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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全面換證期間請照相業者協助上傳相片影像檔等

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8月 1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開會地點：內政部 8樓簡報室（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5號 8樓） 

主 持 人：張司長琬宜                      紀錄：廖培盛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全面換發新一代國民身分證（以下簡稱 New eID），規劃自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6月 30日擇部分縣市進行小規模試辦，

自 110年 7月 1日至 112年 12月 31日全面換發。 

    本部 108 年 10 月 31 日召開新一代國民身分證換發工作小

組第 3次會議紀錄肆、討論事項案由一、決議三略以：「請本部

戶政司另案邀集照相公會協調照相收費、原始取像不修圖、協助

將數位相片上傳本部網站及對行動不便者及偏鄉居民到府拍攝

相片服務等事宜。」爰本部於 109 年 3 月 31 日以台內戶字第

1090241305號函請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中華

民國攝影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商業同業公會）及

中華民國照相錄影業職業工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簡稱職業工會）

就協助民眾上傳數位相片至本部指定網站、照相收費標準、低收

入及中低收入戶優惠拍照服務及對行動不便者或偏鄉居民協助

拍攝相片等 4議題表示意見，經彙整相關機關意見後，有部分項

目意見分歧，尚需取得共識，為使全面換證作業順利推動，爰邀

集商業同業公會、職業工會、衛生福利部、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共同開會研商。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有關請照相業者協助上傳數位相片至本部指定網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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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順應數位時代來臨及改善國民身分證製證品質和程

序，並考量民眾至照相館拍照後，多數照相館提供民眾

相片影像檔，復為便利民眾，自 106年起民眾申辦國民

身分證得繳交數位相片。又考量民眾持有證件相片電

子檔之普及化，109年 3月 19日發布國民身分證全面

換發辦法第 8 條第 1、2 項規定：「申請人以網路申請

換領新證時，應於網路填寫申請書並上傳數位相片。申

請人至戶政事務所排定之地點、戶政事務所臨櫃或其

指定地點申請換領新證時，應備妥申請書、舊證及已於

網路上傳數位相片之序號或數位相片電子檔。」基於便

民考量，民眾以網路申辦 New eID，僅須將相片影像檔

上傳本部指定網站，無須再掃描紙本相片；另民眾於戶

政事務所臨櫃申辦 New eID，可自行將相片影像檔上傳

本部指定網站，或請照相業者協助上傳，民眾僅須提供

上傳數位相片之序號或電子檔即可，除可改善製證品

質，亦可縮短民眾臨櫃申辦 New eID 之作業時間。惟

如民眾已持紙本相片至戶政事務所辦理者，戶政事務

所仍得受理。 

    二、為避免經修圖後之相片與本人容貌差異過大，致民眾須

重新拍攝相片，爰請照相業者協助告知經修圖之相片

無法作為 New eID使用。 

    三、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本人應

繳交最近 6 個月內所攝正面半身彩色相片，爰請照相

業者提醒民眾依排定期程於 6個月內拍照並申請換證。 

    四、相關機關團體所提建議事項，本部研處意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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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行上傳相片電子檔保留期限為 5日，全面換證之

相片影像檔上傳後是否訂有時效限制？ 

            研處意見：因相片電子檔保留日數過長將影響系

統效能，爰規劃保留期限為 30日，民眾如逾 30日

仍未申請，請民眾再重新上傳。 

      （二）照相業者除提供上傳序號予民眾外，建議同時提供

影像檔縮圖於序號單上供民眾檢視。 

            研處意見：照相業者將數位相片上傳至本部指定

網站，該網頁已顯示相片及民眾之國民身分證統

一編號供民眾確認，如序號單上列印民眾相片，民

眾如不慎遺失，將造成民眾個資外洩風險，爰該建

議不予採納。 

      （三）建議系統產生之上傳序號以當事人統號為主，以因

應序號遺失等情形發生。 

            研處意見：倘民眾遺失上傳序號，可至本部指定網

站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戶籍所在

地等，即可查詢上傳序號（同一統號每日限查詢 3

次），爰該建議不予採納。 

      （四）上傳數位相片網站應有「手機號碼」欄位（必要資

料）供照相業者協助填報，相片上傳序號由系統直

接傳送至民眾登錄之手機號碼，俟後亦得於系統

查詢上傳紀錄並可再次補發。 

            研處意見：民眾若遺失上傳序號，可至本部指定網

站輸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戶籍所在

地等，即可查詢上傳序號，如以簡訊通知民眾上傳

序號，將會造成額外簡訊費用，爰該建議不予採納。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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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請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研議簡化數位相片上傳流程，

避免輸入太多個人資料，並研議 1 次上傳多筆相片影

像檔可行性，研議結果另案邀集中華民國攝影商業同

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及中華民國照相錄影業職業工會全

國聯合會開會討論。 

    二、關於近期有部分里長與照相業者合作提供民眾拍照服

務 1 節；由於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第 8 條規定，

換發身分證應使用本人最近 6 個月內所攝正面半身彩

色數位相片，為避免民眾於辦理換證時之數位相片已

超過期限而無法使用，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向所

轄里長及民眾宣導，請民眾於接獲換證通知單後，再行

拍攝數位相片。 

    三、依國民身分證全面換發辦法第 8條規定，民眾申辦 New 

eID應繳交數位相片，爰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宣

導民眾，換領 New eID 應繳交數位相片。至實務上如

民眾已持紙本相片至戶政事務所辦理者，為避免民眾

來回奔波，戶政事務所仍得受理。 

案由二、有關照相業者於全面換證期間照相收費標準案，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經查 94年全面換證，民眾至照相公（工）會會員照相

館拍攝換發國民身分證使用的相片，每次收費新臺幣

100元，提供紙本相片 1張，但不提供底片或電腦檔案。 

    二、經查目前坊間之證件快照機每次收費 150元，而照相館

除機具成本外，另須負擔人事支出，次查勞動部 86年

10月發布之基本工資為每小時 66元，108年 8月 19日

發布、109年 1月 1日施行之基本工資則為每小時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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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成長幅度高達 239％。 

    三、次查行政院主計總處發布 94年消費者物價指數為 88.95

％，108年則為 102.55％，成長近 14％；綜合以上基本

工資及物價指數變動，若以 94年全面換證期間收費 100

元為基準，本次換證期間收費應提高至 253元（100×239

％+100×14％=253）。 惟有關機具成本 1節，由於本次

換證無須提供紙本相片，照相館將可省下相紙及印表

機墨水成本，查坊間照相館加洗 1組（8張）證件相片

約 120元，253元扣除機具成本 120元後為 133元。爰

本部 109年 3月 31日函規劃本次全面換證期間，提高

收費為 130元，並且不提供影像數位檔及紙本相片。 

    四、經彙整各機關意見後，規劃如下： 

      （一）照相業者協助上傳相片且不提供紙本相片或影像

檔，收費 130元。 

      （二）照相業者提供紙本相片或影像檔，則價格回歸市場

機制，由業者自行決定。 

決  議：照相業者協助上傳相片且不提供紙本相片或影像檔，收

費 130元；照相業者提供紙本相片或影像檔，則價格回

歸市場機制，由業者自行決定。 

案由三、有關提供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免費/優惠拍照服務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經查 94年全面換證期間，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民眾持

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的換發新證免費拍照券，至

照相公（工）會會員照相館拍攝換發新證使用的相片，

一律免費，僅提供相片 1 張，不提供底片及數位影像

檔；政府並未補助任何費用，主要係照相業者所為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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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回饋；非屬照相公（工）會會員之照相業者，由照相

商業公會、職業工會負責協調、溝通。 

    二、查 94年低收入戶人數為 21萬 1,292人，中低收入戶人

數為 13萬 2,746人，總計 34萬 4,038人。次查衛生福

利部 108年 11月 29日發布 108 年第 3季低收入戶人

數，計有 30萬 866人，中低收入戶人數則為 32萬 7,575

人，總計 62萬 8,441人。 

    三、按現行照顧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之法源依據係社會救

助法，該法所稱之社會救助包含生活扶助等。為照顧經

濟弱勢民眾，本次全面換證期間，擬比照上開辦法，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免費/優惠拍照券，由照相業

者進行公益回饋。考量 108 年第 3 季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人數高達 62萬 8,441人，較 94年人數多出 28萬

4,403人，爰本次全面換證期間，有關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民眾發放免費/優惠拍照券 1 節，擬適度彰顯照相

業者公益回饋照顧弱勢之用心，本部 109年 3月 31日

函規劃甲、乙、丙 3案如下： 

      （一）甲案：比照 94年全面換證期間，低收入及中低收

入戶民眾持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的換發新證

免費拍照券，至照相公（工）會會員照相館拍攝換

發新證使用的相片，一律免費。 

      （二）乙案：僅針對低收入戶民眾發放免費拍照券。 

      （三）丙案：低收入戶民眾持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

的換發新證免費拍照券，至照相公（工）會會員照

相館拍攝換發新證使用的相片，一律免費。中低收

入戶則發放 65 元拍照優惠券，其僅須繳付 65 元

予照相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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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經彙整各機關意見，衛生福利部等 20機關採甲案，臺

東縣政府、商業同業公會（複選）等 2機關（單位）採

乙案，臺中市、屏東縣政府、商業同業公會、職業工會

等 4機關（單位）採丙案。考量為使低收入及中低收入

戶皆能獲得照顧，並且減少照相業者的負擔，爰擬採丙

案，即低收入戶民眾持直轄市、縣（市）政府發放的換

發新證免費拍照券，至照相公（工）會會員照相館拍攝

換發新證使用的相片，一律免費。至於中低收入戶則發

放 65元拍照優惠券，其僅須繳付 65元予照相業者。 

    五、有關發放免費/優惠拍照券部分，衛生福利部社會救助

及社工司表示目前已將經費投入防疫需求，故需再研

議所衍生相關經費及後續行政事宜。考量目前疫情已

逐漸趨緩，且規劃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6月 30日

擇部分縣市進行小規模試辦換發 New eID，爰擬請衛生

福利部協助研議由該部統一印製免費/優惠拍照券等相

關事宜。 

決  議： 

    一、低收入戶民眾持免費拍照券拍攝換發新證使用的相片，

一律免費；中低收入戶則發放 65元拍照優惠券，即渠

等至照相館拍攝數位相片須繳付 65元予照相業者。 

    二、有關印製免費/優惠拍照券，請承辦單位會後與衛生福

利部研議有無更簡便之執行作法。 

    三、有關與會業者代表建議是否得由政府編列經費補助低

收入及中低收入戶 1 節，本次全面換證之作法，係循

94 年全面換證之前例，低收入及中低收入戶民眾至照

相館拍攝換發新證使用之相片，一律免費，以彰顯照相

業者回饋社會、照顧弱勢之熱心公益用心。考量目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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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中低收入戶民眾增加，為減少照相業者負擔，本

次全面換證期間，規劃低收入戶民眾得免費拍攝數位

相片，中低收入戶民眾須繳付 65元予照相業者，並以

109年 3月 31日以台內戶字第 1090241305號函徵詢照

相業者意見，均回復願意秉持公益照顧弱勢、回饋社會

之精神配合辦理。 

案由四、有關請照相業者至行動不便者或偏鄉居民到府協助拍

攝相片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有關協助行動不便者拍攝相片 1 節，本部 109 年 3 月

31日函規劃請各直轄市、縣（市）照相公（工）會將願

意提供服務之照相業者，造冊送當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民政局（處），由該民政局（處）將上述業者之名

稱、聯絡電話及地址公告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網

站，以及本部戶政司 New eID 專區，由民眾自行與照

相業者接洽。 

    二、有關協助偏鄉居民拍攝相片 1節，本部 109年 3月 31

日函規劃甲、乙 2案： 

      （一）甲案：比照 94年全面換證期間，由直轄市、縣（市）

政府協調照相公（工）會，派員至指定地點為偏鄉

居民提供照相服務。 

      （二）乙案：對行動不便者到府拍攝服務，由各直轄市、

縣（市）照相公（工）會將願意提供服務之照相業

者，造冊送當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

由該民政局（處）將上述業者之名稱、聯絡電話及

地址公告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以及本

部戶政司 New eID 專區，由偏鄉居民自行與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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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接洽。 

    三、經彙整各機關（單位）意見，有關協助行動不便者拍攝

相片，各機關（單位）無意見，爰採本部 109年 3月 31

日函之方案。至於有關協助偏鄉居民拍攝相片，衛生福

利部等 13機關（單位）採甲案，商業同業公會、職業

工會等 11機關（單位）採乙案，為顧及照相業者權益，

擬採乙案。 

    四、另衛生福利部建議照相業者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公告，

一併提供無障礙格式進行宣導，並提供多元聯繫管道，

符合不同障礙者需求，為便利身心障礙者接收照相業

者相關訊息，擬請各直轄市、縣（市）民政局（處）及

本部戶政司參考，將上述業者之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

公告於網站。 

決  議：由照相公（工）會將願意提供服務之照相業者，造冊送

當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局（處），由該民政

局（處）將上述業者之名稱、聯絡電話及地址公告於各

直轄市、縣（市）政府網站，以及本部戶政司網站，由

民眾自行與照相業者接洽。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