)及內政部辦理小規模試行實施作

業時程圖(如附件 4)。 

肆、試行期間試行場域之協助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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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有使用紙本國民身分證得申辦之業務項目，亦均可使用 New 

eID辦理，不宜要求民眾另行奔波檢附其他文件為原則。 

二、所有可使用自然人憑證之服務亦均可接受 New eID 附加自然

人憑證。 

三、各機關(構)讀取新證晶片加密區資料，須先由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向內政部申請授權。 

四、請各機關(構)檢視提供新增使用 New elD 的便利項目，並儘

速配合修改系統、備妥相關設備或調整服務流程，並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及資通安全管理法落實個資隱私保護及資安防護，

以共同推動智慧政府行動方案。 

五、驗測參考項目: 

   (一)以 New eID之自然人憑證登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網站調閱健康存摺及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 

   (二)以 New eID之自然人憑證功能線上查閱聯徵中心之個人

信用報告。 

   (三)5大電信業:透過 New eID查證客戶資料申辦手機、網路

或市話。 

   (四)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透過 New eID 審查民眾申請護照及

加簽作業。 

   (五)自來水處、電力公司及天然瓦斯業者等： 

1.自來水處透過 New eID查證客戶資料申辦用水。 

2.電力公司透過 New eID查證客戶資料申請用電。 

3.能源局所轄天然氣業者透過 New eID 查證客戶資料

申請安裝天然瓦斯。 

4.水利署透過 New eID 辦理中央管河川區域、排水設

施範圍及一般性海堤區之使用許可。 

5.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透過 New eID 預查馬上辦更換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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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或申請人誤繕或漏繕作業。 

   (六)航空、船舶業者、郵局、監理所: 

1.航空及船舶業者透過 New eID 得知是否為縣民符合

搭機及搭船之優惠條件。 

2.郵局透過 New eID 確認客戶身分辦理開戶、壽險、

郵務等業務。 

3.各區監理所透過 New eID 確認當事人身分辦理交通

處罰講習等。 

   (七)農會、勞保:透過New eID確認當事人資料後辦理開戶、

借貸、保險、農保或農職保等業務。 

   (八)圖書館:透過 New eID核對讀者相關戶籍資料;或是否符

合申辦家庭證之縣市民身分。 

   (九)鄉(鎮、市、區)公所:民眾持 New eID 向公所提出育兒

津貼之申請。 

   (十)文化觀光事業:民眾持 New eID 參觀於試行地區內觀光

文化事業之優惠(如新竹市民參觀玻璃工藝博物館或影

像博物館等)。 

六、宣導作業：小規模試行前 1 個月(預計 109 年 12 月)起，配合

內政部函轉所屬協助於網站、視訊牆、跑馬燈或臉書等多元

管道加強宣導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小規模試行作業之相關事宜。 

伍、其他 

一、各級戶政人員辦理小規模試行全面換證工作得力者，得由各

機關自行核予獎勵。 

二、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視執行情形召開檢討會議並滾動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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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小規模試行實施作業方式 

            

一、先期作業： 

  （一）內政部部分： 

1.全面換證作業系統之軟體系統開發、建置、測試、驗收及

硬體交貨、安裝、驗收、環境建置（109 年 6 月 15 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2.訂定「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作業小規模試行計畫」

（109年 5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8日）。 

3.訂定 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索引名冊(以下簡稱換證索

引名冊)、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通知單(以下簡稱換

證通知單)、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以下簡稱

換證申請書）、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各欄位填

寫說明（以下簡稱換證申請書填寫說明）、初補換領國民

身分證申請書（例行）、收件證明（一式二聯）、110 年全

面換發國民身分證委託書(以下簡稱換證委託書)、110 年

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配偶(共同監護人) 單獨申辦同意書

(以下簡稱換證同意書)、領證通知單、領證確認書(含申

請人收執聯及戶政事務所留存聯)、用戶代碼變更及密碼

設定注意事項、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等（格式如附件

1-10 ， 樣 張 刊 登 於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ris.gov.tw)，可自行下載使用或向戶政事

務所索取）（109年 5月 1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4.全面換證作業流程小規模試行種籽人員教育訓練講習（109

年 11 月 2 日至 109 年 12 月 15 日），講習場次及參訓人數

說明如下: 

(1)換發作業流程班 

全國共辦理 20 場，受訓人數以各直轄市、縣(市)所轄

戶政事務所(含其他服務據點)各派 2~5 名戶籍員參訓，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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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民政局戶政業務單位指派 2~3 名同仁參訓；預計受

訓總人數為 1,288人。 

(2)系統操作班 

全國共辦理 20 場，受訓人數以各直轄市、縣(市)所轄

戶政事務所(含其他服務據點)各派 2~5 名戶籍員參訓，

以及民政局戶政業務單位指派 2~3 名同仁參訓；預計受

訓總人數為 1,288人。 

5.全面換發作業小規模試行之宣導事宜（試行前 1 個月，預

計 109年 12月起）。 

6.其他協調、聯繫相關事宜（109年 5月 1日起）。 

  （二）試行縣（市）政府部分： 

1.配合小規模試行統籌規劃所轄各戶政事務所人力運用（109

年 10月 1日起）。 

2.全面換證作業流程小規模試行教育訓練講習（109 年 11 月

2日至 109年 12月 15日）。 

  （三）試行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試行戶所）部分： 

1.配合辦理全面換證相關設備、機具之交貨、安裝、驗收

（109年 6月 15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2.配合換證時程、作業進度，規劃人力運用（109 年 10 月 1

日起）。 

3.全面換證作業流程小規模試行所內教育訓練講習（109 年

12月 2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4.配合辦理小規模試行換發作業流程所內模擬演練（109 年

12月 2日至 109年 12月 31日）。 

二、小規模試行換證作業：  

  （一）內政部部分： 

1.督導全面換證申請、印製、運送、領證之流程及監控作業

進度。 

2.全面換證工作小規模試行疑義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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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協調、聯繫及支援事宜。 

  （二）試行縣（市）政府部分： 

1.督導戶政事務所全面換證申請、領證之流程及監控作業進

度。 

2.督導、協調戶政事務所運送新證事宜。 

3.抽查新證保管情形及瑕疵新證之處理。 

4.督導換證索引名冊、換證申請書及回收作廢舊證之保管事

宜。 

5.督導證卡交貨、點收事宜。 

6.其他與相關機關協調、聯繫及支援事宜。 

  （三）試行戶所部分: 

1.準備事項 

(1)訂定戶政事務所「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作業小規

模試行計畫」。 

(2)依所轄村(里)、鄰人數，排定換證期程、人員及地點。 

(3)列印換證索引名冊、換證通知單、換證申請書、收件證

明、換證委託書、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備妥筆記型電

腦、條碼閱讀機、外接式光碟機、換證提袋、印泥、文

具用品及一定數量之換證委託書，以備需要。 

2.上揭文件按村（里）及鄰別先後順序列印，系統自動檢覈。

但矯正機關收容人不予列入。 

3.通知換證 

(1)試行戶所應因地制宜自行排定換證期程及地點，按戶列

印換證通知單，最遲應於排定換證日期前 15 日張貼換

證公告於村（里）辦公處公告欄公告之，並得協請鄉

(鎮、市、區)公所協助按戶分送換證通知單、換證申

請書、收件證明、換證委託書、相片規格等資料，其

中換證申請書之張數依戶內換證人口數發給，其餘文

件均為 1戶 1張。 

(2)申請人如有意願換領新證，請申請人依試行戶所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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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選擇上網申請、至試行戶所排定地點或臨櫃送件。

有特殊情形如身心障礙、65 歲以上行動不便、重大傷

病住院或在家療養不便外出、其他行動不便，且無合

適人選得委託代為送件者，經受理申請之試行戶所認

有必要時，得派員至申請人指定地點到府受理新證之

申請，並由各縣市政府視其人力調配及資源情況決定

提供服務之時機。 

(3)對逕遷戶政事務所者，試行戶所仍需排程換證，但得毋

庸進行換證通知，當事人可自內政部網站查詢換證時

程後，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領取換證通知單、換證申

請書等文件，並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臨櫃申請換證。 

(4)於換證通知單注意事項欄說明相關事項： 

A.本次全面換證是小規模試行，由申請人依意願請領新

證。 

B.設籍在新竹市居民持舊證自願換領新證及初領新證者，

免收規費；舊證遺失自願補領新證者，應繳交補領規

費新臺幣（以下同）200 元。設籍在新竹市居民已換

領新證者，嗣後在任一試行戶所因更換相片、證卡毀

損、換領國民身分證附加自然人憑證功能等情事申請

換證，應繳交規費 300 元；新證遺失補領新證者，可

向全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應繳交規費 900 元。於

領證前，如需申請臨時證明書者，得向受理地戶政事

務所申請核發臨時證明書。臨時證明書遺失，得向全

國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 

4.換證注意事項： 

(1) 外文姓名 

申請人可於換證申請書勾選是否登載外文姓名，如當

事人申請登載外文姓名，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A.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相同者，

應依其護照之外文姓名申請加註國民身分證外文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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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B. 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

未曾持有中華民國護照者，應依下列已有英文字母

拼寫之外文姓名文件，申請加註國民身分證外文姓

名: 

(a)我國政府核發之外文身分證明或正式文件。 

(b)外國政府核發之外文身分證明或正式文件。 

(c)國內外醫院所核發之出生證明。 

(d)經教育主管機關正式立案之公、私立學校製發 

之證明文件。 

C.無前述護照或習用外文姓名者，應以中文姓名之國

家語言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申請加註國民身

分證外文姓名。但臺灣原住民族及其他少數民族、

歸化我國國籍者，得以其並列登記之羅馬拼音作為

國民身分證外文姓名。 

D.自行填報外文姓名應以英文大寫字母記載，非屬英

文字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母。外文姓名排列方式，

姓在前、名在後，姓之後加逗號(以利區分姓氏及

名字)，另外文名字音節中間之短橫，係為便於名

字斷音，易於辨識之用，倘外文名字之間不加短橫，

得尊重申請人意願。 

(2) 自然人憑證： 

申請新證時，可於換證申請書勾選是否附加自然人憑

證，說明如下： 

A. 勾選「附加自然人憑證（無須再付費）」者，新證

能使用自然人憑證，無須再付自然人憑證費用。 

B. 勾選「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但同時付費申請單

張自然人憑證」者，新證不能使用自然人憑證，但

申請人可於領證時，再付費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 

C. 勾選「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也不申請自然人憑

證」者，申請人亦可待未來需使用自然人憑證時，

再付費換領新證附加自然人憑證或申請單張自然人

憑證。 

(3) 聯絡資訊：電子信箱及行動電話為聯絡重要訊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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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證申請書上至少需擇一填寫。 

(4) 領證通知方式：申請人需於換證申請書就電子信箱、

行動簡訊及郵寄戶籍地址等 3 種領證通知方式擇一勾

選。 

(5) 用戶代碼解鎖方式：申請人需於換證申請書就電子信

箱或行動簡訊等 2 種解鎖聯絡方式至少需擇一填寫，

未來申請人如用戶代碼遭鎖碼，可利用電子信箱或行

動簡訊進行線上修改用戶代碼，如不填寫則需臨櫃辦

理用戶代碼修改。 

(6) 繳交或上傳數位相片： 

A. 當事人應繳交最近 6 個月內所攝彩色，脫帽、未戴

有色眼鏡（含有色隱形眼鏡及瞳孔放大片），眼、

鼻、口、臉、眉、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

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不得做數位影像的

潤飾或補強，足資辨識人貌，直 4.5 公分，橫 3.5

公分，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 3.2 公分

及超過 3.6 公分，白色背景之正面半身數位相片，

不得使用合成相片（附件 11）。 

B. 申請人於提出申請換證前，可自行先上傳數位相片

至內政部指定網站，或至照相館拍照時請照相業者

協助上傳數位相片至內政部指定網站。上傳完竣後，

請將系統產生之數位相片上傳序號填寫或列印該序

號頁面附於換證申請書，申請人亦得於網路輸入其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資料查詢其上傳紀錄與序號。 

C. 申請人採「排定地點申請」、「臨櫃申請」及「到府

服務(由各縣市視其人力調配及資源情況決定提供

之時機)」等方式申請換證，如未能於申請前上傳

數位相片者，亦可現場繳交數位相片影像檔，由戶

政人員將數位相片電子檔另儲存於筆記型電腦後，

於換證申請書上註記「繳交數位相片」。戶政人員

嗣後再將相片電子檔批次上傳。惟如民眾已持紙本

相片辦理者，戶政事務所仍得受理。  

D. 當事人有顏面傷殘、患重病、植物人，經戶政事務

所許可者，新證得免列印相片，但仍須繳交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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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申請換發新證，由戶政事務所照相者，繳交拍照服

務費 100 元，但經戶政事務所查證當事人具免費及

優惠拍照資格者，應不予收費。 

(7) 舊證遺失之補證方式：已收到換證通知單者，可網路

申請補領新證，但申請前舊證應先辦理掛失作業，另

至試行戶所領證時，須攜帶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

正本並繳交補證規費。異地申辦者亦受受理戶所當日

得網路申請異地辦理最高人次限制；尚未收到換證通

知單者，或有急需身分證明文件者，須親至試行戶所

臨櫃申請補證，並依需求申請臨時證明書。另當事人

臨櫃向試行戶所辦理補領新證時，不可委託申請。 

(8) 年滿 65 歲申請新證者，新證無應換領日期。年滿 14

歲申請新證者，應換領日期為 10 年；未滿 14 歲申請

新證者，應換領日期為 5 年。試行戶所通知申請換證

時，如申請人即將年滿 65歲（或 14歲），申請人可於

年滿 65 歲（或 14 歲）再申請新證，俾領取應換領日

期較長之新證。 

(9) 年滿 65歲申請新證並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者，自然人

憑證效期為 5 年，可繼續辦理展期 5 年，共計使用期

限最長 10 年。為確保憑證使用之安全，10 年到期後

憑證將自動失效，如仍有使用憑證之需求，請更換新

證或另行申請憑證。 

5.受理申請 

(1)各種申請方式說明如表 1所示： 

 

受理

方式 
網路申請 排定地點申請 臨櫃申請 到府服務 

申請

資格 

1.本人。 

2.未滿 14 歲者，

法定代理人為申

請人。 

 

1.本人。 

2.未滿 14 歲者， 

法定代理人為申

請人。 

※可委託送件。 

1.本人。 

2.未 滿 14 歲

者，法定代理

人為申請人。 

※可委託送件。 

 

有下列特殊情形且無合

適人選得委託送件，經

受理申請之試行戶所認

有必要者： 

1.身心障礙。 

2.65 歲以上行動不便。 

3.重大傷病住院或在家

療養不便外出。 

4.其他行動不便。 

表 1：新證換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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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方式 
網路申請 排定地點申請 臨櫃申請 到府服務 

申請

地點 

內 政 部 指 定 網

站。 

試行戶所排定之

地點集體收件：

如學校、村(里)鄰

辦公處、活動中

心等場所。 

試行戶所臨櫃

申請。 

試行戶所派員至申請人

指定地點受理申請。 

申請

時間 

依換證通知單所

載時間申請。 

依換證通知單所

載時間申請。 

依換證通知單

所 載 時 間 申

請。 

依換證通知單所載時間

申請。 

應 備

文 件

及 申

請 流

程 

1. 掃描換證通知單

QR code或輸入網

址，並擇一方式

登錄網站開始申

請： 

(1)使用自然人憑

證申請：輸入

自然人憑證密

碼、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

換證通知單上

個人申請編號

及 圖 形 驗 證

碼。 

(2)使用健保卡申

請：輸入健保

卡卡號、換證

通知單上個人

申請編號及圖

形驗證碼。 

(3)使用國民身分

證申請：輸入

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發證

日期、發證地

點（縣市）、身

分證領補換類

別、換證通知

單上個人申請

編號及圖形驗

證碼。 

※採前揭(2)、(3)

網路登錄方式，

1.本人申請： 

(1)全面換證通知

單。 

(2)舊證（初領者

檢附當事人戶

口名簿或身分

證明文件）。 

(3)已填妥資料之

換證申請書。 

(4)數位相片上傳

序號或數位相

片。 

(5)收件證明。 

(6) 印 章 ( 可 簽

名)。 

※持有中華民國護

照之中文姓名與

戶籍資料不同，

或未曾持有中華

民國護照，欲以

習用外文姓名登

載者，須另提供

已有英文字母拼

寫之外文姓名之

足資證明文件，

據以填報外文姓

名(詳見註 5)。 

2.法定代理人申請

時，須另檢附其

國民身分證或其

他身分證明文

件、印章(可簽

名)。如法定代

同排定地點送

件 之 應 備 文

件。 

同排定地點送件之應備

文件。 

表 1：新證換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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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方式 
網路申請 排定地點申請 臨櫃申請 到府服務 

系統會產製驗證

碼，以「行動簡

訊」或「電子信

箱」發送驗證碼

後，請將驗證碼

輸入網頁。 

2.網路登錄資料： 

(1) 上 傳 數 位 相

片。 

(2)外文姓名:可選

擇是否列印外

文姓名。持有

中華民國護照

之中文姓名與

戶 籍 資 料 不

同，或未曾持

有中華民國護

照，欲以習用

外文姓名登載

者，須另上傳

已有英文字母

拼寫之外文姓

名之足資證明

文件，據以填

報外文姓名(詳

見註 5)。 

(3)自然人憑證:可

選擇是否附加

自然人憑證。 

(4)聯絡資訊。 

(5)用戶代碼解鎖

方式。 

(6) 領 證 通 知 方

式。 

3.申請項目勾選補

證者，至試行戶

所領證時，須攜

帶戶口名簿或身

分證明文件正本

並繳交補領規費

新臺幣 200 元。 

4.選擇領證之試行

理人之一方，無

法申請時，應出

具換證同意書或

換證委託書，由

另一方代為申

請。 

3.委託送件時須另

檢附受託人國

民身分證或其

他身分證明文

件、換證委託

書、印章（可

簽名）。 

表 1：新證換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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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

方式 
網路申請 排定地點申請 臨櫃申請 到府服務 

戶所。 

5.資料送出後，畫

面 顯 示 申 辦 成

功。 

註 1:逕遷戶政事務所人口，僅可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換證。 

註 2:網路申請可異地（非戶籍地）領證，系統會顯示當日可受理異地案件名額，如當日名

額已滿，請民眾選擇其他日期之名額或選擇其他試行戶所領證。 

註 3:領證時，須本人領取，不可委託。未滿 14歲者由法定代理人(一方無法同時到時，須

檢具他方領證同意書或領證委託書)或由法定代理人委託當事人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

代為領證，當事人仍須到場核對人貌。 

註 4:到府服務由各縣市視其人力調配及資源情況決定提供服務之時機。 

註 5:提供已有英文姓名拼寫之外文姓名證明文件，如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國駐外館處

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由外國政府授權之代表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

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2)申請人收到換證通知單，自願申請新證者，自排定之日

期起於小規模試行期間，皆可送件申請核發新證。惟

採排定地點申請送件者，須依排定日期辦理。 

(3)如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可於換證申請書上勾選「不

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也不申請自然人憑證」欄位，

新證不能使用自然人憑證，未來如須使用自然人憑證，

須付費換領新證附加自然人憑證或另付費申請單張自

然人憑證。 

(4)排定地點或臨櫃申請時，試行戶所須點收換證申請書、

數位相片上傳序號、收件證明、換證委託書（委託送

件），並核對相關內容有無填寫完整，經初步核對無誤，

戶政人員於「收件證明」上下聯分別蓋章（含戶政事

務所名稱及承辦人職名章），並將下聯交申請人留存；

網路申請完成時，系統自行產出「收件證明」供申請

人留存，並將案件派送至領證戶政事務所審核。 

(5)當事人因初領、舊證遺失或辦理戶籍登記同時須換發國

民身分證者，得不依換證通知單所載排定時間辦理，

由試行戶所依當事人意願辦理初、補、換發新證（申

表 1：新證換發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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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表格如附件 3-2）。如當事人之全面換證小規模試

行申請案已於全面換證製程期間，戶政人員須中斷當

事人全面換證製程，改採例行案件作業方式辦理。 

(6)委託送件注意事項： 

A. 當事人無法親自申請換發新證，可委託他人代為送

件，受託人除應攜帶當事人應備文件外，須檢附受

託人之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可

簽名)、換證委託書。 

B. 當事人之舊證毀損或相片模糊，無法核對人貌者，

應親自辦理，不得委託申請，並須攜帶戶口名簿或

身分證明文件。 

C. 當事人舊證遺失，不可委託申請。 

(7)換證委託書及換證同意書等表單遺失或不敷使用時，可

自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ris.gov.tw）下載空白表單，或至戶

政事務所索取。 

6.審核建檔作業 

(1)試行戶所對於申請換證案件，均應逐案登錄系統，予以

審核建檔。 

(2)審核建檔作業說明如下： 

A.申請人上傳之數位相片由系統自動帶入。 

B.試行戶所應切實核對查明本人戶籍資料，歷次相片

影像資料及人貌，查閱特殊註記、國民身分證領補

換紀錄等資料，以防範不法冒領。如認申請人繳交

之數位相片及身分證明文件與檔存國民身分證請領

資料有差異者，應通知申請人補正或陳述意見。申

請人未補正或陳述意見者，應不予核發新證。審查

結果，足認申請人有犯罪嫌疑者，應向檢察機關或

司法警察機關為告發。 

C.申請人申請登載外文姓名時，須登錄當事人外文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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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相同者，外文

姓名由系統自動帶入。 

(B)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領

有護照者，系統先自動帶入原提供申請人之 4 種

外文姓名之結果，戶政人員依換證申請書上申請

人自行選填之外文姓名建檔。 

D.登錄聯絡資訊、領證通知方式及用戶代碼解鎖方式：

於網路提出申請者，由系統自動帶入申請人登錄之

聯絡資訊建檔，餘其他管道提出申請者，由試行戶

所依換證申請書填寫之內容建檔。 

E.核對當事人父、母欄位名稱及姓名內容： 

(A)系統自動帶入當事人戶籍登記資料之父、母姓名。 

(B)收養關係存續中者，記載方式如下： 

a.養父母共同收養者，記載「父：養父姓名」、

「母：養母姓名」。 

b.由養父單獨收養者，記載「父：養父姓名」、

「母：＝」或經當事人同意記載「父：養父姓

名」、「生母：生母姓名」。 

c.由養母單獨收養者，記載「父：＝」、「母：養

母姓名」或經當事人同意記載「生父：生父姓

名」、「母：養母姓名」。 

d.生父與養母有婚姻關係者，記載「父：生父姓

名」、「母：養母姓名」；養父與生母有婚姻關

係者，記載「父：養父姓名」、「母：生母姓

名」。 

e.生父與養母間或生母與養父間有婚姻關係，並

於收養關係成立後離婚者，父母姓名之記載方

式同前 d點次。 

f.父、母不詳或父母均不詳者，記載「父：－」

或「母：－」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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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同性結婚繼親收養，記載「父：生父姓名」、

「養父：養父姓名」或「母：生母姓名」、「養

母：養母姓名」。 

F.配偶姓名 

(A)系統自動帶入當事人戶籍登記資料之配偶姓名。 

(B)當事人婚姻狀況為「喪偶」者，如舊證已申請回

復已歿配偶姓名，系統自動帶入。 

G.審核建檔作業，系統檢核有下列情事者，應中斷全

面換證製程並於換證申請書註明事由： 

(A)當事人因有出境戶籍遷出、死亡、受死亡宣告、

廢止、撤銷戶籍登記等情事者。 

(B)當事人因舊證遺失或辦理戶籍登記同時須換發國

民身分證已轉成例行製證者，由系統檢核不得重

複請領。 

H.試行戶所審核建檔時，如發現當事人中文姓名有缺

字情形者，請儘速依照「戶籍資料缺字申請造字作

業流程」辦理，俟系統造字完成後，再予以建檔。 

I.試行戶所審核結果區分下列情形予以註記或建檔： 

(A)「不受理」：註記不受理原因，結案歸檔。 

(B)「待補正」：註記待補正原因，通知當事人補正

資料。 

(C)「轉例行」：註記轉例行換補原因，結案歸檔。 

(D)「受理」：建檔並傳送資料予內政部。 

J.受監護宣告者，不得申請自然人憑證，申請人於提

出申請換證後，受監護宣告者，系統將自動回應不

受理自然人憑證。 

7.內政部每日收妥試行戶所傳送建檔之換證申請資料後，依

集中製證產能控管，批次傳送定量換證申請案，並依當事

人最新戶籍資料傳送製卡中心製卡並列印領證確認書。 

8.新證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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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印製廠製卡完成後，由中華郵政直接運送至戶政事

務所(中心所)，中心所通知區所(辦事處、辦公處、辦

公室)至中心所領證，會同點收箱數，並由中心所於中

華郵政人員之投遞簽收清單上蓋該所收文章戳及收件人

員職名章。 

(2)戶政人員開箱逐張清點數量後，至戶役政資訊系統

RL0YA30 執行點收資料展開作業，感應 New eID 信封上

之申請編號驗證查詢，完成點收作業。 

9.品管檢驗新證作業： 

(1)戶政人員開啟信封將新證連同卡衣（不分離）取出，使

用條碼機讀取信封中卡衣之申請編號，再將新證連同

卡衣放置非接觸式讀卡機上，系統自動檢查卡片資料，

據以檢驗晶片可讀取，如當事人於領證前戶籍遷出國

外、死亡(含死亡宣告)、廢止或撤銷戶籍登記，以及

國民身分證已轉成例行製證者，應予打洞截角作廢(如

附件 12)，並於系統登錄。 

(2)試行戶所發現新證版面或晶片有下列情事者，應予打洞

截角作廢，於系統登錄作廢情形，並申請重製新證，

重製完成前，毋須通知申請人領證： 

A.卡面印製資料、影像模糊或錯誤。 

B.卡體彎折、刮壓裂痕或凹凸變形。 

C.晶片脫落、磨損或無法讀取。 

D.卡面記載事項於領證前已變更。 

(3)戶政人員檢查無誤後，於系統執行領證通知作業，登錄

領證日期區間、試行戶所排定領證地點，並依申請人指

定領證通知方式（電子信箱、行動簡訊或郵寄戶籍地址）

通知當事人於排定時間領取新證；對於業以電子信箱、

行動簡訊通知當事人，逾排定時間仍未領取者，試行戶

所得再列印領證通知單寄送申請人。 

10.驗證作業及核發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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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戶政人員核對申請案、戶籍資料、執行驗證作業，再次

確認晶片內容是否為最新，列印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

單。如申請人舊證遺失時，戶政人員應先核對其他身分

證明文件，確認人別後，辦理舊證掛失作業，於換證申

請書加註「舊證遺失」，並請申請人繳交規費，續辦理

核發新證作業。但舊證遺失，不得下里，領證須回領證

戶政事務所辦理領證事宜。 

(2)戶政人員核對本人人貌及歷次相片影像資料、確認本人

親領，為避免冒領情事，經申請人（法定代理人）同意

由試行戶所拍攝當事人容貌進行比對，以加強人貌核對，

如申請人不同意，經核對人貌無疑義後，仍予發證。另

核對本人容貌產生疑義時，應查證其他附有相片之證件

或相關人證等方式，以確定身分。 

(3)將裝有新證信封交給申請人現場打開，請申請人檢查新

證外觀，如發現新證卡面、晶片有瑕疵或卡面記載事項

於領證前已變更，應立即打洞截角回收新證，並上系統

申請作廢及重製新證，確認新證已作廢後將舊證返還申

請人，請其等候新證製成，領卡時間再行通知。如僅係

新證之晶片戶籍資料有異動，則更新晶片之戶籍資料，

並重印領證確認書；如當事人於製證完成後受監護宣告

者，應辦理廢止憑證。 

(4)將卡衣（領證確認書，如附件 14）、國民身分證晶片資

料清單、用戶代碼變更及密碼設定注意事項提供予當事

人(或法定代理人)，請其確認內容及戶政事務所留存聯

上應確認事項後，於留存聯上簽名或蓋章繳回由試行戶

所留存，與申請書併同歸檔。收執聯及新證由當事人

(或法定代理人)攜回，舊證由戶政人員截角後收回。 

(5)提醒民眾，部分公私立機關（構）若尚未完成系統修正

致無法讀取晶片資料時，或當事人(或法定代理人)不願

需用機關（構）使用晶片讀取其個人資料，可由任一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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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事務所協助或自行上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New eID專區列印國民身

分證晶片資料清單，該清單搭配新證，可作為身分證明

文件。 

(6)民眾如須諮詢新證相關事項或須協助，如辦理用戶代碼

變更、加密區密碼設定或變更、自然人憑證「密碼設定

或變更」及「自然人憑證之停用或廢止」等，可至試行

戶所規劃之專屬櫃檯辦理。專屬櫃檯可提供提醒單(附

件 13)供民眾記載變更後之用戶代碼或設定後之加密區

及自然人憑證密碼。 

(7)提醒民眾，詳閱「用戶代碼變更及密碼設定注意事項」： 

A.請先至內政部指定網站更改預設之用戶代碼，重新

設定為英數字 6-10 碼，用戶代碼須修改後才能用以

設定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密碼。用戶代碼及密碼請

勿使用連續、相同、生日或電話等易使人知悉之號

碼，並且不要將密碼提供給他人知道。 

B.使用修改後之用戶代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1，自

訂密碼 6位數字）。  

C.如新證有附加自然人憑證，請用修改後之用戶代碼

設定自然人憑證密碼（PIN2，自訂密碼 8-12位數字）。 

D.未設定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密碼，將無法讀取或使

用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區。 

(8)提醒民眾，掃描卡衣上之 QRcode，詳閱「國民身分證

使用注意事項(附件 15)」，另新證有附加自然人憑證者，

應詳閱「自然人憑證使用注意事項」(附件 16)。 

(9)有緊急事故，導致為植物人、重病昏迷或心神喪失，確

有就醫急迫情事，經試行戶所查明個案確有使用國民

身分證以就醫之需求，且無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可代替，

於核對人貌無誤後，得專案受理當事人家屬或實際照

顧者代為領證，並由戶政事務所逕為廢止其國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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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之自然人憑證功能，交由當事人家屬或實際照顧者

書面切結保管。申請人於恢復意識後，如有使用憑證

之需求，請其自行更換新證或另行申請憑證。 

(10)試行戶所於系統完成發證登錄，俾更新領補換紀錄、

戶籍資料之製證日期及相片影像結案註記。 

(11)領取新證作業流程如表 2所示： 

表 2：新證領取作業 

領證 

時間 
申請人接獲試行戶所通知領證，依所排定領證日期至試行戶所或排定地點

領取新證。 

領證之

戶政事

務所 

1. 網路申請者，向申請時指定領證之試行戶所領取。 

2. 其他受理方式，向受理申請換證之試行戶所領取。 

領證人 1. 本人領取(14歲以上)，不可委託。 

2. 未滿 14 歲者，由法定代理人或由法定代理人委託當事人直系血親尊親

屬陪同代為領證，本人須到場核對人貌。  

應備 

文件 

1. 舊證(初領者檢附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 

2. 印章(可簽名)。 

3. 領證時，舊證遺失，應檢附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及規費。 

4. 法定代理人代為領證時，須另檢附其國民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可簽名)。 

5. 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無法同時到時，須檢具他方領證同意書或領證委託

書。 

6. 法定代理人委託當事人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代為領證時，須另檢附領證

委託書，受託人須檢附其國民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可簽名) 。 

11.銷毀作業： 

(1)New eID瑕疵卡片由製卡中心定期派員取回，製卡中心

應檢討瑕疵原因據以改進，後續並由製卡中心進行銷

毀作業，銷毀情形並報內政部備查。 

(2)其他作廢之 New eID，由試行戶所打洞截角後，送上級

直轄市、縣(市)政府集中銷毀，並將銷毀情形報內政

部備查。 

(3)94 年版舊證，維持現行銷毀模式定期送所屬縣(市)政

府銷毀。 

(4)回收之臨時證明書由戶政事務所每日進行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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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統計作業 

(1)每日下班前應執行列印「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統

計表」(如附件 18)，並通報至縣(市)政府及內政部。 

(2)辦理全面換證件數，不列入戶籍登記案件月統計表。 

13.換證索引名冊及換證申請書及附件保存 10 年，依機關檔

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辦理。 

14.至當事人於領取新證後，發現新證瑕疵或晶片讀取有問題，

應親自前往任一試行戶所辦理例行換證作業，並依民眾需

求開立臨時證明書(附件 17)。試行戶所再將該瑕疵證卡以

密件方式函送中央印製廠鑑定，為避免影響鑑定結果，該

瑕疵證卡不予打洞及截角。該鑑定結果中央印製廠以書面

函復試行戶所，倘該瑕疵係可歸責於中央印製廠者，應由

中央印製廠免費製證；倘非可歸責於中央印製廠時，則民

眾至試行戶所領證時須繳交換證規費。申請人領證時，應

將臨時身分證明書繳回，若臨時證明書遺失，則於領證時

由戶政人員核對其他身分證明文件，確認人別後，續辦理

核發新證作業。 

15.試行期間，已領取新證之民眾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補發新證，

或至非試行戶政事務所辦理戶籍登記而須換(補)領新證者，

受理地戶政事務所相關作業方式比照試行戶所臨櫃受理方

式辦理。 

三、後續作業： 

（一）內政部部分：公告舊證停止使用。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部分： 

督導回收之舊證、新證、臨時證明書之銷毀。 

（三）戶政事務所部分： 

辦理回收之舊證、新證、臨時證明書之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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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10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索引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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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0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通知單(此為示意圖，呈現畫面為單頁) 

 

 

 

 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通知單   

戶籍地址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戶長及戶

內換證人

口姓名 

ＸＸＸ（申請編號  XXXX-XXXX-XXXX-XXXX ） 

ＸＸＸ（申請編號  XXXX-XXXX-XXXX-XXXX ） 

ＸＸＸ（申請編號  XXXX-XXXX-XXXX-XXXX ） 

ＸＸＸ（申請編號  XXXX-XXXX-XXXX-XXXX ） 

 
(申請網頁 QR 

CODE) 

申請方式

及受理時

間地點 

開始受理日期：XXX 年 XX 月 XX 日 

排定收件時間：XXX 年 XX 月 XX 日 

排定收件地點：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注   意   事   項  

一、 本次全面換證是小規模試行，由申請人自願申請新證。(部分場域之晶片讀取系

統及設備如尚未整備完成時，如需晶片內之戶籍地址、父母或配偶姓名、出

生地、役別等資料，可搭配晶片資料清單使用，未攜帶者可使用該試行區域

提供公用電腦上網列印晶片資料清單，另亦可至國家發展委員會「數位服務

個人化(MyData)平臺」取得相關戶籍資料據以申辦業務。例如銀行開戶、

申請信用卡、投保理賠等金融業務；申請汽機車駕照考驗、申辦汽機車新領

牌照或過戶等監理業務；購買當地居民優惠機票、船票或園區、場區入場票

券等。） 

二、 申請人：滿 14 歲以上，本人為申請人，可以委託送件。未滿 14 歲，以法定代理

人為申請人，可以委託送件。 

三、 受理方式：   

(一) 「網路申請」程序：  

1. 掃瞄 QR code 或輸入網址（https://xxxxxxx）開始申請。  

2. 上傳數位相片。（請參考附件 1 相片規格）。  

3. 登錄資料。   

4. 選擇領證之戶政事務所(如當日名額已滿，請選擇其他日期名額或其他

戶政事務所領證)。  

5. 選擇網路申請者，免填寫後附之「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

書」，請自行妥為保管或銷毀該申請書。  

(二) 戶政事務所「排定地點申請」、「臨櫃申請」（排定地點申請，不開放異地

申請）應備文件： 

1. 全面換證通知單。 

2. 原國民身分證（初領、補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正本）。 

3. 已填妥資料之「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請參考附件 2 全面換發

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各欄位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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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數位相片上傳序號或數位相片電子檔（請參考附件 1 相片規格）。 

5. 收件證明。 

6. 印章(可簽名)。  

7. 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領有護照者，應另提供已有

英文字母拼寫之外文姓名文件，據以填報外文姓名，無前開證明文件

者，應以中文姓名之國家語言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但臺灣原住民

及其他少數民族、歸化我國國籍者，得以其並列登記之羅馬拼音作為國

民身分證外文姓名。  

8. 法定代理人申請時，須另檢附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

(可簽名)。如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無法申請時，可出具換證同意書或換

證委託書，由另一方代為申請。 

9. 委託送件時須另檢附受託人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換證委託

書、印章（可簽名）。補領國民身分證者，不可委託申請。  

(三) 到府服務：有特殊情形且無合適人選得委託代為送件，經受理申請之戶政

事務所認有必要時，得派員至指定地點到府受理新證之申請 (由各縣市視其

人力調配及資源情況決定提供服務之時機)。  

四、 新證應換領日期及申請注意事項說明：  

(一) 年滿 65 歲申請新證者，新證無應換領日期；年滿 14 歲申請新證者，應換

領日期為 10 年；未滿 14 歲申請新證者，應換領日期為 5 年。  

(二) 戶政事務所通知申請換證時，如申請人即將年滿 65 歲(或 14 歲)，申請人

可於年滿 65 歲(或 14 歲)再申請新證，俾領取應換領日期較長之新證。  

五、 新證附加自然人憑證說明： 

(一) 申請新證時，可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選擇附加自然人憑證者，無須再付

自然人憑證費用；不附加自然人憑證者，新證不能使用自然人憑證資料，

申請人可同時付費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或未來需使用自然人憑證時，再

付費換領新證附加自然人憑證或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  

(二) 自然人憑證效期為 5 年，可繼續辦理展期 5 年  

(三) 年滿 65 歲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者，配合自然人憑證期限最長 10 年，10 年

到期後憑證將自動失效，如仍有使用憑證之需求，請更換新證或另行申請

單張自然人憑證。 

六、 規費說明：初領國民身分證及持舊證換新證者，免收規費。但舊證遺失申請

新證者，應於領證時繳交規費新臺幣 200 元。  

七、 領證注意事項： 

(一) 戶政事務所會以電子郵件、簡訊或郵寄領證通知單方式，通知領證。  

(二) 當事人應親自領取，不可委託。  

(三) 網路申請者，請向申請時指定領證之戶政事務所領證；其他申請方式，請

向受理申請換證之戶政事務所領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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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領證時，應持原國民身分證(初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補

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及規費 )、印章(可簽名)。  

八、 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委託書、收件證明等表單遺失或不敷使用時，可

自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下載空白表單，或至戶

政事務所索取。 

九、 請耐心等候戶政事務所通知領證，新證之製證進度可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

訊網(https://www.ris.gov.tw)或撥打客服電話 :0800-080-277 查詢。 

十、 本通知單有其他疑問，請與戶籍地戶政事務所聯絡，電話：（○○）○○○

○○○。 

 

○○縣（市）○○戶政事務所(XXXXX 辦公處〔室、區所〕) 敬啟  

 

https://www.r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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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條碼] 
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條碼]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編號：xxxx-xxxx-xxxx-xxxx [申請編號條碼]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參考資料: ○年○月○日初（補/換）領 

姓名: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是否登載外文姓名 (請擇一勾選) ： 

□登載外文姓名 

□護照外文姓名:XXXXXXXXX。 

□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

不同或未曾有護照者，請就以下擇

一勾選或填寫 

□漢語拼音：XXXXXXXXXX 

□通用拼音：XXXXXXXXXX 

□國音第二式拼音：XXXXXXX 

□威妥瑪拼音：XXXXXXXXX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

不同或未曾有護照，且中文姓名音

譯超過39個英文字母者，請自行將

外文姓名縮寫下方欄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登載外文姓名 

戶籍地址: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已上傳數位相片 

序號：_____________ 

□繳交數位相片 

 

註： 

1.如自行或請照

相業者上傳數位

相片，請將上傳

序號填入左側 

2.如現場繳交數

位相片，僅接受

民眾提供光碟片

辦理 

是否附加自然人憑證 (請擇一勾選) ： 

□附加自然人憑證(無須再付費) 

□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但同時付費

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 

□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也不申請自

然人憑證 

□身分證申請免列

印相片原因： 

    □顏面傷殘 

    □重病 

    □植物人 

 

 聯絡資訊：(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至少需擇一

填寫)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市內電話：□□□□□□□□□□ 

附件 3：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此為示意圖，呈現畫面為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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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代碼解鎖方式: (必填，至少擇一勾

選，如不填寫，則臨櫃辦理) 

□電子信箱（同聯絡資訊）               

□行動簡訊（同聯絡資訊） 

□臨櫃辦理 

領證通知方式:（必填，擇一勾選） 

□電子信箱（同聯絡資訊） 

□行動簡訊（同聯絡資訊） 

□郵寄戶籍地址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如選擇網路申辦者，免填寫此申請書，請自行妥為保管或銷毀本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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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姓名：由系統依戶籍資料列印，免填寫。 

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請依戶籍資料填寫。 

三、 是否登載外文姓名(請擇一勾選)： 

(一) 請先勾選「登載外文姓名」或「不登載外文姓名」 

(二) 勾選「登載外文姓名」者，請依下列原則選填： 

1. 當事人領有中華民國護照（以下簡稱本國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相

同者，申請書會顯示護照之外文姓名，請勾選「□護照外文姓

名:XXXXXXXXX」欄位。 

2. 當事人領有本國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曾申請護照者，請

勾選「□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曾有護照者，請就以

下擇一勾選或填寫」欄位，並就申請書所提供之「漢語拼音」、「通用拼

音」、「國音第二式拼音」及「威妥瑪(WG)拼音」4 種外文姓名翻譯結果擇

一勾選，或於「其他」欄位自行填寫外文姓名。 

3. 承上，勾選「其他」欄位自行填寫外文姓名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1) 以英文大寫字母記載，非屬英文字母者，應翻譯為英文字母。外文姓名

排列方式，姓在前、名在後，姓之後加逗號(以利區分姓氏及名字)，另

外文名字音節中間之短橫，係為便於名字斷音，易於辨識之用，倘外文

名字之間不加短橫，得尊重申請人意願 

(2) 當事人姓名以中文並列羅馬拼音者，得以其羅馬拼音英文字母為外文姓

名，自行填入申請書。 

(3)如外文姓名擬以國家語言(即閩南、客家及原住民等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

之自然語言 )讀音逐字音譯為英文字母，請參考教育部網站 

(https://www.edu.tw) 「電子辭典」項下之臺灣閩南語、客家語、原

住民族語等辭典，以輸入中文字方式查詢拼音資料後，自行填入申請書。 

4.當事人領有本國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領有本國護照者，

如已有英文字母拼寫之外文姓名，得檢附足資證明文件（正本驗畢歸還，

交付影本），如我國政府或外國政府核發之外文身分證明或正式文件、國

內外醫院所核發之出生證明、經教育主管機關正式立案之公、私立學校

製發之證明文件，自行填入申請書。 

5.提供已有英文姓名拼寫之外文姓名證明文件，如係在國外作成者，應經我

國駐外館處驗證；其在國內由外國駐我國使領館或由外國政府授權之代

表機構製作者，應經外交部驗證；文件為外文者，應檢附經駐外館處驗

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6.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不同或未曾有護照，且中文姓名音譯超

過 39個英文字母者，自行填入外文姓名縮寫。 

四、是否附加自然人憑證 (請擇一勾選)：選擇附加自然人憑證者，無須再付自然

附件 3-1：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申請書各欄位填寫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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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憑證費用，至不附加自然人憑證者，新證不能使用自然人憑證資料，惟

申請人可同時付費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或未來需使用自然人憑證時，再

付費換領新證附加自然人憑證或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請依實際需求擇一

勾選。 

五、相片：已上傳數位相片者，請勾選「□已上傳數位相片」並填寫序號。持

數位相片至戶所排定地點，請勾選「□繳交數位相片」，有特殊情形經戶政

事務所許可者，得免列印相片，但仍須繳交數位相片，請勾選「□申請免

列印相片」及「免印相片原因」。 

六、領證通知方式:製證完成後，戶政事務所會通知您領證，請就通知方式擇一

勾選。 

七 、 用 戶 代 碼 解 鎖 方 式 ： 至 內 政 部 戶 政 司 全 球 資 訊 網

（https://www.ris.gov.tw）-New eID 專區，依您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所

選擇的用戶代碼解鎖方式(電子信箱或行動簡訊)，於網站依照指示進行線

上修改用戶代碼，您亦可臨櫃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八、聯絡資訊：電子信箱及行動電話為聯絡重要訊息之用，至少需擇一填寫。

室內電話應填寫區域號碼，並於區域號碼後加「-」，如「02-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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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編號條碼] 
初補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例行)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條碼]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編號：xxxx-xxxx-xxxx-xxxx [申請編號條碼]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姓名: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是否登載外文姓名 (請擇一勾選) ： 

□登載外文姓名 

□護照外文姓名:XXXXXXXXX。 

□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

不同或未曾有護照者，請就以下擇

一勾選或填寫 

□漢語拼音：XXXXXXXXXX 

□通用拼音：XXXXXXXXXX 

□國音第二式拼音：XXXXXXX 

□威妥瑪拼音：XXXXXXXXX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已領有護照之中文姓名與戶籍資料

不同或未曾有護照，且中文姓名音

譯超過39個英文字母者，請自行將

外文姓名縮寫下方欄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登載外文姓名 

□回復已歿配偶姓名： 

戶籍地址: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Ｘ 

 

 

┌ 

 

□已上傳數位相片 

序號：_____________ 

□繳交數位相片 

 

 

 (請擇一勾選) ： 

□附加自然人憑證(無須再付費) 

□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但同時付費

申請單張自然人憑證 

□不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也不申請自

然人憑證 

影像來源 

□同意以檔存照片

列印 

□數位相片 

身分證申請免列印

相片原因： 

    □顏面傷殘 

    □重病 

    □植物人 

 聯絡資訊：(行動電話及電子信箱至少需擇一

填寫)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市內電話：□□□□□□□□□□ 

附件 3-2：初補換領國民身分證申請書(例行) (此為示意圖，呈現畫面為單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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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代碼解鎖方式: (必填，至少擇一勾

選，如不填寫，則臨櫃辦理) 

□電子信箱（同聯絡資訊）               

□行動簡訊（同聯絡資訊） 

□臨櫃辦理 

領證通知方式:（必填，擇一勾選） 

□電子信箱（同聯絡資訊） 

□行動簡訊（同聯絡資訊） 

□郵寄戶籍地址 

附繳證件： 規費：新臺幣           元整 

□免收規費原因：(系統自動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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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收件證明 

 

 

收件證明(戶政事務所留存) 

茲收到（請自行填寫及勾選） 

一、以下人員之換證申請書共                               張(請勾選姓名或自行填列) 

□王大明             □______________ 

□王二明             □______________ 

□王三明             □______________ 

□王四明             □______________ 

二、委託書                 張 

三、□數位相片上傳序號頁面         張      □繳交數位相片        份 

四、□提供已有英文字母拼寫之外文姓名證明文件        份 

申請人(受託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由戶政機關處理）────切割線────────切割線────── 

收件證明(申請人留存) 

茲收到（請自行填寫及勾選） 

一、以下人員之換證申請書共                               張(請勾選姓名或自行填列) 

□王大明             □            

□王二明             □             

□王三明             □             

□王四明             □             

二、委託書               張 

三、□數位相片上傳序號頁面         張      □繳交數位相片        份 

四、□提供已有英文字母拼寫之外文姓名證明文件        份 

申請人(受託人)                                             (簽名或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應由本人親自領取，未滿 14 歲者須由法定代理人陪同。為保障您的權

益，本收執聯請妥善保存，以便日後查考。 

※申請進度可向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查詢。 
  

 

 

 

(此欄由戶政機關加蓋收件戳

記) 

 

此欄由戶政機關加蓋收件戳記、日期 

 

 

 

 

 

(此欄位由戶政機關加蓋收件戳記) 

 

 

 

 

 

(此欄位由戶政機關加蓋收件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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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委託書 

因 □ 工 作 忙 碌  □ 行 動 不 便  □ 其 他 （ 請 註 明 原

因：            ），無法親自申請□本人、□未成年

子女              之國民身分證，特委託            代為送件。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受委託人：      （簽名或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新式國民身分證必須親自領取，不可委託。未滿 14 歲者，法定代理人或由法

定代理人委託當事人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代為領證，本人須到場核對人貌。 

二、同一戶內換發新式國民身分證者，得多人共同使用同一張換證委託書。 

三、受託人應攜帶個人國民身分證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可簽名）。 

四、未滿 14 歲已領有國民身分證申請換領新證者，應由法定代理人（父母共同或

監護人）辦理（如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無法申請時，可出具本委託書或同意

書，由另一方代為申請）。 

五、國民身分證毀損或相片糢糊，無法核對人貌者，不得委託送件。 

六、當事人國民身分證如遺失，應先辦理掛失後，親自向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並

繳交規費，不得委託申請。 

七、本委託書已登載於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如不

敷使用，請自行下載或另行影印。 

 

 

 

 

附件 5：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委託書 

https://www.r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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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配偶（共同監護人） 

單獨申辦同意書 

因□工作忙碌 □行動不便 □其他（請註明原因：        ）

無法與配偶（共同監護人）一同申請、領取未成年子（女）國民身

分證，本人同意配偶（共同監護人）          單獨□申請、□領

取                  之國民身分證。 

 

立同意書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市內電話（  ）           行動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 同意書用途係供法定代理人辦理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申請及領取國民

身分證使用，若未成年人之父母一方因故無法共同辦理可由他方填具

同意書，交由另一方辦理。 

二、 領證時當事人應到場核對人貌。 

 

  

附件 6：110 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配偶(共同監護人) 單獨申辦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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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領證通知單—電子信箱範例 

(示意圖謹供參考) 

上午 11：06 (26 分鐘前)      
寄件人：xxxxxxxx@kcg.gov.tw 

收件人：Ris1234@moi.gov.tw 

副本： 

陳筱玲君 

台端之新國民身分證已製證完成，請於○○年○○月○○日至○○年○○月○○日，持原國民

身分證(初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補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

件及規費)、印章(可簽名)，親自前往○○戶政事務所(XXXXX 辦公處〔室、區所〕)領取

(或於○○年○○月○○日至○○○○領證)。有其他疑問，請與戶政事務所(XXXXX 辦公處〔室、

區所〕)聯絡，電話：（○○）○○○○○○。 

 

註：當事人為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領證注意事項 

1. 法定代理人須檢附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可簽名)，陪同代為

領證，本人應到場核對人貌。 

2. 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無法申請時，應出具同意書或委託書，由另一方代為申請。 

3. 法定代理人亦可出具委託書，委託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代為領證。 

 

○○縣（市）○○戶政事務所(XXXXX辦公處〔室、區所〕) 敬啟 

(此為系統發送，請勿回覆) 

 

mailto:xxxxxxxx@kcg.gov.tw
mailto:Ris1234@mo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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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000000 

○○年○○月○○日 上午 11：06 

 

 

 

 

 

 

 

 

 

註：簡訊 1 則 70 個(含)字，超出部份之文字(或數字)，將收第 2 則簡訊費。 

附件 7-1：領證通知單—手機簡訊範例 

短網址連結內容 

領證注意事項 

台端之新國民身分證已製證完成，請您攜帶以下文件，親自前往戶政事務所辦理： 

※當事人滿 14 歲:請持原國民身分證(初領：當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補領:當

事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明文件及規費)，親自前往戶政事務所領證，不可委託領證。 

※當事人為未滿 14 歲之未成年人: 

1. 法定代理人須檢附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印章(可簽名)，陪同代為領

證，本人應到場核對人貌。 

2. 法定代理人之一方，無法申請時，應出具同意書或委託書，由另一方代為申請。 

3. 法定代理人亦可出具委託書，委託當事人之直系血親尊親屬，陪同代為領證。 

※有其他疑問，請與戶政事務所聯絡(下方連結各戶政事務所電話)。 

陳筱玲君 

請您於○○年○○月○○日至○○年○○月○○日，親自前往 ○○戶政事務所(XXXXX

辦公處〔室、區所〕)領取新國民身分證，詳情請洽 xxxxxxxx(短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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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2：領證通知單—紙本寄送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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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領證確認書 

 
 
 

 ，並確認晶片資料正確。 

 卡片序號後六碼 

 ，該照片資料不得做其他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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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代碼變更及密碼設定注意事項】 

1. 請先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

New eID 專區更改預設之用戶代碼，重新設定為英數字6-10碼，

用戶代碼須修改後才能用以設定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密碼。 

2. 請用修改後之用戶代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 1，自訂密碼6位

數字)，如未修改，將無法啟動讀取加密區資料功能。 

3. 如您的國民身分證有附加自然人憑證，請用修改後之用戶代碼

設定自然人憑證密碼(PIN 2，自訂密碼8-12位數字)，如未設定，

將無法啟動自然人憑證之簽章功能。 

4. 您如未設定加密區及自然人憑證密碼，將無法讀取/使用加密

區及自然人憑證區，為保障您的使用權益，建議您於領證後儘

速完成相關密碼設定。 

5. 用戶代碼及密碼請勿使用卡面上出生日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等或是易被猜測到的資訊(如連續數字)，建議設定為值得牢

記的數字，並且不要將密碼提供給他人知道。 

6. 用戶代碼遭鎖碼處理方式： 

(1)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New 

eID 專區，依您申請國民身分證時，所選擇的用戶代碼解鎖方

式（電子信箱或行動簡訊），於網站依照指示進行線上修改用

戶代碼。 

(2) 您亦可臨櫃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 

 

【更新晶片資料注意事項】 

未來戶籍資料異動致國民身分證晶片記載事項變更，應向戶

政事務所申請更新晶片資料。戶政事務所受理更新晶片資料

時，本人無須輸入密碼。 

 
 

 

 

 

附件 9：用戶代碼變更及密碼設定注意事項 

https://www.ris.gov.tw）-New
https://www.ris.gov.tw）-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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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此為示意圖，所呈現之欄位可由民眾依需求選擇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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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國民身分證相片規格 

        當事人應繳交彩色，脫帽、未戴有色眼鏡，眼、鼻、口、臉、眉、

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等清晰、不遮蓋，相片不修改，不得做

數位影像的潤飾或補強，足資辨識人貌，直四點五公分，橫三點五公分，

人像自頭頂至下顎之長度不得小於三點二公分及超過三點六公分，白色

背景之正面半身相片，不得使用合成相片。規格如下：(相片樣張登載於

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s://www.ris.gov.tw) 

一、相片拍攝期限： 

   （一）初領：最近六個月內。 

   （二）補領、換領：最近二年內。但原國民身分證為本辦法中華民國

○○○年○○月○○日修正發布之條文施行前發給者，其相片應為

最近六個月內。 

二、相片直四點五公分、橫三點五公分（不含邊框），以頭部及肩膀頂端

近拍，使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 

三、對焦須清晰、鮮明，高品質且無墨跡或摺痕。 

四、眼睛應正視相機鏡頭拍攝，自然顯現出皮膚之色調，並應有合適之

亮度及對比。 

五、相片應為中性之色彩。 

六、眼睛必須張開且清晰可見，不得被頭髮遮蓋，呈現清楚臉型輪廓，

不得側向一邊（似肖像畫形式）或傾斜，且臉型兩側、兩耳輪廓及

特殊痣、胎記、疤痕需清楚呈現，相片不得修改。小耳症患者其頭

髮可遮蓋耳朵輪廓。但臉型兩側仍須顯明，不遮蓋。 

七、相片以白色背景拍攝。 

八、光源須均勻，不得有影子或閃光反射在臉部，且不得有紅眼。 

九、配戴眼鏡： 

   （一）眼睛須清楚呈現，不得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且不得佩戴有色

眼鏡（含有色隱形眼鏡及瞳孔放大片）。但視障者得佩戴有色眼

鏡。 

   （二）確認鏡架未遮住眼睛任何一部分，應避免配戴粗框的鏡架，改

配戴較輕巧之眼鏡。 

https://www.ri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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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宗教因素須戴頭巾者，相片人貌之五官從下巴底部至額頭頂端及

臉部兩側輪廓，必須清楚呈現。 

十一、相片必須單獨顯現當事人之影像，不得有椅背、玩具或其他人之

影像，臉部應無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 

十二、數位相片規格限定 JPG 格式，檔案大小不得大於五 MB，解析度

為六百 DPI 以上，高度至少需達一千零六十二像素，寬度至少需

達八百二十六像素。 

 

 

附件：相片大小尺寸           附註： 
一、為避免影響相片效果及新證美觀，建議

民眾宜穿著深色系衣服照相，避免穿著
淺色系衣服。 

二、未限制不得綁頭髮或染髮。若因疾病而
化學治療者，或因個人體質而頭髮稀少
者，未限制不得戴假髮。 

三、留長髮者，其瀏海以不得遮蓋眉毛及臉
部五官為原則；鬢角亦為頭髮之一部分，
如過長已明顯遮蓋耳朵，則宜適度修剪，
不得遮蓋耳朵；另外，未限制不得蓄鬍
鬚。 

四、未限制不得戴耳環、鼻環等，但不得遮
蓋眼、鼻、口、臉、眉、兩耳等臉部五
官或輪廓。 

五、「無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指表情自然
不誇張，未限制不得微笑。 

   

 

  

三點五公分 

四點五公分 

不
得
小
於
三
點
二
公
分 

不
得
大
於
三
點
六
公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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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打洞機於晶片中心點，打一個洞，以破壞晶片。 

2.於透明視窗對角線截角。 

 

 

 

 

 

 

 

 

 

 

 

 

 

 

 

 

 

 

 

 

 

 

  

附件 12新證打洞方式 

 

國民身分證 

(有晶片面) 

晶片中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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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您，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

-New eID 專區修改預設之用戶代碼，再使用修改後用戶代碼(英數字 6-

10 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 1，自訂密碼 6 位數字)及自然人憑證密碼

(PIN 2，自訂密碼 8-12 位數字)，如未設定，將無法啟動讀取加密區及

自然人憑證之簽章功能。 

修改後用戶代碼 
(英數字 6至 10碼) 

          

加 密 區 密 碼 
(數字 6碼) 

      

自然人憑證密碼 
(數字 8至 12碼) 

            

 

─────────────────────────────────────────── 
     

    提醒您，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

-New eID 專區修改預設之用戶代碼，再使用修改後用戶代碼(英數字 6-

10 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 1，自訂密碼 6 位數字)及自然人憑證密碼

(PIN 2，自訂密碼 8-12 位數字)，如未設定，將無法啟動讀取加密區及

自然人憑證之簽章功能。 

修改後用戶代碼 
(英數字 6至 10碼) 

          

加 密 區 密 碼 
(數字 6碼) 

      

自然人憑證密碼 
(數字 8至 12碼) 

            

 

─────────────────────────────────────────── 

    提醒您，請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

-New eID 專區修改預設之用戶代碼，再使用修改後用戶代碼(英數字 6-

10 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 1，自訂密碼 6 位數字)及自然人憑證密碼

(PIN 2，自訂密碼 8-12 位數字)，如未設定，將無法啟動讀取加密區及

自然人憑證之簽章功能。 

修改後用戶代碼 
(英數字 6至 10碼) 

          

加 密 區 密 碼 
(數字 6碼) 

      

自然人憑證密碼 
(數字 8至 12碼) 

            

附件 13提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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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New eID信封正面樣式 

(一) 採橫式信封 

(二) 符合申請人讀取資料訊息 

(三) 便利放入收摺之 A4大小卡衣 

(四) 信封資訊：申請編號暨條碼、申請人姓名。 

 

 

 

 

 

 
 
 
 
 
 
 

一、 New eID黏貼方式卡衣正反面設計 
新證貼於 A4 卡衣上，卡衣正面印有國民身分證使用注意事項、自然人憑證使

用注意事項 QRcode，卡衣反面印有領證確認書，貼上新證後摺三折，將新證

包覆於卡衣內。 

 

 
 
 
 
 

 
 
 
 

 

卡衣正面 

 

卡衣反面 

 

附件 14 信封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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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證包裝 

將已摺疊並包覆有新證之卡衣裝入信封內，信封不彌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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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身分證使用注意事項 

1. 晶片儲存資料項目內容： 

❑ 戶籍地區：x x縣(市)x x鄉(鎮、市、區) x x村(里、鄰)。 

❑ 公開區：姓名(包括中文姓名〔如有登記羅馬拼音，並列羅馬拼音〕及外文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戶籍地址、役別、結婚狀態、卡片序

號、應換領日期、製證日期、相片。 

❑ 加密區：配偶姓名、父姓名、母姓名、出生地、性別、卡片序號後6碼，加密

區驗證後，可顯示公開區資料。 

❑ 自然人憑證區：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後4碼、憑證序號、憑證有效日期。 

2. 晶片各區讀取資料之方式：須具備可上網電腦及晶片讀卡機、瀏覽器建議以官網

公告為主。 

❑ 戶籍地區：無須輸入讀取碼、密碼，並使用非接觸式讀取介面（感應式）或

接觸式讀取介面（插卡式）讀取。 

❑ 公開區：須輸入讀取碼(卡片序號後6碼或機讀碼)，並使用非接觸式讀取介面

（感應式）或接觸式讀取介面（插卡式）讀取。 

❑ 加密區：須輸入加密區密碼(PIN 1)，僅可使用接觸式讀取介面（插卡式）才

可讀取。 

❑ 自然人憑證區：須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PIN 2)，僅可使用接觸式讀取介面

（插卡式）才可讀取。 

3. 用戶代碼、加密區密碼(PIN 1)、自然人憑證密碼(PIN 2)管理： 

❑ 請先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New eID專區更改

內政部預設之用戶代碼。 

❑ 使用修改後之用戶代碼設定加密區密碼(PIN 1，自訂密碼6碼數字碼)、自然人

憑證密碼(PIN 2，自訂密碼8-12數字碼)。 

❑ 請妥善保管用戶代碼，加密區密碼、自然人憑證密碼，設定後不要將密碼告

知他人，也不要將密碼貼在國民身分證上。 

4. 忘記用戶代碼之處理方式： 

❑ 以您申請新證時，填寫用戶代碼解鎖方式(電子信箱或行動簡訊)至內政部戶政

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New eID專區，依照網站指示進行線

上修改用戶代碼。 

❑ 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 

5. 忘記加密區密碼(PIN 1)或自然人憑證密碼(PIN 2)時之處理方式： 

❑ 使用「用戶代碼」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New 

附件 15 國民身分證使用注意事項 

 

https://www.ris.gov.tw）-New
https://www.ris.gov.tw）-New


51 
 

eID專區，依照網站指示進行線上修改用戶代碼。 

❑ 至任一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 

6. 國民身分證應妥善保管，倘不慎遺失新證該怎麼做？ 

❑ 至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s://www.ris.gov.tw)進行掛失。 

❑ 上班時間以電話或臨櫃向任一戶政事務所辦理掛失；非上班時間撥打「1996

內政服務專線」進行掛失。 

❑ 辦理掛失後，須本人親自至任一戶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新證。 

7. 新證於掛失完成後，暫時停止其效力，自然人憑證將一併停用，掛失後狀態將上

網供各界查詢，避免遺失之國民身分證遭人冒用。另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係

附隨國民身分證併同使用，爰國民身分證掛失時，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亦暫

時停止其效力。 

8. 在尚未至戶政事務所補領前，找到國民身分證後，可辦理撤銷掛失，撤銷掛失後，

自然人憑證、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一併復用。 

9. 部分場域之晶片讀取系統及設備如尚未整備完成時，如需晶片內之戶籍地址、父

姓名、母姓名、配偶姓名、出生地、役別者，可搭配晶片資料清單使用，未攜帶

者可使用該試行區域提供公用電腦上網列印晶片資料清單，另亦可至國家發展委

員會「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平臺」取得相關戶籍資料據以申辦業務。例如銀

行開戶、申請信用卡、投保理賠等金融業務；申請汽機車駕照考驗、申辦汽機車

新領牌照或過戶等監理業務；購買當地居民優惠機票、船票或園區、場區入場票

券等。 

10. 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用途 

❑ 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係附隨國民身分證併同使用，不可單獨使用。 

❑ 部分公私立機關(構)若尚未完成系統修正，無法讀取晶片資料時，國民身分證

晶片資料清單可搭配國民身分證作為身分證明文件。 

❑ 不願需用機關（構）使用晶片讀取其個人資料，亦可以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

清單搭配國民身分證或以戶口名簿代之，作為身分證明文件。 

❑ 國民身分證晶片資料清單可至戶政事務所或自行上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站（https://www.ris.gov.tw）-New eID專區列印。 

❑ 列印或檢視晶片資料清單，請勿使用不安全的電腦或環境，建議於公家機關

或您信任安全的電腦環境使用該功能。 

 

**** 提醒您~使用新式國民身分證享受便利的同時，亦請妥善保管且注意資安之防護，

例如不提供密碼給他人、不在不安全的電腦或環境使用、申辦服務時，

卡片不離身，避免他人不當插卡或感應取得個人資料**** 

https://www.ris.gov.tw/


52 
 

自然人憑證使用注意事項 

 

【使用約定條款】 

如果您的國民身分證有申請附加自然人憑證，用戶約定條款係約定自

然人憑證用卡相關責任，請詳細閱讀，保障您的權益！ 

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以下簡稱管理中心)之用戶，係指記載於本管理中

心所簽發憑證的憑證主體名稱(Certificate Subject Name)的個體，以本

管理中心負責簽發自然人憑證用戶為於中華民國設有戶籍，且未受監

護宣告之國民。 

【用戶之義務】  

1.應遵守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憑證實務作業基準(以下簡稱作業基準)之

相關規定。 

2.在本管理中心核定憑證申請並簽發憑證後，用戶於本確認書簽署後即

屬接受憑證。 

3.用戶在接受本管理中心所簽發之憑證後，即表示已確認憑證資訊內容

之正確性，並依照作業基準規定使用憑證；如憑證內容資訊有誤，用

戶應主動通知本管理中心。 

4.應妥善保管及使用新證。 

5.如須暫停使用、恢復使用、廢止或重新申請憑證，應依照作業基準

4.4節規定辦理；如發生私密金鑰資料外洩或遺失等情形，必須廢止

憑證時，應立即通知本管理中心。 

6.應慎選安全的電腦環境及可信賴的應用系統，如因電腦環境或應用系

統本身因素導致信賴憑證者權益受損時，應自行承擔責任。 

7.在應用憑證時如因故無法在應用系統正常運作時，用戶應儘速尋求其

他途徑完成與他人應為之法律行為。 

8.新證之應換領日期，於未滿14歲申請者為5 年，於65歲以上申請者無

應換領日期，其餘則為10年。但自然人憑證效期為5年，可繼續辦理

展期5年，共計使用期限最長10年。為確保憑證使用之安全，10年到

期後憑證將自動失效，爰於65歲以上申請新證者，如仍有使用憑證之

需求，請更換新證或另行申請憑證。 

附件 16 自然人憑證使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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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臨時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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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110年全面換發國民身分證統計表 



55 
  

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小規模試行期間， 
試行場域之民眾作業流程圖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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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小規模試行期間， 

試行場域之戶政事務所作業流程圖 
 

審核無誤送製卡中心製證 

試行戶政事務所(中心所)會同區所、辦事處、辦公室、辦公處等，收

件點收中華郵政運送之 New eID 

清點 New eID數量，完成點收作業及驗卡 

製卡中心製證完竣，送至戶政事務所 

附件 3 

銷毀 

※打洞截角列冊，函送

製卡中心集中銷毀 

※銷毀前專人集中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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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辦理小規模試行實施作業時程圖 

     年期／月份 

工作項目 

109年 110年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軟體系統開發、建

置、測試、驗收及硬

體交貨、安裝、驗

收、環境建置 

              

訂定「新一代國民身

分證全面換發作業小

規模試行計畫」 

              

訂定 110 年全面換發

國民身分證索引名冊

等表單 

              

全面換證作業流程小

規模試行種籽人員教

育訓練講習 

              

透過網站、視訊牆、

跑馬燈或臉書等多元

管道加強宣導小規模

試行全面換證 

              

函請各機關協助宣導

全面換發作業小規模

試行作業 

              

製作影片於媒體播

放、地方電臺及網路

媒體加強宣導小規模

試行作業 

              

其他協調、聯繫相關

事宜 

              

 

附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