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臺北業務組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09年度 

補充保險費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教學  



大綱                                      

  第一部分：事務所使用新增功能介紹 

  第二部分：其他查詢投保金額總額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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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雇主及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P.3 

P. 4~P.40  

P.41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 

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僅雇主投保金額) 

首發繳款單明細(僅受僱員工投保金額) 

P. 42 

P. 46 

P. 51 

P. 53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第一部分 

事務所使用新增功能介紹 
批次查詢雇主及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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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利所得補充保險費(類別66) 

＝(給付股利所得－所得所屬年度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X 1.91% 

1.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2.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投保單位補充保險費(類別61) 

＝(每月支付薪資所得總額－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 X 1.91%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扣費
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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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平台 



功能簡介篇 01 

 

查詢作業篇 06 

 

Q&A篇 07 

 

系統註冊及指派
作業篇(上)及(下) 

02 

 

建檔作業篇 03 

 

申報作業篇 04 

 

列印繳款書及
連結多憑證篇 

05 

 

   完整教學請到YouTube搜尋
「臺北業務組」頻道點選觀看 

申報及列印系統-影音教學課程 
補充保險費 

網 路 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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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s1JtTIb5KsXZhwoxP0PGfg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流程 

系統 

註冊 

新增 

基本資料 

投保金額

查詢申請 
資料下載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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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1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扣費
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申報及列印系統-登入路徑 
補充保險費 

網 路 明 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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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報
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扣費
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申報及列印系統-登入路徑 
補充保險費 

網 路 明 細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註冊作業： 

1. 準備登入憑證(自然人憑證 / 健保卡 / 單位憑證)及讀卡機 

2. 確認註冊模式 

A. 單位帳號註冊－以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註冊，適用無工商憑
證之會計師及記帳士事務所 

B. 單位憑證註冊－以單位憑證註冊，適用有工商憑證之會計師
及記帳士事務所 

申報及列印系統-登入路徑 
補充保險費 

網 路 明 細 

補充保險費網路明細申
報及列印繳款書系統 

扣費
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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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請依據註冊或登入之憑證的類型進行元件安裝及

電腦環境設定，安裝完後務必要重新開機 

申報及列印系統-電腦環境設定 
補充保險費 

網 路 明 細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A.單位帳號註冊與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健保卡 或 自然人憑證 註冊】 

系統 

註冊 

新增 

基本資料 

投保金額查

詢申請 
資料下載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適用無工商憑證之會計師及記帳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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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帳號註冊-健保卡註冊系統(1/4) 

註冊本系統前，經辦人務必先取
得健保卡註冊密碼，申請方式： 

1.個人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 

2.APP手機快速認證 

方式一：事務所經辦人健保卡註冊系統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必備工具 
1. 讀卡機 
2. 健保卡 
3. 戶口名簿上之「戶號」

及「戶籍鄉鎮里鄰」 

健保卡註冊方式1-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1/2) 

線上影音課程 

1 

首次登入請先申請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4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fT51SpcRxU&t=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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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註冊方式1-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2/2) 

請將「健保卡」置入讀卡機後，按「讀取」 

2 

3 

4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 完成申請後，系統會寄送電子郵件認證信 

2.須在五日內至信箱收件完成認證 



須讀卡機
及健保卡 

健保卡註冊方式2- APP手機快速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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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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系統 iOS系統 
手機快速認證教學影片 

APP下載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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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帳號註冊-健保卡註冊系統(2/4) 

閱讀完相關要點，請按「我已閱讀完畢，並瞭解相關規定」 
２ 

1 

經辦人已取得健保卡註冊密碼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8 

A.單位帳號註冊-健保卡註冊系統(3/4) 

*為必填欄位 

插入「健保卡」後
按「讀取」 

４ 

單位帳號建議使用「統編」 

３ 

５ 

填妥資料請按「申請」 ６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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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帳號註冊-健保卡註冊系統(4/4) 

○○○ 

必須於五日內點選信
件中的『進入電子信
箱認證畫面』進行線

上確認 

插入健保卡後點「確認」 

7 

點「確認」後即可至
登入畫面開始使用 

8 

9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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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帳號註冊-自然人憑證註冊系統 

閱讀完相關要點，請
按「我已閱讀完畢，
並瞭解相關規定」 

２ 

1 

*為必填欄位 

單位帳號建議
使用「統編」 

點選「申請」系統會郵寄認證信，
認證方式與健保卡註冊系統相同 

3 

4 

方式二：事務所經辦人自然人憑證註冊系統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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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單位帳號註冊-指派事務所之管理者 

1 

1.指派後新管理者可用自然人憑證或健
保卡登入進行補充保費作業。 

2.新管理者若要用健保卡登入，務必先
完成個人健保卡網路服務註冊，再以
該註冊密碼登入本系統。 

2 

3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 2 

1 

2 

3 

3 

1.新增扣費統編資料 

2.新增投保單位代號資料 

請以管理者之健保卡或自然人
憑證登入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A.單位帳號註冊-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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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憑證：機關憑證或工商憑證】 

B.單位憑證註冊與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系統 

註冊 

新增 

基本資料 

投保金額查

詢申請 
資料下載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適用有工商憑證之會計師及記帳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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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單位憑證註冊-單位憑證註冊步驟(1/2) 

1 

方式三：事務所之單位憑證註冊系統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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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成功，經辦人即可使用單
位憑證登入系統(為該單位的

管理者)，可直接辦理註冊統
編及代辦統編申報業務。 

1. 插入「單位憑證」 

2. 輸入「統一編號」、
「您的姓名」、
「您的聯絡電話」、 

「憑證PIN碼」 

3. 點選確認上傳 

B.單位憑證註冊-單位憑證註冊步驟(2/2)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 2 

1 

2 

3 

3 

1.新增扣費統編資料 

2.新增投保單位代號資料 

請以單位憑證登入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管理者及承辦人無此權限) 

B.單位憑證註冊-新增事務所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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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方式1 

B.單位憑證註冊-指派事務所之管理者(1/2)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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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方式2 

B.單位憑證註冊-指派事務所之管理者(1/2) 

3 

4 6 

5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 

系統 

註冊 

新增 

基本資料 

投保金額查

詢申請 
資料下載 

Step1 Step2 Step3 Step4 

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登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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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健保卡 2.自然人憑證 
健保卡註冊密碼 身分證號+自然人憑證PIN碼 

3.事務所機關憑證 
統一編號+機關憑證PIN碼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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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1/6)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4 

投保金額批次查詢上傳檔案 
(csv格式，單次上限100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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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2/6) 

授權書及委託查詢清冊檔案 
(做成PDF或JPG檔)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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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請輸入股利所得之所屬年度 

 (如108年5月發放107年度股利，查詢之保費年月起迄請輸入10701-10712) 

★單次申請上限100筆，輸入完成後請另存成CSV檔 

 1.投保金額批次查詢上傳檔案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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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務所查詢委託授權書及查調健保資料委託書清冊 

事務所填寫授權書及委託查詢清冊後，請加蓋
大小印章後合併做成一個PDF或JPG檔 

代辦查詢單位之印
章及負責人印章 

事務所及事務
所負責人印章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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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5/6) 

上傳批次查詢CSV檔案，點選
「媒體格式檢核」 

7 

上傳授權書及清冊檔案，再點選
「確認匯入」，無誤即申請完成。 

8 

9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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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申請作業(6/6) 

事務所申請完成後，會收到系統寄發之申請成功通知信 

申請完成後，請記下受理編號及日期。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審核完成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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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下載作業(1/4) 

1 2 

3 

事務所收到系統發送審核完成通知信後，
重新登入系統查詢結果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4 
4 

依受理編號分案，審核狀態為審核完成者點選「明細」
可下載該次授權申請多家單位的合併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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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多家) 

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多家)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下載作業(2/4)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1.點選受理編號連結，可查看當次申請各家投保單位的審核結果 
2.查詢之投保金額若為「尚無資料」，則表示尚未產生投保金額，之後若有
資料，則會再將投保金額更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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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下載作業(3/4)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單家) 

可設定單一投保單位代號或雇主身分證號查詢
及下載投保金額總額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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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單家) 

批次查詢投保金額總額-下載作業(4/4) 

單一受理編號內容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第二部分 

其他查詢投保金額總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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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式1-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1/4) 

2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 投保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3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 
系統網址：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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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憑證網路 
承保作業 投保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方式1-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2/4) 

可同時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及「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http://www.nhi.gov.tw/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system/loginca.aspx


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G1投保金額總額明細表報表檔案 

1 

2 

方式1-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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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雇主投保金額明細表 

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3 

4 

方式1-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4/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45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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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3 

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 

承保業務網路 
服務專區 

投保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方式2-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1/4)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 
系統網址：https://edesk.nhi.gov.tw/u29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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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保業務網路 
服務專區 

投保單位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方式2-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2/4) 

可同時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及「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http://www.nhi.gov.tw/
https://edesk.nhi.gov.tw/u29web/


1 
2 

方式2-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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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投保金額總額表 4 

投保單位保費計算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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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可申請前一年度資料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5 6 

開啟時請輸入 
投保單位代號 

7 

方式3-承保業務網路服務專區(4/4)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49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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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式3－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1/3) 

2 3 

個人健保資料 
網路服務作業 

個人健保資料 
網路服務作業 

一般民眾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健保署」全球資訊網 ：http://www.nhi.gov.tw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方式3－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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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資訊網：www.nhi.gov.tw 
系統網址：https://eservice.nhi.gov.tw/personal1/system/mLogin.aspx 

個人健保資料 
網路服務作業 

一般民眾 
承保網 
路櫃檯 

網路櫃檯 健保署全球
資訊網 

路徑 

僅可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http://www.nhi.gov.tw/
https://eservice.nhi.gov.tw/personal1/system/m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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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請輸入股利所得之所屬年度 

 (如108年5月發放107年度股利，查詢之保費年月起迄請輸入10701-10712) 

★若公司負責人不在公司投保，便無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保險費部分可扣
除，需按全數股利所得計算扣繳補充保險費。 

5 
4 

方式3－個人健保資料網路服務作業(3/3)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方式4 - 首發繳款單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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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可查詢「受僱員工投保金額總額」 

記帳士承保業務及新增功能介紹說明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