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醫療服務卡發卡作業說明 

95 年 10 月 30 日衛署疾管愛字第 0950016366 號函訂定 

97 年 8 月 18 日衛署疾管愛字第 0970015448 號函修訂 

98 年 11 月 5 日衛署疾管愛字第 0980021822 號函修訂 

100 年 7 月 27 日衛署疾管愛字第 1000300875 號函修訂 

102 年 7 月 29 日疾管愛核字第 1020303033 號函修訂 

105 年 4 月 21 日疾管愛核字第 1050300395 號函修訂 

壹、總則 

一、本項作業說明係參照「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規

定辦理。 

貳、服務卡之申請種類、對象及程序 

二、全國醫療服務卡（以下稱服務卡）分為證明卡與臨時卡二種，臨時卡之

有效期限以三個月為原則，最長至申請時所持台灣地區居留證之居留

期限止。 

三、申請對象及核發服務卡種類：申請對象應經證實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

染者（以下稱感染者），並由醫事人員依規定通報主管機關，且符合下

列資格之一者，得申請服務卡，申請服務卡種類及申請時須檢附共同

文件（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附件一)；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

務告知書(附件二)），其餘檢附文件詳如下表： 

申請對象資格 
服務卡
種類 

具備文件 

1. 有戶籍國民 證明卡 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
影本一份；兒童得以戶口名簿
影本一份代替之；矯正機關之
收容人得以在監證明影本一
份代替之。 

2.「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
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一
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生效
前，經中央主管機關申覆核准

申覆核准函影本一份。 



在案之下列二類人員： 

(1)受我國籍配偶感染之外籍
（含大陸地區、香港、澳
門）配偶。 

(2)於我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
外籍（含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配偶。 

3.「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
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一
百零四年二月四日修正生效
前，經中央主管機關申覆核准
在案之下列人員： 

(3)在臺灣地區合法居留之我
國無戶籍國民。 

臨時卡 申覆核准函影本一份。最近三
個月內向內政主管機關申請
之我國國籍證明文件及有效
期限內之居留證件影本各一
份。 

4.在台灣地區合法居留之下列
三類人員： 

(1)外籍（含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配偶。 

(2)泰緬專案及滯台藏族人
士。 

(3)於我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
外籍（含大陸地區、香港、
澳門）人士。 

(1) 有效期限內之居留證件影
本一份。 

(2) 泰緬專案及滯台藏族人士
之居留證會有「依據移民
法第十六條」、「泰緬專案」
或「滯台藏族」等字樣之
註記，並須報請疾病管制
署向移民署查詢該個案是
否為經移民署許可居留之
泰緬專案者或滯台藏族
者。 

5.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
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治
療及定期檢查、檢驗必要者。 

(1) 核准函影本一份。 

(2) 此部分為個案處理，若遇
有此狀況之感染者，請衛
生局函送疾病管制署審
核，經審核同意後，始得
核發全國醫療服務卡。 

 

 

 



四、服務卡申請、領取程序（流程如附件三）及其他注意事項： 

（一）服務卡申請程序：申請人檢具規定之文件，由個案親至衛生局（所）

辦理，或委託人、機關（如愛滋病指定醫院、矯正機關及相關民間

團體）。衛生局（所）應詳細核對個案之身分證件，避免有冒領之情

事產生。 

（二）服務卡領取程序：依領卡人身分類別分述領卡程序如下： 

1. 申請人領取： 

(1) 申請人攜帶足資辨認照片之身分證件及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

書一份。初次領卡感染者由衛生局人員宣讀領取全國醫療服

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並請感染者於告知書上簽名。 

(2) 審查資料無誤後提供相關民間團體聯繫方式及服務內容（附

件四）及填寫管理追蹤調查表（附件五）（本表宜採用問答方

式由業務承辦人填寫，仿照定期電話追蹤方式進行，亦得由

申請者自行填寫）。 

(3) 服務卡得予現場核發，或自收件日起二週內，以電話通知申

請人審查結果與領卡時間。 

2. 受委託人領取：申請人於通知領卡時間內因病重無法親自領取

時，由受託人檢具下列文件代領，得免填管理追蹤調查表。 

(1) 申請人由醫療院所開具之重症證明。 

(2) 申請人之委託書（附件六或附件七）。 

(3) 申請人之身分證件。 

(4) 受託人足資辨認照片之身分證件。 

(5) 經感染者或法定代理人簽名之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

務告知書。 

 



3. 機關代理人領取：機關代理人於通知領卡時間內，攜帶申請人委

託書及簽名之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領取服務

卡，或與所在地衛生局協議統一領取之程序，得免填管理追蹤調

查表。 

（三）其他注意事項： 

1. 申請人自收件日起 6 個月內需完成領卡，逾期未領取之服務卡，

得由受理之衛生局予以註銷，申請人欲領取服務卡需重新申辦。 

2. 持卡人遺失或損壞服務卡，得依規定，重新向各地方衛生局申請

補發。 

3. 若診斷證明書證明感染者為昏迷狀態，則不須填告知書。惟感染

者清醒後，則由衛生局人員訪視時補宣讀，請感染者簽名後掃描

及上傳並登錄於慢性傳染病追蹤管理-愛滋及漢生子系統（以下稱

追管系統）。 

4. 相關文件可至疾病管制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cdc.gov.tw 下載 

五、受理辦理服務卡之單位，得因下列原因告知申請人無法立即核發，並於

2 週內通知審核結果與發卡時間。 

（一）郵寄之申請案件。 

（二）跨縣市之申請案件。 

（三）因其他外力不可抗拒之因素。 

叁、填寫卡片作業程序 

六、各地方衛生局於製發服務卡時，記載之申請人資料以不塗改為原則，若

填寫錯誤應持新的空白卡片重新填寫。相關欄位填寫方式，說明如下： 

（一） 姓名：以繁體中文書寫，惟申請人姓名無中文姓名時，得以英文大

寫代替，或併列中英文姓名。 

（二） 性別：以繁體中文書寫。 



（三） 卡別：依據追管系統全國醫療服務卡之資料填寫，若未曾發卡者則

核予 A，若追管系統已填 A 卡者，則核予 B 卡，並以此類推。 

（四） 出生日期：以中華民國之年、月、日依序記載，並以阿拉伯數字書

寫，且年之部分應填入 3 位數字，月與日均僅應填入 2 位數字。（例：

092/03/12） 

（五） 電腦編號：共 13 碼。依追管系統 HIV 傳染病通報單電腦編號填寫。

（例：951100003090） 

（六） 身分證號碼：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以英文大寫與阿拉伯數字

書寫。（例：A123456789） 

（七） 居留證號碼：不具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則填寫申請時檢具之居

留證號。（例：1234567890）  

（八）核發單位：應填受理衛生局或衛生所全名。（例：台北市政府衛生局） 

（九）證明卡有效日期：日期記載方式同本點第四項出生日期。 

（例：095/11/10 至永久有效） 

（十）臨時卡有效日期：日期記載方式同本點第四項出生日期。（例： 

105/01/01 至申請當次之事件終止） 

肆、審核程序 

七、 申請人於原管縣市申請者，衛生局逕自追管系統查詢審核；如屬跨縣

市申請案，應填具「全國醫療服務卡/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性侵害

加害人公務查詢申請表」（附件八）向該縣市所屬之疾病管制署各區管

制中心查詢，並據以完成審核。 

八、本項作業之決行層級，得由衛生局自行裁量授權決行。 

伍、發卡後之行政程序 

九、 「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

書」、「全國醫療服務卡領取委託書」、「切結書」應由衛生局掃描後上



傳並登錄於追管系統，紙本保留六個月後即可銷毀。跨縣市申請感染

者紙本資料應倂同「管理追蹤調查表」於 3 日內以密件寄送至管理縣

市衛生局，由管理縣市衛生局辦理更新。 

陸、卡片銷案程序 

十、因原管衛生局銷案，導致持卡人已不符合發卡資格者，原管衛生局應

予回收，或會同發卡衛生局回收，併該員之申請案留存發卡衛生局

備查；若無法回收者，則應由申請人填具切結書（附件九）。 

柒、附則 

十一、本項作業應視需要轉知所屬機關業務承辦人與相關服務窗口，並備

齊足量之申請文件供民眾索取。 

十二、受理單位應注意保護申請人個人隱私，提供單一受理窗口，規劃適

切之動線與隱私保護之空間，俾便辦理本項業務。 



附件一 

疾病管制署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新申請  □遺失補發 

申請人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碼 

          

聯 絡 

電 話 
 

聯 絡 

地 址 

 

或

居

留

證 

中
華
民
國
國
民
身
分
證 

正面影本 反面影本 

衛 

生 

局 

審 

核 

意 

見 

欄 

1.受理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同意核發全國醫療服務卡，追蹤管理系統電腦編號：_______________。 

□不同意，不符申請條件。     

理由： 

 

 

 

3. 申請人非本衛生局管理追蹤個案，以公務查詢申請表向疾病管制署______區管

制中心查詢，並由該中心傳真個案疫調單供審查用。 

承辦人： 

 

 

 

複核： 決行： 

電話聯絡申請人日期： 

 

□ 填妥「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

及「管理追蹤調查表」並更新追蹤管理系統，或

以密件寄送至管理追蹤之衛生局。 核發全國醫療服務卡日期： 

 

備註： 申請人自收件日起 6 個月內需完成領卡，逾期未領取之服務卡，得由受理之衛生局

予以註銷，申請人欲領取服務卡需重新申辦。                        102.07 修訂 



附件二 

電腦編號：       

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 

我在申辦全國醫療服務卡的過程中，衛生局（所）人員會充分向我說明

我的權利與義務，而且將定期與我聯繫，關心我的生活狀況及提供相關的衛

教指導。 

權利： 

1.當我就學、就業、就醫、安養、居住的權益因疾病而受不公平的待遇或歧視

時，可先向各地方衛生局(所)或愛滋相關民間團體(如附件四)諮詢或尋求申

訴協助；如果對於地方主管機關(縣市政府)處理申訴的結果不服者，可以再

向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訴。【申訴時可以委託機關（構）、團體

或第三人提出。】 

2.當我於愛滋病指定醫院因愛滋病或愛滋引起的相關疾病就醫並出示「全國醫

療服務卡」，將可以享有中央主管機關部份補助的醫療費用。 

3.主管機關、醫事機構、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的姓名及病歷等有

關資料者，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對於該項資料，不得洩漏。 

4.衛生局（所）人員已告知我愛滋病傳染途徑及從事各種型式性行為（包括陰

道交、肛交、口交等）時應使用保險套，及不應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

施打行為，以避免再度感染的風險，特別是感染到抗藥性的病毒株，可能會

造成無藥可醫的後果。



義務： 

1.我不應與他人進行危險無套性行為或共用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施打行為，

以避免觸法。 

2.衛生局（所）人員已向我說明治療費用昂貴，目前國家的愛滋醫療預算已不

敷支應，我應確實遵從醫師指示服用藥物，若因服藥造成不適，將儘速與

醫師或個案管理師溝通，決不自行停藥，以免造成抗藥性，也不將藥物隨

意丟棄造成浪費，確保自己可以持續享有既有的醫療資源。 

3.我了解我依法應配合衛生局（所）個案管理人員進行接觸者的告知工作，追

蹤接觸者的目的在找出感染源或未知自己感染的感染者。這對控制愛滋病

疫情和我的接觸者是很重要的，接觸者告知方式包括我自己告知、個管人

員和我共同告知或由衛生局（所）人員告知等三種方式，衛生局（所）人

員於告知接觸者時，會對感染者的資料予以保密。接觸者告知對感染者是

一件困難的工作，尤其感染者可能會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特別是受虐的

婦女、弱勢的年輕人，若我另有擔心親密伴侶暴力問題也請跟衛生局（所）

人員說明，衛生局（所）人員將一起尋求其他資源的協助，以確保我的人

身安全。 

 

以上權利義務之法規：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 

第四條： 感染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

其就學、就醫、就業、安養、居住或予其他不公平之待遇，相關權益

保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訂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對感染者所從事之工作，為避免其傳染於人，得予

必要之執業執行規範。 

非經感染者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第十二條：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就醫時，應向醫事人員

告知其已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主管機關得對感染者及其感染源或接觸者實施調查。但實施調查

時不得侵害感染者之人格及隱私。 

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拒絕提供服

務。 

第二十一條：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隱瞞而與他人進行危險性行為或有共用

針具、稀釋液或容器等之施打行為，致傳染於人者，處五年以上十二

年以下有期徒刑。 

  明知自己為感染者，而供血或以器官、組織、體液或細胞提

供移植或他人使用，致傳染於人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危險性行為之範圍，由中央主管機關參照世界衛生組織相關

規定訂之。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 

第十條：補助對象未遵循醫囑用藥或醫療處置，或有浪費醫療資源情形者，

主管機關得依其情節輕重為下列處置： 

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輔導感染者至特定之指定醫事機構就醫。 

二、中央主管機關暫停補助；其暫停期間不中斷確診開始服藥二年期

間之計算。 

補助對象之資格與第三條規定不符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廢

止、撤銷其補助，並註銷第四條之服務卡。 

 

 

 

 



接受告知者簽名： 

 

法定代理人簽名： 

（未滿 12 歲之兒童請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告知者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本文件僅為告知性質，不具法律約束，若違反相關法令，仍依該法令之規定辦理。 

※侵權協助管道:免付費傳染病諮詢專線—1922、各地方衛生局、愛滋病相關民間團體 



附件三 

「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流程 

個案填寫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附件一）/由他人或機
關代辦者應填具領取委託書（附件六或七）

各縣市衛生局受理窗口

衛生局審查資料：
1.申請書/委託書資料無誤。

2.初次領卡個案，由衛生局人員提供「領取全國醫療服務
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附件二）予，並於說明完畢後請

個案簽名。

提供相關民間團體的聯繫方式及服
務內容（附件四）

符合

跨縣市申請案應填寫「全
國醫療服務卡公務查詢申

請表」
（附件八）

退件

不符合

1.核發全國醫療服務卡。 

2.「全國醫療服務卡申請書」、「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
知書」、「全國醫療服務卡領取委託書」、「切結書」應由衛生局掃
描後上傳並登錄於愛滋及漢生子系統，紙本保留六個月後即可銷毀。
跨縣市申請感染者紙本資料應倂同「管理追蹤調查表」（附件五）於
3日內以密件寄送至管理縣市衛生局，由管理縣市衛生局辦理更新。

 
註： 

1. 無法親自辦理者可於疾病管制署網站下載此告知書，由代辦者宣讀，本人或法定代理人簽名後，

再由代辦者帶至衛生局辦理。 

2. 若診斷證明書證明個案為昏迷狀態，則不須填告知書。若個案清醒後，則由衛生局人員訪視時補

宣讀「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權利與義務告知書」，並請個案簽名後掃描上傳至愛滋及漢生子系統

存檔。                                                      100.07 新增，102.07 修訂 



附件四 

愛滋相關民間團體聯繫方式及服務內容 

單位 網頁 電話及地址 工作內容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愛滋感染者權

益促進會 

http://praatw.org/ 

(02)2550-5963 

10355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

路 1 段 48 號 2 樓 

處理愛滋感染者權益

受侵害事件 

平權教育與倡導 

愛滋諮詢 

個案管理 

社團法人台灣關

愛之家協會 

http://www.hhat.

org/ 

(02)2738-9600 

11054 台北市信義區崇德

街 66 號 

協助生活輔導及重建 

收容照護 

財團法人台北市

愛慈社會福利基

金會 

http://www.aidsc

are.org.tw/ 

(02)2370-3579 

10041 台北市中正區公園

路 20 巷 14 號 4 樓 

提供身心靈全人關懷

及照護 

社團法人台灣露

德協會（台北、台

中） 

http://www.lourd

es.org.tw/ 

(02)2371-1406 

10041 台北市中正區中山

北路 1 段 2 號 2 樓 203 室 

(04)2229-5550 

40043 台中市中區綠川東

街 32 號 12 樓之 11 

個案管理、諮詢、支持

團體、中途之家、同儕

陪伴、監所輔導、助人

者培訓 

社團法人中華民

國台灣懷愛協會 

http://w3.csmu.e

du.tw/~aidscare/ 

(04)2473-0022 分機 11722 

40201 台中市南區建國北

路 1 段 110 號研究大樓 13

樓 

醫療轉介 

陪同就醫 

篩檢前後諮詢 

社團法人台灣世

界快樂聯盟 

http://www.hiv.o

rg.tw/hiv/ 

(08)778-6950 

91242 屏東縣內埔鄉美和

村學人路 257 號 

諮商輔導、就業輔導、

就醫輔導、監所收容人

輔導 

 



附件五 

管理追蹤調查表 

 

 

1. 隱私連絡電話：                               

2. 疑似或確認為愛滋寶寶：母親姓名      母親 HIV 編號       

3. HIV 子女追蹤資料：子女姓名           性別    HIV 檢驗日期      結果       

                    子女姓名           性別    HIV 檢驗日期      結果       

4. 原外國籍後來歸化本國籍：□是□否 

5. 是否曾變過性別？□是□否 

6. HIV 女性感染者懷孕情形：第   次懷孕，目前懷孕週數    ，預防性投藥□是□否 

預產期            ，人工流產日期             

生產方式            ，本次懷孕活產數       

產後哺育母乳□是□否，HIV 陽性小孩數       

7. 性傾向：□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 

8. HIV 感染危險因子：□性行為□血友病□靜脈毒癮者(不含搖頭族) □接受輸血者 

□母子垂直感染(需至少追蹤滿 4 個月，確認為愛滋寶寶) 

□其他                                                       

9. HIV 最近一次就醫紀錄：醫療院所名稱                  ，就醫方式             

就醫日期            ，□已使用雞尾酒療法  

10. 愛滋病診療就醫憑證：核發日期            卡別       

11. 我國國民之外籍配偶申請愛滋病診療就醫憑證（臨時卡）：□是，國籍      □否 

12. HIV 個案備註：                                                             

以下將請您填寫您的接觸者相關資訊，這是為了讓您的接觸者了解他們有遭受感染的危

險，並儘早接受篩檢，這些資訊的提供有助於公共衛生人員進行追蹤管理，對於您自己

及您的接觸者均有好處。 

1. 這是您首次提供接觸者的相關資訊嗎？       是         否 

若此次非首次，您首次提供接觸者的相關資訊的日期是：      年      月      日 

提供給哪位醫療或公共衛生人員：                         

2. 接觸者資料（含配偶） 

接觸者姓名 性別 
與您的

關係 

危險行為 

分類 

與您最後一

次危險行為

接觸的日期 

接觸者的 

電話 

接觸者的 

住址 
HIV 檢驗紀錄 

      
□性行為 

□共用針具 
      

□有，是□陽性或□陰性 

□無 

      
□性行為 

□共用針具       
□有，是□陽性或□陰性 

□無 

      
□性行為 

□共用針具       
□有，是□陽性或□陰性 

□無 

      
□性行為 

□共用針具       
□有，是□陽性或□陰性 

□無 

 

  



附件六 

疾病管制署全國醫療服務卡領取委託書 

委 

託 

書 

          （申請人）因故未能親自領取全國醫療服

務卡，特委託          （受託人）持本人無法親自申領

之重症證明、身分證件及受託人身分證件，向  貴局領取全國醫療服

務卡。 

    此致 

              衛生局 

 

委託人簽名： 

委託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受 

託 

人 

資 

料 

受託人簽名： 

 

申請人與受託人關係： 

受託人身分證字號： 

 

受託人聯絡電話： 

受託人聯絡地址： 

 

 

 

受託人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 

 

 

受託人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 

     100.07 新增，102.07 修訂  



附件七 

疾病管制署全國醫療服務卡領取委託書（機關用） 

委 

託 

書 

     （申請人）因故未能親自領取全國醫療服務卡，特委

託          （機關名稱）          （受委

託人職稱）          （受委託人姓名）持本人無法親自

申領之重症證明、身分證件及受託人身分證件，向  貴局領取全國醫

療服務卡。 

    此致 

              衛生局 

 

委託人簽名： 

委託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受 

託 

機 

關 

資 

料 

受託人簽名（正楷）： 

 

受託人聯絡電話： 

 

 

 

 

受託機關用印 

 

 

 

備註：1.受託機關限為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指定醫事機構或矯正機關及相關民間團體。 

   2.受託人應出示身份證件以供檢覈  

 102.07 修訂 



附件八 

全國醫療服務卡/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性侵害加害人 

公務查詢申請表 

1.本申請表僅於性侵害防治中心向衛生局，或衛生局向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

中心查詢使用。提出申請之承辦人員傳真時，應先電話通知衛生局/區管

中心承辦人員將要傳真的人數和傳真時間，並確認資料傳送完成；衛生局

/區管中心承辦人員回傳資料時亦同。 

2.本資料應以密件歸檔，並不得對外洩漏。 

申請單位 
_______縣/市衛生局 

_______縣/市性侵害防治中心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申請者 

姓 名  主管核章 

聯 絡 電 話  

傳 真 電 話  

【切結】本人確實遵守「傳染病防治法、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

條例、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保障個案隱私，不做工作執掌以外之用途，

對於業務上所知悉、持有之機密資料，絕對保守機密，不得對外洩漏，如有違

誤，願負法律上責任，離職後亦同。 

◎查詢名單 

個案姓名 身分證字號 案由/查詢原因（需具體描述） 

    

□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用： 

                 
□暴露愛滋病毒預防性投藥用： 

              
□查詢性侵害加害人感染愛滋病毒

狀況用： 

   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保護個人隱私，回覆時僅保留姓名頭、尾字+身分證字號後四碼） 

 

 

 

 

 



查詢結果 

□不符合查詢標準 

□目前非通報個案 

□為通報個案，就醫憑證卡別    (查詢性侵害加害人，免填就醫憑證卡別及以下資訊) 
（衛生局因個案申辦全國醫療服務卡而向疾病管制署各區管制中心申請查詢時，請各區管制中心依疫調

系統所呈現之就醫憑證卡別填寫） 

目前個案管理縣市           縣/市 

(電腦編號：                 )  

 

衛生局/疾管署各區管中心初審人員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附件九 

切  結  書 

 

本人因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抗體檢驗確實為陰性，已不符合「人類免疫缺乏病

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之受補助對象，惟已申領之「全國醫療服務卡」

因遺失無法歸還衛生單位。如有不實，本人同意歸還自立切結書之日起已受

補助之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檢驗預防及治療費用，並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

結為憑。 

 

切結人簽章： 

（未滿 12 歲之兒童請由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105.04 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