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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
1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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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壹 承保作業重點

財務作業重點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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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承保作業重點

專案查核

資料清查(含特別叮嚀、案例)

輔導納保與逕加保(含即時申報)

計費作業

網路作業系統

其他事項



專案查核-身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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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發文月份 注意事項

勞保在工會，健保以第六類第
一目(榮民)身分投保

每年6月

• 請依健保法第10、11、15
條等規定，輔導保險對象
以適法身分投保

勞保在工會，健保以第六類或
眷屬身分投保

每年7月

勞保在公司，健保在第二、六

類投保

每年9月

1.公司負責人或商行僱用員工

者，輔導以負責人或同為第一

類加保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

業者未依適法身分投保

不定期

第二、三類單位負責人清查 每年6月 • 負責人勞保申請老年給付，仍
應以第二類被保險人身分投保

• 負責人兼具兩種投保身分，應
以優先順位身分投保



健保第二、三類保險對象正確投保懶人包

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

勞保在工會者(含具有榮民身分)

以第一類被保險人投保

以第二類被保險人投保

第二、三類被保險人或眷屬

第六類被保險人 眷屬身分

具第二、三類負責人身分者

成年且未在學卑親屬

第二、三類被保險人之眷屬

另以適法身分投保(畢業或退伍1年內則可當眷屬)

以第二、三類被保險人投保

第六類被保險人 眷屬身分
第二類負責人不得
為第三類被保險人

65



專案查核-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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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相關規定 發文月份 注意事項

勞健投保
金額查核

健保投保金額不
得低於勞保、勞
退投保金額
(健保法§20、
§21、細則§47)

每年3月 • 使用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勞
健合一申報，減少勞、健投
保金額不一致

• 網路申報薪調後請追蹤是否
成功入檔，並於薪調生效日
後，務必再次確認

財稅比對 薪資所得除以
16個月，計算
月平均投保金額
(健保法§20、
§21、§89)

1.每年1月
2.每年2月大量
電郵再次提醒

3.每年6月(計費
月) 逕調

• 往年原則：3月底前主動申
報調整投保金額(次月一日生
效)，且該調整後投保金額不
低於本署計算之查核年度月
平均所得者，排除查核名單

• 務必轉知會員相關作業



資料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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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國停復保

2. 重複投保

• 被保險人及眷屬、負責人重複投保

• 領有失業勞工健保補助者與他類別重複投保

• 與第5類(福保)重複投保

3. 年滿25歲卑親屬資格確認

4. 戶籍遷出資料比對

5. 戶籍非現住人口死亡比對

6. 尊親屬



資料清查之特別叮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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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處理月份 注意事項

出國停復保 國人 /每月
外籍人士/不定期

停保：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停保
日期不可追溯

復保：如出國6個月以上者，自返國
之日辦理

• 出國期間未滿6個月返國者，應註
銷停保，並補繳保險費

• 出國6個月以上復保者，應於復保
後3個月才可再次辦理停保

年滿25歲卑親
屬資格確認

1.每年9月初發文清查，
並應於每年9月30日
前完成續保或轉出

2.未處理名單於每年
10月由本組辦理逕
轉出

• 續保作業須檢驗證件辦理
• 多憑證網路承保系統可自行下載
已成年卑親屬清查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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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停復保(案例一)

◎說明：

109/9/1至109/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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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9/1停保並補繳109/9迄今保險費。

出
境

入
境

出
境

入
境

109/9/1

109/11/1

109/11/10

110/5/30

已辦停保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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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停復保(案例二)

◎說明：

109/4/1至109/1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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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入境日（109/11/1）復保，並補繳109/11迄今保險費。

出
境

入
境

出
境

入
境109/4/1

109/11/1

109/11/10

110/5/30

已辦停保

◎案例： 未主動
辦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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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納保與逕加保

保險對象
轉出2個月以上

戶政事務所
跨機關通報
新生兒一條龍

初設或
恢復戶籍

*外籍與大陸
配偶在臺
居留滿6個月

6個月

*非本國籍投保資格說明詳見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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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單位即時申報義務

 依健保法第15條規定：投保單位應於保險對象合於投
保條件（退保原因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向保險人辦
理投保（退保）。

 為免影響保險對象健保權益，請貴單位即時申報保險
對象各項異動作業，並提醒保險對象轉出後須以適法
身分銜接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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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作業

⚫ 一般保險費計費截止日原為每月12日。

⚫ 自109年12月保費起，提前至每月10日(含)，請依規定辦理異
動資料申報事宜。

計費截止(關檔)日提前

⚫ 以月計收:當月最末日在保之投保單位計收全月保費。例外:依
法應辦理退保者(死亡、除籍、居留期限屆滿、失蹤滿6個月等
)，當月不計收保險費(含當月最末日退保者)。

⚫ 同月多次重複轉入者，以當月末日重複在保單位均計收保費。

⚫ 同月轉入轉出不同日不計費，另以中斷開單計費。

⚫ 於當月最末日轉出者，由保險人核定以次月1日生效。

計收原則 勿以方便收費為由，整數彙收健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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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

加保
作業

◆外籍人士加保 (眷屬免檢證)

◆ 查詢眷屬最近健保狀況

退保
作業

◆查詢其他單位加保日

◆非月底最後一天轉出的申報

◆追溯6個月以上轉出(退保)需附證明

◆第二三類單位申報財務作業
(上傳及試算，欠費及欠繳清單、彙總表)
◆當月保險費單次約定轉帳

財務
申報

其他
作業

◆停復保作業、薪資調整

◆減免明細查詢及列印

◆已成年卑親屬清查

◆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15

網路作業系統_外籍人士加保(1)

尾碼承辦人員進行【資格審查】，審查通
過後，請進入【異動檢核後查詢】，查看
是否入檔

首次加保可勾選申請製作健保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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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外籍人士加保(2)

外籍眷屬建議參考加保日，可透過多憑證
系統自行查詢，可免檢證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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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查詢眷屬最近健保狀況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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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查詢其他單位加保日
非第1類投保單位可查詢目前在保之保險對象
加保日(含重複投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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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非月底最後一天轉出

轉出(退保)新增勾選條件最後(工作日非月底最後一天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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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追溯6個月以上轉出(退保)

需附證明/單獨申報健保



網路作業系統_停保作業

網路申報省時省郵資，建議單位自行留存紙本簽章，
避免日後與保險對象產生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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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復保作業

上次停保時出境日與此次入境日之差，
若逾六個月則【入境日復保】，
未逾六個月則【前次停保日之次日復保】

◎入境(生效)日期 110 年 10 月 5 日



網路作業系統_薪資調整

投保金額調降為【申報日期】次月1日生效，
不得追溯。調升可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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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減免明細查詢及列印

24

適用於保險對象長期減免費用有疑義之單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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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已成年卑親屬清查(1)

(1)畫面預設25歲，可修改
(2)依畫面輸入的年齡，查詢稱謂為子女、孫子女及外孫子女的
有效在保眷屬資料
(3)提供產製TXT及EXCEL報表格式

提供單位查詢25歲以上卑親屬
依附加保原因名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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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報表格式

TXT報表格式

網路作業系統_已成年卑親屬清查(2)



網路作業系統_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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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每月應下載四大報表

被保險人沖

退保險費處

理明細表H1

保費計算

明細表

第二三類
投保單位
待沖退保費
明細表

異動暨減免

清冊

1.仔細核對保險對
象異動後實際應退
之費用

2.應輸入【付款處
理日】，且整點過
後5分鐘才可下載

仔細核對被保
險人計費金額
俾利申報欠費

仔細核對保險對象
當月異動後可能產
生之退費

核對保險對象
當月轉入、轉
出、薪調、減
免之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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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財務申報作業上傳及

試算功能(1)
1.於第二三類欠費資料申報作業>媒體申報作業(文字檔、Excel檔)>

彙總表及欠費及欠繳明細表分別瀏覽檔案>開啟。

2.資料確認無誤後，再按下「上傳及試算」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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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財務申報作業上傳及

試算功能(2)

3.按下「上傳及試算」鈕後，提示訊息：
「請於15 分後，會將結果發送mail 通知貴單位承辦人或回至畫面上查詢
試算結果，若有錯誤，請修正後再按一次「上傳及試算」鈕。」

(狀態：試算中未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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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財務申報作業上傳及

試算功能(3)

試算成功：
單位承辦人及尾碼承辦人皆會收到e-mail，可查詢到狀態為「試算成功
已上傳」、試算日期、試算次數為1次。
試算結果~按「下載鈕」即可看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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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財務申報作業上傳及

試算功能(4)

試算有誤：
僅單位承辦人收到e-mail，狀態為「試算有誤未上傳」。
請單位承辦人再修正資料後→再按1次「上傳及試算」鈕後，訊息為
「試算後資料仍有錯誤(第2次)，是否確定再「試算」1 次 ? 」
• 按｢重新試算｣→就會再「試算」1 次
• 按｢強迫上傳｣→不再試算→會提示是否確定仍要「上傳」→再按「

確定」後，就會強迫上傳，並發送e-mail給單位承辦人及尾碼承辦
人



33

網路作業系統_財務申報作業上傳及

試算功能(5)

文字檔及Excel 檔：
須有彙總表及明細表等檔案，才能上傳。
如為全額繳納無申報欠費及欠繳資料時，請改採彙總表線上申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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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欠費清單線上申報作業(1)

1.「應繳金額查詢」鈕：當月如有加保計費，應繳金額及欠費金額等2
欄，才會自動被帶入當月應收保費之金額。

2. 「彙繳日期」：必須大於等於彙繳年月。

應依規定申報欠費，勿以已繳費
會員之保費代墊欠費會員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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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欠費清單線上申報作業(2)

3.申報欠費金額<應繳金額：

提示「申報之欠費金額小於應繳金額，確認申報？」按確定後再儲存
4.申報欠費金額>應繳金額：
提示「申報之欠費金額不可大於應繳金額，請查明後，再行新增」。

5.申報欠費金額比對不到計費資料：
提示「查無計費應繳金額，請與轄區業務組承辦人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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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欠繳清單線上申報作業(1)

1.可「全選」多筆欠費月份，及申報功能

2.比對後自動帶入個人尚欠金額，且繳納金額不可大於欠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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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欠繳清單線上申報作業(2)

3.「同月多筆繳納」功能：同一被保險人在不同時間分次繳納時使用

，繳納明細逐一分開申報，輸入金額合計不可大於欠費金額。
4.若查無欠費資料，則顯示「查無欠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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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彙總表線上申報作業

1.檢核單位應收金額及申報實收、欠繳與彙繳等金額。

2.如比對單位應收金額仍為0元，會出現提示。
3.檢核第3欄金額等於「第5欄金額-第4欄金額」，且不可為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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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當月保險費單次約定轉帳(1)

➢ 申請要件:僅限「當月」保費且「未分帳前」。

➢ 開放申請時點：
於每月保費計費完成後之計費當月20日至次月13日晚間23:59止(例如：

9月保費開放時點10/20~11/13)，且因為單次約定，故每月均須再上

網申請一次!!【申請期限截止日，如遇假日將會提前截止申請】

➢ 應繳金額新增或修正:申請期限截止前，仍可修正或整筆刪除。

➢ 扣款時點:
各銀行將於寬限期滿日之次一營業日凌晨扣款，如遇假日順延扣款。扣款成

功後，單位存簿交易日會顯示16日扣款，本署畫面查詢之繳納日期為15日。

➢ 可轉帳之銀行(郵局、農漁會信合社):限該申請單位之存戶帳號(健

保專戶)。

⚫ 扣款失敗不成功，請自行上網補印繳款單繳納。
⚫ 扣款成功後，請自行上網列印繳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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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作業系統_當月保險費單次約定轉帳(2)
可查詢扣款成功狀態﹙狀態欄及繳納日期欄會顯示﹚，

惟需待扣款銀行回覆並轉入本署繳納檔後，

顯示「轉帳成功」及繳納日期XX年X月15日!!



其他事項(1)_本國籍投保資格

◆投保資格條件：

「最近2年內曾有參加健保紀錄」或「設籍滿6個月」

1.在臺出生之新生兒:自出生日(國外出生，須設籍滿6個月)

2.受僱者:自受僱日起。

◆除籍退保後重設戶籍加保核定投保日期：

※本次設籍日-前次遷出戶籍日＞2年

投保日=設籍日+6個月

※本次設籍日-前次遷出戶籍日 ≦ 2年

投保日=設籍日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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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2)_本國籍加保相關規定宣導

◆有臺灣戶籍者應加入全民健保，依投保類別規定

加保，並按時繳交健保費，若出國達6 個月以上

得辦停保，未辦追繳

◆宣導單張詳官網：

首頁/健保服務/投保與保費/投保與異動/投保身

分與資格/宣導單張及案例說明

https://reurl.cc/kLXn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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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國籍人士在臺灣地區「領有居留證明文件」

符合投保資格之日如下:
1.有一定雇主之受僱者：自受僱之日起加保。

2.非受僱者：自領有居留證明文件後，在臺居留滿6個月之日起加保。

3.在臺灣地區出生之外籍新生嬰兒：自106年12月1日起，在臺灣地區

領有居留證明文件者，應自出生之日起投保。

4.受聘僱從事專業工作的外國專業人才眷屬：依附該專業人才自領有

居留證明文件之日起加保。

1.連續居住達6個月，期間未出境。

2.居住期間僅出境1次且未逾30日:

居留起算日+6個月+出境天數。

其他事項(3)_非本國籍投保資格

實際居留
滿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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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4)_非本國籍換發新式居留證號

投保與申辦健保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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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5)_非本國籍眷屬申報首次投保案例

◎說明：

 109/5/1至109/11/1前僅能出境1次且日數≦30日。（X）

 109/10/1至110/4/1前僅能出境1次且日數≦30日。（O）

符合健保投保資格日：

 109/10/1+6個月+10（出境天數）=110/4/11

入
境

出
境

入
境

出
境

入
境

109/5/1

109/8/1

109/10/1

110/3/1

110/3/11

取得
居留證日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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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6)_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仍具
工會會員身分投保疑義

 衛福部(102年7月23日改制前為衛生署)100年9月22日健

保承字第1000070550號

 保險對象如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職業工會者，

不論其是否已領有勞保老年給付，認定其符合第二類被

保險人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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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7)_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案例-1

 年滿65歲或勞保退休者，繼續加入職業工會職業災害保險

，可否免收健保費？

 不行。保險對象應依投保資格及順序加保，並按其投保身

分計收健保費。年滿65歲或勞保退休者，繼續工作加入工

會職業災害保險，符合該工會會員資格者，依規定應以第

二類被保險人身分加保。至該會員之年齡或先前是否已領

有勞保退休金，非為健保資格之審查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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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8)_已領取勞保老年給付案例-2

 漁會會員已辦理退休(申領勞保老年給付)，仍具有甲類會員

身分，可否以眷屬身分加保？

 不行。保險對象應依投保資格及順序加保；第三類被保險

人為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參加漁會為甲類會員，或年

滿十五歲以上實際從事漁業工作者。因此，漁會會員已申

領勞保老年給付、仍具有甲類會員身分者，應以第三類被

保險人身分加保，不應以眷屬身分加保。



49

貳、財務作業重點

財務訪視
目的與內容

健保財務
應具備事項

補助款
相關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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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訪視目的與內容

代收保費
代辦業務

夥伴關係
健保永續

財務健全
金流合法

依健保法第15、80條及施行細則第28條依據

擇案 配合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或本組自行擇案

實際到府訪查、書面審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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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務應具備事項(1)

投保單位名義設立三大專戶

˙健保費 ˙勞保費 ˙補助款暨常年會費

專款專戶儲存保費，不得移作他用

˙按月繳交健保署 ˙存摺內無不當之現金流出

專戶存款餘額足夠

˙餘額應與所剩預收月數相符

預收健保費是否徵得被保險人或會員(代表)大會
同意(或明訂於工會章程)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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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財務應具備事項(2)

健保費存款專戶之存摺及印鑑不得集中一人
保管，應由專人各自分開保管

按月編製健保費收繳及支出明細表，定期
連同健保費專戶送理監事會審查

健保費專戶及補助款帳戶孳息應運用於健
保相關業務，專戶利息定期轉出運用

健保費專戶與補助款帳戶不得共用

工會監事對保費收繳及儲存應監督審查

5

6

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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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訪視應備妥文件

專戶
◆健保費專戶

◆補助款帳戶

憑證
◆收取健保費之收據影本(約2-3份)

◆沖退被保險人健保費之簽收證明或相關文件

◆最近期之會員(代表)大會手冊會務

報表

◆已送理(監)事會審查之健保費收繳及支出明細表

(按月編制定期送審)

◆已送理(監)事會審核，並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之補助款收支明細表

存摺影本(封面及最近3-6個月內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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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參考－健保費收繳及支出明細表

製表: 監事會召集人: 理事長:

【健保費收支明細表】簡易格式參考

核章後定期送交理監事會議審查及監督

應與健保費專戶餘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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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作業(1)

補助款運用

①補助款運用範圍為辦理健保業務相關之「人事費及業

務費」，取代原條列明細範圍。

②補助款及所產生之利息或衍生收入，如有結餘款應繳回。

③投保單位應本誠信原則對補助款運用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

負責，並應自主檢核，如有不實者，應負相關責任。

④前項經費涉及採購事項，應依政府採購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全民健康保險第二類及第三類被保險人之

投保單位辦理健保業務補助作業要點
(109.9.21修正，110.1.1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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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作業(2)

其他

①由健保署列印補助條件清冊併匯款證明辦理經費結報。

②受補助單位每年2月底前檢送上年度｢運用健保署補助款辦理

全民健康保險業務報告表」實際支出情形，送健保署備查。

③留存單位之108年度(含)以前補助款原始憑證，應依會計法

規定妥善保存10年與銷毀。已屆保存年限之銷毀，應函報健

保署轉請主管機關轉陳審計機關同意。

④「補助款收支明細」應送交理、監事會監督審核，並經會員

(代表)大會決議通過。

⑤單位應對補助款運用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健保署必要

時得查核補助款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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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撥付條件

★ 當月已繳費被保險人數 X 17.5元

★ 有按時繳納保險費

★ 依規定每月網路申報/檢送正確彙總表和欠費與欠繳名冊

★ 每月保險費收繳率95%以上，自動撥付

★ 收繳率90%－95%，應主動提出申請並檢附郵電及催繳

補助款申請書、催繳證明及正確欠費名冊

1 健保費收繳率指標 / 第二類

★ 當月納保計費人數(被保險人+眷屬) X 10元

2 投保人數指標 / 第二、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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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暫停撥付條件

★積欠健保費

★違反補助作業要點規定

★未設立健保費專戶儲存預收之健保費

●有前項情況之投保單位，於年底前仍未改正者，當年度

未撥付之補助款不予核撥。



補助款扣繳申報

◼請確認統一編號、地址及電子郵件信箱是否正確。

◼屬實報實銷補助款，免予扣繳稅款，應列單申報受補助
單位其他所得，格式代號95A。

◼屬非銷售貨物或勞務之收入，符合免稅標準第2條第1項
各款規定，免納所得稅。

◼約每年3月以電子郵件寄發或郵寄紙本。

◼單位可自行於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系統下載扣繳憑單。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106年9月27日
財北國稅審二字第106003715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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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應
扣繳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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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參考－補助款收支使用明細(編表式)

核章後定期送交理監事會議審查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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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參考－應定期支領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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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參考－補助款專戶年底餘額應為0

無結餘款 有結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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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參考－
補助款收支明細送交理監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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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業務報告表－次年2月底前填報

基本資料、(一)投保及收繳情形、(二)健保
補助款收支明細之補助收入，由系統產製

(二)健保補助款收支明細之實際支出分攤基
準及分攤金額，由受補助單位填寫



65

因應111年基本工資調漲

⚫ 111年1月起基本工資調漲至25,250元，第二、三類部分會員保費將
受影響。

⚫ 待衛福部正式公告後將另函通知。

內容

投保金額分級表將隨之調整，第一級調整為25,250元(其他等級依序調
整)，後續保費彙繳作業預擬如下：

⚫ 採預收之單位，請先依調漲後之計費金額繳納保費。
⚫ 差額若來不及補收，擬同意補報差額欠費。

⚫ 全額欠費之會員，請依調漲後之計費金額足額申報。

⚫ 擬從寬計算收繳率核發郵電補助款。

彙繳作業

溫馨提醒：健保法施行細則51條～第二、三類投保單位，得徵得被保險人
或會員（代表）大會同意後，一次預收三個月或六個月保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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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因應疫情影響無法返臺健保權益
保障措施



謝謝聆聽～
感謝您的參與!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