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遠端支付：透過手機簡訊服務(SMS)或安裝於用戶端APP等連接
移動網路，進行消費支付、加值、轉帳等功能服務。 

近端支付：以手機為支付工具，透過實體商店端末網路，以連線
或離線完成交易處理、消費款項支付，係以手機(行動式虛擬支付工
具)代替卡片(傳統實體支付工具)進行付款。 

行動支付：以使用行動儲存設備(如手機或平板電腦等)透過無線

網路，採用語音、簡訊或近距離無線通訊(NFC)等方式所啟動的支

付行為。【2012年國際清算銀行零售支付工具創新報告】 

掃碼支付:透過掃描條碼進行支付，操作方式區分「主
掃」和「被掃」，「主掃」就是消費者用手機掃描店家
收款碼進行付款，「被掃」就是消費者用手機出示付款
碼供店家掃描付款。 

NFC感應支付:透過近距離無線通訊進行支付行為。 



電子票證：以電子、磁力或光學形式儲存金錢價值，並含有資料
儲存或計算功能之晶片、卡片、憑證或其他形式之債據，作為多用
途支付使用之工具。 
【主管機關：金管會  法規：電子票證發行管理條例】 
【如：悠遊卡、一卡通、icash、HappyCash(有錢卡)】 

第三方支付：由第三方業者居中於買賣家之間進行收付
款作業的交易方式。 
【主管機關：經濟部  法規：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
代收代付服務平台業者」為特約商店自律規範】 

電子支付機構：經金管會許可，以網路或電子支付平臺為中
介，接受使用者註冊及開立記錄資金移轉與儲值情形之帳戶(即電
子支付帳戶)，並利用電子設備以連線方式傳遞收付訊息，於付款
方及收款方間經營「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收受儲值款
項」、「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等業務之公司。 
【主管機關：金管會  法規：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 

【如(專營電子支付機構)：歐付寶、國際連、橘子支、ezPay、街口】 



電子發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營
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與買受人時，以網際網路或其他電子方式開
立、傳輸或接收之統一發票。 

載具：指經財政部核准，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三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得以記載或連結電子發票資訊之號碼。 
【如：手機條碼、悠遊卡、一卡通、icash、HappyCash、信用卡、會
員載具(如全聯卡、各網購平台…)】 

雲端發票：無實體電子發票，即以載具索取電子發票，不印出
紙本發票。 

歸戶：買受人將已連結於載具下之電子發票資訊，再連
結至身分識別資訊(如自然人憑證)或共通性載具(如手機條
碼)之方式。 













行動支付業者 雲端發票 

業者 方式 付款 發票載具 於店家消費時 APP功能 

NFC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信用卡載具 

手機條碼 

 於支援信用卡載具店家支付
時，發票同步存於載具。如
新光三越、遠東百貨、大潤
發、萊爾富、全家…等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利 用 其 他 APP( 如
Pass2U)加入手機
條碼 

NFC 
MST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信用卡載具 
手機條碼 

同上 加入手機條碼 

NFC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信用卡載具 

手機條碼 
同上 加入手機條碼 

掃碼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手機條碼 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掃碼 
信用卡 

連結銀行帳戶 
街口帳戶 

手機條碼 

 於指定可直接存發票店家(
如7-11、全家、萊爾富、環
球購物、CoCo…)支付時，
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碼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申請手機條碼 



行動支付業者 雲端發票 

業者 方式 付款 發票載具 於店家消費時 APP功能 

掃碼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連結銀行帳戶 
歐付寶帳戶 

手機條碼 

 於指 定可 直接 存發 票店 家
(如全家、萊爾富、OK…)支
付時，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
碼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申辦手機條碼 
 查詢發票 
 對獎專區 
 中獎獎金匯入

歐付寶帳戶 

掃碼 
橘子支帳戶 

信用卡 
手機條碼 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設定社福團體

捐贈碼 

掃碼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手機條碼 

 於指 定可 直接 存發 票店 家
(如全家、萊爾富、OK…)支
付時，發票同步存手機條碼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掃碼 
NFC 

金融卡 
信用卡 

簽帳金融卡 

信用卡載具 
手機條碼 

 於支援信用卡載具店家，使
用信用卡支付時發票同步存
於載具。如新光三越、大潤
發…等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申請手機條碼 

 



行動支付業者 雲端發票 

業者 方式 付款 發票載具 於店家消費時 APP功能 

掃碼 
信用卡 

(中信卡) 
信用卡載具 

 於7-11支付時，發票同步存
於信用卡載具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 

 
NFC 
掃碼 

悠遊卡 
一卡通 
icash 

HappyCash 
信用卡 

悠遊卡載具 
一卡通載具 
icash載具 

HappyCash載具 
手機條碼 

 在提供電子票證載具實體店
家，電子票證感應支付時發
票直接存於電子票證載具 

 其餘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加入手機條碼 
 申辦手機條碼 
 查詢發票及對

獎 

掃碼 隨行卡 手機條碼 
於星巴克支付時，發票同步存
於手機條碼 

綁定手機條碼 

掃碼 摩斯卡 會員載具 
於摩斯漢堡支付時，發票同步
存於會員載具 

 設定發票自動
存會員載具 

 會員載具歸戶
手機條碼 



蘋果公司提供的行動支付服務(整合於Wallet中)，消費者能在
實體和線上商店結帳時使用iPhone、Apple Watch和iPad等
行動裝置來進行款項支付。於實體商店採NFC感應支付。 

官網說明：https://www.apple.com/tw/apple-pay/ 

如何設：示範影片 

怎麼用：示範影片(for Touch ID) 示範影片(for Face ID) 

去哪用：哪些地方可使用 

合作銀行：可跨國使用，支援台灣地區合作銀行發行的信用卡與
簽帳金融卡(Mastercard、Visa、JCB)(部分銀行支援簽帳金融卡，如中信銀…)。 
亞太地區特約銀行和發卡機構 

註：簽帳金融卡(轉帳金融卡、Debit Card)為結合ATM功能與刷卡
消費的卡片，可於ATM提款，亦可在國內外的實體、網路商店
刷卡購 物，直接從存款帳戶扣款。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goo.gl/XQpyxq
https://www.apple.com/tw/apple-pay/
https://goo.gl/XmCTpY
https://images.apple.com/media/tw/apple-pay/2017/1b3e5430_fafc_4e9d_8114_4ba5eacf00f4/films/add-a-card/apple-pay-add-a-card-tw-20170912_720x1280h.mp4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daEzPF
https://goo.gl/XzbfL9
https://goo.gl/XzbfL9
https://goo.gl/XzbfL9
https://goo.gl/XzbfL9
https://goo.gl/XzbfL9
https://goo.gl/XzbfL9
https://images.apple.com/media/tw/apple-pay/2017/1b3e5430_fafc_4e9d_8114_4ba5eacf00f4/films/face-id/apple-pay-face-id-tw-20171103_720x1280h.mp4
https://goo.gl/nwr9qc
https://www.apple.com/tw/apple-pay/where-to-use/
https://goo.gl/q5HfH8
https://support.apple.com/zh-tw/HT206638


結合雲端發票 

信用卡載具：在提供Apple Pay服務的實體店家，開立電子發票且
支援信用卡載具時，消費者感應支付時即可將發票存於載具不印出紙
本。如新光三越、遠東百貨、遠東sogo、大潤發、萊爾富、7-11、
全家…等。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信用卡載具專區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支付時先出示手機條碼供
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在Apple Wallet加入手機條碼，操作步驟如下頁。。。 

註：使用已加入信用卡載具的發卡銀行發行之實體信用卡，在已導入信用卡載具店家支付時，可作為信
用卡載具；但行動支付以虛擬卡號運作，需發卡銀行提供電子發票平台實體卡號與虛擬卡號對照，
才能作為信用卡載具，若銀行未提供虛擬卡卡BIN或是卡BIN超過6位等問題，使用某些信用卡行動
支付時可能不能適用信用卡載具。店家有檢查實體卡或行動支付的信用卡是否為信用卡載具的機
制，請依店家告知的為主。 

https://goo.gl/bPBufp
https://goo.gl/bPBufp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1503989844484.html


結合雲端發票 

在Wallet加入手機條碼：使用支援Wallet的APP(如Pass2U錢包)，
把手機條碼以票卡方式加入Wallet中。 

註：手機條碼標準為Code39，但Pass2U APP若選擇Code39設定要付費，故借用QRCode
製作票卡 (當然也可以付錢用Code39功能，更方便囉…)，加入自己手邊的手機條碼圖片
(Code39)供店家掃描。 

安裝APP 
 打開APP 
 點㊉新增票卡 

 輸入手機條碼 
 選QRCode 

選擇商店卡 
 加入手機條碼圖片 
 完成 

出示上方的手機
條碼供店家掃描 

於店家支付前先
掃描手機條碼 



韓國三星電子的一種基於近場通訊 (NFC)技術與磁條感應
(MST)技術的行動支付、電子錢包以及會員卡管理服務，消費
者可以在三星行動裝置上進行款項支付。 
官網說明：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如何設：簡單三步驟立即啟動 

怎麼用：簡單上手 

去哪用：合作商家 

合作銀行：可跨國使用，支援台灣地區合作銀行發行
的信用卡與簽帳金融卡(Mastercard和Visa )(部分銀行支援
簽帳金融卡，如中信銀…)。 

配合的銀行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goo.gl/cR4iH8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goo.gl/nPygXR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goo.gl/EU7jnL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https://goo.gl/73gvdi
https://www.samsung.com/tw/samsungpay/


信用卡載具：在提供Samsung Pay服務的實體店家，開立電子發
票且支援信用卡載具時，消費者感應支付時即可將發票存於載具不
印出紙本。如新光三越、遠東百貨、遠東sogo、大潤發、萊爾富、 
7-11、全家…等。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信用卡載具專區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另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
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在Samsung Pay APP會員卡功能加入手機條碼，操作步驟 
如下頁。。。 

註：使用已加入信用卡載具的發卡銀行發行之實體信用卡，在已導入信用卡載具店家支付時，可作為信
用卡載具；但行動支付以虛擬卡號運作，需發卡銀行提供電子發票平台實體卡號與虛擬卡號對照，
才能作為信用卡載具，若銀行未提供虛擬卡卡BIN或是卡BIN超過6位等問題，使用某些信用卡行動
支付時可能不能適用信用卡載具。店家有檢查實體卡或行動支付的信用卡是否為信用卡載具的機
制，請依店家告知的為主。 

https://goo.gl/bPBufp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1503989844484.html


結合雲端發票 

加入手機條碼：將手機條碼以會員卡方式加入。 

 打開APP 
 點新增會員卡 

 選擇電子發票
手機條碼 

輸入手機條碼 
 按儲存 
 完成 

於店家支付前
點選電子發票 

 支付前先掃描
手機條碼 



Google公司開發的電子錢包平台，用戶可使用Android行動
裝置使用近場通訊(NFC)來進行付款。 (原Android Pay) 
官網說明：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如何設：新增付款方式   驗證付款方式 

怎麼用：如何在店家使用 

去哪用：支援店家 

合作銀行：可跨國使用，支援台灣地區合作銀行
發 行 的 信 用 卡 與 簽 帳 金 融 卡 (Mastercard 和
Visa )(部分銀行支援簽帳金融卡，如中信銀…) 。 
支援銀行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
https://www.youtube.com/embed/PQqLPuf3vGs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sMYCwfnib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sMYCwfnib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YsMYCwfnib0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5M5n8ZOBfg
https://www.youtube.com/embed/Z5M5n8ZOBfg
https://goo.gl/BtKubx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where-to-use/
https://goo.gl/Ki64ra
https://pay.google.com/intl/zh_tw/about/banks/


信用卡載具：在提供Google Pay服務的實體店家，開立電子發
票且支援信用卡載具時，消費者感應支付時即可將發票存於載具不
印出紙本。如新光三越、遠東百貨、遠東sogo、大潤發、萊爾
富、 7-11、全家…等。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信用卡載具專區 

結合雲端發票 

註：使用已加入信用卡載具的發卡銀行發行之實體信用卡，在已導入信用卡載具店家支付時，可作為
信用卡載具；但行動支付以虛擬卡號運作，需發卡銀行提供電子發票平台實體卡號與虛擬卡號對
照，才能作為信用卡載具，若銀行未提供虛擬卡卡BIN或是卡BIN超過6位等問題，使用某些信用
卡行動支付時可能不能適用信用卡載具。店家有檢查實體卡或行動支付的信用卡是否為信用卡載
具的機制，請依店家告知的為主。 

https://goo.gl/bPBufp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1503989844484.html


結合雲端發票 

加入手機條碼：將手機條碼以會員卡方式加入。 

 打開APP 
 點下方票卡 
 點+票證 

 於搜尋列輸入
雲端發票或
einvoice 

 找到雲端發票
的票卡 

掃描手邊的手
機條碼或點手
動輸入 

確認資料無誤
後按儲存 

 完成 

 打開雲端發票 
 支付前先掃描

手機條碼 



LINE推出的行動支付平台，只要註冊好帳號並綁定信用卡
後，就能在和LINE Pay配合的網路與實體商店消費，於實
體商店時採掃碼支付。 
官網說明：https://line.me/zh-hant/pay 

如何設：綁定與使用流程     示範影片 

怎麼用：示範影片 

去哪用：合作通路 

合作銀行：可使用信用卡與簽帳金融卡(Mastercard、 

                           Visa、JCB) 註冊於Line Pay中。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line.me/zh-hant/pay
https://goo.gl/26Wnzx
https://goo.gl/KgcAgt
https://www.youtube.com/embed/D8zf5tdtjUM
https://goo.gl/iv9HP1
https://www.youtube.com/embed/CMyn5rgrHWA
https://goo.gl/wP8DPZ
https://event-web.line.me/ectw/article/✔️+LINE+Pay+合作通路-XN9Orm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取得
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Line官網：LINE Pay電子發票功能登場！ 

 輸入手機條碼 
 點註冊即完成 

 支付時點我的
條碼 

 點電子發票 

 於店家支付前先
掃描手機條碼 

 下方的勾勾打開
，每次付款時會
先開啟手機條碼 

 打開LinePay 
 點開設定 

 點開電子發票 

https://goo.gl/X8bubq
https://goo.gl/X8bubq
https://goo.gl/X8bubq
https://goo.gl/X8bubq
https://goo.gl/X8bubq
https://event-web.line.me/ectw/article/M6wVy0


由街口電子支付公司提供之行動支付服務，為專營電子支付
機構，可於電子帳戶儲值、轉帳、提領，於實體店家採掃碼
支付結帳，可綁定信用卡、電子帳戶或連結銀行帳戶付款。 
官網：https://www.jkopay.com/ 

如何設：註冊(開通街口帳戶、連結銀行帳戶、綁定信用卡) 

怎麼用：支付方法 

合作銀行： 
 可綁定多家銀行之實體信用卡 
 可連結的銀行帳戶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www.jkopay.com/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goo.gl/7BvsDe
https://www.jkopay.com/instructions/register.html
https://goo.gl/1ASYED
https://www.jkopay.com/instructions/pay.html
https://goo.gl/dZ6PUi
https://goo.gl/dZ6PUi
https://www.jkopay.com/legals/bank-list.html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
不印紙本。在指定可直接存發票店家(如7-11、全家、萊爾富、環球購物中心、
CoCo茶飲…)掃描付款碼支付時，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碼，不須再掃描手機條碼。 

街口官網：操作說明 

 打開街口APP 
 點開下方我的 

 點上方設定  點手機載具  輸入手機條碼 
 按確認即完成 
 無手機條碼，可

點申請手機條碼 

 於店家支付時
點開付款碼 

點下方手機條
碼載具 

 支付前先掃描
手機條碼 

http://www.jkos.com/instructions/einvoice.html
http://www.jkos.com/instructions/einvoice.html
http://www.jkos.com/instructions/einvoice.html


由歐付寶電子支付公司提供之行動支付服務，為專營電子支付機
構，可於電子帳戶儲值、轉帳、提領，於實體店家採掃碼支付結
帳，可綁定信用卡、電子帳戶或連結銀行帳戶付款。 
官網：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怎麼用：教學影片 

去哪用：合作店家 

合作銀行： 
 信用卡設定：可綁定多家銀行發行之實體信用卡及部

分銀行簽帳金融卡(如：玉山、中信、台新、新光…) 

 銀行快付設定：連結部分銀行帳戶付款 (如：台新…)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www.opay.tw/Mbpay/Intro
https://goo.gl/Z61vgt
https://www.youtube.com/embed/magX9ng_2Zg
https://goo.gl/zT56Mi
https://www.opay.tw/Cooperator/List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
票不印紙本。在指定可直接存發票店家(如全家、萊爾富、OK…)掃描付
款碼支付時，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碼，不須再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歐付寶官網：操作說明 

 打開歐付寶
APP 

 點開電子發票 

 點手機條碼設
定 

 無手機條碼者，
可由此申辦，設
定驗證碼後按送
出 

有手機條碼者，
點設定舊有條碼 

 填手機條碼驗證
碼後按送出 

 於店家支付時
點開付款碼 

 支付前先掃描
手機條碼 

https://goo.gl/HEu5JT
https://www.opay.tw/Mbpay/Invoice


結合雲端發票 

獎金自動匯入帳戶：若已設定手機條碼及中獎獎金匯入，歸戶至手機

條碼之發票中獎時，中獎獎金若低於5萬將自動匯入歐付寶帳戶，中獎獎金
若超過5萬時則匯入此處設定的銀行帳戶。 
註：啟用此設定，將覆蓋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手機條碼領獎資訊之銀行帳戶設定) 

 點選中獎獎金
匯入 

 允許授權  啟用 
 點前往設定進行

設定銀行帳戶 

 填寫相關資料 
 點確定 



結合雲端發票 

發票管理：可查詢歸戶至手機條碼之電子發票，並可以掃描紙本電子
發票證明聯或手動輸入發票，以方便管理我的發票。 

對獎專區：可查詢每期開獎號碼及歸戶至手機條碼之中獎發票。 

 點開我的發票  查看各期發票 
點要看的發票 

 顯示發票明細  點開輸入發票 
 可掃描發票或手

動輸入發票 

 點開兌獎專區 
 查詢每期開獎

號碼 

 點中獎號碼查看
中獎發票 



橘子支付(GAMA PAY)為橘子集團旗下的行動支付服務品牌，
為專營電子支付機構，可於電子支付帳戶儲值、轉帳、提
領，於實體店家採掃碼支付結帳，由電子支付帳戶(必須先儲

值才能使用)或綁定信用卡付款。 
官網：https://www.gamapay.com.tw/ 

如何設：註冊及儲值 

怎麼用：付款流程 

去哪用：合作店家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www.gamapay.com.tw/
https://goo.gl/ZnrjcQ
https://www.gamapay.com.tw/product_reg.html
https://goo.gl/qRpaVT
https://www.gamapay.com.tw/product_easy_payment.html
https://goo.gl/RQf5cu
https://www.gamapay.com.tw/partner_list.html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取得
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打開橘子支付
APP 

 點開會員設定 

 點開發票載具
變更 

 輸入後儲存 
 無手機條碼者，

可點申請條碼 

 可點愛心條碼，
設定捐贈發票對
象的社福團體捐
贈碼 

於店家支付時點
開付款碼 

 點上方發票載具 

 支付前先掃描手
機條碼 



「Pi 拍錢包」是一個行動支付平台，透過App及網頁版提供不同
使用情境之支付服務，可於線上購物、網路拍賣、社群商務或實體
商店消費等各種交易的付款與收款，於實體商店時採掃碼支付。 
官網說明：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如何設：如何註冊帳號 

怎麼用：網路交易付款    便利商店付款碼 

去哪用：實體商店部分如7-11、全家、萊爾富、OK、美廉社… 

合作銀行： 
 台灣地區之銀行所發行的信用卡(VISA/ MasterCard/ JCB)

或簽帳金融卡(VISA/ MasterCard金融卡)均可綁定使用。 
 便利商店付款僅能使用特定的銀行信用卡。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www.piapp.com.tw/personal
https://goo.gl/4gPbzH
https://www.piapp.com.tw/faq/member-registration/how-to-sign-up
https://goo.gl/k94MN1
https://goo.gl/k94MN1
https://goo.gl/29QWxE
https://goo.gl/29QWxE
https://www.piapp.com.tw/faq/paybarcode/how-to-use-paybarcode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APP中綁定手機條碼，在指定可直接存發票店家(如
全家、萊爾富、OK…)掃描付款碼支付時，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碼，
於其他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
印紙本。 

 打開APP 
 點開左下角我

的 

 點發票載具  輸入手機條碼後
儲存 

無手機條碼時可
點申請手機條碼 

 出示付款碼，點下
方手機條碼載具 

支付前先掃描手機
條碼 



台灣Pay是財金資訊公司結合各大銀行，發展之「金融卡」多
元支付品牌，涵蓋了「遠端」及「近端」交易，提供購物、
轉帳、繳費、繳稅、提款等「多元」服務。 
官網說明：https://www.taiwanpay.com.tw/ 

APP：台灣行動支付、合作銀行之行動網銀APP(QRcode掃碼支付) 

如何設：下載教學 

怎麼用：購物教學 

去哪用：哪裡使用 

合作銀行： 
 台灣Pay金融卡(NFC感應支付)：合作銀行 
 QRcode支付APP(掃碼支付)：合作銀行 
 信用卡(NFC感應支付)：合作銀行 
 金融卡(實體卡支付)：合作銀行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www.taiwanpay.com.tw/
https://goo.gl/oA82Nd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download.aspx
https://goo.gl/ircNji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about_a.aspx
https://goo.gl/Hw3kNx
https://goo.gl/Hw3kNx
http://www.twmp.com.tw/Store.html
https://goo.gl/Bwg3FZ
https://goo.gl/Bwg3FZ
https://goo.gl/Mrj5h5
https://goo.gl/Ktsmej
http://www.twmp.com.tw/T_wallet_a.html?B
https://goo.gl/M1hzLz
https://www.taiwanpay.com.tw/content/info/bank.aspx


結合雲端發票 

信用卡載具：在提供台灣行動支付APP之信用卡支付服務的實體店
家，開立電子發票且支援信用卡載具時，消費者感應支付時即可將發票
存於載具不印出紙本。如新光三越、大潤發…等。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信用卡載具專區 

註：使用已加入信用卡載具的發卡銀行發行之實體信用卡，在已導入信用卡載具店家支付
時，可作為信用卡載具；但行動支付以虛擬卡號運作，需發卡銀行提供電子發票平台實
體卡號與虛擬卡號對照，才能作為信用卡載具，若銀行未提供虛擬卡卡BIN或是卡BIN
超過6位等問題，使用某些信用卡行動支付時可能不能適用信用卡載具。店家有檢查實
體卡或行動支付的信用卡是否為信用卡載具的機制，請依店家告知的為主。 

台灣行動支付APP 

https://goo.gl/bPBufp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ein_upload/html/1503989844484.html


手機條碼：APP中設定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
碼供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結合雲端發票 

點選雲端發票 輸入手機條碼 
 點確定 

於店家支付時點
開付款碼 

支付前先掃描手
機條碼，再掃支
付碼 

將付款前顯示雲
端發票打開，付
款時即顯示手機
條碼 

台灣行動支付APP 



手機條碼：APP中設定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
碼供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結合雲端發票 

以兆豐商銀為
例 

 點選兆豐Pay 

點選雲端發票 點設定手機條碼 支付前先掃描手
機條碼，再掃支
付碼 

輸入手機條碼後
，按變更設定 

合作銀行之行動網銀APP 



中國信託銀行提供中信卡友安全、簡單、整合的行動錢包服
務，消費者只需下載「中信卡優惠」APP，在適用商店使用
手機掃碼支付。 

官網說明：https://goo.gl/1hfFsn 

如何設：設定方式請看這 

怎麼用：使用方式請看這 

去哪用：7-11、全家、萊爾富、台北101、漢神百貨、Global Mall… 

結合雲端發票 

信用卡載具：消費者在7-11使用中信直接付，支
付時即可將發票存於信用卡載具不印出紙本。 

https://goo.gl/1hfFsn
https://www.ctbcbank.com/html/long/creditcard/CNB2016101409/
https://goo.gl/DZf2Wy
https://www.ctbcbank.com/html/long/creditcard/CNB2016101409/page3.html
https://goo.gl/6QDPQW
https://www.ctbcbank.com/html/long/creditcard/CNB2016101409/page1.html


由遠傳電信公司提供friDay錢包服務，提供電信票證卡功能，
手機即是悠遊卡/HappyCash(有錢卡)/一卡通/icash(需為遠傳
用戶並升級NFC SIM卡，僅供Android手機使用)，另可綁定
信用卡於實體店家採掃碼支付結帳。 
官網：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如何設、怎麼用：感應支付    掃碼支付 

去哪用： 
 NFC感應支付：可使用悠遊卡/HappyCash/一卡通/icash地方

(交通、店家) 
 掃碼支付：合作店家提供信用卡支付  合作店家 

合作銀行： 
台灣地區銀行所發行的信用卡(VISA/MasterCard/JCB)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index.jsp
https://goo.gl/KfuLHa
https://goo.gl/KfuLHa
https://goo.gl/vJuJAG
https://goo.gl/vJuJAG
https://wallet.friday.tw/home/about_qrc_payment.jsp
https://wallet.friday.tw/home/partners.jsp
https://goo.gl/9bAWVa


結合雲端發票 

悠遊卡、一卡通、icash、HappyCash載具：在提供電子票
證支付實體店家，開立電子發票且支援電子票證載具時，消費者感應
支付時即可將發票存於載具不印出紙本。如四大超商、85度C…等。 

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掃碼支付(信用卡)或感應支付(店
家未提供電子票證載具)消費時，支付時先出示手機條碼供
店家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紙本。 
 
在App加入手機條碼，操作步驟如下頁。。。 



結合雲端發票 

設定手機條碼：已有手機條碼者直接設定，無手機條碼者可申辦。 

發票專區：可查詢歸戶至手機條碼之電子發票，且會自動幫您對獎。 

官網說明：https://goo.gl/6EMnNL 

 打開APP 
 點開上方人像 

 點電子發票  可申辦手機條
碼，輸入圖形
驗證碼 

點確認 

已有手機條碼者
點上方登入 

 輸入手機條碼及
驗證碼，點確認
即完成 

 點電子發票交
易紀錄可查看
發票 

 點開可看明細 
中獎會註記 

https://goo.gl/6EMnNL
https://goo.gl/6EMnNL
https://wallet.friday.tw/home/about_einvoice.jsp


結合雲端發票 

支付時出示手機條碼：於實體店家消費時，出示手機條碼供店家
掃描取得雲端發票不印出紙本。 

 掃碼支付時點
開出示條碼 

 點產生電子發
票手機條碼 

 支付前先掃描
手機條碼 

 或是點下方條碼 
左右滑到電子發

票，即可顯示手
機條碼 



為統一星巴克公司開發之行動APP，將已完成記名的二代隨行
卡帳號登入APP，在星巴克門市以QRcode掃碼方式進行消費
付款(隨行卡必須先儲值才能使用)。 
星巴克官網：https://goo.gl/RMQtwP 

使用說明：星巴克行動APP說明 

使用：安裝APP、購買二代隨行卡、新增隨行卡至APP、 
            手機輕鬆搖兩下，即可出示 QRcode 掃描付款 
儲值：使用APP出示QRcode於星巴克門市儲值或直接APP內 
            使用信用卡線上儲值 

註：此隨行卡為電子儲值卡，為禮券的一種，應依各類型「禮券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如餐飲業等商品(服
務)、零售業等商品(服務)、圖書、電影片、、、等)規定辦
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https://goo.gl/RMQtwP
https://goo.gl/RMQtwP
https://goo.gl/RMQtwP
https://goo.gl/RMQtwP
https://goo.gl/RMQtwP
https://www.starbucks.com.tw/stores/digital/apps.jspx
https://goo.gl/pvUFRX
https://goo.gl/pvUFRX
https://goo.gl/pvUFRX
https://www.starbucks.com.tw/faq/digit_1.jspx


結合雲端發票 

手機條碼：於APP中設定手機條碼，使用QRcode付款時，
發票同步存於手機條碼，不須再出示手機條碼掃描。 

 打開APP 
 點左上方≡ 

 點下方設定  點開電子發
票載具 

 輸入手機條碼
後點綁定電子
發票載具 

 完成設定 

手機搖2下即出
示 QRcode 付
款， 發票直 接
存手機條碼 



為安心食品服務公司(摩斯漢堡)開發之點餐APP，並結合其發
行的預付型儲值摩斯卡 (MOS CARD)，提供手機行動消費
(QRcode掃碼付)、行動儲值及線上支付便利服務(摩斯卡必須
先儲值才能使用)。 
MOS APP官網：https://goo.gl/3iiCi5 

說明：摩斯卡相關說明 

使用：安裝APP、免費贈送「MOS CARD行動卡」(亦可購買 
          「MOS CARD二代卡」加入APP)、出示 QRcode 掃描 
            付款。 
儲值：使用APP出示QRcode於摩斯漢堡門市儲值或直接APP 
            內使用信用卡線上儲值 

註：此摩斯卡為電子儲值卡，為禮券的一種，應依各類型「禮券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如餐飲業等商品(服務)、零售業等商
品(服務)、圖書、電影片、、、等)規定辦理，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goo.gl/3iiCi5
https://www.mos.com.tw/shop/mosapp.html
https://goo.gl/yRirBA
http://www.mos.com.tw/member/cardGuide.html


結合雲端發票 

會員載具：摩斯卡為會員載具，可於APP內設定消費時不列印發
票，使用QRcode付款時，發票同步存於會員載具中。 

 打開APP 
 點摩斯卡 

 點右上方≡  點發票  點發票設定  發票類型選擇
電 子 發 票 ( 消
費時不列印) 

 點儲存 



結合雲端發票 

歸戶：將摩斯卡會員歸戶至手機條碼，方便管理發票。 

 點開顯示卡片
驗證碼 

 記住摩斯卡卡號及
卡片驗證碼 

 進入發票查詢平台 

 服務廠商選摩斯
漢堡，輸入卡號
及驗證碼 

 點載具歸戶 

 點手機條碼 
 輸入手機號碼及

驗證碼 
 點確認即完成 



結合雲端發票 

Easy Wallet為悠遊卡公司開發之APP，提供查詢悠遊卡交易紀
錄、雲端發票交易紀錄與明細、發票自動對獎服務，並提供悠遊卡
最新優惠活動訊息。 

打開APP 
 點開下方悠遊卡 
 點電子發票紀錄 
 輸入驗證碼 

 到四大超商多
媒體機取得驗
證碼 

 可查看悠遊卡
消費之電子發
票 

 點選發票可查看
明細 

點下方愛心碼 
 設定社福團體

捐贈碼，消費
時出示條碼掃
描，即可捐贈 

 點下方其他 
 發票對獎功能 

註：使用悠遊卡支付且不印發票時，店家將發票資訊加載悠遊卡載具，若發票中獎，
須自行至四大超商多媒體機(Kiosk)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至兌領獎機構領獎。 

https://www.mos.com.tw/shop/mosapp.html


結合雲端發票 

是一卡通官方推出的APP，提供一卡通最新的活動訊息以及最好康
的優惠資訊，也可以查詢一卡通餘額及交易記錄，並可查詢雲端發
票交易紀錄與明細、發票自動對獎服務。 

 打開APP 
 點下方交易查詢 
 點要查看的卡片 

 點上方電子
發票 

 第一次查詢時
需輸入卡片驗
證碼 

 點發票可以查
看明細 

 點左上方≡ 
 點發票自動對

獎可查看是否
有中獎發票 

註：使用一卡通支付且不印發票時，店家將發票資訊加載一卡通載具，若發票中獎，
須自行至四大超商多媒體機(Kiosk)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至兌領獎機構領獎。 

https://www.mos.com.tw/shop/mosapp.html


結合雲端發票：如為全家會員可使用全家會員載具或於會員資

料綁定手機條碼，於全家消費時，出示會員條碼掃描(或是報手機號
碼)，同步將發票儲存於全家會員載具或手機條碼中，不印出發票。
(也可用My FamiPort APP綁定) 

是全家便利商店公司推出的APP，可加入全家會員並直接於手機出
示會員條碼進行累點提供消費優惠等好康活動。 

 打開APP 
 點下方會員 

 點財政部手
機條碼設定 

 手機條碼載具設定 
 可將會員載具歸戶

至手機條碼 

 輸入手機號碼及
驗證碼(或直接輸
入手機條碼) 

設定完成 

https://www.mos.com.tw/shop/mosapp.html


結合雲端發票：可綁定手機條碼至會員資料內，於萊爾富消費累

積點數的同時，自動將發票存入手機條碼，不需要額外出示手機條碼。 

是萊爾富國際公司推出的APP，提供會員Hi點優惠兌換、店到店寄
件、優惠訊息、超值購等多元服務。 

 打開APP 
 點更多功能 

 點會員中心  點財政部發票
載具設定 

 將使用載具功
能啟用 

 點手機條碼進
入設定 

 可手動輸入手機
條碼號碼，按儲
存 

 或掃描手機條碼 

https://www.mos.com.tw/shop/mosapp.html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所有電子發票都存在這。。。 
官網：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申辦手機條碼：申辦網址       手機條碼服務專區 

歸戶：將載具歸戶至手機條碼，方便管理發票 

 輸入手機號碼、驗
證碼及圖形驗證碼 

點登入 

 點上方選單 
 點歸戶設定 

 點新增載具  選擇要載具類型 
 輸入相關資料後

確定 

 悠遊卡載具、一卡通載具、icash載具、信用卡載具 

 進入平台 
 點上方登入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https://goo.gl/ULgDj
https://goo.gl/ULgDj
https://goo.gl/EXVha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APMEMBERVAN/GeneralCarrier/generalCarrier!apply
https://goo.gl/EXVha


 

 

會員載具歸戶：將各式會員載具歸戶至手機條碼，需個別至各會
員平台進行載具歸戶作業。若未歸戶，會員載具發票中獎將由店家
通知並提供中獎電子發票證明聯，再自行至兌領獎機構領獎。 

設定領獎資料：設定領獎金融帳戶，發票中獎獎金將直接匯入帳戶，
若未設定領獎資料，手機條碼、票證卡、信用卡等載具發票中獎，需自
行至四大超商多媒體機(Kiosk)印出電子發票證明聯，至兌領獎機構領
獎。 

 點上方選單 
 點領獎設定 

 輸入身分證字號
後送出 

 輸入相關資料 
 點下方同意並

儲存 

 登入平台 
 以消費者登入 

https://goo.gl/EXVh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