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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扣費義務人－
誰是扣費義務人－二代健保補充保險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簡析
余景仁/李俊瑩
一、 前言
明年即民國 102 年 1 月 1 日起，二代健保將正式實施，而二代健保與現行健保制度最大之差異，就
是除了每月按保險對象之投保金額所計算之一般保費外，尚會將原未列入一般保險費計費的六類所得：
如高額之獎金紅利、兼職之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六類所得，計
算徵收補充保險費；此外，就雇主每月所支付予受僱員工之薪資總額與其當月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
亦增列為計費基礎，對雇主收取補充保險費，以增加保費收入之來源並其提升保費負擔的公平性。
二代健保對民眾的補充保險費之收取方式，係參照所得稅法之扣繳制度，即採就源扣繳方式，由給
付單位，於給付屬於應列入補充保費之六類特定所得或收入予投保對象之自然人時，即按補充保險費率
扣取補充保險費，再由該給付單位直接繳納給健保局，而不採事後結算的設計，以簡化補充保費之收取，
民眾原則上無須自行繳納補充保費。至於雇主應負擔的補充保險費，則按照其每月所支付予受雇員工之
薪資總額與其受僱員工當月投保金額總額間之差額，按補充保險費率自行計算，連同依規定原應負擔之
ㄧ般保險費，按月一併繳納。
二代健保收取補充保險費的扣繳制度，全民健康保險法參照了所得稅法之扣繳制度，並參照所得稅法之扣
繳義務人概念，將應從給付予民眾之屬於補充保費之六類所得中，扣取並繳納補充保險費之人定義為扣費
義務人，而扣費義務人對於補充保費之扣取責任相當重大，故極須對於所給付予民眾之所得究竟是否屬於二
代健保應收取之補充保費之內容，甚至有關於補充保險費的計算、扣取及繳納方式、如何填報繳款書等事項，
都需要仔細瞭解補充保費之扣費相關法令及實務作業，以下茲就二代健保之補充保費扣費制度作一概略之介
紹，並就實務上可能常見的所得屬性之認定問題，提供予讀者參考，以期全民健康保險法之扣費義務人及投保
單位皆能夠熟諳法令，瞭解實務作業，確實依法扣繳補充保險費。
二、 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簡介
納入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包括對保險對象以及投保單位(雇主)之補充保險費，其內容如下：
(一)
1.

2.
3.
4.

5.

6.

(二)

保險對象之補充保險費：

保險對象(個人)有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之獎金：

獎金是指符合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規定應納入薪資所得項目，且未列入投保金額計
算之具獎勵性質之各項給予，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

自非所屬投保單位領取之薪資所得：薪資所得是指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所稱之薪資

所得。

執行業務收入：指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2 類所稱執行業務者之業務或演技收入，且未扣
除必要費用或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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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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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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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單位(雇主)之補充保險費：投保單位(雇主)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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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額之差額，計收補充保險費。
三、 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人
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人與
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人
費之扣費義務人
補充保險費之人與補充保險
查上述二代健保關於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人，與實際負責扣取與繳納補充保險費之人，依應負擔補
充保險費者係「保險對象」或「投保單位」
，而有不同規範。若係應由「投保單位」負擔之補充保險費（即
按投保單位(雇主)每月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之差額，計收之補充保險費）
，則依
照一般全民健保保費之繳費方式，由該投保單位直接計算並繳納給健保局。若係應由「保險對象」負擔

之補充保險費（第 1 類至第 4 類及第 6 類保險對象，當有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之獎金、自非
所屬投保單位領取之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收入等六項所得或收入者）
，
雖補充保險費係由該「保險對象」負擔，但繳納補充保險費之繳費義務，則完全轉嫁由扣費義務人負擔，
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直接就源扣費，並負責將所扣之補充保險費繳納給健保局。
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之扣費義務人，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2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補充保險

費之扣費義務人，即是指所得稅法所定之扣繳義務人。亦即，扣費義務人係參照所得稅法第 89 條及第
89 條之 1 規定之扣繳義務人之概念所設，依據所得項目之不同，扣費義務人可分為：

(一) 薪資、利息、租金、執行業務收入：以機關團體負扣繳責任之單位主管、事業負責人、執行業
務者為扣費義務人。

(二) 股利：以公司負責人為扣費義務人。

(三) 信託財產：以信託財產受託人為扣費義務人。

四、 實務上常見之所得認定問題
以下茲就應列入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之六類特定所得，故就實務上常見之問題，包括所得之認定與
補充保險費之計算分別說明如下：

(一) 保險對象(個人)自投保單位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之獎金
此部分係屬未列入投保薪資，具獎勵性質之獎金，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投保單位就此所開立

之扣繳憑單項目之所得類別屬於薪資，格式代號為 50；且投保單位全年累計給付保險對象(個人)有超過月
投保薪資 4 倍之獎金時，就超過之金額，扣費義務人即須扣 2%之補充保險費，且計算上係以獎金之原始

給付總額累計計算，不能扣除按所得稅法規定之應扣繳稅款。
另外，企業除了以年終獎金、節金、紅利作為獎勵員工之辛勞與工作表現外，常有採用給予員工認
股權、限制型股票之方式作為獎勵員工之方式，而就員工所取得之員工認股權、限制型股票此種獎勵性

質之給予，鑒於財政部相關函釋已明文規定員工取得此種性質之獎勵，屬於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類之其他所得而非第 2 類之薪資所得，準此，此類認股權、限制型股票之發給，應非屬於保險對象(個

人)自投保單位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分之獎金範疇，從而扣費義務人無須就給予員工此類性質之

獎勵列入應扣取 2%補充保險費之費基。但要提醒投保單位(雇主)，雖無須代扣 2%之補充保險費，但財政部

函釋對於投保單位(雇主)給予員工認股權、限制型股票之費用可依照財務會計準則公報規定，作為投保單
位(雇主)申報營利事業所得稅時之薪資費用，故投保單位(雇主)之薪資費用就會高於受僱者投資金額之總
額，此時投保單位(雇主)仍須就此部分支出之薪資總額與其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之差額，計收補充保險費。
(二) 自非所屬投保單位領取之薪資所得

此部分屬於兼差所賺取之薪資所得，單筆領取之薪資所得逾 5,000 元，給付單位之扣費義務人即須

扣 2%之補充保險費，同樣地，給付單位所開立之扣繳憑單項目之所得類別屬於薪資，格式代號為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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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計算上係以薪資之原始給付總額計算，不能扣除按所得稅法規定之應扣繳稅款。
(三) 執行業務收入

此部分係自非屬投保單位發放，所得類別為執行業務收入，格式代號為 9A 與 9B，倘單筆給付逾 5,000

元時，給付單位之扣費義務人即須 2%之補充保險費，且在計算補充保費時，係以執行業務收入總額計算，
暨不能扣除按所得稅法規定之應扣繳稅款，亦不能扣除財政部就執行業務收入准予扣除之必要費用或成
本。
(四) 股利所得
個人投資公司股票，參與除息除權而自公司所領取之股利所得，包含了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而股

票股利係以面額 10 元乘上發放之股票股數計算，且現金股利與股票股利係按股利總額計算，不得扣除可

扣抵稅額。當公司給付個人股東股利所得逾 5,000 元時，扣費義務人即須扣 2%之補充保險費，扣繳方式
先由公司從現金股利中扣取全部補充保險費，如果現金股利的扣繳金額不足或公司僅發放股票股利致沒
有現金股利可供扣取時，不足部分則改由全民健康保險局開單，寄給保險對象由其至金融機構繳納。
(五) 利息所得

個人所取得之利息所得單筆逾 5,000 元時，給付利息之單位，其扣費義務人須扣 2%之補充保險費，

且計算係以給付利息總額計算，不得扣除按所得稅法規定之應扣繳稅款。且利息所得採單次計算，事後

並不累計，故若單次之利息所得在 5,000 元以下，縱全年累積之利息所得超過 5,000 元，仍無須列入計
算補充保險費之費基。
(六) 租金收入

此部分僅有個人出租予公司行號所取得之租金收入，且單次租金逾 5,000 元者，給付租金之公司行

號，其扣費義務人始須扣 2%之補充保費，且計算係以給付租金總額計算，不得扣除按所得稅法規定之應
扣繳稅款。至於非屬個人出租予公司行號（例如：個人出租予個人，或公司出租予個人）所取得之租金
收入，則非屬此部分應列入補充保險費之租金收入。
五、 扣費義務人之責任
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 應由「保險對象」負擔之補充保險費（即保險對象有全年累計超過

當月投保金額 4 倍之獎金、自非所屬投保單位領取之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等六項所得或收入時，所收取之補充保險費）
，雖補充保險費係由該「保險對象」負擔，但繳納
補充保險費之繳費義務，則絕大多數轉嫁由給付各該項所得予保險對象之給付者，即扣費義務人負擔之，
並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直接就源扣費，且負責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繳納給健保局。準此，就二代健保
之補充保險費言，扣費義務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並承擔判斷各該項所得是否屬應計收補充保費之六類
所得之一、審查是否有「得免由扣費義務人扣取補充保險費」之證明文件、計算應納補充保險費之金額、
正確扣費、並遵期繳納補充保險費等攸關補充保險費能否順利收取之絕大多數責任與義務。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2 條規定，未具投保資格、喪失投保資格或保險對象有免由扣費義務人扣取補

充保險費之情形者，應於受領給付前，主動告知扣費義務人，得免扣取補充保險費。惟「全民健康保險
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五條進一步規定，若有得免由扣費義務人扣取補充保險費之情形時，該
保險對象應於受領給付前，提具列舉之證明文件，扣費義務人始得免予扣取。換言之，如保險對象未能
提出法令規定之證明文件時，扣費義務人原則上仍應一律予以扣取補充保險費。
扣費義務人扣取之補充保險費，應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繳納給健保局，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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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如果扣費義務人未依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繳納期限繳納保險費時，得先予以15日之寬限期；屆
寬限期仍未繳納者，即得對扣費義務人，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納前1日止，每逾1日加徵其應納費
額0.1%滯納金，並以其應納費額之15%為上限。如果扣費義務人更進一步，將已扣取之補充保險費佔為
己有而未如數繳交給健保局，則扣費義務人即涉嫌侵占補充保險費，如符合侵占罪之構成要件，即有遭
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台幣3千元以下罰金之風險。
如果扣費義務人有未依規定扣繳補充保險費之情形，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85條規定，健保局得
限期令其補繳，如扣費義務人於限期內補繳者，除補繳之補充保險費外，尚應處扣費義務人按應扣繳之
補充保險費金額1倍計算之罰鍰。如果扣費義務人未在健保局所定限期內補繳者，除補繳之補充保險費
外，尚應處扣費義務人按應扣繳之補充保險費金額3倍計算之罰鍰。
扣費義務人如萬一有溢扣、少扣補充保險費之情形，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第九條規定，扣費義務人對於補充保險費，如有溢扣，應退還予保險對象。如有少扣，則應向健保局予
以補足，並得於事後再向應負擔補充保險費之保險對象追償。但如果扣費義務人事前有向健保局查詢確
認各該保險對象是否得免予扣取補充保險費，並依據向健保局查詢確認之資料，致有少扣之情事者，該
扣費義務人得免予補足、追償少扣、溢扣之補充保險費。此外，保險對象應被扣取之補充保險費，如有
少扣者，保險對象應予補繳；如有溢扣時，保險對象得於扣取日次月起六個月內向扣費義務人申請退還，
逾期時並得改向健保局申請退還。
至於扣費義務人、保險對象及投保單位，如果對健保局核定應補繳補充保險費、應扣未扣或短扣

之補充保險費及滯納金等之處分有不服者，皆可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6 條規定，於通知文件達到之次

日起 60 日內，填具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申請書，向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委員會申請審議。對於爭議
審議結果不服時，並得依法提起訴願或行政訴訟。
六、 代結論
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在制度上，於現行健保制度上增加了投保對象(個人)須列入計算補充保險費之
六類所得以及投保單位(雇主)應計收之補充保險費之規範，提供了全民健康保險之額外財源，行政院並已
核定於補充保險費上路實施時，即一併將原一般全民健保保險費的費率調降，往保險費負擔之公平性向
前邁進了一步。但二代健保中對於投保單位以及扣費義務人賦與相當重要的責任，故投保單位及扣費義
務人，必須對於列入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之範圍要及早認識、準備並正確因應，以期依循並確實依法扣
繳補充保險費。如對給付項目是否要列入二代健保之補充保險費有疑義時，投保單位或扣費義務人應事
先諮詢主管機關或專業事務所之意見，以避免屆時會遭健保局予以處罰之風險。
(作者
作者：
作者：余景仁/李俊瑩
余景仁 李俊瑩，
李俊瑩，現任職於理律法律事務所顧問/與資深律師
現任職於理律法律事務所顧問 與資深律師，
與資深律師，本文不代表事務所之意見)
本文不代表事務所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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