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補充保費-資本利得

110.11.16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東區業務組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股利所得



是否為定義之
所得

• 定義之所得即其所得格式代號(前2碼)投影片4

是否高於下限或低於上限 • 單次給付達20,000 元或以
1,000 萬元為限投影片5

是否為規定之給付人及扣
取對象 •投影片 6

是

是

補充保費扣取3步驟

投影片 7



項目 說明 所得格式代號(前2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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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且信託註記為G

租金收入 給付民眾的租金（未扣除
必要損耗及費用）。

51、74且信託註記為G

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金額。 54、71且信託註記為G

應扣取補充保險費項目所得格式代號對照表

信託註記：屬信託所得，填寫『T』；所得稅格式71、73、74之大陸地區來源
利息所得，信託註記請填【G】 投影片 3



計費項目 下 限 上 限

利息所得 單次給付達20,000 元 單次給付以1,000 萬 元
為限

租金收入 單次給付達20,000 元 單次給付以1,000 萬 元
為限

股利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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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達20 ,000 元。
2. 非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
分投保者： 單次給付達
20 ,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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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扣取 補充保險費 項目之上、下限

計算公式：補充保險費=費基×費率
投影片 3



對
象
別

扣費類別 給付人 扣費義務人 扣取對象 免扣取對象

保
險
對
象

利息所得 機關
機構
團體
學校
事業
破產財團
執行業務
者

1.機關、機構、
團體、學校之責
應扣費單位主管
2.事業負責人
3.破產財團之破
產管理人
4.執行業務者
5.信託財產受託
人

第1類至第4
類及第6類
保險對象(含
被保險人及
眷屬)

1.無投保資格者、第5類被保
險人。
2.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
人、接受生活扶助之弱勢兒
童與少年、領取身心障礙生
活補助費者、特殊境遇家庭
之受扶助者及符合本法第㇐
百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單
次領取未達中央勞動主管機
關公告基本工資。
(110年最低基本工資24,000
元)

租金所得

股利所得
(排除已列
入投保金額
計算部分)

公司 1.負責人
2.信託財產受託
人

補充保費相關資料簡表：



給付人

所得 人
第1類至第4類及第6
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
財團、執行業務者

【給付利息扣取補充保險費的情形】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
團、執行業務者
(所得稅法規定的扣
繳義務人)

個人

是

否

否

否

利息所得：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4類所稱之利息所得。
5A、5B、5C、52、73且信託註記為G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3條



給付人
(承租人/房客)

所得 人
(出租人 房東) 第1類至第4類及第6

類保險對象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
財團、執行業務者

【給付租金扣取補充保險費的情形】

機關、機構、團體、
學校、事業、破產財
團、執行業務者
(所得稅法規定的扣
繳義務人)

個人

是

否

否

否

租金收入：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5類第1款所稱之租賃收入及第2款所稱之租賃所得。
51、74且信託註記為G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3條



範例1：出租人為公司或行號

A公司辦公室是向B公司租的，租金每月15萬元。A公司在給付B公司租金時，

不需扣取補充保險費。

→所得人非第1類至第4類及第6類保險對象

範例2：1次給付半年租金

C企業社向郝太太租房子當廠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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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C企業社在1月1日及7月1日支付郝太太半年租金

各60萬元租金時，就要分別扣取12,660元的補充保險費，並在2月底及8月底前

將扣取的12,660元補充保險費繳給健保署。(註：補充保險費費率自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11%)

→扣費義務人給付本法第三十㇐條第㇐項各類所得時，其單次給付金額達新臺

幣二萬元者，應按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扣取補充保險費，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

前填具繳款書，向保險人繳納。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3條



【給付股利扣取補充保險費的情形】
相關法令
●股利所得指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1類所稱公司股東所獲分配

之股利總額。54、71且信託註記為G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3條)

●公司於分配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時，應以其負責人為扣費義務

人，依健保法第31條規定扣取補充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7條

第1項)

●於同㇐基準日分配之股票股利及現金股利，為同㇐次給付，扣

費義務人應於撥付現金股利時，從中㇐併扣取當次給付所有應扣

取之補充保險費。(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7條第2項)



範例1：A是公司負責人，並以雇主身分加保，107年至108年10月，每月投保金額均為43,900元。

108年8月1日公司發給A負責人140萬元現金股利［107年度盈餘分配120萬元及108年度第1季

(10801-10803)盈餘分配20萬元］。
（雇主取自投保單位於同年度發放跨年度股利盈餘，就雇主在計算補充保險費時，扣除之投保金額總
額如何計算?）
說明：
㇐、公司法107年11月1日修正施行，公司得每季或每半年發放股利，關於公司在發放雇主股利時，
可先扣除依所發放之股利盈餘所屬期間，雇主於該公司加保的投保金額總額，再行計算補充保險費。

二、1.同㇐除權(息)基準日，適用扣繳辦法第7條第2項規定視為同㇐次給付，亦即本次給付140萬元股
利所得。→不論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不論哪㇐年度之盈餘分配，全部視為同㇐次給付。

2.股利所得可以扣除以雇主身分(指在所發放之股利盈餘所屬期間)投保之投保金額總額(43,900元*12個
月)+(43,900元*3個月)=658,500元。

3.應扣繳補充保險費：
1,400,000元-658,500元=741,500元
741,500元*1.91%=14,163元。

註：補充保險費費率自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11%  



108/03/31 108/08/01基準日

雇主每月投保薪資43,800元

發放現金股利140萬元
107年度盈餘分配120萬元
+108年度第1季(10801-10803)
盈餘分配20萬元

1.股利所得可以扣除以雇主身分(指在所發放之股利盈餘所屬期間)投保之投保金額總額
(43,900元*12個月)+(43,900元*3個月)=658,500元。
2.應扣繳補充保險費：
1,400,000元-658,500元=741,500元
741,500元*1.91%=14,163元。
註：補充保險費費率自110年1月1日起調整為2.11%  

範例1圖示：

107/12/31

107/01/01



範例2：卸任及現任雇主
施先生是A公司負責人，健保係以該公司雇主身分加保，109年4月以前投保金額為101,100元，4月起投
保金額調為105,600元。同年9月公司負責人變更為郭先生，該公司為其以雇主身分投保健保，投保金額
為96,600元，110年3月投保金額調整為101,100元。110年9月A公司發放109年盈餘給股東，施先生及
郭先生都獲配500萬元股利總額，A公司應分別向施先生及郭先生扣取79,622元、88,120元補充保險費。



110/03109/12/31

範例2圖示：

109/09109/04

施先生(卸任)

雇主
投保
薪資

101,100 105,600

雇
主 郭先生(現任)

96,600 101,100

110/09
基準日

發放109年盈餘給股東，施先生及
郭先生都獲配500萬元股利總額

施先生：5,000,000-(101,100*3+105,600*5)=4,168,700
4,168,700*2.11%=87,960

郭先生：5,000,000-(96,600*4)=4,613,600
4,613,600*2.11%=97,347



●股票若於年度終了前之12月底除權/息，並於次年度1月份發放股利，應以當年度12月

份，抑或次年度1月份扣取補充保險費？

→股利所得有跨年度發放之情形時，應於次年度1月份發放股利時扣取補充保險費。

●若只發放股票股利，公司應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 7 條第 3 項

規定，通知股東其股票股利補充保險費扣取不足數將由健保署於次年開單向其收取。並於

次 年 1 月底前將股東資料彙報健保署 。



感謝聆聽
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30-598 
東區業務組：038-332-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