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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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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補充保險費繳費與申報作業 

3 補充保險費更正作業 

補充保險費計算與扣繳 1 



補充保險費計算與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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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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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般保險費 

投保金額×4.69%×負擔

比率×(1+平均眷口數) 

(註:108年平均眷口數為0.61、

109年修正為0.58) 

投保金額×4.69%×負擔

比率×(1+依附眷口數) 

補充保險費 

【每月支付薪資總額─

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

額】×1.91% 

投
保
單
位 

保
險
對
象 

投
保
單
位 
保
險
對
象 

高額 
獎金 

股利 
所得 

兼職 
所得 

利息 
所得 

執行業務 
收入 

租金 
收入 

×1.91% 

由健保署每月核計開單 由投保單位及扣費義務人自行計算按月繳納 



投保單位（雇主）補充保險費 
• 法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4條 

 第一類第一目至第三目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每月支付之 

 薪資所得總額逾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時，應按其差 

 額及前條比率計算應負擔之補充保險費，併同其依第27條 

 規定應負擔之保險費，按月繳納。 

• 計算公式： 
 

      

• 繳納期限：同ㄧ般健保費；次月底寬限15日。 

 例如：108年6月單位補充保險費之繳納期限為108年8月15日。 

• 繳款書代號：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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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薪資所得總額(A)-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B)］×1.91% 

所得稅代碼50、
79A及79B 

無受僱者無須繳納
單位補充保費 



「薪資所得總額(A)」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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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第55條 

• 指符合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3

類所定薪資所得規定之所得合計

額。 

• 凡依所得稅法規定認定為投保單

位給付之薪資所得（所得格式代

號50），均應列入計算，不包含

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之自願提

繳之退休金（6%）或年金保險

費。                    

 

 

所得稅法 

第14條第1項第3類 

• 凡公、教、軍、警、公私事業職

工薪資及提供勞務者之所得： 

• 薪資所得之計算，以在職務上

或工作上取得之各種薪資收入

為所得額。 

• 前項薪資包括：薪金、俸給、

工資、津貼、歲費、獎金、紅

利及各種補助費。但為雇主之

目的，執行職務而支領之差旅

費、日支費及加班費不超過規

定標準者，不在此限。 

1. 無上限規定。 
2.免稅所得不計入薪資所
得總額。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B)1 

•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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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之對象： 

當月在該單位有領薪且有計收自付保險費
之被保險人。 

投保金額總額計算不包含： 

雇主、代辦第6類投保者、轉出、停保、育

嬰留職停薪者。 

1 

2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B)2 

• 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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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單： 

保險費計算表下方「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各類明細表申請／G1投保金額總額明細表報表檔。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 

申請補寄繳款單及各類明細表申請/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1 

2 

3 

4 



繳款單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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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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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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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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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雇主薪資所得 

• 雇主以營利所得申報投保金額（健保法第
２０條），且非健保法第３４條規定之受
僱者，故其投保金額不得扣除。但其薪資
所得仍為所得稅法第１４條所規定之薪資
所得，故其薪資所得仍須納入計算。 

為何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不能扣除雇主投
保金額，但要將雇主薪資所得納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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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補充保險費收繳(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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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宏公司108年5月之投保金額總額為300萬元，當

月支付相關人員之薪資總額299萬元。 

說明： 

當月薪資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所以無

需扣繳補充保險費。 

當月薪資總額未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雇主的補充保險費收繳(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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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冠公司108年5月總投保金額420萬元，當月支付

相關人員之薪資總額為500萬元，所以應於108年6

月底向保險人繳納補充保險費15,280元。 

說明： 

補充保險費= 

（5,000,000-4,200,000）×1.91%=15,280元 

當月薪資所得總額超過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常見問題 

紅湖公司108年10月受僱者投保金額350萬元，

108年11月受僱者投保金額300萬元，108年10月

應付薪資為330萬元，並於108年11月發放，試問

補充保險費如何計算? 

說明： 

108年11月補充保險費= 

（3,300,000-3,000,000）×1.91%=5,730元 

當月薪資遞延次月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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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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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源-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1條 

 

 

 

 

 

 

補充保險費費率自105年1月1日起為1.91%。 

 

 

高額 
獎金 

62 

股利 
所得 

66 

兼職 
所得 

63 

利息 
所得 

67 

執行業務 
收入 

65 

租金 
收入 

68 

×1.91% 
保
險
對
象 



扣取「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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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者 給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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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 否 

第1類至第4類及 

第6類保險對象(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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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扣免繳憑單所得者為個人(身分證號)，可能須扣取補充保險費(須
看是否符合免扣取)。 
2.扣免繳憑單所得者非個人(統一編號)，不須扣取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收取補充保險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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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如有給付保險對象下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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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為1.91%）扣取補充保險費，彙繳健保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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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A、
79B 

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者)的薪資所得 
50、79A、

7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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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度起無可扣抵稅額）。 54、7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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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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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G 



保險對象計收補充保險費共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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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源扣繳：由扣費義務人於單次給付時，扣取補充保險費 

• 給付時：指實際給付、轉帳給付或匯撥給付，以非即期支票之實際

給付為支票所載發票日。 

扣取補充保險費上、下限規定 
 

• 單次給付扣繳上限為1,000萬元(超過部分不扣) 

• 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2萬元(未達者不扣) 

•註1.兼職所得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基本工資(目前為23,100元)。 

•註2.累計逾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之獎金須全額計收補充保險費。 

•註3.弱勢民眾之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單次給付扣繳下限為基本工資。 

以現金、票據、股票及可等值兌換現金之禮券為限 

                                           (郵政匯票算，商品禮券不算) 



補充保險費辦法修正-弱勢民眾 

• 自104年1月1日起弱勢民眾之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租金收入等項目之扣取補充保險費下限，全
面提高至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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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勢民眾 應檢附之證明 

1.中低收入戶成員 
社政機關核定有效期限內之
證明文件 

2.中低收入老人 

社政機關開立之審核資格核
定函 

3.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童及少年 

4.領取身心障礙生活輔助費者 

5.特殊境遇家庭之受扶助者 

6.符合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0條所 

 定之經濟困難者 

保險人出具有效期限內之經
濟困難者證明文件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上、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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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下  限 上  限 

獎金 全年累計金額超過投保金額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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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職所得 

109.1.1起單次給付達23,800元。 
108.1.1起單次給付達23,100元。 
107.1.1~107.12.31單次給付達22,000元。 
106.1.1~106.12.31起單次給付達21,009元。 
104.7.1~105.12.31單次給付達20,008元。 
103.9.1~104.6.30單次給付達19,273元。 
102.1.1~103.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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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104.1.1起弱勢民眾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 
102.1.1~104.12.31單次給付達5,000元。 

股利所得 

1.105.1.1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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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元。 
2.105.1.1起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 
 單次給付達20,000元。 
3.104.1.1起弱勢民眾單次給付達基本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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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104.1.1起弱勢民眾給付達基本工資。 
102.1.1~104.12.31單次給付達5,000元。 

單次給付以1,000萬元為限。 

租金收入 
105.1.1起單次給付達20,000元。 
104.1.1起弱勢民眾給付達基本工資。 
102.1.1~104.12.31單次給付達5,000元。 



保險對象免扣取補充保險費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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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過上限：單次給付超過1,000萬元的部分。 1 

• 低於下限： 

• 全年度累計獎金低於4倍投保金額。 

• 兼職所得：單次給付低於基本工資(109年為23,800元)。 

• 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單次給付低於２萬。 

2 

• 第五類被保險人(低收入戶成員)：皆不需扣收。 3 

• 第五類被保險人以外之弱勢民眾：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單次給付低於基本工資(109年為23,800元)。 

4 

• 第二類被保險人(如工會會員)：兼職所得、執行業務收入。 5 

• 依健保法第20條規定以執行業務所得為投保金額之執行業務收入(如自行
執業之律師、會計師)。 

6 

• 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的股利所得(如雇主、自營業主)。 7 

• 未具投保資格或喪失投保資格者(如:失蹤滿6個月、死亡、除籍、喪
失國籍及外籍人士居留證期限屆滿等)之各類所得。 

8 



「補充保險費-奬金」之定義 

• 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逾當月投保金
額4倍部分之獎金(健保法第31條第1項第1款) 

 ￭所得稅之所得格式代號：50、79A、79B 
 

• 全年累計：指投保單位自當年1月1日起至
當次給付被保險人獎金時之累計(扣繳辦法第6條第

1項) 
 

• 給付獎金時，被保險人已離職，仍應就全
年累計獎金逾其退保時投保金額4倍之部分 

   ，扣取補充保險費(扣繳辦法第6條第2項) 
24 



「補充保險費-奬金」之內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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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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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補充保險費-奬金計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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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1 

累計超過4倍投保金

額之獎金=(給付時

當年度累計獎金金

額─給付時投保金

額×4) 

步驟2 

以當次發放獎金金

額與超過4倍投保金

額之獎金比較，以

較小之金額為獎金

的費基 

步驟3 

補充保險費金額=獎

金的費基×1.91% 

給付日 獎金項目 
當月 

投保金額 

(A) 

四倍 

投保金額 

(B=A*4) 

單次 

給付金額 

(C) 

累計 

獎金金額 

(D) 

累計超過 

4倍投保 

金額之獎金 

(E=D-B) 

補充保險費 

費基 

F=min(C、E) 

補充保險費 

金額 

(G=F*1.91%) 

108/2/1 年終獎金 34,800 139,200 150,000 150,000 10,800 10,800 206 

108/6/3 端午獎金 38,200 152,800 10,000 160,000 7,200 7,200 138 

108/9/4 中秋獎金 38,200 152,800 20,000 180,000 27,200 20,000 382 



補充保險費-兼職薪資所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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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教授於台灣大學任教，108年5月獲邀至遠見公司演講，演

講結束後，公司給付演講酬勞 (所得稅所得格式代號

50)25,000元，如何計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林教授係以第1類被保險人在台灣大學加保，其於非投保

單位取得的薪資所得，即應扣取補充保險費478元。 

計算： 

 補充保險費=25,000×1.91%=478(四捨五入) 

 



常見問題 

有繳獎金及兼職薪資所得之補充保險費(或
未達繳費標準) ，為何還要繳納投保單位
補充保險費? 

獎金及兼職薪資所得之補充保險費係為保險對象之

補充保險費(健保法第31條規定)，投保單位補充保

險費係屬健保法第34條規定，兩者並無衝突。 

28 



補充保險費-執行業務收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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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醫師在健康醫院受僱並加保，每月薪資所得20萬元，王醫

師另在美麗診所看診，每月領到執行業務收入5萬元，如何計

算補充保險費？ 

說 明： 

美麗診所於給付王醫師執行業務收入所得時，應扣取1.91%補

充保險費計955元。 

計 算： 

50,000元x1.91%=955元 



補充保險費-股利所得(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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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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郭先生皆以18萬2千元投保全民健

保。108年6月公司發給郭先生500萬元的股利，郭先生的補充保

險費應如何扣繳？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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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投保金額總額後，按費率1.91%計算。 

算 式： 

(1)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 

18萬2千元x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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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91%=5萬3,786元 



補充保險費-利息(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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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先生在幸福銀行有多筆定存，其中三筆均在108

年1月1日到期，利息分別為3,500元、25,000元及

2,800元，幸福銀行如何扣取傅先生的補充保險費？ 
說 明： 

不同存單之利息，分別計算補充保險費。 

單次給付金額未達一定金額者（2萬元）不扣

取補充保險費。 

計 算： 

  補充保險費=25,000×1.91%=478元 

多筆存款 



補充保險費-租金收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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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正企業社於108年起向里長伯租房子當廠房，月

租10萬元，雙方約定於每年1月1日及7月1日分別

給付半年的租金，正正企業社要如何扣取補充保險

費。 

說明： 

1.扣取時點：1月1日及7月1日 

2.每次扣取金額：10萬元/月x6個月x1.91% 

        =11,460元 

 

1次給付6個月 



補充保險費繳費與申報作業 

33 



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計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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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 
收取方式 

費 率 就源扣繳 

102年至104年
為2％ 

自第二年起，
依本保險保險
費率之成長率
調整(105年調
整為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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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依其所得計算補
充保險費 



「扣費義務人」須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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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 
• 單位當次給付所得時，即將所得人應繳之補充保險費（1.91%）扣下 

• 在扣取補充保險費後，通知保險對象 

繳 

• 在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健保署）繳納 

• 1.保險對象補充保險費（以統一編號申報） 

• 2.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以投保單位申報） 

• 溢繳退費、短繳補扣 

填 
• 建議每月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彙送保險人（健保署） 

• 加總統計全年給付各類所得資料，「填」寫扣費憑單提供給保險對象 

報 

• 最晚於次年1月31日前將上一年度扣費明細彙報健保署 

•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彙送保險人者，得免於每年1月

31日前再向保險人彙報 

※扣繳金額與明細申報資料需一致，免去後續對帳平衡之苦 



補充保險費免扣取對象查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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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扣取對象查詢管道 

網路查詢(建議查詢筆數<6萬筆) 

連結至健保署網站補充保險費作業區/補充保

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使用

電子憑證或註冊後健保卡，進行單筆線上查

詢或上傳檔案批次查詢。 

媒體交換查詢(建議查詢筆數≧6萬筆) 

查詢資料產製光碟，送至健保署進行查詢。 



免扣取身分確認作業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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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保險人查詢管道確認之免扣取身分，自查詢

確認之日起二個月內有效。 

扣費義務人依前述查詢管道所提供之資料，在效

期內據以辦理補充保費扣取作業，致有少扣之情

事者，免予補足、追償。 

因資料作業時間落差，致查詢結果與事實不符時

，扣費義務人應以受領給付者出具之相關證明文

件，辦理扣（免)繳作業。 



補充保險費繳款書列印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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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服務 

可透過健保署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自行下載列印繳款書或

申請郵寄；利用「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及列印系統」

列印。 

下載單機版 

軟體列印 

可連結至健保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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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便利超

商列印 

無印表機者，可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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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或臨

櫃服務 

電洽或臨櫃至健保署各分區業務組申請列印繳

款書服務。 



繳款書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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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申報所得
類別 

是否須 

明細申報 
代號 

1.單位補充保險費 61 否 
投保單位
代號 

2.全年累計超過給付當月投保金
額4倍部分的獎金 

62 是 統一編號 

3.兼職薪資所得 63 是 統一編號 

4.執行業務收入 65 是 統一編號 

5.股利所得 66 是 統一編號 

6.利息所得 67 是 統一編號 

7.租金收入 68 是 統一編號 



金融機構 

臨櫃繳費 

便利商店
繳費 

(需自付手續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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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定委託 

取款轉帳 

繳費 

補充保險費繳費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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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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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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山商業銀行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經上列金融機構轉委託之其他銀行、信用合作社及部分農漁會，亦代收補充保險費。 

1 2 3 4 5 



申報重點：申報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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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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健保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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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為2月5日)。 

每月申報 
（建議採用） 

•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後，

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

彙送保險人者，得免於

每年1月31日前再向健保

署彙報。 



補充保險費更正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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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繳款資料更正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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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相關表格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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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繳款資料更正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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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前
後
總
金
額
相
等 

記
得
蓋
章 

填寫範例： 

 健康公司於108年4月30日繳納一筆108年3月投保單位負擔補充保險4,500元，為因該筆繳 

 款實際上包含兼職所得補充保險500元及投保單位負擔補充保險4,000元。因此，該 

 公司發生繳款資料錯誤情事，應填寫『補充保險費繳款資料更正申請書』（如範例 

 ），向健保署辦理繳款資料更正。 



短扣之處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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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費義務人對於補充保險費，如有少扣，應予補

足，並得於事後向保險對象追償。 

保險對象補充保費如於給付時保險對象無現金或

現金不足扣取(原僅股利新修為皆可)，扣費義務

人應通知保險對象，由健保署於次年收取。 

前項應補繳金額，扣費義務人應於次年一月底前，

依規定之格式造冊，彙送保險人辦理收取作業。 

因現金不足扣取，致應補繳者，如其單次金額未達

新臺幣100元，得免補繳。 



溢扣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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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費義務人： 

■如有溢扣，應退還保險對象。 

■扣費義務人退還保險對象之溢扣款，若為已繳納保險人，可就其應扣繳

保險費內留抵之或填寫退費申請書並舉附相關資料向保險人申請退還。 

保險對象： 

扣取日之次月起六個月內，向扣費義務人申請退還，逾期

則並舉附相關資料改向保險人申請退費。 



相關資訊查詢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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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 

修法重點、說明、
QA、專文、保險
費負擔案例等介紹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

署首頁「二代健保」專區

http://www.nhi.gov.tw/ 

立法院審議過程 

立法院國會圖書館

http://npl.ly.gov.tw/do/

www/homePage 

相關法律查詢 
全國法規資料庫 

http://law.moj.gov.tw/ 

專線詢問電話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 

0800-030-5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