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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內政部 101年 7月 10日內授中社字第 1015933764號令發布 

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四 
傳真機 四,○○○  三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 

（一）視障者。 

（二）具視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

輔具服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

位特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

估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七）。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具各層選單之語音

報讀、文字簡訊播報、開關機聲音或

震動提示、語音播報通訊錄內容及來

電號碼等功能 

四、其他規定： 

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

本（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保

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基準所

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範內

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及起迄

日期（含年、月、日）、輔具供應商

行號名稱及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

名、服務電話、經國家通訊主管機關

型式認證審驗合格之標籤號碼及其

他必要資訊。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五 

行動電話

機-A款 
二,○○○  三 

不須

評估 

一、補助對象：六歲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 

（一）聽障者。 

（二）語障者。 

（三）具上列任一種障礙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 

（一）申請行動電話機 B款或影像電話，

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

務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

約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

報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八）。 

（二）申請行動電話機-B款者應經評估確

認具讀唇辨讀或手語表達能力。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六 

行動電話

機-B款

（具影像

即時傳輸

功能） 

四,○○○  三 

甲、

乙、

丙、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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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七 

影像電話

機 
五,○○○  三 

甲、

乙、

丙、

丁 

（一）行動電話機-B款：於手機顯示幕同

一面附有攝影鏡頭，並能雙向提供

即時影像傳輸功能 

（二）影像電話機：除有一般電話機的功

能外，另須有影像輸出和輸入功

能，且必須提供網路的連接孔。 

四、其他規定： 

（一）行動電話機各款僅能擇一申請。 

（二）傳真機及影像電話以共同生活戶為

補助單位，每戶僅得申請一台。 

（三）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

本（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

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基

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

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

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

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號及

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及其他必要

資訊，其中行動電話機並應註明經

國家通訊主管機關型式認證審驗

合格之標籤號碼。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八 

助聽器-A

款（口袋

型） 

四,○○○ 三 丙 

溝通及資

訊-聽覺 

六

九 

助聽器-B

款（類比

式或手調

數位式） 

七,○○○ 三 丙 

一、補助對象：須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聽障者。 

（二）具聽障之多重障礙者。 

二、評估規定：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經聽力師開立輔具輔具評估報告書

（輔具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九、十）。 

（二）經政府設置或委託辦理之輔具服務

單位輔具評估人員（含該單位特約

之輔具評估人員）開立輔具評估報

告書（輔具評估報告書格式編號

九、十）。 

三、規格或功能規範： 

（一）A款口袋型：經連接線連接助聽器

及接收器，且接受器之體積不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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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七

○ 

助聽器-C

款（數位

式） 

一五,○○○ 三 丙 

懸掛耳後或置於耳內之類比式或數

位式之機種，並須具備二個以上音

頻控制開關、T線圈感應功能、音量

大小調整開關。 

（二）B款類比式或手調數位式：採類比

方式處理聲音訊號或數位型採手調

方式調整之助聽器。 

（三）C款數位式：採數位方式處理聲音

訊號之助聽器，並符合下列四種以

上功能或規格：1.具四個壓縮頻道

以上 2.多聆聽程式 3.噪音抑制 4.

方（指）向性麥克風 5.迴饋音消除

6.自動情境辨識（切換）功能 7.雙

耳同步功能 8.資料記錄 9.學習（可

訓練）功能 10.頻率壓縮、搬移 11.

及無線傳輸系統相容 12.及遙控裝

置相容13.及線圈系統相容14.內建

實耳測量功能。 

四、其他規定： 

（一）雙耳聽力損失在五十五 dB至一百

一十 dB HL之間補助二只；優耳聽

力在五十五 dB至一百一十 dB HL

之間、劣耳聽力劣於一百一十 dB 

HL補助一只；聽力損失認定基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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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項次 補助項目 
最高補助金額

(元) 

最低使

用年限 

評估

人員 
補助相關規定 

溝通及資

訊-聽覺 

七

一 

電話擴音

器 
二,○○○  五 

不須

評估 

氣導聽力檢查頻率五百 Hz、一千

Hz、二千 Hz及四千 Hz之平均閾值。 

（二）補助單位為一只，每側於左列年限

內以補助一只為限。雙耳聽力損失

經評估符合補助二只，得同時或分

別申請，均視為補助一項次。 

（三）口袋型以補助一只為限。 

（四）十二歲以下得每二年申請補助一

次。 

（五）十八歲以下或二十五歲以下仍在國

內學校日間部就學者申請C款數位

式時，其功能規格若符合該款所列

基準六種以上，補助金額得逾左列

規定，上限為單耳二萬元，雙耳四

萬元。 

（六）初次申請時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且非

低收入戶者，補助額度以 B款基準

為限。 

（七）功能及規格未符合 C款基準者，補

助額度以 B款基準為限。 

（八）已裝置人工電子耳之該耳不得申

請。 

（九）再度申請時，除 C款外可免提出聽

覺輔具評估報告書。申請 C款者應

於驗配後三個月內經聽力師出具

驗證合格報告（見輔具評估報告書

格式編號二十五）始予補助。 

（十）應檢附輔具供應商出具保固書之影

本（保固書正本由申請人留存）。

保固書並應載明產品規格（含本基

準所定本項輔具之規格或功能規

範內容）、型號、序號、保固年限

及起迄日期（含年、月、日）、輔

具供應商行號名稱及統一編號及

負責人姓名、服務電話，並應標示

經中央主管機關醫療器材查驗合

格之登記字號及其他必要資訊。 

附註： 

一、輔具補助基準如下：（依據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第二條規定） 

（一）低收入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全額。 

（二）中低收入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七十五。 

（三）一般戶：本表「最高補助金額」之百分之五十。 

二、本表之「補助項目」前加註「※」者，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一般戶均可接受「最

高補助金額」之全額補助。 

三、補助款之撥發，須按依第一點、第二點之最高補助金額為上限，並以實際購買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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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四、「評估人員」之資格，依「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之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