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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健保補充保費 
明細申報 

102年12月25日 



大  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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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申報相關規定 

補充保險費單機版操作及網
頁(免憑證)申報操作說明 

常見問題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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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繳明細申報6大項目 

提醒：繳納第34條投保單位補充保費無需申報，僅須按月繳納。 

扣費義務人依第31條向保險對象扣取補充保費，彙繳健保署並辦理申報。 

項 目 說 明 所得格式代號 

1.全年累計超過 
給付當月投保金額 
4倍部分的獎金 

給付所屬被保險人的薪資所得中，未列
入投保金額計算且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
予，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累計超
過給付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 

50 

2.兼職薪資所得 給付兼職人員(指非在本單位投保健保)的薪
資所得 50 

3.執行業務收入 給付民眾的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要費用
或成本 9A、9B 

4.股利所得 公司給付股東的股利總額(包括股票股利及現
金股利) 5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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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租金收入 機關、團體、公司等，給付給民眾的租金 
（未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 51 



年度申報 

扣費義務人每年1月

31日前，將上一年度

向保險對象扣取之補

充保險費金額，填報

扣費明細彙報健保署。 

每年1月遇連續3日以

上國定假日者，扣費

明細彙報期間延長至

2月5日止。 

每月申報(建議採用) 

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
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並
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保
險人者，得免於每年1
月31日前再向健保署
彙報。 

解散、 廢止、合併或轉讓，或機關
、團體裁撤、變更時，扣費義務人
應隨時就已扣繳保險費金額，於
10日內向健保署填報扣費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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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費明細申報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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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 
    「單機版」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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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保署網址：http://www.nhi.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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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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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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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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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輸入單位憑證的pin code 

 設定更換卡片的問題及答案 

 登入時也可點選更換卡片更換 

 

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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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輸入所要使用的帳號及密碼 

 設定忘記帳號及密碼的問題及答案 

 

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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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保險費單機版申報系統 

提醒:點選本作業提供直接列印繳款單功能 



以憑證上傳申報明細 

輸入給付年月 

1 
2 

3 

1. 輸入給付年月   2. 點按查詢 ，申報資料會出現於下方

明細欄中              3. 點按 “申報資料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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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憑證上傳申報明細 

記得插入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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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憑證上傳申報明細 

請輸入憑證PIN碼 
（非登入單機版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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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憑證上傳申報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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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上傳記錄 

※ 上傳完畢 ：約30分鐘後，

可查詢上傳紀錄， 

下一工作天可查詢 入檔狀

態 及 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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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申報明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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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上傳記錄 

 輸入上傳年月起迄，可查詢網路申報狀態及結果  

 可下載申報結果 

狀態：「上傳成功等待入檔」

的資料尚可『註銷』，但「入
檔成功/失敗」後即無法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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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 

欲以免憑證
申報 

請點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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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媒體檔  

儲存位置 

網頁(免憑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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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自動以 DPR+統一

編號+製作日期+序號

(3碼)為檔案命名 

網頁(免憑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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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網頁(免憑證)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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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健保  
   補充保險費 
「網頁(免憑證)    
          申報」 
          操作 



網頁(免憑證)申報畫面 
網址： https://eservice.nhi.gov.tw/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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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說明 

提醒： 

申報資料限2萬筆以下 

一個所得類別一個檔案 

不同類別不可合併 

（切勿更動所提供範本

檔案類型） 

第1及3列
勿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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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上傳 (1/2) 

輸入各欄位資料，進行檔案上傳，系統會檢核檔名
及統一編號邏輯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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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扣費單位按「上傳」，系統受理資料後，即跳出
視窗訊息(如圖) ，並以EMail寄出確認信到申報單位
所留的Email信箱。 

網頁(免憑證)申報上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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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寄發確認信 

扣費單位開啟確認信，按下確認，系統即將檔案上
傳健保署，下一個工作天系統自動入檔。 

務請7日內點按『確認』，確認信逾7日(含假日)仍未確
認這次申報，系統將視為作廢，並刪除上傳檔案，請重
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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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費單位開啟確認信，並按下確認後，顯示確認成功 

網頁(免憑證)申報-確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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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按 「3.確認後隔
日查詢入檔結果」，
可查詢上傳進度與
狀態 

網頁(免憑證)申報-進度查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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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進度查詢代碼，點選查詢，可知道上傳檔
案目前進度 

網頁(免憑證)申報-進度查詢(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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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入檔作業後，三個工作天內系統會產
生「回執聯」或「異常檔」，E-mail至網頁
所留的E-mail信箱中，供單位下載。 

扣費單位點選查
詢後，顯示狀態
代碼及訊息。 

網頁(免憑證)申報-進度查詢(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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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結果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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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免憑證)申報- 

檢核異常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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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編輯母片標題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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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 & A 
 



Q1 : 如何更正已上傳之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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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扣費明細上傳後，只能       
修改金額。 

2.若給付日期、所得類別
錯誤，需將該筆金額更正
為0，另外新增正確給付日
期、所得類別之明細資料，

一併重新上傳。 

 
以下將依 

單機版 / 自製TXT檔 / 自製CSV檔  
分別介紹修改方式 



開啟單機版 

1. 建檔作業/扣繳補充保險費資料維護  

    做修改儲存。 

2. 申報作業/ 申報資料上傳及產製媒體 

     重新執行上傳申報。 

原以單機版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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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1 2 

3 

4 

1. 輸入要修改明細之 “給付年月”     

2. 點 “查詢” 

3. 勾選要修改之明細       

4.    點 “修改”         

原以單機版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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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申報過資料,會
帶出申報編號 

5. 輸入正確所得(收入)金額, 系

統自動計算保費, 按存檔 
原以單機版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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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6. 進到申報作業 / 申報資料上傳

及產製媒體  重新上傳 

原以單機版申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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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原以單機版：憑證上傳 

輸入給付年月 

1 
2 

3 

1. 輸入給付年月   2. 點按查詢 ，

申報資料會出現於下方明細欄中        

3. 點按 “申報資料上傳” ，重新

執行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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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輸入給付年月 

1 
2 

3 

原以單機版：產出媒體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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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輸入給付年月   2. 點按查詢 ，申報

資料會出現於下方明細欄中        3. 點

按 “產出媒體檔” ，重新燒錄光碟+申報

書向健保署申報 ；或採網頁（免憑證）

上傳者，則請重新上傳該檔案 

A1: 原以單機版維護申報之修改方式 



1 2 
3 

A2: 原以CSV檔申報之修改方式 

1. 開啟原上傳檔案 ，保留需修改之筆數 

2. 「處理方式」由 I 改為 R 
3. 「單位統編、所得類別、 給付日期、 所得人身分證、 申

報編號」不得變動。 

4.  另存新檔後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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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2：是否能將單機版已維護之
扣繳補充保險類資料匯出，再
轉入其他安裝軟體的電腦繼續
使用？ 

 

• A：維護之資料存放在『我的電腦』『本機磁
碟C』『Program Files』『 NHI』，僅需將
NHI資料夾(整個)移至其他已安裝軟體的電腦
，即可以原使用之帳號密碼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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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3:申報資料上傳時出現
訊息尚未註冊單位憑證
，如何處理？ 

 

 

 

 

• A： 

請至二代健保憑證專區
https://eservice.nhi.gov.t

w/2nd/(如右圖)，將此張
卡片利用單位憑証先上
傳註冊過後，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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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4：單機版通常不能使用
時之處理方式？ 

•A： 

       1.確認版本是否為最新版本(執行時先   

          檢查是否需更新，需連上網路才可  

           更新，如出現需更新提醒請先更新) 

       2.是否安裝net framework 2.0 sp2或  

           adobe reader9.0版以上(皆可至健保 

           署二代健保專區/補充保險費作業專  

            區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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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若上列方式皆無法解決單機版問題，可至
健保署二代健保專區/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
左列Q&A(如下圖)，有詳細的圖文解釋單機
版之安裝及使用問題。 

 

 

• Q4：單機版通常不能使
用時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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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感謝聆聽 
免付費諮詢電話：0800-030-598 

中  區 業   務  組：04 – 22583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