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流程

填寫申請表

並

領取鑑定表

接受鑑定

第一階段

需求評估

領取身心

障礙證明

鑑定醫院：經公告指定之身心障礙鑑定醫院

應備文件：身心障礙鑑定表

由團隊 ( 包含醫師、治療師及社工等專業人員 ) 進行鑑定

到宅鑑定：符合資格者 ( 全癱無法自行下床、需二十四小時使用

呼吸器或維生設備、長期重度昏迷或其他特殊困難，經所在地之

直轄市、縣 ( 市 ) 衛生主管機關公告者 ) ，檢具上述狀態相關病

歷資料及診斷證明書，並持身心障礙鑑定表由區公所協助送件或

親自至戶籍地衛生局申請到宅鑑定。
社會局籌組專業團隊審查確認行動不便及必要陪伴者優惠措

施。

申請人

證明

應備文件：

近三個月內 1 吋半身照片 3 張

身分證影本（未滿 14 歲者得檢附戶口名簿影本）

印章

* 如委託他人代辦者，請檢附代辦人身分證影本及印章

申請地點：高雄市任一區公所

填寫身心障礙申請表後，領取身心障礙鑑定表

如不便返回戶籍地辦理者，可使用跨縣市郵寄申請服務 ( 註 1)

逕洽戶籍區公所領取身心障礙證明

第二階段

需求評估
社會局派專業人員進行需求評估及專業團隊審查確認，並主動

連結適當的服務



註：如不方便到公所辦理者，可上網下載申請表，並依照下一頁起說明填寫，完成後與應備文件一

併郵寄至戶籍地公所，公所完成受理申請程序後會將申請表及鑑定表郵寄回申請者。



身心障礙證明申請表填寫說明
無身心障礙手冊，此欄請擇一項
符合情形者勾選，各項代表意義
說明如下:
1. 初次申請：(第一次申請身障
鑑定者)
a. 從未申請身心障礙鑑定者。
b. 原領有身心障礙手册，但

手册已失效者。
2. 異議複檢(評)：對鑑定結果
30日內提出異議者，檢附診
斷證明書。

3. 屆期重鑑：持新制粉紅色證
明。

4. 自行申請變更：已領有身心
障礙證明，於證明到期日 90
日前自認原障礙類別有程度
改變或障礙類別增加等情形
者，請勾選此項，注意須檢
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

5. 再次申請(須檢附3個月內診
斷證明書)：
a. 經新制鑑定未達列等標準

者 ， 且逾異議複檢期限
（30日），但自認障礙類
別有程度改變或增加等情
形者。

b. 原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但
證明已失效者。(於到期日
未申請)

6.無須重新鑑定換證：經過新
制鑑定且符合無法減輕或恢
復，無須重新鑑定之規定，
證明右下角到期日有文字註
明者。

此欄依實際狀況可複選多項
1. 家中尚有其他 45歲以上身心

障礙者，___位：
共同生活之家人，有 45 歲
(含)以上身心障礙者，請勾選
此項，並寫明人數。

2. 家中尚有其他 45歲以下身心
障礙者，___位：
共同生活之家人，有 45歲以
下身心障礙者，請勾選此項
並寫明人數。

3. 家中尚有 65歲以上老人(非
身心障礙者)：
共同生活之家人，有 65歲以
上非身心障礙老人，請勾選
此項。

4.家中無其他身心障礙者：共
同生活之家人，無身心障礙
者且也無 65歲以上老人，請
勾選此項。

已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綠色手冊)者，此欄請擇一項符合情形者勾選，各項代表意義
說明如下:
1. 手冊(綠色手冊)屆期換證：
□ 新制重新鑑定：就原障礙類別由鑑定醫師重新鑑定。
□ 新增鑑定類別：除原障別重新鑑定外，且自行申請新增其他障礙類別鑑定(須檢附

3 個月內診斷證明書)。
2. 未屆期自行申請變更(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持有之舊制身心障礙手册未屆期，

但自認原障礙類別有程度改變或有障礙類別增加等情形。
3. 持永久效期手冊自行申請提前重新鑑定：已領有舊制未註記效期身心障礙手冊，但自
願提前重新鑑定原障礙類別者，請註記填寫原障礙類別。

4. 持永久效期手冊申請換證：
□ 新增鑑定類別並提前申請換證：自行申請新增障礙類別而原舊制永久效期手冊未

重新鑑定(須檢附3個月內診斷證明書)。
□ 指定期日換證：依據縣(市)政府通知換證時間，如期提出換證申請者。
□ 提前申請換證：未依據市府通知換證時間，自行提前申請換證者。



此欄請擇一項符合情形者勾選，
各項代表意義說明如下:
 重新鑑定舊制障礙類別：持舊

制(綠色)手冊重新鑑定原障礙
類別，請確實勾選該項障礙類
別。

 新增鑑定現制障礙類別：初次
申請或新增鑑定障礙類別，請
勾選該次欲新增鑑定的障礙類
別。

重新鑑定現制障礙類別：持新
制(粉紅色)證明重新鑑定原障
礙類別，請確實勾選該項障礙
類別。

若可接受不指定醫師及指定門診
時間與診次，可勾選併同辦理，
並請填寫醫院名稱及醫院所在地；
否則請勾選非併同辦理。



請參考下頁附表，並依照說明了
解各福利服務的內容後，判斷自
己是否需要該項服務，若有需要
請先勾選｢有申請需求」，在勾
選需要的項目(可選擇多項)。



福利服務申請項目服務內容說明

編號 福利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說明

1
身心障礙者

專用停車位識別證

經評估符合「行動不便」認定的身心障礙者

本人、設於同一戶籍或同址分戶之配偶或親

屬一人，依規定可申請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位識別證，並於乘載身心障礙者時使用。

2
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具

必要陪伴者優惠

經評估符合「必要陪伴者」認定的身心障礙

者，依規定可申請愛心陪伴卡，憑身心障礙

證明與身心障礙者同時搭乘國內大眾運輸工

具或同時進入收費之公營風景區、康樂場所

或文教設施，可享優待票價。

3

進入公、民營風景區、

康樂場所或文教設施

必要陪伴者優惠

4 身

心

障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居

家

照

顧

居家護理

由專業護理人員至經評估符合的身心障礙者

家中，提供醫療服務(如氣管、鼻胃管與尿管

的換管、傷口換藥及衛教)。

居家復健

由復健師至經評估符合無法外出但有復健需

求的身心障礙者家中，提供簡易復健、訓練

及專業服務。

身體照顧及家務服

務

居家服務員於固定時段，至經評估符合的身

心障礙者家中提供身體照顧服務(已有看護工、

已安置於機構或領有其他照顧費用者不得申



服

務

請)。

送餐服務
由服務單位定時送餐至經評估符合資格生活

無法自理或備餐有困難的身心障礙者家中。

友善服務
以電話或到宅方式關懷身心障礙者，並促進

其社會參與。

生活重建

針對障礙者提供定向行動、盲用電腦、點字

等生活技能訓練，協助適應至障後的身心理

改變，並提升生活適應能力。

心理重建
由專業人員協助身心障礙者處理調適心理問

題，提供心理諮商、輔導等服務。

社區居住
提供尚無法獨立生活的身心障礙者，訓練並

培養獨立生活能力，作為重返社區的中繼站。

婚姻及生育輔導 提供生育保健、衛教指導及家庭教育課程。

家庭托顧
於服務員住家內，接受身體照顧、生活照顧

及安全照顧。

日間照顧服務
提供生活自理、社交訓練、休閒生活與社區

適應的日間照顧服務。

4 身

心

障

社區日間作業設施服務 協助無法進入就業市場，但有生活自理能力

的身心障礙者，提供以作業活動為主(烘焙、

清潔、手作製品)、休閒文康與自立生活為輔



礙

者

個

人

照

顧

服

務

的日間服務。

全日型住宿式照顧
障礙狀況較嚴重且無照顧者或主要照顧者已

無法負荷照顧的 24 小時機構式照顧服務。

課後照顧 提供國中、小的身心障礙學童課後照顧服務。

自立生活支持服務

有獨立生活意願的身心障礙者，以促進社會

參與為前提，經與社工及同儕支持員共同擬

定自立生活計畫後，執行培養獨立生活的能

立。

行為輔導

針對有長期行為問題、嚴重干擾自己或他人

生活的身心障礙者，由專業人員提供行為輔

導服務。

復康巴士
優先協助乘坐輪椅的身心障礙者於本市就醫

與復健的接送服務。

輔具服務
提供輔具評估、諮詢、維修、回收與轉贈等

服務。

5 身心障

礙者家

庭照顧

者服務

臨時及短期照顧

經評估符合的身心障礙者，由照服員至家中

或將身心障礙者送至簽約機構，提供主要照

顧者喘息的時間。

照顧者支持、訓練

及研習

提供身心障礙者家庭的主要照顧者諮詢、情

緒支持、照護技巧與成長團體等訓練及研習



服務。

家庭關懷訪視

及服務

到宅關懷身心障礙者及照顧者，提供心理支

持並結合相關福利資源協助解決問題。

6

身心障

礙者經

濟補助

生活補助費 須經財稅資產審查，並符合規定者。

日間或住宿式照顧

費用補助
入住本市簽約機構，並經審核符合資格發放。

居家照顧費用補助 經評估符合資格者。

輔具費用補助 依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作業辦法審核後發放。

房屋租金補助
須未有自有房屋且租屋處非三等親親屬之房

屋，且經審查符合規定者。

購屋貸款利息補貼 依補助作業辦法審核後發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