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政院衛生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作業專區簡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廣告 2 

                 簡報大綱 

   免憑證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 

 

●投保單位及扣費單位 
    使用憑證 

●一般民眾-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 

登入方式:健保卡/自然人憑證 

▲使用憑證專區---登入方式:單位憑證/自然人憑證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登入方式: 健保卡 



廣告 3 

 

 
網址：https://www.nhi.gov.tw 



廣告 4 

 

 



廣告 5 

   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廣告 6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 
使用健保卡(需有密碼)或自然人憑證登入 



廣告 7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 



廣告 8 

個人查詢補充保險費免扣繳查詢結果 

自查詢確認之日起兩個月內有效 



廣告 9 

雇主投保金額查詢及列印 



廣告 10 

  

投保單位及扣費單位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 

    登入方式: 健保卡 



廣告 11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使用健保卡) 



廣告 

►首次登入請先註冊(使用健保卡) 

 

12 

■提供未使用過本系統的承辦人註冊新的單位帳號資料 
■註冊成功，承辦人即為該單位的管理者 

設定1.3 



廣告 

 

13 



廣告 

全民健康保險服務作業要點 

14 



廣告 

首次登入帳號申請-帳號建議使用『統一編號』 

 

15 

 

讀卡機置入健保卡 

■申請成功的權限即為該單位帳號之管理者 
   

密碼需為8~12 碼英數混合 



廣告 

首次登入帳號申請完成 

16 



廣告 

註冊認證通知-認證成功即可開始使用本系統 

17 

認證成功 

進入電子信箱認證畫面 

插入健保卡按確認 



廣告 

►系統登入畫面開始使用本系統(使用健保卡) 

 

 

 

 

18 

■ 輸入單位帳號及密碼 
■ 於讀卡機置入健保卡。 
■ 按[登入]，檢核資料皆正確即可使用本系統。 



廣告 

►建檔作業功能 

19 

►扣費單位資料維護 
►投保單位資料維護 
►所得人基本資料維護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 
►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廣告 

►建檔作業---扣費單位資料維護(新增) 

20 

可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 



廣告 

►建檔作業---扣費單位資料維護(編修) 

21 

編修--修改或刪除扣費單位資料 

編修畫面(已儲存扣費補充保費資料則不可刪除) 



廣告 

►建檔作業--投保單位資料維護 

22 

投保單位資料新增畫面 

編修畫面--修改或刪除投保單位資料 

♦已於扣繳補充保費資料內則不可刪除 



廣告 

►建檔作業--所得人基本資料維護 

23 

單筆新增畫面 

所得人基本資料維護-可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 



廣告 24 

►建檔作業--所得人基本資料批次匯入 

所得人資料批次匯入格式範本 

♦依所得人資料批次匯入範本製作檔案 



廣告 

►建檔作業--所得人基本資料編修 

25 

1所得人基本資料編修 

2可單筆或批次刪除 

(已儲存扣繳補充保費資料則不可刪除) 



廣告 26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單筆新增 
 

單筆新增畫面 

♦查詢自己建立的扣費單位資料並維護 

♦可單筆新增或批次匯入 



廣告 27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批次匯入 

♦依扣繳資料批次匯入範本『自行製作檔案』 

扣繳資料批次匯入格式範本 



廣告 28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編修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匯入 

♦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修改或刪除 
♦已申報過資料可修改或刪除(可單筆或批次刪除) 



廣告 

►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29 

新增 

編修畫面 

可查詢單位受雇者投保金額總額—方便計算單位補充保費 

♦輸入投保單位負責人健保卡卡號 

♦如有多位管理者 

只能新增編修自己建置的資料 



廣告 

►申報作業功能 

30 

►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 
►查詢申報記錄 
►列印繳款書-依各類所得 
►申報資料查詢及列印 
►查詢申報異動資料 
►查詢單位申報金額資料 



廣告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1 

31 

輸入或選取統一編號 

查詢→產製報表→-申報 申報前可以產製報表 

為何不能隨時列印? 

理由：相同給付年月申報的資料，若是有異動過，會變成列印出來的結果與申
報不同，故為了確保申報和列印出來的資料一致，該報表僅限申報前可以列印。 



廣告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2 

32 

♦按『申報』會產生媒體檔並自動上 

  傳至健保署 

1系統自動帶出申報主檔資料並檢核申報區間有重覆申報且在待入檔的狀況時，則無法
允許重覆申報 

2確定需重新申報時請先刪除待入檔資料。P33 



廣告 

►申報作業--查詢申報記錄 

33 

選取或輸入統一編號 

♦可查詢承辦人申報記錄 

♦查詢上傳申報檔案入檔狀態 

未入檔時申報資料錯誤，按下
[註銷]按鈕，將申報檔案刪除 
 

回執聯或錯誤檔
下載 



廣告 

►申報作業--列印繳款書-依各類所得-1 

34 

♦資料申報完成才能列印繳款書 

♦查詢資料內有尚未申報資料，則不可列印繳款書 

輸入或選取統一編號 



廣告 

►申報作業--列印繳款書-依各類所得-2 

35 

♦提供繳款單號合併列印及單張列印功能 

♦提供單筆新增繳款資料 



廣告 

►申報作業--列印繳款書-依各類所得(合併列印)-3 

36 



廣告 

►申報作業--申報資料查詢及列印-1 

37 

♦查詢申報明細資料及列印，並提供匯出excel 及列印pdf 檔案 
♦提供承辦人查詢自行申報的資料 

輸入或選取統一編號 

可查詢已『申報資料』及『未申報資料』 



廣告 

►申報作業--申報資料查詢及列印-2(匯出EXCEL 及PDF格式) 

38 

PDF格式 

EXCEL 格式 



廣告 

 
 

39 

查詢申報異動資料 

►申報作業--查詢申報異動資料 

♦查詢曾修改或刪除的申報資料記錄 

輸入或選取統一編號 

顯示異動前、異動後資料 



廣告 

 
 

40 

►申報作業--查詢單位申報金額資料 

♦提供管理者查詢單位全部已申報或未申報金額資料 

申報明細畫面 



廣告 

►列印作業功能 

41 

►繳款書及試算-依投保單位 
►扣費證明書(依單筆) 
►扣費證明書(依年度) 

 



廣告 

►列印作業--繳款書及試算-依投保單位
  

42 

♦列印投保單位-繳款書及試算功能 
♦需先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才可直接查詢受雇者
投保金額總額 P29 

可按此進行『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廣告 

►列印作業--繳款書(投保單位) 

43 



廣告 

►列印作業--扣費證明書(可依單筆或年度列印) 

44 



廣告 45 

管理者權限  承辦人權限 

►建檔作業 

►申報作業 

►列印作業 

►基本資料維護作業  

►憑證置換設定 

 

►建檔作業(無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功能) 

►申報作業(無查詢單位申報金額資料) 

►列印作業 

►基本資料維護(僅有密碼變更功能) 

請參考說明表 



廣告 

►基本資料維護功能 

46 

►承辦人員資料維護 
►管理者資料維護 
►密碼變更 



廣告 47 

►基本資料維護--管理者及承辦人員資料維護(管理者功能) 

按編修可刪除或修改 

為管理者功能，提供維護管理者基本資料 

當登入者為本人，則不會顯示[刪除]鈕 

 

插入健保卡按下[讀取] 

新管理者或承辦人要承接原管理者或承辦人負
責資料時，勾選資料移轉→顯示原承辦人下拉
式欄位選取模式 



廣告 

►密碼變更 

48 

注意輸入之密碼需為8~12 碼英數混合 



廣告 

►憑證置換設定功能-管理者功能 
提供新、舊人員交接業務設定權限使用 

49 

►資料移轉 

1管理者登入將原承辦人(原負責人員)處理的資料變更轉移給新承 

  辦人(新負責人員)。 

2承辦人及管理者資料可互相移轉 



廣告 50 

寄發有效使用者資料提供單位核對人員權限增刪修改之用 

 

本署系統設定每月自動寄發 
單位有效使用者資料給各管理者 



廣告 51 

►重寄確認信 
►忘記單位帳號 
►忘記密碼 
►健保卡更換 

 



廣告 52 

  

投保單位及扣費單位 

▲使用憑證專區 

   登入方式:單位憑證/自然人憑證 



廣告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免憑證) 

53 



54 

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MOEACA 

 

簽發公司、分公司或商號 

等事業主體之憑證 

網址： 

http://moeaca.nat.gov.tw/index-2.html 
 

政府憑證管理中心：GCA 

 

簽發政府機關（構） 政府單位 

之憑證 

網址： 

 http://gca.nat.gov.tw/ 
  
 

 

組織及團體憑證管理中心：XCA 
 
簽發學校（包含公私立學）、 
財團法人、社團法人、行政法人、 
自由職業事務所及其他非法人團體 
等組織(團體)之憑證。 
 
網址： 
 http://xca.nat.gov.tw/ 
 

  

醫療憑證管理中心：HCA簽發醫療院
所憑証IC卡 

  
網址： 
http://hca.nat.gov.tw/ 

單位憑證分類：MOEACA工商憑證、 GCA政府憑證 

                           XCA組織及團體憑證、 HCA醫療院所憑証 



廣告 

►使用憑證專區操作說明 

55 

憑證登入可使用下列服務：   
3-1.設定作業(以單位憑證登入使用)   
    3-1-1*.代辦扣費單位設定 
    3-1-2*.代辦投保單位設定 
    3-1-3*.指派代理人(自然人憑証)作業   
3-2.免扣繳補充保險費者查詢(單筆)   
3-3.免扣繳補充保險費者查詢(批次)   
3-4.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   
3-5.查詢網路申報結果 
3-6.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費   
3-7.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   
3-8.單位繳納證明線上列印作業   
3-9.單位繳納證明郵寄申請作業  



廣告 

登入畫面(使用憑證專區) 

56 

 第一次使用必須執行單位憑證上傳作業後，才能使用。 

 之後只要輸入統一編號及憑證PIN碼即可進入。 



廣告 

單位憑證上傳作業(使用憑證專區) 

57 

 必須正確連接讀卡機、插入單位憑證及輸入正確的Pin 碼
後，才能上傳 

 不須經過業務組審核 



廣告 58 

 單位憑證上傳成功後，只要輸入統一編號及憑證PIN碼後
，按登入，即可使用憑證專區之各項功能。 

使用憑證專區--登入畫面 



廣告 

使用憑證專區 

59 

選取所要操作單位的統一編號 

• 一張憑證可以管理多家公司 



廣告 

►代辦扣費單位設定（代辦各類所得補充保險費業
務) 

60 

 設定分支機構及指派管理者 

 輸入代辦分支機構統一編號後，按新增後加入分支機構 

 按指派作業，指定分支機構管理者(需擁有自然人憑證) 

 總機構單位憑
證可代執行分
支機構所有功
能 

指派分支機構(或被代辦單位)之管理者  



廣告 

 指派作業(管理者自然人憑證)   

61 

 輸入身分證號、姓名、憑證序號按下新增後完成 

 憑證號碼可以插入自然人憑證後按讀取鍵取得 

 被指派的管理者自然人憑證視同單位憑證 

 

將管理者自然人憑證置入讀卡機 

  

 
自然人憑證 
請至戶政事務所申辦 
(請攜帶身分證及費用） 
 



廣告 

►代辦投保單位設定--代辦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業

務 

62 



廣告 

代辦投保單位設定（代辦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業務) 

63 

 設定代辦的投保單位 

 輸入代辦單位之投保單位代號後，按新增。 



廣告 

►指派代理人作業  

64 



廣告 

指派代理人作業  

65 

 自然人憑證設定方式 

• “讀取”按鍵：插入自然人憑證，讀取憑證序號 

• 直接登打：將憑證序號直接輸入在文字盒內 

 代理人不能執行申報單位設定作業、指派代理人作業  

將代理人自然人憑證置入讀卡機 



廣告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單筆 

66 



廣告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單筆 

67 

 輸入身分證號後，選擇所要查詢的所得類別，按下查詢，
即可取得是否需扣繳的答案。按下列印，產出查詢結果之 

pdf 檔案。按下回服務專區，顯示憑證登入後畫面。 

 



廣告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批次 

68 



廣告 69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批次 

 輸入聯絡人姓名、聯絡電話、點選上傳檔案說明，製成檔案，
瀏覽選擇欲上傳檔案後，執行確定上傳，可上傳媒體檔，提供
多筆資料查詢。 

 點選上傳檔案
說明，可以開
啟上傳檔案及
結果的格式及
操作說明 

1 3 

2 



廣告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批次下載查詢結果 

70 

 上傳後約 30分鐘，可以執行查詢結果。點選檔案下載可下載
結果檔。 



廣告 

免扣繳補保險費者查詢-報表檔 

71 

 CSV檔，欄位間以逗號分隔 

可用記事本或 MS Excel 開啟及編輯 

Y-需扣取、N-免扣取、O-其他 
查詢結果=O時，其他原因欄才有
值； 
01-身分證號檢核不符邏輯 
02-未達基本工資者免扣繳；已達
基本工資者，以當次給付薪資所
得全額計繳。 
03-所得(收入)類別代號錯誤 
 



廣告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 

72 



廣告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申報格式說明  

73 

 輸入聯絡人姓名、聯絡電話、瀏覽選擇欲上傳之檔案後，執行
確定上傳，可上傳媒體申報檔。 

 隔日可以執行<查詢網路申報結果>作業 

 點選申報格式
說明，可以開
啟申報格式說
明  



廣告 74 

  

 

►媒體申報檔格式檢核程式 

 

 
下載檢核程式，媒體申報檔格
式無誤再上傳 



廣告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 

 

75 

 輸入聯絡人姓名、聯絡電話、瀏覽選擇欲上傳之檔案後，執行
確定上傳，可上傳媒體申報檔。 

 隔日可以執行<查詢網路申報結果>作業 

1 

2 



廣告 

►查詢網路申報結果 

76 

查詢上傳記錄並下載回執聯方式： 
♦系統會將結果發送至申報檔的E-MAIL信箱 
♦隔日早上10點後自行至使用憑證專區查詢並下載 



廣告 

 輸入上傳年月起迄，可查詢網路申報狀態及結果。  

 可下載錯誤的資料檔，更正後整批資料重新上傳。 

  

查詢網路申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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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成功等待入檔」的資料尚可『註
銷』，但「入檔成功」後即無法註銷 

 

可下載扣費明細申
報成功「回執聯」 



廣告 

►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 

78 



廣告 

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 

 選擇各類所得補充保險費或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選擇所得類別，輸
入給付年月起迄，按查詢，可查詢已申請委託扣款之資料，按申請執
行補充保險費委託帳戶扣款繳納。 

 申請後若尚未繳費可以按註銷，註銷此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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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金融機構代扣繳作業程序，請於每月13日前申請約定(或註
銷)上個月補充保費  



廣告 

約定委託取款轉帳繳納補充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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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聯絡電話，所得類別、給付年月、應繳金額、金融機構代
號，輸入銀行存款帳號後，按委託帳戶扣繳後完成。 

 若多筆可執行合併繳款功能 

以扣費單位開立之存款帳戶為限  

【委託僅限當次有效】  



廣告 81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保險對象各類 



廣告 82 

►單位繳納證明線上列印(郵寄申請)作業 



廣告 83 

投保單位及扣費單位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 



廣告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免憑證) 

84 



廣告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免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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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選擇繳款書類別 



廣告 

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免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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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投保單位代號、聯絡人電話、給付年月、應繳金額及驗證碼後可
列印繳款書、申請郵寄繳款書或網路繳費。 

 

61投保單位補充保費畫面 



廣告 

各類所得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或郵寄申請(免憑證) 

87 

 輸入統一編號、聯絡人電話、給付年月、應繳金額及驗證碼後按申請
郵寄繳款書。 

 

申請郵寄繳款單 

1.提供未滿5人之單位因無法線 

   上列印繳款單使用。 

2.已成立投保單位者，寄發至 

   通訊地址；未成立投保單位 

   者，寄發至證照登記地址。 

 



廣告 88 

 需安裝讀卡機，自動帶入應繳金額 

 利用金融卡扣款 

補充保險費網路繳費 

▪網路ATM繳費-台灣銀行網路繳費畫面 



廣告 89 

投保單位及扣費單位申辦及服務查詢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免憑證) 



廣告 90 

各類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作業(免憑證) 



廣告 

輸入各欄位資料，進行檔案上傳，程式會自動檢核該申報檔格式 

91 

申報檔案製作方式1—CSV範例 



廣告 92 

資料識別(A欄)： 

1：申報書資料 

2：扣費明細資料 

處理方式(B欄)： 

I：新增，首次申報 

R：覆蓋，更正申報資料 

申報編號說明： 
▪扣費單位未自行編列申報編號，本系統會將每一筆自動編列『1』 
▪扣費單位自行編號方式請擇一使用： 

  1同一位所得人於同一給付日有2筆以上資料者，第1筆編列『1』第2筆編列『2』 

    以此類推… 

 2自行創造申報編號『以英數字30個字元為限』且不得重覆 

 檔案命名規則: 

     DPR + 申報單位統一編號 (8碼)+申報日期 (yyymmdd) + 序號(3碼)； 

    另存檔時，檔案類型選擇【csv】。 

 

►流程說明 
一、製作csv申報檔案 



廣告 

二、按下「上傳」，請確認E-mail帳號是否填寫正確，以利
寄發入檔結果通知。按『確定』。 

93 



廣告 

  三、畫面顯示〝本署共收到1個檔案(請抄下查詢代碼f1d2e8dc) 
      請務必確認申報資料已入檔成功，才完成申報。申報結果將 

      於近日以電子郵件通知或自行查詢後下載〞 
 

94 



廣告 

  四、系統以E_mail寄出查詢代碼至所留的E_mail信箱，進 

           度查詢請按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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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透過網頁查詢目前進度與狀態，於『進度查詢』輸入進
度『查詢代碼』或『以聯絡資料』點選查詢。 

 



廣告 

六、點選查詢後，顯示入檔結果。 
 查詢作業：回執聯可『下載』及『補寄』。 

 回執聯只保留7天(含假日)提供下載，倘逾保留期限僅提供『補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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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七、申報失敗提示及下載檢核異常檔—請更正內容後重新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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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98 

►以CSV範例免憑證申報常見錯誤 
    範例選錯 

   存檔時--檔案類型未選擇〝CSV(逗號分隔)〞 

   處理方式：  
    正確選擇範例(不同所得類別須分開申報) 
 

    



廣告 99 

 
 

 

  命名後選擇〝CSV(逗號分隔)〞 

另存檔案時出現以下訊息，請直接按〝是〞 
 (按否會變成EXCEL格式) 



廣告 100 

 
 

 

  

申報檔案製作方式2--CSV產生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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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諮詢電話：0800-030-598 

高 屏業 務 組：07 – 23151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