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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財務實務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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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承保財務實務說明 

今日您支持健保   明日健保照顧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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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6大類) 

類
別 

保險對象 
投保單位 

被保險人 眷屬 

1 

受僱者〈含外籍員工〉 

公職人員 

雇主或自營作業者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直系血親尊親屬、
配偶、子女、孫
子女、外孫子女 

所屬機構、雇主或
團體 

2 
職業工會會員 

參加海員總工會或船長公會為會員之外僱船員 
同上 工  會 

3 
農、漁民、水利會會員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 
同上 農、漁民、水利會 

4 

義務役軍人、軍校軍費生及無依軍眷及撫卹遺眷 

服替代役期間之役齡男子 

受刑之執行、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 

國防部指定單位 

由內政部指定單位 

法務部(國防部)指
定單位 

5 低收入戶成員 鄉鎮市區公所 

6 
榮民或榮民遺眷 

前項被保險人及眷屬以外之家戶戶長或代表 
同第一類 鄉鎮市區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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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及資格 

 保險對象：指被保險人及其眷屬 

依健保法§10，被保險人分為6大類 

具有被保險人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第一類：公職人員、公民營事業受僱者、雇主

或自營業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不得為其他類被保險人，第五類除外-合規定之低收入戶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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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及資格-被保險人(受僱者) 

   1.公司領全薪之受僱員工     2.外國籍員工 

      3.大陸、港、澳籍員工         4.專任員工 

例外： 

  1.工作未滿3個月之短期工兼職人員 

    (保險對象原有之投保資格尚未喪失，其從事短期
性工作未逾3個月者，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    

   

  2.部份工時(平均每週工作時數未超過12小時) 

 

  3.同一類具有二種以上被保險人資格者，應以主要
工作之身分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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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職業 

2、配偶及直系血親(不含岳父母、公婆)   

3、跨親等之限制  

4、外籍眷屬：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 

      且在臺須居留滿 6 個月。 

5、年滿20歲子女加保：須在學就讀且無職業 

      或無謀生能力者。 

保險對象及資格-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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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外 



保險對象及資格-眷屬 

 

眷屬年滿20歲且無職業，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以眷屬 

     身分參加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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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代號 原因 

S 在學就讀且無職業 

P 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 

A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且不能自謀生活 

H 罹患符合本法所稱重大傷病且無職業 

G 
應屆畢業自當學年度終了之日起或服兵役退伍自退伍日起

一年內且無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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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中華民國國籍者加保 

  1.需設籍滿6個月 

初取得國籍 

在國外出生之新生兒 

       
     2.不需設籍滿6個月 
最近2年內曾有參加健保紀錄 

本國人在臺出生之新生兒 

政府駐外人員及其眷屬 

受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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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取得居留證明文件辦理加保 

保險對象 適用對象 投保單位 起保日 

被保險人 

受僱者 服務單位 自受僱日起加保 

負責人 服務單位 

自居留滿6個月起
加保 

工會會員 所屬工會 

沒有工作也不符合以
眷屬身份投保者(地區
人口) 

居留地之鄉
(鎮、市、
區)公所 

外籍人士加保-被保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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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先取得居留證明文件辦理加保 
保險對象 適用對象 投保單位 起保日 

眷 屬 

被保險人沒有工作的
配偶、父母、未滿20
歲的子女或年滿20歲
仍在學的子女 

依附在被保
險人之投保
單位 

自居留滿6個月起
依附加保 

107年2月8日後受聘
僱之外國專業人才的
配偶、未成年子女及
年滿20歲因身心障礙
無法自理生活的子女 

依附在受聘
僱外國專業
人才之投保
單位 

自眷屬領有居留證
之日起依附加保 

106年12月1日後於
臺灣地區出生之外國
籍新生嬰兒 

依附在爸爸
或媽媽之投
保單位 

自出生日起加保 

外籍人士加保-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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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居留滿6個月之定義 

本法第九條第一款所稱在臺居留滿6個

月，指進入臺灣地區居留後，連續居住

達6個月或曾出境一次未逾30日，其實

際居住期間扣除出境日數後，併計達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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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相關規定 

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保條件之日起3日  
    內，向保險人辦理投保，投保日期為員工到職日。 
 

被保險人之眷屬，應隨同被保險人辦理投保及退  
    保(可追溯在職期間)。 
 

未依規定為被保險人或其眷屬辦理投保者， 除 
    追繳保險費外，並按應繳納之保險費，處以二倍 
    至四倍之罰鍰。  
 
(健保法§12、15 、84，健保法施行細則§20) 

 



加保申報表(D表)範例-勞健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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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填寫 

 眷屬加保不需填 

務必加蓋公司大小章 

年滿20歲需註明加保原因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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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申報表(D表)範例-健保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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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保申報表(D表)範例-健保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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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與退保相關規定 

轉出 員工離職或眷屬轉換投保單位時 

退保 
符號 原因  退保日期 

M 死亡 死亡日 

E 失蹤滿6個月 報案日 

U 喪失加保資格(外籍員工期滿回國或遣返) 出境日 

U 喪失加保資格(本國人戶籍遷出) 戶籍遷出日 

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退保原因發生之日起3日內， 

  向保險人辦理退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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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保申報表(L表)範例-勞健合一 

務必加蓋公司大小章 

17 

請注意轉出及退保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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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僱者，以其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2.雇主及自營作業者，以其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 
得舉證申報調整投保金額，僱用被保險人數5人以上時，最低不得低
於勞保投保薪資最高等級(45,800元)及其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額。 

 
3.自行作業者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以其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 

投保金額申報 

健保之投保金額不可低於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及勞工
保險之投保金額。 

投保金額調整均自申報之次月一日生效 



雇主以營利所得為投保金額；專技人員以執行業務所得為

投保金額，不得低於其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及參加其他

社會保險之投保薪資。 (ex勞保、職災) 
     

投保金額下限： 

 員工未達5人-不得低於受雇者平均投保金額(現為34,800元)及

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額。 

 員工5人(含)以上-不得低於勞保最高投保級距(現為45,800元)及

所屬員工最高投保金額。 

除自行舉證申報外，應按投保金額分級表最高一級申報(現為182,000元) 

    (健保法§ 20、21 ，健保法施行細則§46、47) 

19 

雇主、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投保金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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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調整表(S表)範例-勞健合一 

務必加蓋公司大小章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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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保及復保—停保 

 停保相關規定 

失蹤未滿6個月者，自失蹤當月起停保。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自出國當月起停保； 

    但未於出國前辦理者，自申報當月起停保(不得追溯)。 

曾辦理出國停保，於返國復保後應屆滿3個月，始得再 

 次辦理停保。 
辦理停保 停保期間不需繳納健保費，亦無法享有醫療保障。  
繼續投保 需繳納健保費，若於國外發生緊急傷病或分娩時，可檢具費用  
    收據、醫療診斷等證明文件，申請核退醫療費用。 
 

(健保法§55、健保法施行細則§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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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復保作業—復保 

 復保相關規定 

失蹤未滿6個月者：自尋獲之日註銷停保。 

    失蹤滿6個月者：自停保日退保。 

出國未滿6個月(即返國)者：停保自始無效(註銷)，  

    並補繳保險費。 

 出國滿6個月以上者：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 

  (健保法施行細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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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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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國復保後再次申請停保案例說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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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復保申報表(MN表)範例-健保專用 

務必加蓋公司大小章 

請確認被保險人已明瞭
停復保相關規定並簽章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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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變更作業—保險對象 

填具「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R表)，並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影本。 

保險對象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號、居留證號 

 變更(已向主管機關變更)，另需重新申請換發健保卡。 

投保單位：可於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申請製卡。 

 (限本人或依附之眷屬。可選擇有無照片，圖檔需JPG
格式並小於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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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R表)範例-勞健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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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變更作業—投保單位 

應於15日內填具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B表) 

    -需檢附相關文件：變更投保單位之名稱、負責人、證照
地址。(主管機關核准函、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新舊負
責人加/退保表或投保金額調整表) 

   -不需檢附相關文件：變更通訊地址、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信箱。 

 

投保單位有停業、歇業、解散或裁撤情事時，應於15日 
    內以書面並檢附相關證件（主管機關核准函、在保人員 
   轉出表）辦理所屬保險對象之異動申報手續。  
 
復業時亦同。  
 
   (健保法施行細則§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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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B表)範例-勞健合一 

務必加蓋公司大
小章 

請依照檢附文件填寫 

填寫可收到郵件之地址 

必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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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費原則 

以月計收 

月底最後一天轉出—計收保險費。 

同月進出(ex:5/3加保，5/4轉出) —不計收保險費。 

多家單位同月加保轉出—以當月最末日在保之投保 

 單位計收保險費。  

轉出當月(非月底最後一天) —不計收保險費。 

 (健保法§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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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費原則-案例 

8/10 8/20 8/25 8/26 8/31 

8/31轉出， 

收8月費用 8/1-8/30轉出，都不收8月費用 

轉出(非最後一天/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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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費原則-案例 

8/10(轉入甲co.) 8/25(轉出甲co.) 

同月第一次8/10轉入甲公司，且8/25轉出甲公司；第二次8/26轉入乙公司，
且持續在保至8/31，則8月保費於當月最末日在保之乙公司計收。 

8/10 8/25 

8/10轉入，且8/25轉出，不收8月費用 

8/26轉入乙co. 

同一單位同月加保轉出 
 

多家單位同月加保轉出 



32 

保險費計算相關規定 

眷屬之保險費： 

由被保險人繳納，且其保險費與所依附被保險人之 

 自付額相同。 

保險費之眷口數：超過3口，以3口計收。 

   例如： 

 某甲帶有4口眷屬加保→則僅收取3口眷屬保費 

 若其中1口若全額補助→則僅收取2口眷屬保費 

  雇主、自營作業、專技自行執業者及其眷屬保費計算： 

 例：投保金額為45,800元，帶有4口眷屬，則每月自付額： 
45,800*4.69%*100%*(1+3)=8,5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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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雇主之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費計算： 

例：員工投保金額為23,100元，帶有4口眷屬，其中1口眷
屬具重度殘障之減免資格者。 

*保險費率：自105年1月1日起調降為4.69%。  
*員工負擔30%、公司負擔60%。 
*全國平均眷口數自105年1月起為0.61人。 

保險費計算 

投保單位負擔：23,100*4.69%*60%*(1+0.61)=1,047元 

員工自付保險費：23,100*4.69%*30%*(1+2)=975元 



繳款單樣式(A4直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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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繳款單
右上公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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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加徵滯納金 

繳納期限在月底，得寬限15日。 

逾寬限期自期滿翌日起至完納前1日止，每逾1日

加徵應納費額之0.1％滯納金。 

投保單位滯納金額上限為應納費額15％為限。 

舉例：       

102年2月份應繳健保費共10,000元，應於102年4月15 

前繳納，遲至4月30日才繳納。 

滯納金之計算： 

 10,000 (元) * 0.1％ * 14(天)＝ 140 (元) 



36 

保險費繳費通路 
保費繳納方式  

★轉帳代繳(每月15號扣款遇例假日順延，請確認帳戶足額) 

一般保險費  

-長期約定轉帳：填寫申請書向金融機構辦理  

-單次約定轉帳：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 

- ATM、便利商店(2萬元內)繳費-自付手續費 

-網際網路-全國繳費網、臺灣銀行網路銀行 

-金融機構(共15家)或郵局臨櫃-免收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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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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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約定轉帳申請 

填妥上方委託轉帳約定書~省去每月持單繳納之困擾 

每月15號扣款遇
例假日順延，請
確認帳戶足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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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斷投保 

全民健康保險自84.03.01開辦，為強制性保險， 

自符投保條件之日起均須加保，不得中斷。 

第一類保險對象並無個別通訊地址，故須由投保 

單位代為轉交，繳款單正面印有「收件人：OOO 

先生/女士」及「非收件人請勿拆閱」，因有繳納 

期限，請投保單位務必儘早轉交給收件人。 

計費方式：暫以「地區人口」計算保費 

  若保險對象的加保紀錄裡有「中斷」的現象，即
為中斷投保。（但合法的原因除外，如停保、退保等） 

目前每人每月
健保費74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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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異議原因及處理： 

並無中斷：請保險對象檢附投保單位補正或原送之

異動申報表連同繳款單寄至開單分區業務組。 

非「地區人口」身分：保險對象須回中斷期間投保

單位補辦加保並繳納自付保險費，將辦妥之加、退

保申報表連同繳款單寄回開單分區業務組。 

中斷投保(續) 

  若有異議，請暫勿繳納，並於繳款期限內向開
單分區業務組提出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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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加保日期 

    應以員工到職日加保，不是寫申報表日期，以免員工 

  或眷屬投保中斷。 

申報投保金額 

    以與員工約定薪資為投保金額，不是基本工資。 

健保法第84條、第89條規定，投保單位未替員工及眷

屬加保或高薪低報，除追繳保險費外，並按應繳金額處

以2~4倍罰鍰。(5年內均可追溯) 

 

再次提醒-填寫申報表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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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見勞資爭議，投保單位未替員工加保錯誤形態 

 補貼勞健保費給員工 

 卡債族怕加保後會強制扣薪水 

 怕喪失會員資格(工會、農會、漁會) 

 以榮民身分加保 

 每週工時已達12小時時薪工 

 以眷屬身分加保 

罰鍰處分 105年高屏業務開出罰鍰處分有1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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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投保單位投保金額高薪低報形態 

 以基本工資投保(錯) 

健保法第20條規定，受僱者以薪資所得為投保金額。 

參照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3款規定，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包括工資、

薪金及按計時、計日 、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

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 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 

 

 
 

 

 

罰鍰處分 105年高屏業務開出罰鍰處分有124萬 



 

承保E化作業系統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高屏業務組 

★多憑證網路系統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