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登入路徑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搜尋「健保署」網站 (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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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登入路徑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3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2/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3/6) 

健保卡正面左下角共12碼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4/6) 

連結超過24小時
未認證則失效！
需重新註冊！ 

註冊認證通知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5/6) 

註冊認證確認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註冊(6/6) 

註冊完成通知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登入(1/2) 

輸入投保單位代號，經辦人身分證號及密碼
登入此專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3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登入(2/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修改基本資料(1/2) 

負責人變更需紙本填寫「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

報表」才可變更成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修改基本資料(2/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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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表單申請及下載(1/5) 

1 2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申請（1）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表單申請及下載(2/5)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選擇申請年月： 
(1)申請年度範圍：1年 
(2)單次申請月份數：6個月 

勾選欲申請表單 

亦可申請： 
(1)年度報表 
(2)繳費證明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申請（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1 2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表單申請及下載(3/5)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下載（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表單申請及下載(4/5)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下載（2） 

開啟時請輸入 
投保單位代號 



請輸入投保單位代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表單申請及下載(5/5)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寄送至E-mail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8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1 

2 

申請次期(以後)繳款單及各類單據報表自動寄發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申請自動寄發(1/2) 



申請次期(以後)繳款單及各類單據報表自動寄發 

顯示已申請之表單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49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申請自動寄發(2/2) 

1 

2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Q&A(1/4) 

Q1：註冊完成卻沒收到確認信，或是E-MAIL打錯，該如何
處理? 

A1：點選『重寄確認信』 
(需在確認信有效時限內申請) 

可修改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Q&A(2/4) 

Q2：如果忘記密碼，該如何處理? 

A2：點選『忘記密碼』 
方法1→插入原經辦人之健保卡，輸入單位代號、經辦人姓名、身分
證字號、健保卡卡號，按「確認送出」(未變更承辦人之情況下使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Q&A(3/4) 

Q2：如果忘記密碼，該如何處理? 

A2：點選『忘記密碼』 
方法2→插入負責人之健保卡，輸入單位代號、負責人姓名、身分證
號、健保卡卡號，按「確認送出」(已變更承辦人之情況下使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Q&A(4/4) 

Q3：如果不想使用本系統該如何處理? 

A3：登入系統後，從帳號
中心中點選『註銷帳號』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請您多利用委託金融機構 

轉帳繳納健保費~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轉帳繳納健保費，一起環保愛地球 

長期約定轉帳 
    請填妥「委託轉
帳代繳全民健康保險
費約定書」 
    逕洽 
往來之金融機構辦理 

(補充保險費不適用)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轉帳約定書取得方式 

提醒您~ 

轉帳扣繳作業正式生效(45至60天)後，將於繳費寬限期滿

日(即每月15日，遇例假日順延)才扣繳，資金運用更靈活。

如存款不足，將依轉帳結果另寄繳款單，惟因已逾寬限期，

繳納保費後依法將加徵滯納金，所以請您多留意轉帳帳戶

內的存款餘額是否足夠扣繳。 

★臨櫃索取：洽本署各分區業務組即聯絡辦公室 
★網路下載：健保署首頁→資料下載→表單下載→保險費表單   
                        →委託轉帳代繳全民健康保險費約定書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My Health Bank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第四部分 



• 為了將政府收集的資料還給民眾，以協助民
眾自我健康管理。 

• 民眾可透過網路，隨時掌握自身健保相關資
料。 

• 亦可於就診時供醫師參考，縮短醫病間資訊
不對稱問題，提升醫療安全與效益。 

※本系統所提供之資訊並非病歷，相關診斷及
詳細罹病情況，仍應洽相關醫事機構之醫師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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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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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電腦瀏覽 

健保快易通 
App 

臨櫃申請 

查詢據點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1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共三種登入方式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2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路徑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nhi.gov.tw 
主題專區 健康存摺 前往健康存摺2.0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3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首次登入前，健保卡需先網路註冊取得「密碼」 

請先準備「讀卡
機」、「健保卡」、
戶口名簿上之「戶
號」、「戶籍鄉鎮
里鄰」進行註冊 

1. 

2. 



取得密碼後，首次先以「健保
卡」或「自然人憑證」登入 

登入前先點選「環
境檢測與安裝」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4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非首次，則可以「一般登入」
(免插卡)方式登入 

只要輸入「身分證號」、
「健保卡卡號」、「密
碼」，免插卡登入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5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互動式呈現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6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可自行輸入個人
生理量測值，幫
助自主健康管理 

貼心提醒，「洗
牙時間」及「成
人健檢時間」 

基本健康資料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7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健保投保資料專區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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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就醫資料、檢驗報告
視覺化呈現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疾病評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270 補充保費扣繳及申報宣導說明會 



App版綁定手機流程與2.0版操作 

271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2 

Android系統 

iOS系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3 

限本國籍人
士使用本人
申辦之月租
型手機門號
及個人行動
網路(3G/4G) 

新 

須讀卡機
及健保卡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4 

用行動電話進行
身分認證 

輸入健保卡號後4
碼及設定健保卡

註冊密碼 

輸入健保卡號後4碼
及健保卡註冊密碼 

身分驗證 

裝置認證 

健保卡註冊
成功及完成
裝置認證 

已註冊
健保卡 

未註冊
健保卡 

健保卡註冊成功
及完成裝置認證 

行動裝置綁定
完成 

健保卡註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5 

1 

2 

3 

健保卡未註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6 

健保卡未註冊 

4 

5 

6 

健保卡網路註冊
成功，並完成裝

置認證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7 

1 

2 

3 

健保卡已註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8 

4 

5 

6 

完成裝置認證 

健保卡已註冊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79 

1 

2 

  連結到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 

插入健保卡並
輸入健保卡註
冊密碼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0 

3 

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1 

  開啟健保行動快易通 

5 

6 

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2 

  連結到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 

1 
插入自然人憑
證並輸入身分
證字號、出生
日期及PIN碼 

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3 

3 

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4 

  開啟健保行動快易通 

5 

6 

7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5 

插入健保卡並
輸入健保卡註
冊密碼 

1 

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6 

1.會紀錄曾經綁定之裝置。(可設定啟用與否) 

2.一個身分證字號可綁定多個行動裝置，但同時間僅可啟用

一個行動裝置。 (多組身份證字號可綁定同一個行動裝置)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7 

可自行設定首頁功能 資料範圍與網頁版相同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8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289 



•      申請人： 

1.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之本國籍配偶。 

2.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新住民本人提出申請： 

A. 本國籍配偶死亡，未再婚之新住民。 

B. 本國籍配偶失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6個月以上，
其家庭為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C. 與本國籍配偶離婚後獨自扶養在臺未成年子女之新住民。 

D. 符合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資格家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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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參加本保險之新住民。 



 如何申請補助？ 

• 申請人填具「設籍前新住民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
險費申請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或各聯絡辦公室提出申請
(可郵寄申請)。 

□設籍前新住民補助全民健康保險自付保險費申請表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新住民居留證明文件影本(正反面) 

□申請人之戶口名簿影本 

□符合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 

□其他，如保護令、失蹤報案證明文件等 

 
免付費健保諮詢服務專線：0800-030-598 

歡迎逕洽健保署各地分區業務組了解詳情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關心您的權益  



健保最新資訊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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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步驟1:輸入收件者 add@nhi.gov.tw 
步驟2:於「主旨」輸入貴單位的「健保投保單位代號」(共9碼) 
步驟3:將郵件寄出 
註1.本信箱無諮詢功能(請勿以本電子郵件帳號提問問題) 
註2.每個單位僅限提供1個e-mail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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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ND 

感謝聆聽 
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30-598 
臺  北  業  務  組：02 – 2191-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