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卡-敬老、愛心乘車證服務(原臺北市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
常見 Q&A
與「票卡申請」相關問題
問題 1

申請台北卡-敬老、愛心乘車證服務(原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
資格為何？敬老悠遊卡年滿 65 歲當月可以提早申請嗎?受理申請單位
為何？

回覆

1、 台北卡-敬老、愛心乘車證服務(原臺北市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
遊卡)，申請資格如下：
(1) 敬老悠遊卡：設籍且實際居住臺北市之當月年滿 65 歲之老
人、年滿 55 歲之原住民。
(2) 愛心悠遊卡及愛心陪伴悠遊卡：設籍且實際居住臺北市之領有
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身心障礙者及其必要陪伴者。
2、 本市長者可於年滿 65 歲(原住民長者於年滿 55 歲)當月任一工作
天提出申請。如當月第一個工作天適逢當月月初連假或假日，則可
於假日前提早申辦並於假日前一天上班日至區公所領取，惟仍須於
年滿 65 歲(原住民 55 歲)當月始得使用
3、 本市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受理申請單位為臺北市任一區公
所社會課(另有文山區公所便民工作站提供受理申請服務，地址為興
隆路二段 160 號 3 樓，電話為(02-8663-6460))。
4、 非設籍本市年滿 65 歲之長者及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之身心障
礙者，依據老人福利法第 25 條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58 條規
定，於國內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出示身分證均可享票價半價優惠。

問題 2
回覆

申請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應備文件為何？
申請人應備下列文件至任一區公所提出申請
1、 敬老卡：國民身分證正本、2 吋彩色照片 1 張。 (65 歲長者及 55 歲
原住民可於年滿當月提出申請)
2、 愛心卡：國民身分證正本、身心障礙手冊（證明）正本、2 吋彩色
照片 1 張。

3、 愛心陪伴卡：身心障礙者申請愛心卡時，於同 1 張申請書上勾選。
（每位身心障礙者只限申請 1 張愛心陪伴卡）
4、 委任代理人申請票卡者，除前項所定之文件外，應提出委任書及代
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問題 3
回覆

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遺失應備何文件重新辦理？
申請補發票卡，得由持卡本人或委任代理人，備妥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2 吋彩色照片 1 張，愛心卡者需另備身心障礙手冊（證明），55 歲以上
原住民者需另備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及製卡費用 100 元。委任代理
人申請補發票卡者，除前項規定之文件外，應提出委任書及代理人之身
分證明文件，就近至本市任一區公所提出申請。

問題 4
回覆

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故障應備何文件重新辦理？
票卡故障者需將票卡繳回，得由持卡本人或委任代理人，備妥申請人國
民身分證、2 吋彩色照片 1 張，愛心卡者需另備身心障礙手冊（證明），
55 歲以上原住民者需另備原住民身分證明文件，若屬自行損壞需另備
製卡費用 100 元。委任代理人申請補發票卡者，除前項規定之文件外，
應提出委任書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就近至本市任一區公所提出申
請。

問題 5

申請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需多久時間才能領到卡片？若已申請
辦好了，在領取時，可否委託人代領？

回覆

1.現場製卡依區公所人員通知時間取卡。
2.後送悠遊卡公司製卡自申請次日起算約 2~2.5 週。
3.可以委託他人代為領卡；代領人需攜帶本人身分證及持卡人身分
證正本（申辦愛心卡者需多攜帶持卡人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問題 6
回覆

敬老悠遊卡遺失補發，需要多少個工作天?
1.現場製卡依區公所人員通知時間取卡。
2.後送悠遊卡公司製卡自申請次日起算約 2~2.5 週。

問題 7
回覆

持敬老或愛心悠遊卡者已往生，家人要如何辦理註銷？
敬老或愛心悠遊卡之持卡人若往生，家屬或受委託人得至本市各區

公所社會課辦理退卡事宜。需攜帶持卡人之票卡、死亡證明文件及受委
託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退卡如需辦理加值退費者，其退費金額僅限於自行加值可用餘額，
不包括公車免費補助及製卡費。後續由悠遊卡公司寄發退費通知單，憑
退費通知單及受委託人身分證件至各捷運站領取退費。
與「票卡使用」相關問題
問題 1
回覆

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補助內容為何？
1. 敬老悠遊卡及愛心悠遊卡：每月公車免費優待 60 段次，每月免費段
次用畢欲再使用之公車段次及捷運一律自行加值後半價優待。
2. 愛心陪伴悠遊卡緊接於原愛心悠遊卡後使用一律自行加值後半價優
待。單獨使用以全票計。
3. 公車每月 60 段次（每段次等於車資 8 元），也能用來搭乘敬老愛心
計程車，折抵部分車資，單趟計程車車資 100 元(含)以下，政府補助
16 元（扣除 2 段次）
；單趟車資超過 100 元，政府則補助 32 元（扣
除 4 段次）。
4. 免費段次亦可使用於台灣好行觀光巴士（行駛北北基之旅遊路線）。

問題 2
回覆
問題 3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可以免費搭乘捷運嗎？
捷運不提供免費次數，但有 4 折優待，需自行加值使用。
臺北市免費乘車點數除了搭乘公車，還可以用在哪裡?
免費乘車點數亦可使用在本市敬老愛心計程車隊、台灣好行觀光巴士（行
駛北北基之旅遊路線）。

問題 4

敬老、愛心悠遊卡上車不能刷怎麼辦？ (票卡外觀無明顯損壞、凹折)。

回覆

請持卡至區公所檢查是否為票卡故障，如為「敬老、愛心悠遊卡(一)」故
障送修期間可申請替代卡使用；如為「敬老、愛心悠遊卡(二)」故障送修
期間長者憑身分證；身心障礙民眾憑身心障礙手冊（證明）亦可以現金投
幣或臨櫃購票方式享有公車、捷運半價優待。故障之票卡將後送悠遊卡公
司檢修。

問題 5

敬老、愛心悠遊卡遺失怎麼辦？

回覆

請先打電話至 412-8880(手機或金馬地區請撥:02-412-8880)辦理掛失。
若欲續辦補發者，請自備 2 吋彩色照片 1 張、100 元及攜帶相關證件(敬
老悠遊卡:身分證;愛心悠遊及愛心陪伴卡:身分證+身心障礙手冊或證明)
至區公所申請補發。

問題 6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可以借人使用嗎？
敬老、愛心悠遊卡僅限本人使用。如因非本人使用票卡，致票卡遭收回之
老人、身心障礙者或五十五歲以上原住民，可於停權期間申辦敬老、愛心
悠遊卡(二)，享有自行加值後公車及捷運半價優待。

問題 7
回覆

單獨使用愛心陪伴卡有優待嗎？
愛心陪伴卡需緊接在愛心卡之後使用方享有半價優待，單獨使用以全票計
費。

問題 8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公車免費次數用完怎麼辦？
若當月份公車免費次數用完，可選擇至捷運站自行加值，或至悠遊卡特約
便利超商請服務人員幫忙加值。

問題 9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有沒有使用期限？
初次領卡後有效期限半年，持卡人必須在 6 個月內任何 1 天辦理展期，
將有效期限再延後 6 個月，爾後每 6 個月至少辦理一次展期，以確保票
卡有效狀態。

問題 10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要到哪裡辦理展期？
1. 臺北市、新北市貼有「悠遊卡」標誌之特約便利超商（7-11、全家、
萊爾冨、OK）可辦理展期。
2. 臺北大眾捷運系統各捷運站之查詢機。
3. 臺北市各區公所。

問題 11
回覆

敬老、愛心悠遊卡逾期未辦理展期應到哪裡辦理？準備哪些東西?
攜帶過期之敬老或愛心悠遊卡到以下地點辦理：
1. 本市各區公所社會課。
2. 臺北大眾捷運系統各捷運站之查詢機。

問題 12

如果想查詢敬老、愛心悠遊卡每月免費點數或票卡內自行加值之金額該如

何查詢(含欲查詢是否有扣款錯誤之情形)？
回覆

1. 可持卡至臺北捷運各站詢問處旁的自動查詢機、或置於本市各區公所
之悠遊卡展期機可查詢該票卡最後 6 筆刷卡(含加值)紀錄。
2. 如欲查詢較早(最後 6 筆)以前的刷卡(及交易)紀錄，需致電悠遊卡股
份有限公司客服專線查詢；電話(市話直撥)412-8880(手機及金馬地區
請加 02)。

問題 13
回覆

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是否也適用悠遊卡小額消費服務？
悠遊卡小額消費服務 99 年 4 月 1 日上線，敬老、愛心及愛心陪伴悠遊卡
儲值方式與一般悠遊卡一樣，可適用於各悠遊卡特約商家消費。

問題 14

若敬老或愛心悠遊卡片儲值金額不足，搭乘敬老愛心車隊可以享有市政府
補貼優惠嗎？

回覆

若敬老或愛心悠遊卡片儲值金額不足以支付享有補貼後之剩餘車資時，將
無法使用悠遊卡，故無法享有乘車市政府補貼之優惠，而須以現金支付車
資。

問題 15
回覆

我已遷出臺北市，想要退卡片裡面餘額，要怎麼辦呢？
依現行「悠遊卡約定條款」規定，悠遊卡公司目前未規劃委託特約機構(含
捷運車站)受理有效的記名悠遊卡立即退費業務，如需退敬老或愛心悠遊
卡自行加值後卡片餘額，可透過下列方式：
(一)持卡至各區公所或捷運站受理退卡窗口申請退卡，後送悠遊卡公司處
理後續退費。
(二)至便利商店(7-11)索取附掛號郵資的退卡信封袋，自行郵寄至悠遊卡
公司申請退卡退費。
(三)攜帶身分證(代辦請攜帶雙方證件)，至悠遊卡客服窗口(捷運台北車
站地下 1 樓)申請退卡，卡片可讀取的狀態核對證件後，可現場辦理
退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