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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販賣實名制 QA(每日更新用＊標示) 

109.2.19 

民眾篇 

序號 問題 回復 

*1 
口罩購買時間、價格、數量與期間

限制？ 

1. 民眾自 2 月 6 日起，可持本人「健保卡」前往健保特

約藥局購買；另外，自 2月 16日起，將衛生所納入口

罩販售通路，相關購買規定與藥局一樣。 

2. 藥局及衛生所使用之健保署口罩管控系統，每日起系

統開放時間 7：00至 23：00。 

3. 口罩購買時間及方式，視各家健保特約藥局營業時間

而定。 

4. 每張健保卡可購買成人口罩 2片（10元），自 2月 20

日起，兒童口罩 4片（20元），且 7天內不能重複購

買。 

備註：非全部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均販售防疫口罩，

建議請先查詢再購買。 

*1.1 

若家中兒童已於 2 月 19 日購買 2

片兒童口罩，請問 2 月 20 日是否

能夠再買 2片兒童口罩? 

不行。只能於下一次（2月 26日）可購買兒童口罩 4 片。 

*1.2 

請問 109 年 2 月 20 日起小孩的健

保卡能夠一次購買成人口罩 2 片

與兒童口罩 2片嗎? 

不行。若符合兒童身分者，僅能擇一選擇成人口罩 2 片

或兒童口罩 4片。 

2 
可以幫別人（家人、朋友、同事、

同學）代買嗎？ 

一人最多可以幫忙一人代購。另購買兒童口罩限持有 12

歲以下兒童健保卡購買。 

說明 1：今天是禮拜一，小明的媽媽(身分證字號末一碼

為奇數)幫小明(身分證字號末一碼為奇數)代

買口罩，則小明的媽媽能夠購買自己和代買小

明的口罩。 

說明 2：今天是禮拜一，小明的媽媽(身分證字號末一碼

為偶數)幫小明(身分證字號末一碼為奇數)代

買口罩，則小明的媽媽僅能代買小明的口罩。 

*3 要間隔多久才能再買？ 

從 2 月 20 日開始，於前次購買日(成人口罩 2 片或兒童

口罩 4片)再加 7日則可以再購買成人口罩 2片或兒童口

罩 4片。 

4 哪裡可以購買口罩？ 

民眾可至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購買。全國健保特約藥

局及衛生所查詢方式：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

(www.nhi.gov.tw)查詢或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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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2.19 

民眾篇 

序號 問題 回復 

查詢。 

備註：非全部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均販售防疫口罩，

建議請先查詢再購買。 

5 如何查詢健保特約藥局？ 

方法一：民眾如欲查詢哪裡有「健保特約藥局」，可至健

保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首頁「社區特約藥局

專區」查詢： 

健保特約藥局查詢 

1.名單下載 

  1.1健保特約藥局名單 

  1.2無健保特約藥局之鄉鎮衛生所名單 

2.特約藥局查詢 

  2.1 條件查詢：設定搜尋條件，選擇所在縣市、鄉鎮

市、特約類別請點選「藥局」等條件進行查詢。 

  2.2 地圖查詢：點擊指定縣市的圖示後，特約類別請

點選「藥局」進行查詢。 

 

方法二：民眾也可下載「全民健保行動快易通│健康存

摺 APP」，點選「院所查詢」，提供 3種查詢方式： 

1.地圖查詢：點擊所在縣市的圖示後，特約類別請點選

「藥局」進行查詢。 

2.條件查詢：設定搜尋條件，選擇所在縣市、鄉鎮市、

特約類別請點選「藥局」等條件進行查詢。 

3.附近院所：特約類別請點選「藥局」，可直接呈現自己

所在地半徑 1公里至 10公里內之所有特約藥局位置。 

5.1 
如何查詢健保特約藥局的口罩剩

餘數量？ 

1. 您可至本署全球資訊網首頁「社區藥局查詢及口罩庫

存查詢」專區，專區內有提供「口罩數量查詢平台」，

也可以下載本署健保快易通 APP，首頁即有「口罩查

詢」功能，方便您隨時查詢。 

   【健保快易通 APP】 

   Android：https://goo.gl/dwD1aC  

   iOS：https://goo.gl/omZ11S 

2. 民間查詢地圖網址： 

https://mask.pdis.nat.gov.tw/ 

6 沒有帶健保卡可以買嗎？ 
口罩販賣採實名制，民眾（包括國人及外籍人士）必須

攜帶健保卡始能購買。 

https://goo.gl/dwD1aC
https://goo.gl/omZ11S
https://mask.pdis.nat.gov.tw/


3 
 

口罩販賣實名制 QA(每日更新用＊標示) 

109.2.19 

民眾篇 

序號 問題 回復 

*6.1 
有些人沒有健保卡，可以購買口罩

嗎？ 

1. 國人有加健保資格，但沒有健保卡 

(1) 請儘速辦理加保手續或補換發健保卡後，持健保

卡購買。 

(2) 尚未加保者，請持身分證或戶口名簿購買。 

2. 外國人未具加保資格、外籍(大陸)配偶、陸生等，請

持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購買。 

購買規則與國人一樣，每張證(卡)可購買成人口罩 2 片

（10元），自 2月 20日起，兒童口罩 4片（20元），且 7

天內不能重複購買。 

*6.2 
外籍人士可以去藥局或衛生所購

買口罩嗎？ 

1. 具有健保加保身分者，可持健保卡至健保特約藥局或

衛生所購買。 

2. 如未具健保加保資格:外國人未具加保資格、外籍(大

陸)配偶、陸生等，請持居留證或入出境許可證購買。 

購買規則與國人一樣；每張證(卡)可購買成人口罩 2 片

（10元），自 2月 20日起，兒童口罩 4片（20元），且 7

天內不能重複購買。 

6.3 
外籍人士無健保卡、無居留證且急

需取得口罩怎麼辦? 

可由個案方式處理。撥打防疫專線 1919，以個案處理；

如急需就醫者，可請醫院協助。 

6.4 
國人具健保資格，但未加保的人，

如何快速加保？ 

如已符合健保投保資格尚未完成加保者，請儘速依適當

身分洽投保單位(服務機關、團體、雇主、工農漁會、鄉

鎮市區公所等)申報參加健保，申報時如尚未領有健保卡

者，可同時申請健保卡。 

7 大人可以買兒童口罩嗎? 
兒童口罩僅限 12歲以下兒童健保卡購買。兒童可以依照

實際需要購買大人型口罩。 

8 
為什麼不能多配送一些口罩讓大

家都能買到？ 

依目前口罩生產產能來作計算及分配，未來視口罩生產

產能進行調整。 

9 

對於獨居老人及行動不便者(如：

身心障礙者)需要口罩時，如何購

買? 

針對需要口罩之獨居長者以及身心障礙者，將要求地方

政府社會局與衛生局合作，提供地方政府存有的口罩，

就近、優先提供這些弱勢國人。 



4 
 

口罩販賣實名制 QA(每日更新用＊標示) 

109.2.19 

民眾篇 

序號 問題 回復 

10 
健保卡表面正常，但防疫口罩管理

系統讀取不到，可以購買口罩嗎? 

若至特約藥局或衛生所購買口罩時，發現健保卡表面正

常，但無法讀取，請藥局或衛生所先行於健保署開發之

防疫口罩管控系統點選健保卡異常選項後，輸入身分證

字號、出生年月日及購買數量後，民眾仍可購買口罩。 

11 
藥局藥師會因此就查詢到我的就

醫紀錄嗎? 

口罩販賣實名制僅提供給藥局藥師登入民眾購買口罩資

訊，無提供藥局查詢就醫紀錄。 

12 
我住的地區若沒有藥局，要如何購

買口罩？ 

可至當地衛生所購買，請查詢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www.nhi.gov.tw)首頁「社區特約藥局專區」查詢。 

13 任何時段都可以購買嗎? 

為分散購買人潮，身分證字號末碼雙號者(0、2、4、6、

8)可於每週二、四、六購買，單號者(1、3、5、7、9)可

於每週一、三、五購買，週日則開放全民皆可購買。 

14 0是雙號(偶數)還是單號(奇數)? 0是雙號(偶數) 。 

15 

有關健保卡遺失、損毀或依附就醫

沒有卡片的人，如何快速申請卡

片？ 

1. 如果民眾健保卡有遺失、毀損等情況，其快速領卡措

施如下： 

(1) 臨櫃：民眾可至健保署 29 處服務據點或 20 處

委託代辦公所現場申領健保卡，平均等待領卡

時間約為 30分鐘。製卡服務據點請至健保署全

球資訊網(www.nhi.gov.tw)查詢。 

(2) 網路申辦現場領卡：健保快易通 APP 或免憑證

專區-現場快速取件，可於線上申請繳費後指定

時間至健保署服務據點現場領卡。 

(3) 郵寄、網路平台、健保快易通 App申辦，7個工

作天內可收到卡片。 

2. 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電話及地址可至健保署全球資訊

網(www.nhi.gov.tw)查詢。 

16 

全臺一天口罩配送數為多少？每

家藥局及衛生所提供的口罩數量

為多少？ 

從 2月 20日開始，全臺灣每日配送約 400萬片口罩。 

每家健保特約藥局及衛生所每天配發成人口罩 400 片、

兒童口罩 200 片；七天內成人口罩可買 2 片、兒童口罩

可買 4片。 

17 對於購買口罩有疑問怎麼辦？ 民眾如有口罩相關疑問，可撥打專線 1919，或至中央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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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保險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查詢健保特約藥

局及衛生所，健保署服務專線諮詢：市話 0800-030-598

或 4128-678(不須加區域碼)，手機改撥 02-4128-678。 

18 有關特殊族群口罩如何處理？ 

1. 駐台使節由外交部統籌發放。 

2. 獨居老人、行動不便的身心障礙民眾，由社家署轉各

縣市社會局協助發放。 

19 視障者看不到 App如何處理？ 
1. 視障者如果行動不便，由社家署轉各縣市社會局發放。 

2. 健保快易通 APP無障礙設計將於今年改版。 

*20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及 App系統壅

塞情形如何處理？ 

1. 健保署 2月 6日的頻寬從原先的 150M上升至 600M，

並於 10:00洽中華電信再上升至 1000M，以處理全國

民眾查詢需求。 

2. 各分區都有專人關心特約藥局口罩發放及藥局、院所

資訊流量情形，大致情況尚可，在健保署可控制範圍

內。 

3. 有關於口罩查詢部分，也可以透過民間口罩查詢平台

來瞭解，在唐鳳政委協助下，民間高手透過健保署的

open data資料，即時更新資料，截至 109年 2月 15

日止，已產生 101個應用平台可以查詢。 

21 
民眾反映從系統查詢口罩數量與

實際情形不符怎麼辦? 

1. 健保署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所提供之口罩剩餘量資料，

提供民間開發之各類口罩地圖(自 2月 6日 17：40起，

每 30秒傳送一次最新資料)。 

2. 建議民眾可針對口罩地圖上顯示特約藥局及衛生所，

先打電話詢問實際有無存貨。 

22 

有關特殊醫療需要的病患（如：透

析（洗腎）、癌症化學或放射治療

及醫師評估因疾病狀況須頻繁就

醫等）、住院病患的陪病人員對口

罩的需求 

由醫療院所提供給特殊醫療需要的病患及住院病患的陪

病人員（每名住院病患限一位），上述民眾每次就醫或陪

病，可向醫療院所之指定部門登記取得 1 片醫用口罩，

而醫療院所須造冊管理。 

23 
如民眾有積欠健保費能否購買口

罩? 

健保署實施口罩實名制目的，係以健保卡作為民眾購買

口罩數量之註記，如民眾有欠健保費仍然可以購買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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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民眾健保卡已經註銷能否購買

口罩? 

因民眾購買口罩須出示健保卡刷卡購買，所以註銷健保

卡者，不能購買口罩。 

25 口罩實名制實行期間? 

目前國內口罩生產，已增加產能，但為顧及特殊病患權

益，所以一般民眾仍採口罩實名制，未來再視口罩產能，

作滾動式檢討。 

26 有關慢性病用藥需求的民眾 

民眾可以所持醫師開立之慢性病連續處方箋，除了於就

診醫療院所調劑領藥外，亦可選擇至社區藥局領藥，由

專業藥事人員提供用藥諮詢服務，以減少進出醫院的頻

率，降低感染風險。 

27 

如果民眾購買口罩時，發現口罩已

經被他人購買，造成無法在 7天內

購買口罩怎麼辦? 

如有相關疑問，民眾請撥打 1919，系統異常請撥打健保

署服務專線諮詢：市話 0800-030-598 或 4128-678(不須

加區域碼)，手機改撥 02-4128-678。 

28 

健保卡雖揭示旅遊史但並無轉機

資訊，為避免成為防疫漏洞，如何

因應？ 

為避免防疫漏洞，健保署依據移民署及疾病管制署提供

由「高風險地區」(中國、香港、澳門、泰國、新加坡)

入境台灣之名單及確診個案之接觸者資料，於健保雲端

系統病人資訊摘要新增註記。國人出境至非「高風險地

區」，返國出發地點亦非「高風險地區」者，但自香港、

曼谷及新加坡「轉機」者，皆納入旅遊史的提示名單。 

例如：1 月 30 日旅遊目的地為歐洲由台灣出發至香港轉

機，但 2 月 10 日由日本返國，皆列為旅遊史提示

名單，縮小防疫破口。 

備註：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示，目前健保署並

沒有開放日本旅遊史供查詢。 

*29 
如何減少民眾至健保署各分區臨

櫃辦理健保業務? 

建議民眾和投保單位多加利用健保署建置的網路平台，

包括：全民健保快易通 APP、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

及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等平台，透過網路進行線上申

辦，於防疫期間減少臨櫃人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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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為避免成為防疫漏洞，非健保特約

醫事機構，如何查詢其就醫或領藥

之病患旅遊史? 

1. 為更有效防堵武漢肺炎，健保署建置旅遊史查詢網

絡，針對未簽約的自費診所或專賣非處方藥（OTC）藥

局，可以透過查詢病患身分證字號，瞭解病患相關旅

遊史，降低醫病雙方風險。  

2. 民眾可至健保署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武漢

肺炎就醫領藥->非健保特約醫療院所配合武漢肺炎防

疫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