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入工商憑證機制之應用系統資訊總表(10510)

最新更新日期：105/10

序號 類別 單位名稱 網址 簡介說明 聯絡資訊

1 地政司 http://epaper.hinet.net/

藉由憑證對地籍謄本作數位簽章，網路傳輸互動時具有足夠的保

護措施確保資料安全，使用網路申領電子謄本取代傳統紙張謄本

，無需再親自到地政事務所申請，隨時隨地上網即可申請全國之

地籍謄本。

客服專線：0800-080-212

2 地政司
http://pri.land.moi.gov.tw/professio

n_online/index_right.asp

不動產經紀業線上申請，目前有五項申辦業務：

(1)許可申請

(2)變更許可申請

(3)設立備查申請

(4)變更備查申請

(5)分設營業處所設立備查

不動產相關流程業務，請逕

洽當地縣市政府查詢。系統

故障或網站功能異常，請通

報維護廠商工程師：0936-

244-506(賴先生)

服務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　下午

1:30~5:30

3 地政司 https://clir.land.moi.gov.tw/CAP/

不動產實價登錄五項申辦業務：

(1)不動產買賣資訊申報

(2)不動產租賃資訊申報

(3)不動產預售資訊申報

(4)案件查詢及撤銷作業

(5)案件辦理情形查詢

不動產實價登錄系統操作客

服專線：0800-366-068 服

務時間( 09:00~12:00 ;

13:30~18:00)

4 役政署 http://rdss.nca.gov.tw/MND_NCA/

企業可透過系統查詢有參與意願役男之履歷資料，透過此平台迅

速有效的為伯樂（研發替代役用人單位）與千里馬（研發替代役

役男）彼此牽線媒合。

服務電話：(02)8969-2099

5
入出國及移

民署

https://www.immigration.gov.tw/lp.

asp?ctNode=32828&CtUnit=17621

&BaseDSD=7&mp=mt

可使用工商憑證登入後在線上完成申請手續。 服務電話：(02)2388-9393

國內外國人在台生活服務專

線：0800-024-111

國外外國人在台生活服務專

線：886-800-024-111

6 營建署
http://cpabm.cpami.gov.tw/PUBNet

work/index.jsp

下載程式完成網路申報後，可於系統查詢網路申報案件情形，完

成核備後可下載或列印，並提供檢查人或申報人線上驗證已核備

案件文件是否正確。

服務電話：(02)8773-1018

MAIL：

cipei@cpami.gov.tw

7 營建署
http://cpabm.cpami.gov.tw/build/b

uildNew/build-news.jsp

建構標準化之全國建築資訊系統，透過共通作業平台交換跨機關

異質資料庫，即時提供便民服務之建築管理窗口資訊。該系統提

供服務內容包含：建管各項資訊查詢、建築執照申請等服務。

系統操作詢問電話：

(02)8773-1018

營建署業務諮詢電話：

(02)8771-2345

8 資訊中心
http://moica.nat.gov.tw/check_appl

y.html

為彌補自然人憑證因安全性考量僅記載憑證用戶身分證字號之後

四碼，「自然人憑證用戶身分確認服務」提供服務予相關之應用

系統，使之可安全地確認自然人憑證用戶之完整身分證字號是否

正確。

服務電話：02-2192-2918

客服信箱：

oma@moica.nat.gov.tw

9 國庫署 https://nss.nta.gov.tw/nss/login
建置網路化受款人對帳服務系統，提供利用工商憑證查詢對帳資

料服務。

客服電話：(02) 2395-7500

，分機325、329

10 賦稅署 http://trs.nat.gov.tw/

提供特定營業人、各國稅局、海關、台灣銀行及相關資料運用單

位經由網路線上完成外籍旅客來台購物退還營業稅業務。同時啟

用工商憑證安全認證機制，針對未來新系統作業於網路上之資料

免費服務專線0800-880-

288

應用系統名稱/子功能名稱

全國地政電子謄本系統

研發及產業訓儲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

大陸、港、澳地區短期入臺線上申請暨發

證管理系統

入戶通知查詢作業系統 (支付作業查詢專

區)

內政部(8)

自然人憑證用戶身分確認服務系統

外籍旅客購物退稅管理系統

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網路申報服務

建築執照申請書表電子化系統

不動產經紀業線上申請作業

地政線上申辦系統(不動產實價登錄)

財政部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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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提供營業人透過網路傳輸電子發票，應用範圍含B2B、B2C、及

B2G三大類。營業人在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並於平台註冊完

成後，即可透過平台進行發票之開立、傳輸、交換、儲存等作

業。

客服專線：0800-521-988

12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系統內容包括將外部資料匯入資料庫、直接新增、修改或刪除資

料、列印各項申報書表、審核、上傳申報及列印回執聯等功能（

包括網路申報資料傳送及媒體申報資料複製至磁片、磁帶或光碟

片）。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3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提供營所稅結算建檔、結算審核申報與結算申報書列印等不同功

能的程式。營利事業可使用自行開發之軟體或套裝軟體產出申報

檔案，再運用財政部所提供之「結算審核申報程式」進行申報。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4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包含營所稅建檔申報程式及審核申報程式，主動引導營利事業選

擇正確的申報流程。並提供線上列印繳款書之服務，可依營利事

業單位輸入公司組織型態及暫繳申報方式，提供暫繳稅額試算及

暫繳網路申報作業。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5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提供營業稅基本資料、進銷項資料及申報書資料之建檔、審核及

上傳作業，並提供應納稅額者選擇三種繳稅方式進行繳納。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6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完成資料交換後，可利用查詢功能，查詢網路上傳結果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7
http://www.tax.nat.gov.tw/index.ht

ml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證券交易稅及期貨交易稅電子申報繳

稅作業系統業已上線運作，證券商、期貨商可利用該系統列印三

段式條碼之專業代徵稅額繳款書，並可上傳月報表，繳稅更便利

，申報資料更快捷。

稅務相關問題請洽國稅局免

付費：0800-000-321

各稅系統問題

請洽:0800-086-188

18-79
http://service.etax.nat.gov.tw/etwm

ain/front/ETW109W

含營所稅、綜所稅、遺產稅、贈與稅、貨物稅、證交稅、菸酒

稅、營業稅、期交稅、地價稅、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印花稅、

娛樂稅等59項各種稅務線上申辦服務。

國稅局免付費電話: 0800-

000-321

地方稅務局免付費電話:

0800-086-969

網站操作免付費諮詢電話:

0800-080-369
80 通關申辦(網際網路報關系統)

81 稅規費繳納(稅費繳納系統)

82 線上委任系統(報關線上委任系統)

83
離島免稅購物商店系統(離島免稅商

店系統)

84 國際免稅商店系統

85 關務署貨物風控系統(貨物風控系統)

86 優質企業(AEO)申辦平台

87
沖退稅電子化系統(外銷品沖退原料

稅電子化作業申辦平台)

88 報單附件上傳

89 委外加工貨物用料清表系統

 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電話

0800-299-889

http://portal.sw.nat.gov.tw/PPL/

整合目前我國各種貿易簽審、報關及港務申請之服務窗口，並整

合關、港、貿各權責機關間相關電子化作業之資訊傳遞，透過關

港貿單一窗口即可完成各項申辦服務並取得各種作業及統計資料

之查詢訊息。

期貨交易及證券交易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

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含62項稅務線上申辦

服務)

營業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

綜合所得稅扣除額單位電子資料交換

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暫繳申報繳稅系統

各類所得憑單(含信託)資料電子申報系統

營利事業所得稅電子結(決)算申報繳稅系

統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財政部

(84)

財 政 資 訊 中

心

關務署

關

港

貿

單

一

窗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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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線上儀器查驗貨櫃資料查詢系統

91 線上申請報單副本核發系統

92 簽審申辦

93 http://www.g2b.net.tw/
建立政府與公協會組織及企業間電子公文之便捷管道，以促進工

商業與機關間公文電子交換效率。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4
http://gcis.nat.gov.tw/auth/cmpy/R

egisteredData/query.do

提供民眾以工商憑證查詢該公司之登記資料。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5
https://onestop.nat.gov.tw/oss/oss

Web/GcrApply/initPage.do

報驗時應檢附經濟部評鑑通過文件或備妥經濟部查驗合格之主機

板，以供檢驗。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6 http://onestop.nat.gov.tw/

開放申請項目包含商業名稱變更、所在地變更、資本額變更、負

責人變更、合夥人變更、經理人變更、分支機構變更、商業狀態

變更、證明及利害關係人申請查閱/影印等。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7
https://gcis.nat.gov.tw/eicm/eicm/b

ank/index.jsp

提供各公民營銀行（包括分行）申請使用，並開放銀行授權行員

登入， 針對「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申請表」進行查核。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8

http://gcis.nat.gov.tw/pub/cmpy/fa

ctorySelfPublishAction.do?method

=queryPage

提供企業自行填載，還能隨時更新非登記資料，包括廠商網址、

員工人數、廠商簡介及最新消息等，不但可建立顧客消費信心，

也可讓想尋找合作對象的廠商，更加瞭解各廠商的營運現況。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99
https://ppstrq.nat.gov.tw/pps/identi

ty/Identity/init.do

提供線上電子繳費機制、電子憑證簽章及智慧型表單等完整線上

申辦功能，讓契約當事人可線上設定登記、變更、註銷、抄錄及

證明書申請，藉著集中動產擔保交易登記資料庫，整合全國動產

擔保公示查詢服務。

網站服務諮詢專線: 02-

27841000分機2573

100 https://cocp.trade.gov.tw/tbmc/

建立簽審通關服務窗口及海關平台介接，建置產證系統全面施行

原產地證明書電子申辦作業，提供線上申請多原申辦管道、審查

及報表印製等作業。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ECFA服務

中心免付費服務電話：

0800-00-2369，其餘聯絡

窗口請見網頁說明

101

https://fbfh.trade.gov.tw/rich/text/i

ndexfbOL.asp

可使用線上申請與工商憑證申請出進口廠商新登記、變更登記或

重新登記及其各項證明文件，網路申請案件經身份審查通過後，

均可經由電腦網路查詢結果。

各類諮詢電話請見網頁說明

102
https://cfgate.trade.gov.tw/boft_pw

/do/Default

為簡化輸出入簽證手續，加速貨品通關作業，以達簡政便民之目

的。

各類諮詢電話請見網頁說明

103
https://espo.trade.gov.tw/tbjq/login

.jsp

為持續協助廠商赴海外參展拓銷市場,廠商可逕至本系統提出申

請,系統檢核資格條件通過者給予國際展覽場地租金之補助，詳情

請見網頁說明。

免付費電話：0800-005-

700

104
https://csoas.moeaidb.gov.tw/csoas

/login.do

業者可透過系統匯出資料予政府各簽審單位，達到一處輸入全程

使用目的，並提供業者快速完成進口免稅函申請、變更與查詢作

業。除節省資訊往返時間外，更可達到貿易無紙化、通關無障礙

的貿易便捷化目標。

各類諮詢電話請見網頁說明

105
http://gcis.nat.gov.tw/fdas/fda/dan

gLogin.jsp

配合工廠危險物品申報辦法修正自101年1月1日施行，即日起開

始提供工廠危險物品申報服務。

諮詢服務電話：412-1166

手機請撥(02)412-1166

106 www.lpgpo.org.tw/ilpg

為提供液化石油氣供應業者多元申報氣源流向供銷資料之方式，

本團隊建置「液化石油氣供應業服務系統」，以提供各業者透過

網路定期申報。

服務電話：02-

27527760#16電子郵件：

shone@tri.org.tw

 單一窗口服務中心 電話

0800-299-889

http://portal.sw.nat.gov.tw/PPL/

整合目前我國各種貿易簽審、報關及港務申請之服務窗口，並整

合關、港、貿各權責機關間相關電子化作業之資訊傳遞，透過關

港貿單一窗口即可完成各項申辦服務並取得各種作業及統計資料

之查詢訊息。

經濟部

(25)

商業司

商工電子公文交換服務系統

公司登記資料查詢

工業局

網路線上申辦資訊系統

電子遊戲機業務作業

液化石油氣供應業服務系統

財政部

(84)

關務署

關

港

貿

單

一

窗

口

補助公司或商號參加國際展覽管理系統

出進口廠商管理系統

商工登記資料公示查詢系統自行登載事項

公司名稱及所營事業登記預查網路核覆查

詢系統

動產擔保交易線上登記及公示查詢

公司、商業及有限合夥一站式線上申請作

業

國際貿易局

原產地證明及加工證明書線上作業

輸出入電子簽證

能源局

工廠危險物品申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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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http://www.highvoltage.org.tw/

能源局應將檢驗機構與原製造廠家之認可登記管理資料、型式試

驗報告審查合格之高壓用電設備項目、經檢驗機構及原製造廠家

試驗合格之高壓用電設備管理資料，傳送至高壓用電設備試驗與

審查系統，本系統提供申請人與廠商查詢。

服務電話：02-27757756

108 標準檢驗局 https://ep.bsmi.gov.tw/

勾選欲繳納規費，介接至ｅ政府服務電子付費平台辦理繳費，以

金融帳號、晶片金融卡及信用卡等3種方式繳費，增加業者繳費

之便利性。所有作業均在政府提供之作業平台進行，可確保交易

安全。

-

109 智慧財產局 http://tiponet.tipo.gov.tw/

透過憑證IC卡查詢已送件之專利/商標之案件進度及繳費資訊。透

過本系統，使用者即可於任何地方將編輯好之專利/商標案件透過

網際網路送件，減少人工送件之舟車勞頓及往返之時間。

客服電話：(02)8176-9009

客服信箱：

tipoeservice@tipo.gov.tw

110
投 資 審 議 委

員會
https://olap.moeaic.gov.tw/

因應經濟快速國際化，基於企業全球布局之考量，遂建置「全球

投資審議管理資訊系統」，期能提高審核效率，以提供更便捷之

服務。

客服電話：(02)8175-

8888#6159

111
http://trade.epza.gov.tw/LoginForm

.do

提供楠梓、高雄、台中、中港及屏東等加工出口區的廠商與報關

業者，進行線上申辦同意文件簽審業務，使用者可進行線上申辦

許可證核發，自動執行報單與簽證的比對會辦作業，以加速貨物

通關作業。

客服電話：0800-588-889

112
https://mfdps.epza.gov.tw/Main/ind

exLogin.aspx

各園區區內事業可以網路申報營業額暨自動報繳、電子化自動掛

文及分文、管理費核算、查詢、統計、分析、核銷、歸檔等行政

作業全部數位化。

系統操作請洽客服電話：

(07)361-1212#140

業務面請洽本處及各分處業

務承辦人員

113 https://ew.epza.gov.tw/

提供園區內廠商線上各項申辦業務，包含：投資業務、外貿業

務、工商業務、工務業務、勞動行政業務、勞動檢查業務、環保

業務、建管業務、保健業務、消防業務等。

客服專線：07-3611212分機

136、138

114
http://newebill.water.gov.tw/Water

Web/wSite/mp?mp=100

取消郵寄客戶之台水實體帳單，電子通知單於進行數位簽章後e-

mail至指定電子信箱。另外也可經由網路認證進入「電子帳單服

務」，享受如帳單查詢及繳費、加值服務、用水圖表分析等服

務。

免費服務專線：1910(台北市

請撥02-89780837)

115
http://www.water.gov.tw/np.aspx?ct

Node=704&mp=1

提供用水、帳務服務、抄表複查服務、補寄水費通知單等各項線

上申辦。

免費服務專線：1910(台北市

請撥02-89780837)

116 https://ebpps.taipower.com.tw/

配合工商憑證的身分驗證機制進行該系統登入使用，線上提供用

戶台電帳單資訊，及網路繳費多元化的用戶端服務系統。功能主

要含括多層次帳單查詢、帳單下載及列印、多元化網路繳費管

道。

e-mail：

service@taipower.com.tw

或撥台電客服專線1911

117

http://www.taipower.com.tw/conte

nt/q_service/q_service01.aspx?NTyp

e=2

提供線上基本資料異動、申請證明、新申請用電/恢復用電、變更

用電、帳務服務、低壓用戶暫停/廢止用電、增加用電設備或契約

容量等台電申辦作業。

台電客服專線：1911

118 航政司 http://www.mtnet.gov.tw/

連接交通部與各港務局，介接港務局港灣棧埠申辦系統、船舶進

出港管理系統、商港服務費收費系統、電子支付及電子發票等多

達46個資訊系統，並跨接多項平台，提供全方位金流、資訊流、

物流作業服務。

客服電話：0800-022-120

(24小時免付費)

119 公路總局 https://www.mvdis.gov.tw

為因應網路智能化發展趨勢，第3代公路監理資訊系統(M3)之

「監理服務網」提供民眾線上申辦各項監理業務，其中子項目

「車輛動產擔保線上登記系統」提供債權人及民眾線上辦理車輛

動產擔保登記業務。

系統操作服務專線：0800-

080-412(代表號)

區內廠商全方位服務e路通平台

經濟部

(25)

貿易同意文件簽審資訊系統

管理費網路申辦暨自動報繳系統

台灣電力公

司

航港單一窗口服務平台

電子帳單服務系統

網路櫃檯(線上申請)

檢驗規費繳納e化系統

智慧財產權e網通入口網站

高壓用電設備試驗與審查資訊系統

能源局

交通部(2)

監理服務網

台灣自來水

公司

電子帳單服務系統

網路e櫃台

投資審議線上申辦系統

加工出口區

管理處

4



導入工商憑證機制之應用系統資訊總表(10510)

120

附屬醫療及

社會福利機

構管理會

https://ecom.mohw.gov.tw/web_ap

p/entry_index.jsp

醫院業務需用之藥品、物料等，於完成標購程序後訂有統一品項

代碼，且其供應商已加入聯合訂購作業者，得採用聯購網訂貨，

提供藥品及衛材供應商之發票作業、驗收單作業及廠商單位維護

等作業。

客服專線：0800-393400

121 http://ifi.fda.gov.tw/

提供查驗品目查詢-依貨品分類號列、查驗品目查詢-依貨品中分

類、品目異動查詢、報驗進度查詢、匯率查詢、單位代號查詢、

各類貨品檢驗合格名單查詢以及單證比對結果查詢等作業之查

詢。

122 https://fadenbook.fda.gov.tw/

此食品產業資訊平台及相關產業業者登錄之業別分類、登錄內容

及登錄作業，提供資訊化登錄系統及資訊安全性架構，配合食品

分類、風險大小分階段實施，供相關主管機關未來推動管理之依

據。

系統操作諮詢服務專線

0809-080-209，登錄制度

諮詢服務專線 0800-588-

106

123
中央健康保

險署

https://eservice.nhi.gov.tw/nhiweb1

/

1.申報勞健保異動(含三合一及二合一)

2.單獨申報健保異動

3.單位資料查詢及變更

4.各類明細表申請及下載

5.電子繳款單申請及查詢

6.健保卡申請作業

各類諮詢電話請見網頁說明

124
中央健康保

險署
https://eservice.nhi.gov.tw/2nd/

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採就源扣繳，因應扣費義務人辦理補充保險

費扣繳作業，健保局已規劃「補充保險費作業專區，陸續開放功

能供各單位使用。

健保諮詢服務專線：0800-

030-598

125

醫事司、中

醫藥司暨國

民年金監理

會

http://e-service.mohw.gov.tw/

目前適用工商憑證進行線上申辦項目包含:危險性醫療儀器進口申

請作業、非感染性人體器官、組織及細胞進出口申請作業等。

系統客服電話：(04) 3506-

5080

126 科技部(1)
科 學 園 區 管

理局

http://epark.most.gov.tw/A01/A01P

ortal/loginLobby.do

建立以廠商為導向的資料庫管理系統，達成整合單一電子申辦及

審核作業程序。園區內廠商可經由網路，完成線上申辦、申報、

線上支付及線上查詢已申辦案件的進度。

各科學園區管理局聯絡資訊

請見網頁說明

127 勞工保險局 https://edesk.bli.gov.tw/aa/

提供勞保/勞退網路申報、查詢及申請作業，投保單位以網路申報

被保險人異動資料，其效力視同書面申報，不但節省人力、郵資

並提供了快速便捷的申報及查詢管道。

週一至週五08:30 ~  12:30，

13:30 ~  17:30，請撥打諮詢

專線：(02) 2396-1266　分

機 3487、3488、3489

週一至週五非上班時間，請

撥打諮詢專線：(02) 2902-

1609

例假日請撥打諮詢專線：

(02) 2902-1609

128
http://dhsc.evta.gov.tw/home-

chi.jsp

提供雇主依所需外勞招募條件，於網路系統媒合選工挑選符合需

求之外勞來臺工作，雇主可透過直聘中心代收代轉各項文件、各

國在臺辦事處及各國海外部門協助外勞辦理來臺申請程序，完成

外勞引進作業事宜。

全台其他各縣市服務窗口煩

請參考網頁公告資訊

129 https://layoff.ejob.gov.tw/

線上填報後，請列印名冊一式三份後蓋公司大小章，以掛號信件

寄送(一份縣市勞工局、一份就業服務中心、一份公司留存)。實

際通報日期以列冊通報地方主管機關日期為準。

若有資遣通報系統相關問題

，請撥打科技客服電話：

0800-777-888

e化服務系統

二代健保扣繳實務暨補充保險費電子申報

系統

科學園區廠商服務網

線上申辦服務系統

直接聘僱資訊網站系統平台

資遣通報系統

勞 動 力 發 展

署

藥品物料聯合訂購網

邊境查驗自動化管理資訊系統

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衛生福利

部(6)

勞動部(3)

食品業者登錄平台

食品藥物管

理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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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國家發展委

員會
http://www.gov.tw/

提供民眾便利的跨機關線上服務申辦機制，經由此服務平台機制

，不論身在何處，企業、民眾只需要使用任何可以上網的裝置，

連結電子化政府入口網站，就能申辦服務，不用再奔波於各個業

務機關。

客服中心電話：(02) 2192-

7111

131 農業委員會 http://permit.coa.gov.tw/
提供網路申請同意文件及核准證書服務，農、林、漁、牧、進出

口業者可利用網路申辦以利貨物快速通關。

諮詢服務專線：0800-588-

889

132 http://172.16.0.3/cbo 系統僅針對特定用戶開放。 -

133 http://172.16.0.3/ 系統僅針對特定用戶開放。 -

134 http://waste.epa.gov.tw/

提供事業廢棄物產生者、清除與處理者或再利用者之證件申辦、

流向申報、法規查詢及各類申報資料統計分析等功能平台。另提

供環保機關審核、勾稽及管理事業廢棄物產出、清除、處理、再

利用及越境管理。

客服專線：0800-059-777

135 http://ems.epa.gov.tw/
提供線上基線資料庫供環保機關及事業查詢，及便利其以單一入

口化方式辦理許可申請、變更或異動。

諮詢電話：0800-059-777

136 http://tcscachemreg.epa.gov.tw
本系統主要功能為執行新化學物質及既有化學物質資料登錄辦法

相關作業，可使用憑證登入系統進行登錄作業

相關問題請洽02-2314-

2000

137
公 共 工 程 委

員會
http://web.pcc.gov.tw/

透過實施民間企業電子領投標及線上比減價的流程，建立一個安

全、公平的政府採購現代化作業環境，改進政府採購作業效率、

降低採購成本。

免費服務電話：0800-080-

512

138 http://odxc.twse.com.tw/

以證期會透過轄下所屬單位，提供連結至全國主要企業，建構

G2B公文電子交換服務環境，納入上市櫃、券商、期貨商、投信

投顧、金融保險等公司，參與證期會公文交換。

客服專線；02-87734911

客服信箱；

0800a@econcord.com.tw

139 https://intermediary.ib.gov.tw/

提供企業向金管會申請各項業務或辦理相關變更作業。分為4類

申請項目：第1類申請許可、第2類申請核/換發營業或執業證

書、第3類營運變更(不涉及換照)、第4類營運狀態變更(含繳銷簽

署人執照)。

服務電話：(02)2255-1163

分機166，蘇先生

140 http://nccmember.ncc.gov.tw/

公司行號加入會員並使用工商憑證方式由e政府平台登入成功後

，除可使用一般會員作業之外，更可額外執行經營許可申辦、進

口許可申辦、列管器材核銷申請、審驗合格標籤授權、附掛帳號

申請等作業。

聯絡資訊煩請參考網頁公告

資訊

141 http://finance.ncc.gov.tw/

系統經營者編製之標準程式附表，應經會計師複核，並出具複核

報告，於每會計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隨同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

務報告送本局備查。

service@coss.com.tw

142
http://e-

services.tycg.gov.tw/TycgOnline/

為減少您往返洽公時間，響應政府「多用網路、少用馬路」之便

民措施，桃園縣政府開發「線上申辦整合系統」，特別開放67項

線上申辦項目，提供民眾更方便多元的網路申辦服務。

聯絡資訊煩請參考網頁公告

資訊

143 http://itax.tytax.gov.tw/

企業可利用工商憑證於線上申辦地方稅業務及下載5年內房屋

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繳納證明查詢、繳納紀錄稅務電子證明

等。

客服專線：0800-316-969

144 新竹縣政府

http://e-

services.hsinchu.gov.tw/Reserve/co

nsentList.aspx

連結戶政服務預約、戶籍謄本、身障復康巴士申請、企產職業工

會籌組等新竹縣政府申辦整合系統，簡化以往需親往政府機關臨

櫃辦理申請的繁複程序。

服務電話：(03) 551-8101

辦公時間：8:00-12:00，

13:00-17:00

145 嘉義縣政府 http://allcyhgland.hinet.net/

如已查詢一筆地籍圖資料後，再從圖上點選相鄰地號查詢土地標

示時則另計每筆十元。 建物測量成果圖 查閱一筆建物測量成果

圖時，不論張數，以每筆十元計。

-

地方稅務局itax便捷服務e卡通

桃園縣政府

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地方政府

(8)

全方位地籍資料查詢系統

政府電子採購網

金融市場公文電子交換系統

簽審通關共同作業平台

事業廢棄物申報及管理資訊系統

環境保護許可管理資訊系統(EMS)

雲端e櫃檯

中央銀行
中央銀行公開市場操作網路連線作業系統

中央公債及國庫券電子連線投標系統

我的E政府

國家通訊傳

播委員會

通訊傳播管理資訊系統會員入口網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財務資訊管理系

統

保險輔助人管理系統

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

行政院

(12)

環境保護署

化學物質登錄平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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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http://eservice.mytaipei.tw/

「臺北市民e點通」單一窗口網站提供之功能與服務有提供之功

能服務包括：案件申請說明、申請書表下載、網路申辦、網路繳

費、案件處理情形查詢等，並提供民眾以手機瀏覽申辦資訊等。

臺北市民當家熱線 1999

147

提供參與台北捷運建設之主廠商、技術合作廠商等建設之團隊成

員透過網際網路密切合作，加速團隊成員間資訊流通，提昇團隊

作業效率。

148 新北市政府 https://e-service.ntpc.gov.tw/

本系統整合新北市政府各局處業務申辦事項，提供單一服務窗口

，及各式業務分類選項，方便民眾依需求查詢，更提供部分業務

線上辦理，節省時間及成本。

業務諮詢：1999(新北市境

內)或(02)2960-3456(轉業務

機關分機)

149 基隆市政府
http://e-

service.klcg.gov.tw/KLCGOnline/

提供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核發、地形圖線上申請、不動產經紀人證

書申請、重劃負擔總費用證明書申請、商業停業登記、商業登記

查閱等業務線上申辦。

電話：02-24201122

150
https://www.stockvote.com.tw/evot

e/login/shareholder.html

股東只需以工商憑證登入並點選欲投票之公司，瀏覽股東會議案

及議事資料等內容，並就所有議案以電子方式進行表決，視同親

自出席股東會，可解決股東無法親自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之不

便。

電話：(02)3789-7555(週一

至週五08：00─20：00)

電話：(02)2514-1125、

(02)2514-1242(週一至週五

08：30─17：30)

151
https://ereport.tdcc.com.tw/cgi-

bin/db2www.cgi/index.d2w/Login

可用工商憑證傳送報表及查詢作業，只開放特定(票劵專業人士)

使用

電話：(02)3789-7555(週一

至週五08：00─20：00)

電話：(02)2547-3755、

2547-3733(週一至週五08：

30─17：30)

152
https://ereport2.tdcc.com.tw/RPSS/l

ogin.jsp

與中央銀行及大部分金融機構連線，款券同步交割，辦理買賣斷

及附條件交易之帳簿劃撥作業。系統除設置參加人帳簿外，並與

清算交割銀行同步紀錄各投資人之帳簿資料及部位明細，以利核

帳及查詢。

服務電話：(02) 2719-5805

153
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
https://123.cht.com.tw/ecas/B09

取消每月實體郵寄之電信帳單，改為以電子通知單e-mail至客戶

指定的電子信箱。也可經由網路認證後，進入「電子帳單服務」

頁，進行帳單查詢及繳費、查詢付款記錄、定期付款設定、線上

分析等服務。

聯絡資訊煩請參考網頁公告

資訊

154
育冠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

http://support.workinghouse.com.t

w/

供應鏈電子訂單及對帳單系統，基於原B2B廠商專區的基礎，配

合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可有效控管供應商登入系統的安全性，

避免將供應商登入系統的帳密外流或是多人操作的風險降至最

低。

客服專線：0800-018-598

155

旭海國際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www.chinahotel.com.cn/trip

_business/welcome.php

透過兩岸旅遊業者所持有的PKI做為身分認證，提供兩岸旅行社

報團之詢價及報價，進一步實現兩案旅遊業PKI之數位簽章可互

簽的功能，並發展出由兩岸各自信任之第三方法人做為互簽數位

簽章橋樑。

客服專線：(02) 6608-7639

，分機 122 陳小姐

156

東捷資訊服

務股份有限

公司

http://eb-teco.itts.com.tw/

電子採購系統主要由詢報價子系統與訂單子系統組成，整合公司

各廠間統購流程電子化，而決策過程透明資訊公開，縮短詢報價

往來時間，加速物料採購時效，並創造雙贏的局面。

客服專線：(02)2655-2525

，分機680

157
亞智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無對外提供

該公司僅提供系統予指定之公司客戶。

企業及公

協會(21)

臺灣集中保

管結算所股

份有限公司

地方政府

(8)

台北市政府

生活工場廠商專區

兩岸旅遊業電子商務交易平台

東元電機詢報價系統及訂單系統

電子訂單與對帳單系統

網路e櫃檯

票券保管結算交割系統

線上申辦整合系統

股東e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報表網路傳送暨查詢作業系統

中華電信網路客服中心

台北市民e點通

捷運工程局工務暨契約執行系統(PM)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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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http://www.genb2b.com/IndexB2C.

html

採購專區提供企業客戶使用工商憑證安全認證機制登入，以確保

交易資料安全不外洩，同時將電子發票等工商憑證相關便民服務

整合於網站內，提供企業更便利於網站上進行交易及資料查詢。

客服專線：(02) 2795-6677

，分機500

159
http://www.genb2b.com/IndexB2C.

html

採購專區提供企業客戶使用工商憑證安全認證機制登入，以確保

交易資料安全不外洩，同時將電子發票等工商憑證相關便民服務

整合於網站內，提供企業更便利於網站上進行交易及資料查詢。

客服專線：(02) 2795-6677

，分機500

160

亞東電子商

務股份有限

公司

https://partner.gohappy.com.tw/

可增加商品曝光率，簽約加入即可馬上享有商品管理、訂單管理

及帳務查詢等便利服務。請上http://www.gohappy.com.tw或來

信詢問(_partner@feec.com.tw)

161

遠 通 電 收 股

份有限公司
https://css.fetc.net.tw/CP/

提供企業用戶以工商憑證登入後操作以下功能：對帳單報表、e

通機通行紀錄明細報表、交易異常報表、低電量報表等四種報表

之查詢及下載，與交易統計圖表、收據查詢、企業客戶憑證黑名

單管理等功能。

客服專線：(02)7716-1998

162
寶成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
無對外提供

提供B2B應用系統與電子發票完整結合，除提升資訊交換效能外

，更可以有效控制出貨狀況讓供應商與寶成的合作更愉快。

163
關貿網路股

份有限公司

https://lgc.tradevan.com.tw/tln-

bin/APTLN/welcome.do

提供營業人透過網際網路傳輸統一發票（簡稱電子發票e-

invoice）給買受人之電子化作業，以網路傳遞，期能解決傳統紙

本發票管理成本高且不易掌握時效及留存空間等問題。

客服專線：(02)7735-2818

164
統昶行銷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upcc.com.tw/

該公司僅提供系統予指定之公司客戶。

165
芳笛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fundiy.com.tw/

該公司僅提供系統予指定之公司客戶。

166
旺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mpi.com.tw/

該公司僅提供系統予指定之公司客戶。

167

金財通商務

科技服務股

份有限公司

http://www.bpscm.com.tw/

B2B電子發票及EC網購B2C電子發票租賃服務(含代客列印郵寄紙

本發票)、PKI工商憑證應用、電子訂單、促銷報價、進貨單、請

款系統、電子對帳單等服務，目前4萬多家企業使用中。

客服電話：(02)8712-1990

自動跳號

168

杏輝藥品工

業股份有限

公司

http://www.sinphar.com.tw/

該公司僅提供系統予指定之公司客戶。

169
台灣鋼鐵工

業同業公會

http://www.tsiia.org.tw/frontend/in

dex.aspx

提供會員可憑工商憑證進行統計資訊查詢，鋼鐵交易詢報價與報

價，以及廠商資訊維護等功能。

(02)2542-7900

170

台灣證券交

易所暨財團

法人中華民

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

https://sii.twse.com.tw/ 提供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處理財務業務申報之用。

投資人服務專線：02-

27928188

企業及公

協會(21)

公開資訊觀測站電子認證申報系統

數位內容供應鏈系統

供應商採購訂單與對帳單

金財通商務科技共用平台

杏輝藥品產業鏈B2B應用系統

有價資料保護暨線上交易整合

捷元股份有

限公司

GOHAPPY合作廠商管理系統

企業客戶管理系統

電子發票加值服務中心

流通E-HUB

驗收單查詢與發票開立沖銷作業

B2B採購專區(電子訂單)

B2B採購專區(電子發票)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