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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一 / 承保實務法規簡介 

二 / 實務案例分享 

三 / 網路申報 健保卡嘛會通 

四 / 加入健保LINE好友．健保署粉絲團按讚 



3 

一、承保實務法規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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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對象類目劃分 
法源依據：健保法§2、§10、§11、§15、 §20、§27；健保法施行細則§46。 

類別 被保險人 眷屬 投保單位 投保金額/平均保費 

第1類 

公務(教)人員、志願役軍人、私校教職員、

公職人員 無職業之配偶、直系血

親尊親屬、未滿20歲二親

等內直系血親卑親屬或

年滿20歲無謀生能力或仍

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 

(例：兄弟姊妹、公婆、

岳父母…等非屬直系血

親，不得以眷屬身分依

附) 

受僱單位 薪資所得 
公民營機構受僱者 

前2目以外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 

雇主、自營業主 負責單位 營利所得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執業單位 執行業務所得 

第2類 職業工會會員 職業工會 
自行申報 

目前下限為24,000元 

第3類 農、漁、水利會會員 農、漁、水利會 24,000元 

第4類 

義務役軍人、軍事學校軍費學生 

無 

國防部指定單位 

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替代役役男 內政部役政署 

受刑人(執行期間2個月以上者) 法務部指定單位 

第5類 低收入戶成員 無 戶籍地公所 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第6類 
無職業榮民、榮民遺眷代表 

無職業地區人口 
同第1至3類 戶籍地公所 

1,249元 

(地區人口自付60%=749元) 

第1類不得為第2、3類；第2類不得為第3類；第1至3類不得為第4及第6類。具被保險人資格者，不得以眷屬身分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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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人投保(一) 
法源依據：健保法§8。 

設籍 

滿6個月 

應投保 

不受設籍 

滿6個月限制者 

有4種情形 

2年內 

有投保 

紀錄者 

受僱者 

在臺灣地區 

出生之 

新生嬰兒 

因公駐外 

代表與其配偶 

及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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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人投保(二) 

「設有戶籍」 

認定 

遷出 

登記 

1.各機關所需之戶籍資料 

   及親等關聯資料，應以 

   戶籍登記為依據辦理。 

2.欲辦理遷入登記，需持 

   我國護照入境。 

出境２年以上，應為

遷出登記，持外國護

照出境者亦同。 

法源依據：戶籍法§16、§17、§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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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投保(一) 
法源依據：健保法§9；健保法施行細則§8。 

外籍人士領有臺灣居留

證明文件者：自取得日

起在台居留滿6個月。 

外籍人士不受居留滿6個
月限制者有下列情形： 

連續居留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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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受僱者。 

2. 臺灣地區出生的外籍新生兒。 

取得居留證明文件後追溯自
在臺出生日起投保。 

3. 107年2月8日起受聘僱之外
國專業人才其眷屬自領有居
留證明文件之日起投保。 

（配偶、未成年子女及身心障礙

無法自理生活之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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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投保(二) 
法源依據：內政部移民署96年12月21日移署出綜鴻字第09620265880號函釋。 

說明一 

外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

居留證明文件係指，其於

進入臺灣地區取得居留證

時，移民署核准合法在臺

居留之生效起始日，而非

該署核發證件之日。 

說明二 

外國人在臺居留期間之起

算方式，係自入國或事實

發生翌日起算而非居留證

之核發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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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身分~被保險人 
法源依據：健保法§10；健保法施行細則§10、§11、§17、§20。 

受僱者 雇主 自營業主 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 

專任員工。 

每個工作日到工者。 

每週工時達12小時以上者。 

同一類具有二種以上被保險
人資格者，應以 其「主要工
作」之身分投保。 

「主要工作」，應以被保險
人日常實際從事有酬工作時
間之長短為認定標準，如工
作時間長短相若時，收入多
寡得併予審酌。 

例外： 

從事短期性工作未逾3個月者，
得以原投保資格繼續投保。 

僱用員工之民

營事業事業主

或事業經營之

負責人。 

未僱用有酬人

員幫同工作之

民營事業事業

主或負責人。 

依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或

其他法規取得執

業資格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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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職停薪於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 
法源依據：健保法施行細則§19；性別工作平等法§16、§22。 

育嬰留職停薪(需主動申報) 因故留職停薪(無需申報) 

任職滿6個月(經雇主同意不在此

限) 。 

子女滿3歲前，但不得逾2年。 

同時撫育子女2人以上者，最長以

最幼子女受撫育2年為限。 

(經雇主同意，受僱者同時撫育子女

2人以上，其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予

合併計算者，不在此限。) 

配偶需在職 

(有正當理由者ex:撫育雙(多)胞胎者、

2名以上未滿3歲子女，不在此限)。 

應以原投保金額投保；被保險人

應自付之保險費得遞延3年繳納
(由保險人寄發繳款單予被保險人

繳納)。 

經徵得原投保單位之同意，得於

原投保單位以原投保金額繼續投

保；被保險人應自付之保險費，

按月向其投保單位繳納，投保單

位連同其應負擔部分彙繳保險人。 

公務人員依法停職(聘)者，如選擇

自原單位辦理健保轉出，原單位

發給之半數薪俸，達基本工資時，

應扣取兼職所得補充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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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應辦續保手續 
法源依據：健保法施行細則§30。 

年滿20歲無謀生能力或

在學就讀且無職業者之被

保險人二親等內直系血親

卑親屬，投保單位應於其

年滿20歲當月底，辦理

續保。 

投保單位自行清查方式：

可自行透過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系統下載20歲

卑親屬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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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停復保規定 
法源依據：健保法施行細則§37、§39 。 

情  形 規  定 

出國前辦妥停保手續者 出國當月起停保 

出國後辦理者 
停保申請表寄達當月起停保，不得追溯自出國
日辦理停保。 

出國滿6個月返國 返國日復保，屆滿3個月才可再次停保。 

出國未滿6個月返國者 
應註銷停保並補繳保險費，再次停保不受3個
月限制。 

保險對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停保： 

失蹤未滿6個月者。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 

例外：出國停保者，因三親等以內之親屬病危探視，而提前於親屬往生前返國

者；亦或於親屬往生百日內返國奔喪，且於奔喪期間未使用醫療者，免予

註銷停保或免辦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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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申報法規(一) 
法源依據：健保法§20、§21、§89；健保法施行細則§46、§47。 

第一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將被保險人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除追繳短繳之保險費外，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

額處以2倍至4倍之罰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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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金額申報法規(二) 
法源依據：健保法§20；健保法施行細則§46 ；勞動基準法§2。 

房屋 
津貼 

績效獎金 

全勤 
獎金  

計入勞保 

或勞退之 

加班費 
伙食 
津貼 

職務津貼 

各項 
加給 

其他名義 

之經常性 

給予 

本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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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及專技人員調降投保金額舉證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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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算暨繳納 
法源依據：健保法§18、§30、§35；健保法施行細則§49。 

計費原則 繳納期限 

次月底仍未收到當月繳款

單，應於15日內通知保險

人補寄送；其怠為通知者，

視為已於次月底寄達。 

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

期滿次日起至完納前一日

止，每逾一日加徵應納費

額0.1％滯納金，投保單位

上限為應納費額15％。 

投保當月繳納全月保險費；

退保當月免繳保險費(當月

最後一日轉出者則需計費)。 

超過3口眷屬依附於同一被

保險人時，僅計收3口眷屬

保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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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歇)業時應辦事項 

• 投保單位應於15日內檢附相關證件，辦理所屬保險對象
退保手續。 

如有停業、歇業、解散或裁撤情事時： 

• 投保單位亦請依規定，向本署辦理投保單位復業及所屬
員工投保事宜。 

如有復業時： 

• 請多加利用網路申報停(歇)業異動 (需上傳證明文件)。 

• 網址：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已註冊「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之投保單位： 

法源依據：健保法施行細則§43。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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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務案例分享 



◎說明： 

19 

外籍眷屬申報首次投保案例 

◎案例： 

 108/5/1至108/11/1前僅能出境一次且日數 ≤ 30日。（Ｘ） 

 108/10/1至109/4/1前僅能出境一次且日數 ≤ 30日。（Ｏ） 

符合健保投保資格日： 

                   108/10/1+6個月+10(出境天數)=109/4/11 



◎說明： 

20 

出國申報停復保案例一 

◎案例： 

 108/3/1至108/10/1出國達6個月以上。 

     →本次停保有效，並應自返國之日復保。 

     →追溯第一次入境日(108/10/1)復保，並補繳108/10迄今保險費。 

 



◎說明： 

21 

出國申報停復保案例二 

◎案例： 

 108/9/1至108/11/1出國未滿6個月。 

     →本次停保無效，並應自返國之日註銷停保。 

     →註銷108/9/1停保並補繳108/9迄今保險費。 

 



22 

負責人申報投保金額案例 
◎案例： 
 甄幸福自行開設幸福公司，並以雇主身分投保，目前投保金額為60,800元， 

 經確認甄幸福108年營利所得為60萬元(較去年度低)，受僱員工3人，其所屬 

 員工最高投保金額為30,300元，請問該如何申報甄幸福投保金額調整？ 

 

 

 

 

 

◎說明： 
每月平均營利所得=50,000元 

→對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之月投保金額=50,600元 

B 公民營事業機構受僱者平均投保金額=34,800元 

A 

員工最高投保金額=30,300元 C 

投保金額=取最大值( A , B , C)=50,600元→次月1日生效 

( 如有勞保、勞退要計入比較) 

(受僱者未滿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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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技人員申報投保金額案例 
◎案例： 

 甄醫師自行開設甄健康診所，並以專技人員自行執業者身分投保，目前投保 

 金額為96,600元，經確認甄醫師108年執行業務所得為180萬元，其所屬員工 

 最高投保金額為48,200元，請問單位該如何申報甄醫師投保金額調整？ 

 

 

 

 

 

 

◎說明： 

勞保投保薪資最高一級=45,800元 

員工最高投保金額=48,200元 

投保金額=取最大值( A , B , C)=150,000元 

最晚須於每年所得稅申報截止日調整，並自法定期限生效。 

( 如有勞保、勞退要計入比較) 

(6師專技人員) B 

A 

C 

每月平均執行業務所得=150,000元 

→對應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之月投保金額=150,000元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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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費計算案例 

◎案例： 

幸福公司非甄美麗當月最末日之投保單位，本署不

會向該公司計收甄美麗當月一般保險費，故公司亦

不得向甄美麗計收當月一般保險費。 

甄美麗6/3到職並投保於幸福公司，6/21離職並於幸

福公司轉出，該單位是否需向甄美麗計收當月保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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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申報  健保卡嘛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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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與網路申報作業之比較 

申辦管道 書 面 網 路 

申辦方式 

1.填寫表格並加蓋單位大小

章。 

2.以掛號郵寄或臨櫃處理。 

1.先臨櫃申辦組織及團體憑證

或自然人憑證。 

2.單位負責人及承辦人健保卡。

申請註冊密碼。 

3.上網申報。 

優點 
1.填表簡易。 

2.不需添購讀卡機。 

1.安全、迅速、便利。 

2.健保卡普及性高，不用另外

申辦組織及團體憑證或自然

人憑證，增加便利性。 

缺點 

1.耗費掛號郵資及交通成本。 

2.人工處理耗時。 

3.需書面檔案管理。 

4.追蹤管控不易。 

1.需另購讀卡機。 

2.單位負責人及承辦健保業務

人員需先完成健保卡註冊。 



27 

網路服務註冊更便利 

原有方式 新增方式 

需先以單位的憑證(工商、

組織及團體、政府機關

或醫事機構憑證)辦理註

冊後，再授權承辦人之

自然人憑證申報權限。 

完成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 

負責人 
健保卡 

單位組織 
憑證 

替 
換 

承辦人 
健保卡 

自然人 
憑證 

替 
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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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1)使用健保卡登入者，請先完成 

「個人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

ystem/Login.aspx 

← (2)第一次使用請先執行 

電腦環境設定及元件安裝 

↑(4)指派及申報作業 

 請由此登入 

↑(3)尚未註冊之單位，請按 

「單位註冊作業」 

健保卡註冊 
多憑證嘛ㄝ通~ 

如要掌握多憑證網路承保作
業系統更多資訊，請掃描
QR Code，有線上教學喔～ 

健保卡元件
安裝教學檔 

多憑證系統 
影音教學版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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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全球資訊網】>【服務據點】>【南區業務組】>【創新服務】> 

【投保單位線上學習真輕鬆】>【線上學習e把罩】或連結下列網址： 

https://reurl.cc/QdavXM 

搜尋 健保多憑證  |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影音教學路徑 

二、YouTube路徑 

或連結下列網址：https://reurl.cc/oLYaRj 

三、手機掃描QR code 

一、本署官網路徑 

https://reurl.cc/QdavXM
https://reurl.cc/oLYaR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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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入健保LINE好友 

健保署粉絲團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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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  新開張 雙向溝通效益彰 

歡迎加入健保署FB粉絲團及Line@ 



32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南區業務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