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載具』是指索取及儲存電子發票的工具，消費者
到任何一家開立電子發票的店家，都能使用手機條
碼儲存電子發票，並於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使用
各式管理功能。

什麼是電子發票？

什麼是載具？

『電子發票』簡單地說，就是將發票電子化。

為了使消費者可更便利管理電子發票，財政部推動

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

一、目錄 ・ 前言

二、如何申請手機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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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利用雲端發票APP申請

B.利用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申請

三、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功能介紹

四、公用事業電子發票專區

五、公用事業電子發票載具歸戶介紹

A.中華電信

B.台灣電力公司

C.台灣自來水公司

D.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E.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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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發票

A P P

商店

A.利用雲端發票APP
申請手機條碼

至手機APP搜尋「雲端發票」，
安裝後填入手機號碼、電子郵
件，點選首次使用雲端發票。

系統會發簡訊至手機，填入簡
訊中的驗證碼即可完成申請。

點選左上方叫出查詢功能

點選愛心碼可設定
欲捐贈的社福團體

消費時請店員
掃描手機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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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手機條碼申請處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
平台功能介紹

查詢發票（含捐贈）

登入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後，會進入手機條碼服務專區的載具
資料，上方的功能如下圖：

★資料於消費後兩天才可供查詢。單月25日起，不可再捐贈當月以前的發票，
例：7/25起，不可捐贈7/1前的發票。

點選查詢發票

選擇要查詢的資料

選擇發票

選擇要捐
贈的單位後即
可捐贈發票。

查詢發票(含捐贈)

更改驗證碼 更改電子郵件

查詢中獎發票

列印手機條碼

歸戶設定

設定領獎資料

載具資訊

登出

預設捐贈對象

1 2 3 4 5

6 7 8 9 10

1

點選開通手機條碼即
完成電子信箱驗證。

輸入手機簡訊收到的驗證碼 (4碼）

B.利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
平台申請手機條碼

進入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網址：www.einvoice.nat.gov.tw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客服專線：0800-521-988

即可輸入手機號碼、Email信箱、圖形密碼後完成手機條碼的申請。

系統將自動以簡訊方式配送四位驗證碼至該手機

用戶進入信箱點選 [手機條碼] 電子信箱驗證信函

並點開手機條碼開通頁面畫面來完成驗證。

★完成手機條碼開通才能進行『變更驗證碼』、『中獎通知』等功能。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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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捐贈對象

點選預設捐贈對象

填入原驗證碼、
新驗證碼

點選更改電子郵件

點選更改電子郵件即可完成

點選更改驗證碼即可完成

點選以統編/名稱查詢
或是以愛心碼查詢

按儲存後完成預設捐贈對象

5

更改驗證碼6

更改電子郵件7

點選更改驗證碼

填入新電子郵件

點選查詢中獎發票

點選歸戶設定

點選載具資訊

載具資訊

選擇載具類別、載具種類後
按確認即可完成歸戶的設定

選擇發票期別與載具後按查詢

查詢中獎發票2

歸戶設定3

載具資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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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列印手機條碼

點選設定領獎資料

填入帳戶相關資訊

點選儲存即可完成設定領獎資料

更改或使用完成後請記得將帳號登出

選擇是否Email通知

點選列印手機條碼即可
列印手機條碼

列印手機條碼8

設定領獎資料9

登出10
8

帳單要收好，對獎沒煩惱
公用事業每期列印載具號碼之繳費通知單或
繳費憑證為用戶對、領獎重要文件，所以一定要好好保存。

電子發票查詢及歸戶報你知

公用事業
電子發票
專區

載具未歸戶 => 用戶繳費後，得依繳費通知或已繳費憑證所提供之
載具號碼，至各公用事業建置之「電子發票會員平台」查詢發票相
關資訊。

載具已歸戶 => 若已至各公用事業「電子發票會員平台」進行載具
歸戶，可連結至「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或至四大超商(統一、
全家、萊爾富、來來【OK】)所設置之多媒體機 (KIOSK)使用歸戶
之共通載具查詢發票相關資訊。

中獎通知及兌領獎
中獎通知
公用事業將於開獎翌日起10日內以簡訊、電子郵件或其他適當方式
通知中獎資訊，用戶亦可自行至各公用事業建置之「電子發票會員
平台」查詢中獎資訊(開獎月28日以後)。

欣 林

發票兌領獎
1.開獎日次月6日起可至超商所設置之多媒體機 (KIOSK)，輸入該期

已繳費通知單或繳費憑證所載之載具號碼，列印中獎電子發票證
明聯至郵局領取中獎獎金。

2.若載具未歸戶且公用事業未提供超商列印中獎發票服務者，由公
用事業自行列印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交付中獎用戶。

3.若載具已歸戶且設定匯款帳號，則中獎獎金會於開獎後次月6日
起自動轉入匯款帳號。(匯款作業需5個工作天，遇例假日順延)。

4.公用事業之用戶採指定帳戶扣款繳費者，以該帳戶所有人為中獎人，
公用事業得代用戶自動兌領統一發票五獎、六獎或無實體電子
發票專屬仟元獎中獎獎金,並將中獎獎金匯入用戶指定扣款繳費之
金融(郵政)機構(註:用戶需洽詢公用事業是否提供本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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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XX-XXXXXX

B121XXXXXX B121XXXXXX
04-23XXXXXX

中華電信電子發票系統網址
https://invoice.cht.com.tw/invoice/login.jsp

認證完成後電子發票系統出現發票查詢資訊畫面，點選按此歸戶

輸入行動電話號碼及登記
用戶的身分證號碼後點選認證

輸入室內電話號碼及登記
用戶的身分證號碼後點選認證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

1110

公用事業電子發票
載具歸戶介紹

3

5

3

請讀取簡訊並輸入密碼，
完成後點選「確定」

4 系統跳出1組認證密碼後，使用
剛剛輸入的市話撥打認證專線進行
認證，完成認證後再點選「完成」

4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6 7 8

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

8
*****

************

中華電信電子發票會員載具

9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行動電話用戶登入

室內電話用戶登入

點選「中華電信設備登入」1

2
2

A.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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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s://einvoice.taipower.com.tw/einvoice/mobile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點選「載具歸戶」

10501

59781

BBC******* 1706***********

*****

10501BB********

TPC001

1312

1

輸入載具號碼及驗證碼後
點選「點我歸戶」

2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6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B.

大家一起支持無實體電子發票，便利又環保 手機條碼輕鬆刷，消費對獎更便利



台灣電力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s://einvoice.taipower.com.tw/einvoice/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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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www.water.gov.tw/e-invoice/

台灣自來水公司

*****

10501BB********

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1514

1 點選「發票歸戶」

輸入載具號碼後按「送出」2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6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C.

消費購物攜帶載具，電子發票無紙化 電子發票e起來，獎金自動匯進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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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s://www.slng.com.tw/pay/invoice.html

欣 林

按此進入註冊會員 輸入會員資料登入後，點選
「以會員載具編號查詢電子發票」

*****

************

欣林天然氣

1716

進行載具歸戶請先登入會員1

2 3

輸入繳費憑證上的
【載具編號】後點選查詢。

4

點選「歸戶」進行載具歸戶5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6 7 8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8

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7

9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D.

發票電子化，智慧生活百分百 全民納稅齊出力，國家建設跨世紀



欣林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s://www.slng.com.tw/pay/invoice.html

欣 林

按此進入註冊會員 輸入會員資料登入後，點選
「以會員載具編號查詢電子發票」

*****

************

欣林天然氣

1716

進行載具歸戶請先登入會員1

2 3

輸入繳費憑證上的
【載具編號】後點選查詢。

4

點選「歸戶」進行載具歸戶5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6 7 8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8

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7

9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D.

發票電子化，智慧生活百分百 全民納稅齊出力，國家建設跨世紀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www.scgas.com.tw/doc/Web_INVH/INV_NEW.html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Shin Chung Natural Gas Co.,Ltd.

輸入載具號碼及驗證碼後，點選立即歸戶

1918

欣中天然氣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電子發票相關說明

電子發票 Q & A

各項費用查詢

電子發票歸戶作業

統一發票對獎查詢

點選電子發票
歸戶作業

1

2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

************

欣中天然氣

6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E.

一張發票奉獻愛，社會福利永存在 轉帳繳稅免奔波，稅務問答網路通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http://www.scgas.com.tw/doc/Web_INVH/INV_NEW.html

欣中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Shin Chung Natural Gas Co.,Ltd.

輸入載具號碼及驗證碼後，點選立即歸戶

1918

欣中天然氣公司電子發票平台

電子發票相關說明

電子發票 Q & A

各項費用查詢

電子發票歸戶作業

統一發票對獎查詢

點選電子發票
歸戶作業

1

2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

************

欣中天然氣

6 確定資料沒有錯誤後按下
「確定」即歸戶完成。

選擇欲歸戶之共通性載具類別後，
輸入相關資料進行歸戶

3 54

輸入手機號碼及驗證碼5輸入自然人憑證密碼4

E.

一張發票奉獻愛，社會福利永存在 轉帳繳稅免奔波，稅務問答網路通



愛心碼 ・ 自由捐愛心碼 ・ 自由捐

財團法人喜憨兒
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碼：88432

財團法人台中市私立
聲輝綜合知能發展中心

愛心碼：33001

財團法人台中市
啟智協進會

愛心碼：450

財團法人瑪利亞
社會福利基金會

愛心碼：880

財團法人創世社會
福利基金會

愛心碼：919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

愛心碼：7885

手機條碼客服專線0800-521-988
www.einvoice.nat.gov.tw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如有手機條碼的問題請上

20

使用「手機條碼」的好處使用「手機條碼」的好處
★節能減紙 愛地球★

★會自動對獎★
★若有中獎會自動通知★
★中獎獎金會自動匯入★

指定的金融機構帳戶
★可設定欲捐贈的愛心團體★

★加開「無實體電子發票專屬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