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內政部移民署振興內政部移民署振興內政部移民署振興內政部移民署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Q&AQ&AQ&AQ&A                                110.9.14    

一一一一、、、、誰可誰可誰可誰可以領取以領取以領取以領取振興振興振興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於中華民國 111 年 04 月 30 日以前，符合下列各款資格之一，得領取五

倍券: 

(1) 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2) 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於國內現無戶籍之人員及其具有我國國

籍之眷屬。 

(3) 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 

(4) 取得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許可之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

人民之配偶)。 

(5) 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6) 香港或澳門居民為臺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7) 上開國人配偶因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留許可未廢止者。 

(8) 第 3款至第 7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 

(9) 取得我國永久居留許可之外國人。 

(10)依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7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得在我國居

留之外國人，且已依駐臺外交機構人員及其眷屬身分明發給要點規

定，領有有效身分證明者。 

二二二二、、、、國人在海外出生的小孩國人在海外出生的小孩國人在海外出生的小孩國人在海外出生的小孩，，，，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國人在海外出生之子女，具有我國國籍且已經領有有效之「臺灣地區居

留證」，即可領取。 

三三三三、、、、取得居留證的新住民取得居留證的新住民取得居留證的新住民取得居留證的新住民，，，，於返回母國後因疫情因素無法回臺於返回母國後因疫情因素無法回臺於返回母國後因疫情因素無法回臺於返回母國後因疫情因素無法回臺，，，，但但但但

居留證仍有效居留證仍有效居留證仍有效居留證仍有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可以，只要持有有效之居留證，皆可領取。 

四四四四、、、、國人與新住民所生的子女國人與新住民所生的子女國人與新住民所生的子女國人與新住民所生的子女，，，，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如果子女具有我國國籍且已經領有有效之「臺灣地區居留證」、設有戶

籍或領有身分證者，即可領取。 

五五五五、、、、新住民如逾期居留或離婚新住民如逾期居留或離婚新住民如逾期居留或離婚新住民如逾期居留或離婚，，，，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只要持有有效居留證之新住民皆可申請。但如逾期居留或離婚，須符合

下列條件： 

(1) 逾期居留者，須重新申辦居留證，才可以領取。 

(2)離婚者之居留證尚未作廢之前，可以領。 



 

六六六六、、、、什麼是無戶籍國民什麼是無戶籍國民什麼是無戶籍國民什麼是無戶籍國民？？？？能不能領振興能不能領振興能不能領振興能不能領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無戶籍國民是指未曾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僑居國外國民(例如林書

豪，他出生時父母為國民，其在國外出生但迄今尚未回臺設籍)、取得

我國國籍(例如新住民歸化取得我國籍)及回復我國國籍但尚未在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之國民。經取得有效的臺灣地區居留證或身分證者，即可領

取。 

七七七七、、、、我是新住民我是新住民我是新住民我是新住民，，，，但以應聘但以應聘但以應聘但以應聘、、、、投資等事由投資等事由投資等事由投資等事由或持就業金卡或持就業金卡或持就業金卡或持就業金卡在臺居留在臺居留在臺居留在臺居留，，，，

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可否領取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倍券倍券倍券？？？？ 

1.您可(111 年 4 月 30 日前)電洽或親洽本署所在地服務站(例如居住於

臺北市，請洽臺北市服務站)，提供「居留證號」及國人配偶「身分

證統一編號」，經確認為國人配偶後即可馬上辦理預定或領取。 

2.若您尚未辦妥結婚登記，則請攜帶驗證後之原屬國家或地區結婚證明

文件，至所轄戶政事務所辦理結婚登記後，再電洽或親洽本署所在地

服務站確認，即可辦理預定或領取。 

3.本署各服務站聯絡資訊如下： 

服務站名稱 電話 服務站名稱 電話 

基隆市服務站 02-24276374 雲林縣服務站 05-5345971 

臺北市服務站 
02-23885185 

嘉義縣服務站 
05-362-

3763 

新北市服務站 
02-82282090 

嘉義市服務站 
05-216-

6100 

桃園市服務站 03-3314830 臺南市第一服務站 06-2937641 

宜蘭縣服務站 03-9575448 臺南市第二服務站 06-5817404 

花蓮縣服務站 03-8329700 高雄市第一服務站 07-7151660 

新竹市服務站 
03-5243517 

高雄市第二服務站 
07-621-

2143 

新竹縣服務站 03-5519905 屏東縣服務站 08-7661885 

苗栗縣服務站 037-322350 臺東縣服務站 089-361631 

臺中市第一服務

站 

04-24725103 
澎湖縣服務站 

06-9264545 

臺中市第二服務

站 

04-25269777 
金門縣服務站 

082-323695 

彰化縣服務站 04-7270001 連江縣服務站 0836-23736 

南投縣服務站 049-2200065   



 

八八八八、、、、    外籍外籍外籍外籍移移移移工工工工？？？？僑外生僑外生僑外生僑外生？？？？持持持持就業金卡就業金卡就業金卡就業金卡？？？？可以領嗎可以領嗎可以領嗎可以領嗎？？？？    

1.不可以，外籍移工、看護工不符合領取資格。 

2.僑外生若不是國人配偶，不符合領取資格。 

3.持就業金卡之外國人或港澳居民，若不是國人配偶，不符合領取資

格。 

九九九九、、、、    我不是國人的外籍配偶我不是國人的外籍配偶我不是國人的外籍配偶我不是國人的外籍配偶，，，，但持有但持有但持有但持有外僑外僑外僑外僑永久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永久居留證，，，，可否領取振可否領取振可否領取振可否領取振

興五倍券興五倍券興五倍券興五倍券？？？？    

可以。持我國有效外僑永久居留證的外國人，可以領取。 

十十十十、、、、    新住民已完成紙本新住民已完成紙本新住民已完成紙本新住民已完成紙本五五五五倍券預訂後倍券預訂後倍券預訂後倍券預訂後，，，，卻不幸身亡卻不幸身亡卻不幸身亡卻不幸身亡，，，，是否可領取振是否可領取振是否可領取振是否可領取振

興興興興五五五五倍倍倍倍券券券券???? 

若新住民不幸過世前已完成預訂，可由新住民之國人配偶或其國人配偶

之家屬代為領取紙本五倍券。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振興五倍券有哪些方式選擇領用振興五倍券有哪些方式選擇領用振興五倍券有哪些方式選擇領用振興五倍券有哪些方式選擇領用？？？？     

1.紙本五倍券：以健保卡或居留證領取價值5,000元振興五倍券，面額

分別為 1,000 元 3張、500 元 2張、200 元 5張。 

2.數位五倍券：任選行動支付、電子票證、信用卡綁定使用，回饋週期

至少每月一次，每人回饋累計上限新臺幣 5,000 元。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還沒還沒還沒還沒領領領領到到到到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的的的的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新住民如何如何如何如何領取領取領取領取？？？？    

可以。還沒有領到健保卡之新住民，一樣可以數位綁定或憑居留證向

郵局領取紙本五倍券。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如何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如何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如何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如何領取紙本振興五倍券？？？？    

1.預訂及領取預訂及領取預訂及領取預訂及領取：可至官網或超商進行預訂。  

� 預 訂 期 間 ： 第 一 梯 9/25( 六 )~10/01( 五 ) ， 第 二 梯

10/25(一)~10/31(日)。 

� 領 券 期 間 ： 第 一 梯 10/8( 五 )~10/21( 四 ) ， 第 二 梯

11/8(一)~11/21(日)。 

(1) 振興五倍券官網(https://5000.gov.tw)： 

� 到官網插入健保卡→選定領取通路點→完成預訂 

� 登入健保快易通 APP→點選「五倍券驗證」→取得驗證碼→官

網進行身分驗證→選定領取通路點→完成預訂。 

(2) 超商：到超商服務機台 Kiosk 插入健保卡，列印小白單後，就完

成預訂。 



 

(3) 領取：於領券期限持健保卡至選定通路領取。 

(包含統一超商、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便利商店、OK 超商、全

聯福利中心、美廉社、屈臣氏及康是美藥妝店等) 

2.現場領取現場領取現場領取現場領取：可於郵局官網預約再至郵局服務據點領取。 

(1) 預約：110/10/04(一)起開放預約。 

(2) 領取： 

� 10/12(二)～10/30(六)受理預約民眾領券。 

� 10/16、10/23 兩個週六全國郵局全日服務(除機關、學校內之郵

局外)。 

� 11/1(一)起繼續受理預約領券或視疫情開放直接到窗口領券，惟

需配合人流管制。 

(3) 攜帶健保卡規範： 

� 健保卡攜帶具照片之健保卡優先，未有照片之健保卡，應同時

持具照片身分證明文件佐證領取。 

� 未領有健保卡者未領有健保卡者未領有健保卡者未領有健保卡者，應持身分證(或居留證)等身分證明文件至郵局

領取。 

3.每人僅可領取一次，且紙本與數位方式不能重複領取。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數位五倍券如何綁定數位五倍券如何綁定數位五倍券如何綁定數位五倍券如何綁定????    

可選擇下列任一種方式綁定使用： 

1. 行動支付：下載參與活動行動支付 APP→綁定並累計消費→依行動支

付業者帳務週期進行回饋→以 APP 通知回饋至行動支付帳號→回饋

累計上限新臺幣 5,000 元。 

2. 電子票證：申請參與活動記名制卡片→綁定並累計消費→依電子票證

業者帳務週期進行回饋→以簡訊通知至超商櫃台請店員靠卡回饋→回

饋累計上限新臺幣 5,000 元。 

3. 信用卡：選擇參與活動信用卡→綁定並累計消費→依信用卡業者帳務

週期進行回饋→以簡訊通知格月帳單扣除回饋金額→回饋累計上限新

臺幣 5,000 元。 

備註:消費回饋累計上限 5,000 元，實際回饋時間可能因民眾消費店家向

各家業者請款時間而有不同，有關累積消費情形請逕洽各數位支

付業者客服查詢。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我的居留證還是舊式的統一證號我的居留證還是舊式的統一證號我的居留證還是舊式的統一證號我的居留證還是舊式的統一證號，，，，可以領嗎可以領嗎可以領嗎可以領嗎？？？？    

可以。新舊式統一證號不影響領取資格，只要身分符合，在相關網站輸

入舊式或新式統一證號皆可領取。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什麼時候開始用什麼時候開始用什麼時候開始用什麼時候開始用????可以用到什麼時候可以用到什麼時候可以用到什麼時候可以用到什麼時候????    

1.紙本五倍券：110年 10月 08日(五)領取後即可使用，111年 04月 30

日(六)截止領取與使用。 

2.數位五倍券：110 年 09 月 22 日(三)開始綁定，110 年 10 月 8 日(五)

開始消費累計，至 111 年 04 月 30 日(六)消費累積截止，回饋週期至

少每月回饋 1次，每人回饋累積上限 5,000 元。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振興振興振興振興五五五五倍券可以用在哪裡倍券可以用在哪裡倍券可以用在哪裡倍券可以用在哪裡????有什麼使用的限制嗎有什麼使用的限制嗎有什麼使用的限制嗎有什麼使用的限制嗎? ? ? ?  

1.全國實體店家皆可用，市場買菜、夜市吃宵夜、逛街購衣、旅遊住宿

都不限。 

2.不能使用範圍如下： 

(1)繳納公用事業水費、電費。 

(2)繳納金融機構或實際從事融資行為營業人之授信本息、費用或信

用卡帳款。 

(3)購買或投資股票、公司債、認購（售）權證、受益憑證、保單或

其他金融商品。 

(4)繳納罰金、易科罰金、罰鍰、稅捐、行政規費、汽車燃料使用

費、勞保費、健保費、國民年金保險費或其他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 

(5)購買菸品、商品（服務）禮券、現金禮券或儲值交易之行為。 

(6)不得作為抵銷、扣押、供擔保或強制執行之標的。 

(7)境外電商交易。 

(8)經公告國內店商名單的交易。    

 

 

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聯絡資訊    

1. 有任何關於振興五倍券問題，可以撥打 1988 紓困振興專線。專

線服務時間為 08：30~18：30，全年無休，智能客服 24 小時服

務。 
2. 外國人、大陸、港澳人士請洽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線

0800-024-111，有提供七國語言服務（中、英、日、越、印、泰、

柬）。 
3. 國人身分資料比對問題，請洽內政部服務熱線 1996 轉內政部戶

政司，如人在國外撥打請撥 886-2-8195-8151。 



 

4. 有關健保卡申辦及健保快易通APP問題，可以撥打健保署諮詢服

務專線 0800-030-598，或 4128-678(免加區域碼)，手機請撥打

(02)4128-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