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務所代辦雇主及員工
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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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101 登入網站步驟

02020202 註冊及憑證上傳

04040404 健保署審核及通知操作

03030303 系統及查詢申請作業操作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05050505 審核成功下載申請資料常用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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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網站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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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徑路徑路徑路徑：：：：本署網址本署網址本署網址本署網址:www.nhi.gov.tw/:www.nhi.gov.tw/:www.nhi.gov.tw/:www.nhi.gov.tw/網路櫃檯網路櫃檯網路櫃檯網路櫃檯////補充保險費作業申辦補充保險費作業申辦補充保險費作業申辦補充保險費作業申辦////
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險費作業保險費作業保險費作業保險費作業專區專區專區專區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網路櫃網路櫃網路櫃網路櫃檯檯檯檯」」」」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補充補充補充補充保保保保
險費作業險費作業險費作業險費作業區區區區」」」」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網站網站網站網站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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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此功能登錄點選此功能登錄點選此功能登錄點選此功能登錄

登入網站登入網站登入網站登入網站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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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登入登入登入網站網站網站網站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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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及憑證上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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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平台本平台本平台本平台提供提供提供提供”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 “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 ”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三種憑證選擇三種憑證選擇三種憑證選擇三種憑證選擇登錄登錄登錄登錄。。。。
2. 選擇健保卡註冊選擇健保卡註冊選擇健保卡註冊選擇健保卡註冊：：：：需連需連需連需連接接接接至至至至個人網路服務註冊專區先執行健保卡個人網路服務註冊專區先執行健保卡個人網路服務註冊專區先執行健保卡個人網路服務註冊專區先執行健保卡註冊註冊註冊註冊。。。。

取得註冊密碼後取得註冊密碼後取得註冊密碼後取得註冊密碼後，，，，才能執行本平台的註冊才能執行本平台的註冊才能執行本平台的註冊才能執行本平台的註冊。。。。
3.    選擇選擇選擇選擇自然人憑證註冊自然人憑證註冊自然人憑證註冊自然人憑證註冊：：：：密碼為其密碼為其密碼為其密碼為其PIN碼碼碼碼。。。。

點選此處註冊點選此處註冊點選此處註冊點選此處註冊

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憑證憑證憑證憑證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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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憑憑憑憑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2

點選此處點選此處點選此處點選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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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卡機置入健保卡讀卡機置入健保卡讀卡機置入健保卡讀卡機置入健保卡

密碼需為密碼需為密碼需為密碼需為8~12 8~12 8~12 8~12 碼英數混合碼英數混合碼英數混合碼英數混合

1. 將將將將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插入讀卡機，，，，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驟驟驟驟 1 、、、、 2 及及及及3 。。。。
2. 請務必輸入正確請務必輸入正確請務必輸入正確請務必輸入正確E-MAIL及電話以利及電話以利及電話以利及電話以利後續郵件通知後續郵件通知後續郵件通知後續郵件通知，，，，接收確認信以啟用帳號接收確認信以啟用帳號接收確認信以啟用帳號接收確認信以啟用帳號。。。。

輸入事務所統一編號

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自然人憑憑憑憑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3

輸入電話及E-MAIL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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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自然人憑註冊步驟自然人憑註冊步驟自然人憑註冊步驟自然人憑註冊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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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成功認證成功認證成功認證成功

無法顯示圖片。

進入進入進入進入電子信箱認證畫面電子信箱認證畫面電子信箱認證畫面電子信箱認證畫面

插入插入插入插入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按確認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按確認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按確認健保卡或自然人憑證按確認

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自然人憑自然人憑自然人憑自然人憑註冊註冊註冊註冊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4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至至至至email收取收取收取收取註冊認證註冊認證註冊認證註冊認證通知通知通知通知，，，，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步步步步驟驟驟驟 1 、、、、 2 及及及及3

2. 以以以以健保健保健保健保卡卡卡卡/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註冊完成即可登入系統使用註冊完成即可登入系統使用註冊完成即可登入系統使用註冊完成即可登入系統使用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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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憑證上單位憑證上單位憑證上單位憑證上傳傳傳傳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註冊註冊註冊註冊，，，，請請請請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驟驟驟驟 1 、、、、 2，，，，即即即即完成上完成上完成上完成上傳傳傳傳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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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及查詢申請作業



登入登入登入登入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3擇擇擇擇1)

選

15
15

以以以以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健保卡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請輸請輸請輸請輸
入註冊密碼點選登入入註冊密碼點選登入入註冊密碼點選登入入註冊密碼點選登入

以以以以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自然人憑證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
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憑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憑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憑請輸入身分證字號及憑
證證證證PIN碼碼碼碼 ，，，，選登入選登入選登入選登入

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單位憑證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登入者，，，，輸入輸入輸入輸入
統編及憑證統編及憑證統編及憑證統編及憑證PIN碼碼碼碼，，，，點點點點
選登入選登入選登入選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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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登入登入登入系統主畫面系統主畫面系統主畫面系統主畫面

★★★★首次使用請至首次使用請至首次使用請至首次使用請至「「「「建檔作業建檔作業建檔作業建檔作業」」」」
維護事務所資料維護事務所資料維護事務所資料維護事務所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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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

1

2
3

4

★★★★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 :1.點選點選點選點選「「「「查詢作業查詢作業查詢作業查詢作業」」」」
2.點選點選點選點選「「「「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3.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
4.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申請申請申請申請｣｣｣｣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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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將將將申請資料的檔案及授權書格式申請資料的檔案及授權書格式申請資料的檔案及授權書格式申請資料的檔案及授權書格式開開開開
啟另啟另啟另啟另存桌面存桌面存桌面存桌面，，，， 依檔案格式建置依檔案格式建置依檔案格式建置依檔案格式建置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2



19

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 統一編號 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起起起起 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受僱者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迄迄迄迄 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起起起起 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雇主投保金額保費年月迄迄迄迄 負責人身分證號負責人身分證號負責人身分證號負責人身分證號

1333XXXXX 10701 10712 10601 10612A222222222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資料檔案格式資料檔案格式資料檔案格式資料檔案格式

1.1.1.1. 代辦單位之查詢名單電子檔代辦單位之查詢名單電子檔代辦單位之查詢名單電子檔代辦單位之查詢名單電子檔，，，，檔案格式為檔案格式為檔案格式為檔案格式為.csv.csv.csv.csv，，，，上傳筆數上限上傳筆數上限上傳筆數上限上傳筆數上限100100100100筆筆筆筆
2.2.2.2. 授權書之檔案格式為授權書之檔案格式為授權書之檔案格式為授權書之檔案格式為.pdf.pdf.pdf.pdf或或或或.jpg.jpg.jpg.jpg，，，，檔案大小不得超過檔案大小不得超過檔案大小不得超過檔案大小不得超過10M10M10M10M

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投保單位代號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受僱者投受僱者投受僱者投受僱者投
保金額保保金額保保金額保保金額保
費年月起費年月起費年月起費年月起

受僱者投受僱者投受僱者投受僱者投
保金額保保金額保保金額保保金額保
費年月迄費年月迄費年月迄費年月迄

雇主投保雇主投保雇主投保雇主投保
金額保費金額保費金額保費金額保費
年月起年月起年月起年月起

雇主投保金額雇主投保金額雇主投保金額雇主投保金額
保費年月迄保費年月迄保費年月迄保費年月迄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身分身分身分身分
證證證證號號號號

120XXXXXX 10701 10712B123456789
13XXXXXXX 10701 10712D123456789
14XXXXXXX 10701 10712G123456789
125XXXXXX 10701 10712C123456789
139XXXXXX 10701 10712F123456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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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事務事務事務所印所印所印所印章章章章 負責人印負責人印負責人印負責人印章章章章

授權書
茲為核算投保單位負擔之補充保費及股利所得扣繳補充保險費明細申
報所需，本事務所受受受受 家公司之委託家公司之委託家公司之委託家公司之委託，代為申辦相關業務，檢附
公司委託查調清冊，惠請貴署提供。
此致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本事務所若有未經合法授權或資料有冒偽情事致他人或機關受有損害
，願自負一切民刑事責任。

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事務所名稱：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營業地址營業地址營業地址營業地址：

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電子郵件信箱：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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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序序序
號號號號

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單位名稱
投保單位代投保單位代投保單位代投保單位代

號號號號
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統一編號 查調資料查調資料查調資料查調資料

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身分證負責人身分證負責人身分證負責人身分證

號號號號
蓋蓋蓋蓋 章章章章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查詢雇主投保金額總額
((((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保費期間：：：： 年年年年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年年年年 月月月月))))

查調健保資料委託書清冊

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查詢授權書格式2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1.1.1.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書書書書：：：：所有欄位需所有欄位需所有欄位需所有欄位需輸入並蓋輸入並蓋輸入並蓋輸入並蓋上事務所及負責人上事務所及負責人上事務所及負責人上事務所及負責人印章印章印章印章
2222....查查查查調健保資料調健保資料調健保資料調健保資料委委委委託書清冊託書清冊託書清冊託書清冊：：：：所有欄位需輸入及蓋上委託查詢投保單位及負責人印章所有欄位需輸入及蓋上委託查詢投保單位及負責人印章所有欄位需輸入及蓋上委託查詢投保單位及負責人印章所有欄位需輸入及蓋上委託查詢投保單位及負責人印章
3.3.3.3.掃描文件掃描文件掃描文件掃描文件::::檔名自訂檔名自訂檔名自訂檔名自訂，，，，存檔存檔存檔存檔類型為類型為類型為類型為pdf或或或或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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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3

★★★★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 1111.... 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輸入事務所統編
2222.... 輸入事務所投保單位代號輸入事務所投保單位代號輸入事務所投保單位代號輸入事務所投保單位代號
3333....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瀏覽瀏覽瀏覽瀏覽｣｣｣｣匯入匯入匯入匯入製作完成之查詢名單製作完成之查詢名單製作完成之查詢名單製作完成之查詢名單((((檔案格式檔案格式檔案格式檔案格式csv)csv)csv)csv)
4444....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媒體格式檢核媒體格式檢核媒體格式檢核媒體格式檢核｣｣｣｣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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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檢核程式檢核程式檢核程式檢核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完畢後，，，，出現訊息出現訊息出現訊息出現訊息：：：：檢核完畢檢核完畢檢核完畢檢核完畢

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查詢申請作業步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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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執行步驟 1.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瀏覽瀏覽瀏覽瀏覽」」」」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書書書書(檔案格式檔案格式檔案格式檔案格式pdf或或或或 jpg)

2.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上傳上傳上傳上傳｣｣｣｣

1 2

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步驟步驟步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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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步驟步驟步驟6

點選此功能匯入點選此功能匯入點選此功能匯入點選此功能匯入

◎◎◎◎上傳上傳上傳上傳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書後點選書後點選書後點選書後點選｢｢｢｢確認匯入確認匯入確認匯入確認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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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已申請成功之訊息出現已申請成功之訊息出現已申請成功之訊息出現已申請成功之訊息

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步驟步驟步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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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查詢申請作業步驟步驟步驟步驟8

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申請成功後申請成功後申請成功後申請成功後，，，，會收到本署發送郵件通知已收會收到本署發送郵件通知已收會收到本署發送郵件通知已收會收到本署發送郵件通知已收案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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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審核及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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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事務所收到本署發送郵件收到本署發送郵件收到本署發送郵件收到本署發送郵件，，，，通知申請案件已審核通知申請案件已審核通知申請案件已審核通知申請案件已審核成功成功成功成功
即可登入下載申請資料即可登入下載申請資料即可登入下載申請資料即可登入下載申請資料

審核成功發送通知信審核成功發送通知信審核成功發送通知信審核成功發送通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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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成功下載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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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資料下載資料下載資料下載資料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1

1

2

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1. 點開點開點開點開｢｢｢｢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作業作業作業作業/代辦代辦代辦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再再再再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驟驟驟驟 2 、、、、 3 後後後後，，，，點選點選點選點選明明明明
細細細細，，，，即可即可即可即可查詢所有查詢所有查詢所有查詢所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2. 輸入輸入輸入輸入委託投保單位代號委託投保單位代號委託投保單位代號委託投保單位代號，，，，點選受理編號點選受理編號點選受理編號點選受理編號，，，，可提供單筆可提供單筆可提供單筆可提供單筆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提供單筆查詢提供單筆查詢提供單筆查詢提供單筆查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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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點選點選點選受理編號受理編號受理編號受理編號，，，，可選擇可選擇可選擇可選擇｢｢｢｢明細按鈕明細按鈕明細按鈕明細按鈕｣，｣，｣，｣，查詢投保金額查詢投保金額查詢投保金額查詢投保金額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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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下載下載下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3 
產生資料明細樣本產生資料明細樣本產生資料明細樣本產生資料明細樣本(只提供總額只提供總額只提供總額只提供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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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下載下載下載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4 

1

2

3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點開點開點開點開｢｢｢｢查詢查詢查詢查詢作業作業作業作業/代辦代辦代辦代辦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投保金額總額查詢申請｣｣｣｣ ，，，，再再再再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執行步驟驟驟驟 1、、、、 2。。。。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3333「「「「註銷註銷註銷註銷」」」」，，，，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註銷註銷註銷註銷申請申請申請申請的的的的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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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心的貼心的貼心的貼心的叮嚀叮嚀叮嚀叮嚀

1、一次可申請多個月份一次可申請多個月份一次可申請多個月份一次可申請多個月份 ：
例如:欲申請110年1月至12月份投保金額，只需只需只需只需透過平台申請一次透過平台申請一次透過平台申請一次透過平台申請一次即即即即

可可可可，，，，毋須多次毋須多次毋須多次毋須多次申請申請申請申請。除了第一次申請健保除了第一次申請健保除了第一次申請健保除了第一次申請健保署審核後會以署審核後會以署審核後會以署審核後會以mailmailmailmail通知通知通知通知
下載下載下載下載資料外資料外資料外資料外，，，，隔隔隔隔月起系統不會主動月起系統不會主動月起系統不會主動月起系統不會主動mailmailmailmail通知下載資料通知下載資料通知下載資料通知下載資料，，，，請每月請每月請每月請每月20202020
日左右日左右日左右日左右記得自行登入平台查詢下載之後申請的資料記得自行登入平台查詢下載之後申請的資料記得自行登入平台查詢下載之後申請的資料記得自行登入平台查詢下載之後申請的資料。。。。

2、申請提供資料年度申請提供資料年度申請提供資料年度申請提供資料年度：
例如: 在110年3月申請，下限為102年起，上限則可以申請至次年度

(111年12月) ，如如如如現現現現在計費只到在計費只到在計費只到在計費只到110110110110年年年年3333月月月月，，，，則則則則110110110110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111111111111年年年年
12121212月會暫時呈現無資料月會暫時呈現無資料月會暫時呈現無資料月會暫時呈現無資料。。。。

3、經申請產生的資料隨時可供查詢下載經申請產生的資料隨時可供查詢下載經申請產生的資料隨時可供查詢下載經申請產生的資料隨時可供查詢下載，，，，不會移除不會移除不會移除不會移除！！！！

4、查詢名單查詢名單查詢名單查詢名單及及及及查調健保資料查調健保資料查調健保資料查調健保資料委委委委託書託書託書託書單位資料建置時單位資料建置時單位資料建置時單位資料建置時，，，，順序及內容順序及內容順序及內容順序及內容要一致要一致要一致要一致
有利有利有利有利快速快速快速快速審核喔審核喔審核喔審核喔！！！！
健保署會在健保署會在健保署會在健保署會在7777天內天內天內天內執行審核執行審核執行審核執行審核，，，，請留意您信箱的審核結果通知書請留意您信箱的審核結果通知書請留意您信箱的審核結果通知書請留意您信箱的審核結果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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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參閱系統操作手冊可參閱系統操作手冊可參閱系統操作手冊可參閱系統操作手冊
P115-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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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業務中區業務中區業務中區業務組諮詢組諮詢組諮詢組諮詢電話電話電話電話

04040404----22583988225839882258398822583988

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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