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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大 綱綱

一、電子發票實施作業要點簡介

二、服務平台

三、服務架構

四、服務對象

五、申辦使用整合服務平台之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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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要點實施要點

壹、總則

貳、營業人使用電子發票之一般規定

參、營業人與營業人交易使用電子發票

肆、營業人與非營業人交易使用電子發票

伍、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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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是電子發票？什麼是電子發票？

經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

式開立、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

當商業交易完成後，賣方直接於財政部「電子發

票整合服務平台」開立發票、揭示相關資訊(發票

號碼、交易資訊)給買方。

不需再開立傳統的紙本發票，買方亦可直接於平

台上接收發票。



5

開立發票流程開立發票流程



6

企業申辦資格企業申辦資格

無積欠己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利事業所

得稅及罰鍰者。

向所屬稽徵單位，申請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向經濟部工商憑證管理中心網站，線上申請

工商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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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發票設備需求使用電子發票設備需求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98，ME，
2000，XP 中文版

瀏覽器：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 版本

讀卡機：支援MOEACA工商憑證之IC讀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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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化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標準化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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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架構服務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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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提供網購業者與民眾(B2C)電子發票服務

網購業者電子發票資料存放

民眾發票查詢稽核(全民稽核)

提供企業與企業(B2B)電子發票服務

加值服務中心間電子發票資料交換與存放

企業與企業電子發票開立、接收與存放

提供企業與政府(B2G)電子發票服務

企業開立電子發票

政府機關查詢及列印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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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對企業帶來的效益電子發票對企業帶來的效益

節省人工處理成本

(免除郵遞、距離限制及節省時效）

減少存查發票之倉儲空間

企業營業稅媒體申報檔下載或網路申報作業，
提昇行政處理效率並減少交查異常之機率。

未來企業對政府生意往來，透過電子發票可以
縮短請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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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冊 使 用 電 子 發 票
整 合 服 務 平 台

註 冊 使 用 電 子 發 票
整 合 服 務 平 台

申 辦 工商 憑 證申 辦 工商 憑 證

公司／商號所屬登記機關核定

申辦電子發票使用資格申辦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所在地之主管稽徵機關核定

營業人申辦使用整合服務平台之流程營業人申辦使用整合服務平台之流程

線上完成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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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辦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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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電子發票使用資格申辦電子發票使用資格--申請書範例申請書範例

• 填妥附件之「電子發票申

請表」（依右圖申請範例

填寫及注意事項），並蓋

上公司大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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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統一編號：96979933

卡 別：正卡

發卡日期：2003/08/07

MG00000000000001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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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 第一次申請工商憑證IC 卡，請先上經濟部工商憑證管理

中心網站：http://moeaca.nat.gov.tw/
2. 首頁〝憑證IC 卡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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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3. 點擊〝憑證IC 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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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4. 點選【我要申請正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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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5. 點選【我同意條款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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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6. 選擇【憑證類別】，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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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7. 輸入【統一編號】，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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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8. 畫面自動帶出登記資料，輸入【電子郵件信箱】，確認資

料無誤後，按下一頁



23

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9. 輸入聯絡人資料，確認無誤後，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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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0. 輸入【用戶代碼】二次(以*顯示)，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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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1. 畫面帶出申請資料，確認無誤後，按【選擇付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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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2. 輸入【用戶代碼】(步驟10設定之用戶代碼)，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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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3.畫面帶出申請資料，確認無誤後，按【選擇付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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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4. 可選擇【HiNet小額付款】或【ATM轉帳或銀行轉帳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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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5. 輸入發票開立相關
資料，確認無誤後，
按確定

16. 列印付款資料，至
ATM或銀行轉帳付
款

17. 關閉此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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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8. 回到步驟11的畫面按下一頁，顯示下列畫面，按友善列
印印出此頁畫面，再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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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19. 畫面顯示工商憑證申請書，按友善列印印出，再
按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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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印出之申請書請蓋用
原公司(商號)及負責人
登記印鑑相符之印章

註1.分公司憑證申請蓋用留存
登記機關之大小章(本公司
及負責人印章)

註2.外國分公司憑證申請蓋用
外國分公司及訴訟及非訴訟
代理人留存機關之印章

• 上傳後30天內需送件審
核,逾期不受理

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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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工商憑證流程申辦工商憑證流程

21. 此畫面為確認資料是否備齊，按下一頁完成申請流程



代為處理申辦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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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為處理申辦說明

1. 填妥附件之「電子發票申請表」（依申請範例填寫及注意

事項），並蓋上公司大小章。

2. 上經濟部工商憑證管理中心網站

（http://moeaca.nat.gov.tw/）線上申請工商憑證正卡（依申

請範例填寫及注意事項），並蓋上公司大小章（營利事業

登記證原始印鑑及負責人印）。

3. 列印工商憑證，線上已繳費之付款單或ATM轉帳影本。

4. 請將前1~3項文件交付至「電子發票推廣專案小組 」

台中代表：神通電腦 黃祈禎、陳嘉慧

聯絡地址：台中市民權路239號9樓
聯絡電話：04-23019760 # 201、# 121

http://moeaca.nat.gov.tw/
http://moeaca.nat.gov.tw/
http://moeaca.nat.gov.tw/
http://moeaca.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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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註冊說明



37

整合服務平台註冊流程整合服務平台註冊流程

1. 營業人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使用電子發票後，整

合服務平台會根據申請書內之e-Mail資料，寄發

帳號啟用通知函。

2. 營業人依據帳號啟用通知函指引，使用憑證正卡

辦理帳號主憑證註冊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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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

1. 進入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http://www.einvoice.nat.gov.tw
2. 點選【營業人】分眾導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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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
3. 點選【服務登入】

4. 登入前，營業人應先確認已核准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

並已取得登入之帳號、密碼（e-mail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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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電子發票入口網線上註冊畫面
5. 輸入帳號、密碼（e-mail通知）後，按【登入】，即完成註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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