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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2：明細申報時，給付日期或所得人身分證字號有誤 

A2：可分資料上傳成功，等待入檔及資料入檔成功兩種情況 

1.上傳成功，等待入檔 

→申報作業-查詢申報紀錄，「註銷」該次申報資料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或原自行製作TXT申報檔，
將錯誤之明細刪除並新增正確明細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進行「申報」 

2.入檔成功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或原自行製作TXT申報檔，
將錯誤之明細歸零並新增正確明細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將更正之明細進行「申報」 

Q&A-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問題(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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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3：申報後發現，扣費明細有漏報且繳納金額有少 

A3：可從補申報扣費明細及補列印繳款書兩種方面進行 

1.補申報扣費明細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或原自行製作TXT申報檔，
新增漏報之扣費明細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進行「申報」 

2.補列印繳款書 

→申報作業-列印繳款書-依各類所得，按「新增」 

→鍵入統一編號、所得類別、給付年月及應繳金額，按「確定」 

→選擇「合併列印」或「單筆列印」 

Q&A-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問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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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4：外籍員工今年拿到身分證，但今年已申報其拿居留證
的獎金補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請問拿到身分證後，獎金補充
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申報? 

A4：請單位承辦人依據以下步驟處理 

1.居留證號申報之明細歸零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將已申報之扣費明細歸零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進行「申報」 

2.申報身分證字號之獎金補充保險費明細 
→建檔作業-所得人資料維護，新增該名外籍員工身分證字號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建置該名外籍員工自今年
1月1日起所有的獎金補充保險費明細資料 

→申報作業-申報扣繳補充保險費，叫出已新增之明細進行「申報」 

Q&A-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問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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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1：承辦人臨時離職，該承辦人曾申報或建置之補
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處理? 

A1：可分兩種情況 

1.適用情況：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註冊者 

步驟1：請管理者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
護｣先建立新承辦人資料。 

步驟2：至｢憑證置換設定-資料移轉｣將原承辦人的
資料移轉給新承辦人。 

步驟3：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護｣刪除
已離職承辦人員之資料。 

Q&A-使用者異動問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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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1：承辦人臨時離職，該承辦人曾申報或建置之補
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處理? 

Q&A-使用者異動問題(2/5) 

2.適用情況：以單位憑證註冊或曾為憑證專區之單位 

無代辦單位 

步驟1：請以單位憑證或管理者健保卡或自然人憑
證登入，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
護｣先建立新承辦人資料。 

步驟2：至｢憑證置換設定-資料移轉｣將原承辦人的
資料移轉給新承辦人。 

步驟3：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護｣刪除
已離職承辦人員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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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1：承辦人臨時離職，該承辦人曾申報或建置之補
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處理? 

2.適用情況：以單位憑證註冊或曾為憑證專區之單位 

代辦單位之承辦人 

步驟1：代辦單位之管理者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
登入，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護
｣先建立新承辦人資料。 

步驟2：至｢憑證置換設定-資料移轉｣將原承辦人的
資料移轉給新承辦人。 

步驟3：至｢基本資料維護-承辦人員資料維護｣刪除
已離職承辦人員之資料。 

Q&A-使用者異動問題(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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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2：管理者臨時離職，該管理者曾申報或建置之補
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處理?(管理者不只一人) 

A1：可分兩種情況 

1.適用情況：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註冊者 

步驟1：請其他管理者登入後於｢基本資料維護-管理
者資料維護｣先建立新管理者資料。 

步驟2：至｢憑證置換設定-資料移轉｣將原管理者的
資料移轉給新管理者。 

步驟3：至｢基本資料維護-管理者資料維護｣刪除已
離職管理者之資料。 

Q&A-使用者異動問題(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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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2：管理者臨時離職，該管理者曾申報或建置之補
充保險費明細資料該如何處理?(管理者不只一人) 

2.適用情況：以單位憑證註冊或曾為使用憑證專區被
指派之管理者(有代辦單位情況下) 

步驟1：請以單位憑證登入，至｢基本資料維護-管理
者資料維護｣先建立新管理者資料。 

步驟2：至｢憑證置換設定-資料移轉｣將原管理者的
資料移轉給新管理者。 

步驟3：至｢基本資料維護-管理者資料維護｣刪除已
離職管理者之資料。 

Q&A-使用者異動問題(5/5) 



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方式 

免憑證 

方法二 

紙本申報 

方法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7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補充保險費
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
款書系統 

方法一 



下載  

範本 

另存  

新檔 

登打  

明細 

上傳  

檔案 

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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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申報作業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已申報之明細需自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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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路徑 

 路徑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主題專區 二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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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範本 

1. 選取適當類別(獎金、兼職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股利 、
利息 、租金) 

2. 選擇範本(csv或txt兩種格式) 

點選下載 



1. 下載範本csv或txt後請立即「另存新檔」 

2. 檔名：DPR+統編8碼  + 日期 + 流水
號；附檔名：CSV(逗號分隔) 

      例如：DPR1234567810401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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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上一步儲存之檔案 

請填入給付日期、所
得人身分字號、姓名 

所得單次
給付金額 

40,000*1.91%=764 

扣繳補充保險費金
額 

申報編號：
同一天同
一人申報
明細筆數，
依序填入1、
2、3…以
此類推 

申報明細總表： 

填入統編、給付起始、
給付結束、申報總筆
數、給付所得總額、
扣繳補充保險費總額、
扣費義務人、電話、
電子郵件、聯絡人 

 不要調整表格的大小、變換字型、字體大小、加粗或是顏色 

 所有數字不要有逗點，每一個儲存格格式均為「通用格式」 

 不可有函數(總計、平均、對照儲存格等都不要) 

 若統編首碼為0，請於B2儲存格改成文字格式後儲存 

 右下角有自動計算加總，不須另做計算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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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職收入(63) 



請填入給付日期、所
得人身分字號、姓名 

當次發放
獎金金額 

165,000-31,800*4=43,800 (差額) 

43,800與15,000(當次給付)相比→15,000較小 

15,000*1.91%=287(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 

申報編號：同一天同一人申報明細
筆數，依序填入1、2、3…以此類推 

申報明細總表 

 不要調整表格的大小、變換字型、字體大小、加粗或是顏色 

 所有數字不要有逗點，每一個儲存格格式均為「通用格式」 

 不可有函數(總計、平均、對照儲存格等都不要) 

 若統編首碼為0，請於B2儲存格改成文字格式後儲存 

 右下角有自動計算加總，不須另做計算 

 

 

 

 

2 
1 

15,000+50,000 

=165,000同年度累積
獎金金額 

單位代號 

扣費當月投保金額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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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金收入(6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8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81 

2.選取檔案 

1.將欄位填上 

3.輸入驗證碼 
4.申報 

回到健保署免憑證網頁 



初步檢核條件(1/3) 

代碼 錯誤訊息 csv檔案檢核條件 

0 資料識別碼錯誤 

1.資料識別碼順序錯誤 

2.申報書資料的識別碼只能「1」 

3.明細資料的識別碼只能「2」 

2 統編或單位代號錯誤 

1.識別碼1的統編與檔名統編不一致 

2.統編空白或不合邏輯 

3.所得類別「62」，投保單位代號空白或不合邏輯 

3 身分證號錯誤   
1.身分證號空白 

2.身分證號不合邏輯 

4 日期錯誤 

1.不合日期邏輯yyymmdd or空白 

2.小於系統年-1 

3.給付日期，不在所得給付起始年月及結束年月區間。 

4.大於系統年(租金所得除外) 

5 資料處理方式錯誤 
1.資料處理方式空白 

2.資料處理方式只能「I」新增or「R」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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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 錯誤訊息 csv檔案檢核條件 

7 金額錯誤 

1. 金額空白or小於零or非整數 

2. 金額不可使用千分位 

3. 股利所得信託者，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之股利金額非為0 

4. 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20萬元 

5. 給付日期<1030901，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1~99元(獎金62除外)給
付日期≧1030901，兼職所得扣繳補充保費金額<384元 ，其餘所
得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1~99元(獎金62除外) 

8 
總筆數/總金額 

不符 

1. 總筆數，不等於明細筆數的加總 

2. 所得給付總額，不等於明細所得金額的加總 

3. 扣繳補充保險費總額，不等於明細扣繳補充保險費的加總。 

10 
所得類別 
代碼錯誤 

1. 所得類別空白 

2. 所得類別只能「62」or「63」or「65」or「66」or「67」or「68」 

11 信託註記錯誤 
1. 信託註記有值，但不是「T」 

2. 信託註記有值，所得類別需為「66」、「67」、「68」 

12 股利註記錯誤 
1. 所得類別「66」，股利註記需為「1」or「2」or「3」 

2. 非所得類別「66」，股利註記只能空白(非66此欄位不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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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核條件(2/3) 



初步檢核條件(3/3) 

代碼 錯誤訊息 csv檔案檢核條件 

13 
除權(息) 

基準日錯誤 

1. 除權(息)基準日不合日期邏輯yyymmdd  
2. 除權(息)基準日空白 
3. 除權(息)基準日比所得給付日期晚 
4. 非所得類別「66」，除權(息)基準日只能空白(非66此欄位不檢
核) 

14 其它錯誤 扣費義務人、所得人姓名、聯絡人、聯絡電話及e-mail空白 

17 檔名錯誤 檔名非DPR+8碼統編+7碼日期+3碼序號 

18 
累計獎金 

金額錯誤 
1. 所得類別「62」，累計獎金金額<所得給付金額。 
2. 非所得類別「62」，累計獎金金額只能空白。 

19 特殊註記錯誤 
1. 所得類別「66」，特殊註記只能空白or「B」or「C」or「E」or
「H」or「M」 

2. 非所得類別「66」，特殊註記只能空白 

20 資料註記 
1. 所得類別「67」資料註記只能空白or「F」or「D」 

2. 非所得類別「67」，資料註記只能空白(非67此欄位不檢核) 

22 不同給付年度 申報檔案只能申報同一個給付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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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傳成功，
抄下查詢代碼 

1.查詢進度 

上傳成功不代表入檔喔！隔天會收到結果通知
單及「回執聯」或「異常檔」，供單位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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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成功 



輸入「查詢代碼」
或「聯絡資料」及
驗證碼→點選查詢
→上傳檔案目前處
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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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成功-進度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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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成功-結果通知 



上傳失敗，查看「錯誤原因」
並更正內容後再重新上傳 

網頁會自動檢核檔案格式是否正確(但無
法作申報與繳納金額之平衡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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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失敗 



只要申報檢核失敗 

→整份明細無法入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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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失敗-結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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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寄回執聯(1/2) 



1. 選擇「以查詢代碼查詢」
或「以聯絡資料查詢」 

2. 輸入*資料 
3. 輸入「驗證碼」 
4. 按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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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寄回執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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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申報(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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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申報(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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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申報(3/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9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產製CSV小幫手(1/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1.點選使用手冊 

2.點選下載 

3.另存新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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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細申報作業-產製CSV小幫手(2/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4. 登打明細 

Step1輸入單位資料 

Step2選擇補充保費
類別 

Step3產出CSV申報
檔 

5. 產製申報檔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9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產製CSV小幫手(3/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6. 上傳媒體申報檔 



未收到EMAIL結果通知，請先以查詢代碼查詢
申報進度，勿再重複上傳。 
 

1.重複上傳 

網路申報後不需再再寄送書面明細申報書至健
保署，相同內容明細申報書勿重複寄送。 

2.重複送件 

已上傳成功之申報明細，如需更正，請以相同
申報編號重新上傳覆蓋。 

3. 明細修改不正確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9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常見錯誤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情況一：申報資料入檔成功後發現甄健康1050131之租
金收入給付日期有誤，正確為1050530，該如何處理? 

1. 將原檔案1050131這筆資料先另存新檔(其餘3筆刪除)，總計
資料亦配合修改 

2. 1050131之單次給付金額與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更改為0，申
報編號不變，處理方式改為R→視同刪除1050131這筆資料 

3. 新增一筆1050530之正確申報資料，處理方式為I 

務必以相同的
申報編號重新
上傳更正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9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日期修改(1/2)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修改明細後之畫面 

R為取代，表示1050131之給付金額
與扣繳金額歸0 
I為新增，表示新增一筆1050530給
付金額40,000與扣繳金額764之明
細 

明細修改完
成後即可重
新上傳申報 

 

 
申報總筆數應改為2筆，
給付金額、扣繳金額、
給付月份起迄皆需更改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日期修改(2/2)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情況二：申報資料入檔成功後發現甄健康1050131之租金收
入給付金額有誤，正確為30,000，扣繳金額573，該如何處
理? 

1. 將原檔案1050131這筆資料先另存新檔(其餘3筆刪除)，總計
資料亦配合修改 

2. 1050131之單次給付金額更正為30,000與扣繳補充保險費金
額更正為573，申報編號不變，處理方式改為R→覆蓋更正 

務必以相同的
申報編號重新
上傳更正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給付金額修改(1/2)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修改明細後之畫面 

R為取代，表示1050131之給付金額
更改為30,000，扣繳金額更改為573 明細修改完

成後即可重
新上傳申報 

 

 
申報總筆數應改為1筆，
給付金額、扣繳金額、
給付月份起迄皆需更改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給付金額修改(2/2)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一：忘記修正原範本所提供的欄位值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1/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二： 

1. 起始年月、結束年月與明細給付日期不符 

2. 日期格式錯誤(例105/07, 105.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2/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三： 

金額錯誤(金額格式不可使用千分位符號且不加
$符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3/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四： 

檔案內容統編與檔案命名名稱之 統編不相符。 

(檔案命名方式：DPR+統編+日期+序號(3碼) 

統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4/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五： 

資料識別碼、處理方式及申報編號漏key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5/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正確為7筆 

錯誤六： 

申報總筆數、所得給付總額、扣繳補充保費總額與
所得給付金額、扣繳補充保險費金額合計數不符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6/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 ★ ★ ★ 

錯誤七：股利部分欄位漏key 

(★為必填欄位) 

1:股票股利 
2:現金股利 
3:股票股利 

  +現金股利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0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CSV格式常見錯誤(7/7)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錯誤一： 

獎金申報時，同年度累計獎金金額小於所得給付金額
(正確應為大於或等於) 

明細申報作業-獎金申報常見錯誤(1/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二： 

扣費當月投保金額與健保署資料不符。 

健保署資料 

月份 扣費當月
投保金額 

10506 25200 

10507 2280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獎金申報常見錯誤(2/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給付日期 給付
金額 

扣繳金
額 

當月投
保金額 

四倍投保
金額 

同年度累計獎
金金額 

是否需要申報 

1050201 50000 0 21000 84000 50000 NO 

1050401 35000 19 21000 84000 85000 YES 

1050601 30000 573 21000 84000 115000 YES 

案例：公司發放某員工獎金情形如下： 

提醒： 
1. 當扣繳金額是0時，無需申報，當扣繳金額大於0

時，才需要申報。 
2. 同年度累計獎金金額，以前次給付金額累計加上

本次給付金額申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獎金申報常見錯誤(3/3)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一：除權息基準日晚於給付日期 

 (正確:除權息基準日應早於或等於給付日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1/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錯誤二：股利所得給付金額以淨額申報 

 (正確:股利所得給付金額應以股利總額計算扣繳及申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2/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扣繳 

金額 

雇主每
月投保
薪資 

已列入投保金
額計算保險費
之股利金額 

除權息基準 
股利
註記 

股利所
屬年度 

1051001 300000 0 43900 3000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104 

1051101 200000 0 43900 2000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104 

1051201 600000 10948 43900 268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104 

總計 1100000 10948 43900 526800 

※提醒： 

同年度，同一基準日分配，雖不同給付日期， 

應加總為一筆資料合併申報， 並以第一筆給付日為申報日 

案例1：公司105年發放雇主104年度股利情形如下： 

申報日 

申報明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3/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提醒： 

同一除權息基準日分配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為同一次給付 

(請參考: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7條) 

案例1之正確扣費明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4/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給付日期 給付金額 
扣繳 

金額 

雇主每
月投保
薪資 

已列入投保金
額計算保險費
之股利金額 

除權息基準 
股利
註記 

股利發
放年度 

1051001 1000000 0 43900 526800 1050601 
股票
股利 

104 

※提醒： 

僅發放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不夠扣取時，仍應申報，扣繳金額
為0，健保署將於次年七月開計股利所得補充保險費繳款單寄
發所得人繳款(寄發地址：可填利息及股利所得補充保險費繳
款單指定郵寄地址申請表並檢附身分證影本郵寄辦理。) 

案例2：公司105年發放雇主104年度股利情形如下：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5/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案例2之正確扣費明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6/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給付日
期 

給付金額 
扣繳 

金額 

雇主每
月投保
薪資 

已列入投保
金額計算保
險費之股利

金額 

除權息基準 
股利
註記 

股利
所屬
年度 

特
殊
註
記 

1051001 450000 619 34800 4176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91 E 

1051101 432000 275 34800 4176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92 E 

1051201 556000 558 43900 526800 1050601 
現金
股利 

101 

總計 1438000 1452 1362000 

案例1：公司105年發放雇主不同年度股利情形如下： 

申報日 

申報明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1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提醒： 

不同年度，同一基準日，仍應加總為一筆申報，惟申報時須於特
殊註記欄未註記E(雇主投保金額分別依股利發放年度認列)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7/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案例3之正確扣費明細 

※提醒： 

不同年度，同一基準日，仍應加總為一筆申報，並於第一次
給付日申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股利申報常見錯誤(8/8) 
補充保險費 

免 憑 證 



補充保險費明細申報方式 

免憑證 

方法二 

紙本申報 

方法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補充保險費
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
款書系統 

方法一 



下載紙本 填寫明細 郵寄資料 

Step 1. Step 2. Step 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明細申報作業 
補充保險費 

紙   本 



下載紙本(1/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路徑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主題專區 二代健保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下載紙本(2/2) 



1. 資料填寫完整後，
請蓋上公司大小章。 

2. 郵寄至健保署臺北
業務組，即完成申
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填寫並郵寄明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第三部分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功能 

免憑證 

申請電子繳款單 
各類明細表 

下載 

逐步擴充 
更多服務項目 

1.加退保異動/查詢 
2.異動基本資料申請/查詢 

下載繳納證明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功能 

 申請補寄前1年度迄今之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 
◎ 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 

◎ 投保金額級距表 

◎ 異動清冊（完整版） 

◎ 異動清冊（簡要版） 

◎ 電子繳款單 

◎ 第一類投保單位員工健保費計算彙總表 

◎ 雇主投保金額總額表 

◎ 繳納證明(一般保費及補充保費) 

 申請次期(以後)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自動寄發 
◎ 投保金額級距表 

◎ 約定帳號轉帳扣費收據 

◎ 電子繳款單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好處多多~ 

•儲存成檔案使用 

•減少紙張列印 

•即時收到繳款單 

•免等待 

•操作簡單 

•輕鬆點選即可作業 

•免來電申請即可自

行下載繳款單、各纇

明細表及繳納證明 

方便 簡單 

環保 快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2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網路服務專區好處多多， 
   免使用憑證，趕快申請喔！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作業流程圖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