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充保險費
及施行細則
概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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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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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作業面改革1

二代健保法施行細則修正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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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之收繳與計算



二代健保

增列受刑人為第4類第 3目，共為6

類15目，並以法務部及國防部指定

之單位作為投保單位。（§10、15）

受刑人保險費，由法務部及國防部

全額補助。( §27)

醫療給付有限制：就醫時間與處所

之限制，及戒護、轉診、保險醫療

提供方式等相關事項之管理辦法，

由主管機關會同法務部訂之( §40II)

一代健保

受刑人不參加全
民健保

參考：全民健康保險對象
收容於矯正機關者
就醫管理辦法草案

增加「受刑人」為保險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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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眷屬遭受家暴之加保方式

被保險人

眷屬

家庭暴力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 Click to add Text

二代健保
當被保險人之眷屬，
遭受被保險人家庭暴
力時，可不必隨同辦
理投保及退保，可改
依附其他次親等的被
保險人投保，若無其
他被保險人可依附投
保，也可以自行以被
保險人身分加保。

持有保護令或出示警政、社政機

關介入處理及其他經保險人認定

證明文件之家庭暴力被害人。

依附加害者以外之直系親屬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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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之

收繳與計算



保險對象收取補充保險費項目

單位如有給付民眾下列6項所得(或收入)時，即為補充保險費的扣費義務人，
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第1年為2%）扣取補充保險費，彙繳健保局。

項 目 說 明
所得稅代號

(前2碼)

全年累計超過
投保金額4倍
部分的獎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
算的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累計超過當
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50

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的薪資所得 50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9A

9B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股利淨額＋可扣抵稅額）。 54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
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5A

5B

5C

52

租金收入
機關、團體、公司等，給付給民眾的租金（未扣除必
要損耗及費用）。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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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保險對象

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31）

費率：第一年 2％

自第二年起，依本保險保險費率之成長率調整（§33）

就源扣取：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並於給付日

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被保險人及眷屬各自依其其他所得計算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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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費基 × 費率（2％）



民眾補充保險費收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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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源扣繳

由扣費義務人於單次給付，指實際給付、轉帳給

付或匯撥給付，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

換現金之禮券為限，扣取補充保險費。

扣取補充保險費上、下限規定

補充保險費單次給付達5,000元時，由扣費義務

人就源扣繳，但單次給付金額超過新臺幣1,000

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



保險對象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範圍

單次給付金額逾新臺
幣一千萬元之部分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
５,000元

獎金：全年未超
過投保金額4倍
之部分

第二類被保險人
之薪資所得

依第二十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
投保金額者之執行業務收入
(例：自行執業之律師、會計師等)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
險費之股利所得
(例：雇主、自營業主)

1

2

3

4

5

6

免扣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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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類被保險人
各類所得



弱勢族群兼職所得免予扣取補充保險費

符合下列條件，其兼職所得未達基本工資者，免予扣取補
充保險費：

兒童及少年

中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老人

領取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工保險投保薪
資未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

在國內就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
士班學生

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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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項目及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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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項目 說明 下 限 上 限

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的獎
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
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
的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
紅利等)，累計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部分。

無
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後，超過的部分
單次以1,000萬元為限。

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
投保健保)的薪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

限
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

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包

括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

1.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
身分投保者：單次
給付金額超過已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部
分達5,000元。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
主身分投保者：單
次給付達5,000元。

1. 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單次給付
金額超過已列入投保
金 額 計 算 部 分 以
1,000萬元為限。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
身分投保者：單次給
付以1,000萬元為限。

利息所得

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

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
款及其他貸出款項的利息。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

限

租金收入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扣除必

要損耗及費用）。
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
限



12

Q1: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倍部分的獎

金必須扣取補充保險費，獎金

內涵包含哪些項目？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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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獎金指所得稅法規定的薪資所得項目，且未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

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

2.補助性質之給與或代金，不列入扣繳補充保險

費獎金項目：例如結婚補助、教育補助費、旅

遊補助、喪葬補助、學分補助、醫療補助、保

險費補助、交際費、差旅費、差旅津貼、工作

服代金、作業用品代金、慰問金、補償費等。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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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全年累計超過投保金額4倍部

分的的獎金應如何計算補充保

險費？

補充保險費 －獎金



15

A2：計算公式：補充保險費=獎金之費基×費率

費基參考值註=(給付時當年度累計獎金金額－給付

時投保金額×4) 

費基參考值＞當次發放獎金時，以當次發放獎金×費率

＝補充保險費

費基參考值＜當次發放獎金時，以費基參考值×費率

＝補充保險費

以單次給付獎金金額與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額之獎金比

較，以較小之金額為獎金的費基

註：單次給付獎金費基超過新台幣1,000萬元，以1,000萬元計算。

補充保險費 －獎金



補充保險費－獎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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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案例 2(獎金超過投保金額4倍)
陳先生為上班族，投保金額31,800元，年終獎金10萬元；紅利獎金5萬元。
說 明：102年2月15日給付獎金金額10萬元，未超過其當月投保金額
31,800元之4倍，故不用扣取補充保費，102年6月15日領取紅利獎金5萬元
，累計獎金超過投保金額4倍為22,800元，應扣取補充保險費456元，如下
表：

獎金

項目

發給

日期

當月

投保金額

(A)

4倍投保

金額

(B=A×4)

發給獎金

金額

累計獎金

金額

   (C)

補充保險

費費基

(D=C-B)

補充保險

費金額

(D*2%)

年終獎金 102/2/15 31,800 127,200 100,000 100,000 0 0

紅利獎金 102/6/15 31,800 127,200 50,000 150,000 22,800 456

小計 150,000 456

註：1.補充保險費費率以2%計算。

        2.補充保險費費基為獎金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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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投保金額若有調整以及員工離

職獎金，應如何計算補充保後

才給付險費？

例：陳先生為某事業單位員工，投保金額為36,300元，於1月

15日、6月1日及9月5日各領到1筆獎金，金額分別為

126,000元、12,000元及12,000元。嗣後陳先生於同年10

月加薪，投保金額調整為40,100元，11月30日離職，並

於12月15日領到紅利185,000元。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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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截至101年9月5日止，累計獎金金額150,000元，超過當月投保
金額4倍部分為4,800元(費基)，按2%扣取補充保險費96元。

2.截至101年12月15日雖已離職，獎金仍需累計，累計金額為
335,000元，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40,100元×4=160,400元)部分
為174,600元(費基參考值)，由於當次發放之獎金為185,000 元，
因此以費基參考值174,600元為費基，扣取3,492元補充保險費。

獎金項目 給付日期

當月

投保金額

(A)

4倍投保

金額

(A×4)

獎金

金額

累計獎金

金額

補充保險費

費基(B)

補充保險

費金額

(B*2%)

繳納期限

年終獎金 102/1/15 36,300 145,200 126,000 126,000 0 0 102/2/28

端午節金 102/6/1 36,300 145,200 12,000 138,000 0 0 102/7/31

中秋節金 102/9/5 36,300 145,200 12,000 150,000 4,800 96 102/10/31

紅利 102/12/15 40,100 160,400 185,000 335,000 174,600 3,492 103/1/31

小計 335,000 335,000 3,588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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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獎金 (3/3)

獎金項目 給付日期 當月投
保金額
(A)

4倍投保
金額
(A*4)

獎金金額 累計獎金
(C)

費基參
考值

補充保費
費基(B)

補充保費
金額
(B*2%)

繳納期限

年終獎金 102/01/15 36,300 145,200 126,000 126,000 未超過4

倍
0 0 102/02/2

8

端午節金 102/06/01 36,300 145,200 12,000 138,000 未超過4

倍
0 0 120/07/3

1

中秋節金 102/09/05 36,300 145,200 12,000 150,000 C-A*4= 4,800 96 102/10/3

1

紅利 102/10/15 36,300 145,200 10,000 160,000 C-A*4=

14,800

10,000 200 102/11/3

0

紅利 102/12/15 40,100 160,400 185,000 345,000 C-A*4= 184,600 3,692 103/01/3

1

345,000 3,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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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雇主、自營業主或專技人員自行執業

者若在投保單位領有薪資，且領有獎

金 超 過 投 保 金 額 4 倍 ， 是

否應扣取補充保險費？若需扣取，其

投保金額是否以雇主的投保金額為基

準？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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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二代健保法第31條所訂應扣取獎金

項目之補充保險費對象並未排除雇

主等負責人，因此上述人員若領取

高額獎金，仍應扣取補充保險費，

並以投保身分之投保金額為基準計

算補充保險費。

補充保險費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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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郭先生是豪大公司股東及負責人，自公司成立以來，

郭先生皆以豪大公司雇主身分加保，102年郭先生皆

以18萬2千元投保全民健保。103年8月公司發給郭先生

500萬元的股利總額(股利淨額加可扣抵稅額)，郭先

生的補充保險費應如何扣繳？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雇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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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依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4款但書規定，郭先生的補充

保險費可於扣除102年投保金額總額後，按費率2%計算。

2.算式：(1)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

18萬2千元 x 12個月 = 218萬4千元

(2)應計算補充保險費之股利所得

500萬元－218萬4千元= 281萬6千元

(3)補充保險費＝ 281萬6千 x 2% = 5萬6320元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雇主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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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取補充保險費之利息所得，其單次
給付未達新臺幣二萬元者，扣費義務人
併得於次年一月三十一日之前，依照規
定格式造冊，彙送給保險人，由保險人
逕向保險對象收取。

補充保險費-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扣取補充保險費的情形

出租人 承租人 是否扣取
補充保險費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個人 否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
執行業務者、

是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
執行業務者、

個人、機關、機構、
團體、學校、事業、
破產財團、
執行業務者、

否

25



投保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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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雇主

雇主計收補充保險費之方式（§34)

按投保單位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雇者每 月

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計收雇主之補充保險費

（§34）

不設上限

按月與一般保險費合併繳納

（薪資所得總額－其受雇者之投保金額總額） ×

補充保險費率（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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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雇主每月在公司領有薪資，雇主的投保金額可

列入受僱者月投保金額總額計算嗎？

A1：健保法第34條規定，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

與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之差額，為

補充保險費的費基。雇主所支領之薪資應列入

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計算；又因雇主非

「受僱者」，故不可列入受僱者月投保金額總

額計算。

補充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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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當投保單位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超過受僱者

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時，應繳納補充保險費；請

問「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如何計算？

A2：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是指於投保單位之受

僱員工（不包含雇主及代辦第6類投保者），

當月有計收一般保險費，其計費基準之投保金

額總額。

補充保險費－投保單位負擔



雇主補充保險費收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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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2
當月薪資所得總額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案例2：華冠公司僱用200名員工，102年1月總投保金額
420萬元，當月支付薪資總額為500萬元，所以
應於102年2月底向保險人繳納補充保險費
16,000元。

說 明：補充保險費=（5,000,000－4,200,000）
× 2% = 16,000元

(雇主支付薪資總額-受雇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 補充保費之費率（2%）

補充保險費收取方式-雇主自行計算後按月繳納



補充保險費扣取方式

扣取時點：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

給付時：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之時，

以非即期支票之實際給付，為支票所載

發票日。

繳納時點：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得寬限15日。

31

逾期滯納金：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則自寬限期滿之翌日起至完納前1

日止，每逾1日加徵應納費額0.1%之滯納金，滯納金

總額最高為應納費額15%。



申報扣費明細1/4(扣繳辦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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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時點

年度申報
扣費義務人每年1月31日前，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象

扣取之補充保險費金額，填報扣費明細彙報保險人。

每年1月遇連續3日以上國定假日者，扣費明細彙報期

間延長至2月5日止。

按月申報(選擇)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以電子

媒體方式彙送保險人者，得免於每年1月31日前再向

保險人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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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時點
解散、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關、團體裁撤、變更時

扣費義務人應隨時就已扣繳保險費金額，填發扣費憑單，

並於10日內向保險人填報扣費明細。

退費個案申報

保險對象申請溢繳核退時，保險人得通知扣費義務人於

10日內就已扣取之保險費金額，填報扣費明細送保險人

查核。

申報扣費明細 2/4(扣繳辦法§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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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方式

網際網路(申報筆數<6萬筆)

扣費義務人連結至健保局網站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使用單位電子憑證，辦理申報。

媒體(申報筆數>=6萬筆)

透過健保局網站下載審核程式檢核檔案格式無誤後，

再將檔案錄製於光碟片或其它，郵寄或親送至健保局

所屬分區業務組。

人工書面
檢附『全民健康保險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申報書

』或『各類所得補充保險費扣費憑單』報核聯。

申報扣費明細3/4(扣繳辦法§ 10)



• 網路服務

•下載單機版軟體自行列印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管道

•至便利超商列印

•電話或臨櫃服務

可透過健保局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自行下載列印繳
款書或申請郵寄

可連結至健保局網站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之投保單位及扣費單
位申辦服務及查詢項下，下載該單機版軟體(補充保險費電子
申報系統)，自行列印繳款書繳費。

無印表機者，可利用左列網路服務或單機版軟體將繳款書檔案
儲存於隨身碟（USB），至便利商店（統一、全家）列印繳款
書（須自付印製費用）。

電洽或臨櫃至健保局各分區業務組申請列印繳款書服務。
35



繳費通路

臺北富邦商業銀行 華南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臺灣土地銀行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

中華郵政公司 日盛商業銀行 彰化商業銀行

臺灣銀行 第一商業銀行 高雄銀行

合作金庫銀行 安泰商業銀行 玉山銀行

說明：經上列金融機構轉委託之其他銀行、農漁會信用合作社，亦受理代收（繳）保險費。

•便利商店繳費(自付手續費3元)

•自動櫃員機(ATM)繳費(跨行者需自付手續費)

•網際網路繳費(需有讀卡機設備，且自付手續費)

•委託健保局自帳戶扣款繳費

•金融機構臨櫃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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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101年4月27日以
健保承字第1010070307號函請各軍公教投保單
位編列預算。

雇主（投保單位）保費計算

二代保費= 一般保費 + 補充保費

現制軍公教人員以其俸(薪)給總額之一定比率
(93.52%)為投保金額，102年1月起刪除。改以實
際俸(薪)給總額為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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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率差額補助102年起停止補助

99年政府實施費率調整自付保費差額補助： 投保金額
40,100元(含)以下者，全額補助
42,000元至50,600元者，補助20％
53,000元(含)以上者，全額自付。

自102年起停止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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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法施行細則修正說明

在台居留滿6個月之定義
取消退休人員得以第6類身分加保
停、復保規定

修正重點



投保等待期延期為六個月

一代健保
設有戶籍滿4個月，或領
有居留證件且在臺居留

滿4個月，始得加保。
不受4個月限制之例外：
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
曾有加保紀錄者

本國被保險人在臺出
生之新生兒

受僱者

二代健保

設有戶籍滿6個月，或領有居
留證件且在臺居留滿6個月，
始得加保。

不受6個月限制之例外：
設有戶籍之下列人員
最近2年內曾有加保紀錄
本國人在臺出生之新生兒

政府駐外人員及其眷屬

受僱者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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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居留滿六個月之定義

本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在臺居留滿六個

月，指進入臺灣地區居留後，連續居住

達六個月或曾出境一次未逾三十日，其

實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

六個月。



刪除退休人員以第六類身分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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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人員以六類加保過渡條款

退休人員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修正施行時，以第

六類保險對象身分參加本保險者，得繼續依該規定

投保。但改以他類投保身分投保後，不適用之。



保險對象得辦理停保及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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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辦理停保之情況：（施行細則37條)

失蹤未滿６個月者。
 由家人代填停保申請表者，自失蹤當月起停保。

預定出國６個月以上者，且已辦理出國
停保，返國復保後應屆滿３個月，始得
再次辦理停保。
 出國前寄送停保申請表者，自出國當月起停保；

出國後辦理者，自停保申請表寄達當月起停保。
 出國未滿6個月即提前返國者，應註銷停保，並

補繳保險費。 （施行細則3９條)



返國復保後再次申請停保案例說明

背景說明：

李醫師於102年8月28日出國停保，103年5月1日返國探
望家人2週，預計103年5月15日再次出國。

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後，才能申請出國停保：

李醫師回國後應向服務單位申請103年5月1日返國復保，
其服務單位應向李醫師預收103年5-7月的健保費，並同
時申報李醫師103年8月1日出國停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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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28停保

103.5.15再次出國

103.5.1返國

103.5.1申請復保

103.8.1再次停保
的生效日

103.5-7月要繳納健保費

返國復保屆滿3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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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補充保費網路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