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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全民健康保險》辦理流程   31056.doc 

承辦單位 人事室退撫保險組(第三組) 醫學院人事組 

承辦人 徐慧恩 張珠瑛 

聯絡電話 3366-5952 23123456轉 88136 

一、申辦時間：隨時辦理。 

二、依據法令：全民健康保險法 

              全民健康保險法施行細則 

              全民健康保險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核退辦法  

三、Q  &  A：中央健康保險局常見問答 

四、健保項目、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注意事項，詳如下表： 

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本人加保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

保(轉入)申報表 

2.前一投保單位轉出申報表 

1.到職日為加保日。 

2.國外回來者:  

（1）每次出國期間超過 2年以上，經戶

政機關將戶籍遷出者，需先辦理恢

復戶籍登記，再次取得加保資格後

才能辦理加保手續。戶籍遷出國外

2年內回國，自恢復戶籍之日起加

保；戶籍遷出國外 2年以後才回

國，須於恢復戶籍滿 6 個月之日起

加保。如恢復戶籍日為到職日前，

需先至區公所辦理轉入，同時辦理

於到職日轉出，持轉出表至本校辦

理加保。 

（2）出國前曾辦理停保者，需持護照

至原停保單位辦理復保，並辦理於

到職日轉出，再持轉出表辦理加

保。 

3.外國籍教師加保須檢附居留證正反面

影本,並自居留證發證日為加保日。 

眷屬加保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

保(轉入)申報表 

2.前一投保單位轉出申報表 

1.前一投保單位轉出申報表 

2.加保資格：  

（1）無職業之配偶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2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60005
http://www.nhi.gov.tw/webdata/webdata.aspx?menu=8&menu_id=26&webdata_id=2524&WD_ID=26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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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3.跨親等加保者：須檢附「申

請跨親等投保聲明書」 

4.年滿 20歲無謀生能力，或

在學就讀且無職業之二等

親內直系血親卑親屬：須檢

附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5.應屆畢業或服役退伍日起

1年內且無職業者：須檢附

畢業證書影本或退伍令影

本  

6.外籍眷屬加保者：須附居留

證正反面影本 

（2）無職業之直系血親卑親屬；若為跨

親等加保，須檢附切結書。  

（3）未滿 20歲且無職業或年滿 20歲且

無謀生能力之二等親內直系血親

卑親屬。  

（4）年滿 20歲在學就讀且無職業之二

等親內直系血親卑親屬。  

（5）應屆畢業學年終了或服役退伍日起

1年內且無職業者。 

（6）外籍眷屬加保須居留滿 6個月始可

加保。 

新生兒 

加  保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

保(轉入)申報表 

2.出生登記之戶口名簿或戶

籍謄本影本一份；外籍人士

須檢附居留證正反面影本  

3.「請領健保ＩＣ卡申請表」

如ＩＣ卡要貼照片請貼上

二吋正面脫帽半身照片一

張 

1.在國內出生者：以出生日為加保日  

2.在國外出生者：於國內初設戶籍登記

滿 6個月始可加保。  

3.外籍人士須居留證滿 6個月始可加

保。 

4.可選擇依附父或母加保。建議選擇依

附保費較低者，因眷屬保費與本人相

同。  

本人或 

眷  屬 

退  保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保

(轉出)申報表 

1.喪失投保資格時辦理，如：死亡、失

蹤滿 6個月、出境戶籍辦理遷出。 

2.本人退保時，眷屬須一併轉出。 

本人或 

眷  屬 

轉  出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退

保(轉出)申報表 

2.眷屬入伍者應檢附入伍通

知書，辦理轉出 

1.轉換投保單位或改變投保身分時辦

理，如：本人離職、退休，眷屬就業、

終止收養關係、離婚、年滿 20歲未具

或喪失續保資格。  

2.眷屬入伍應辦理轉出。 

3.本人轉出時，眷屬須一併轉出。 

本人或 

眷  屬 

停  保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

保、復保申報表 

 

預定出國 6個月以上者，得選擇停保，

停保期間無須繳納保費。 

停保生效日: 

1.出國前申報者，以出國日為生效日  

2.出國後申報者，以申報日為生效日 

●出國 6個月以上辦理停保，返國復保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5.pdf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5.pdf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7.pdf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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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後再次出國者，應屆滿 3個月，才能

再次辦理停保。 

本人或 

眷  屬 

復  保 

1.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

保、復保申報表 

2.復保對象之護照影本（含停

保至復保期間出入境章戳及

保險對象基本資料） 

1. 保險對象每次返國均應辦理復保，並

繳納保費。 

2. 保險對象單次出國未滿 6個月即返

國，即不符合停保規定，將註銷先前

的停保，並追繳停保日至返國日保險

費，同時恢復健保醫療給付。 

3. 返國後如有再次預定出國 6個月之

情形，必須重新選擇是否停保；如果

選擇停保，應重新提出申請，停保日

必須在返國復保屆滿 3個月之後。 

帶職帶薪

出國進修 

1.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帶職

帶薪期間全民健康保險選

擇繼續參加或停保申請書 

2.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

保、復保申報表 

可選擇續保或停保 

１．續保請至本室辦理後持通知單至總

務處出納組繳費 

２．停保詳如停保說明 

育    嬰

留職停薪 

1. 續保： 

(1)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

康保險選擇轉出繼續參

加或停保申請書 

(2)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

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

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

報表 

(３)育嬰之兒童戶口名簿或

戶籍謄本 

2.停保： 

(1)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

康保險選擇轉出繼續參

加或停保申請書 

(2)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停保、復保申報表 

3.轉出： 

可選擇續保、停保、轉出 

１．續保由本校申報健保局核准後，由

健保局開立繳費通知，保費可延緩

三年繳納 

２．停保詳如停保說明 

３．轉出者請持本校轉出表辦理依附其

他眷屬加保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a3031124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a3031124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a3031124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a3031124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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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1)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育

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健

康保險選擇轉出繼續參

加或停保申請書 

(2)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退保（轉出）申報表 

非 育 嬰 

留職停薪 

1. 續保：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非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全民

健康保險選擇轉出繼續

參加或停保申請書 

2.停保： 

(1)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

非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全民健康保險選擇轉

出繼續參加或停保申

請書 

(2)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

象停保、復保申報表 

3.轉出： 

(1) 國立台灣大學教職員

非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全民健康保險選擇轉

出繼續參加或停保申

請書 

(2)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

象退保（轉出）申報

表 

可選擇續保、停保、轉出 

１．續保請至本室辦理後持通知單至總

務處出納組繳費 

２．停保詳如停保說明 

３．轉出者請持本校轉出表辦理依附其

他眷屬加保 

自墊醫療

費退費申

請 

1.全民健康保險自墊醫
療費用核退申請書  

2.應檢附書據 

國內 

(1)費用收據正本及費用明細

表 

(2)診斷書或證明文件 

(3)住院案件檢附診斷書或出

院病歷摘要 

1.核退項目包括： 

（1）緊急傷病自墊醫療費用 

（2）特殊情況自墊醫療費用 

（3）全年住院部分負擔超過規定上限 

2.申請期限： 

（1）欠費繳清之日起 6個月內。 

（2）急診、門診或出院之日起 6個月內。 

（3）全年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核退：次年 6月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2.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09.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4.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1011.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6.doc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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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4)勞工保險職業傷病門診就

診單或住院申請書 

(5)免部分負擔證明 

(6)委託書(聲明書)(非本人

申請時需填寫) 

國外(含大陸地區) 

(1)費用收據正本及費用明細

表 

(2)診斷書或證明文件 

(3)當次出入境證明文件影本

乙份（護照貼有照片及中

華民國出、入境章戳） 

(4)委託書(聲明書) （非本人

申請時需寫）   

以上證明文件如非中、英文，

請檢附翻譯本。 

全年住院部分負擔費用核退 

(1)費用收據正本 

(2)委託書(聲明書)  （非本

人申請時需寫） 

底前。 

請領健保

ＩＣ卡 

1.「請領健保 IC卡申請表」：

親洽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

局或各地郵局櫃台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3. 2個月內 2吋正面、脫帽

半身彩色(或黑白)未戴有

色鏡片眼鏡照片乙張 

＊如至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

局現場申辦： 

（1）本人申辦：請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正本，以備查

驗 

（2）由代理人代為現場辦

理：應同時出示申請人

及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

一、IC卡申請方式:： 

1、可至郵局櫃台繳交申請表及工本費 

2、親洽中央健康保險局各分局及聯絡

辦公室繳交申請表及工本費. 

二、下列原因應繳納工本費 200元： 

1、如因身分資料變更（如變更姓名） 

2、毀損（如卡片斷裂） 

3、更換照片 

4、遺失等原因申請換發健保 IC卡

者， 

三、下列原因免繳納工本費： 

1、首次領卡（如新生嬰兒、新外聘

外籍勞工） 

2、其他原因（卡片及晶片無刮傷，

但無法使用） 

http://www.personnel.ntu.edu.tw/table3/3400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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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申請書表與繳送資料 注 意 事 項 

件正本，以備查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