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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中央銀行為發展電子金融業務，解決電子商務金流問題，提昇全國支

付系統效率，於八十九年十二月提出「發展電子支票計畫」，報請行政院經

建會核定列為「知識經濟發展方案具體執行計劃」之一，並於九十年五月

成立「發展電子支票專案小組」，責由台北市票據交換所（現改制為台灣票

據交換所之總所，以下簡稱為交換所或本所） 執行電子票據研發事宜，經

本所邀請中央銀行、財政部、經濟部指導，並與學者專家、銀行公會及銀

行代表，共同研商規劃建構電子票據各項業務規範、作業流程與系統機制。 

本所規劃之電子票據業務，為兼具傳統票據及電子交易兩者功能與特

性之支付工具。對金融業者言可提昇經營效率，降低業務運作成本，並掌

握電子商務先機﹔對一般用戶言，電子票據為現階段電子商務最具安全

性、便捷性、靈活性及低成本之支付工具，企業戶更可進一步與內部應收/

應付帳款作業相結合，對整體財務與資金之掌控、調度更具時效性及完整

性，創造更具競爭力的企業經營優勢。 

電子票據係以電子方式製成之票據，並以電子簽章取代實體之簽名蓋

章，其種類包括電子支票、電子本票及電子匯票。有關電子票據之法制，

適用電子簽章法及票據法之規定，並由本所訂定「金融業者參加電子票據

交換規約」（附錄一）及「電子票據往來約定書」（附錄二），報奉中央銀行

同意備查後通函各交換單位實施，以規範電子票據事務相關之發票人、受

款人、付款銀行、託收銀行及交換所等各方之權責。至其票信管理之規定，

亦與實體票據相同。 

為防範電子文件易遭複製引起之困擾，並考量交易之安全性及交易紀

錄之完整性與正確性，本系統採用「集中登錄保管」制度，以 XML 為文

件標示語言標準，在 PKI 架構下，使用電子憑證，達到使用者身分之辨識

性，交易之不可否認性、資料之完整性及資料傳輸之隱密性。 

為方便作業，爰依上述「金融業者參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及「電子

票據往來約定書」及其他相關規定編定本作業手冊，內容包括銀行與存戶

如何申請參加電子票據業務、電子憑證之登錄、各項電子票據業務之登錄、

查詢、票據交換、結算及清算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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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辦理電子票據業務 

一、金融業者申請辦理電子票據業務 

（一）基本資格 

凡經財政部核准辦理支票存款業務之金融業者，均得依本所訂定

之「金融業者參加電子票據交換規約」申請辦理電子票據業務。 

（二）核定標準 

申辦銀行需依照本所公告之「電子票據參加單位介面規格書」，

建置符合需求之軟硬體作業系統，經單項功能及業務整合測試合

格，並經電子票據交換安全控制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者，即為電子

票據之參加銀行。 

二、客戶申請使用電子票據 

（一）已開戶者 

已開立支票存款戶或活期性存款戶者，應依據「金融業者參加電

子票據交換規約」之規定，與參加銀行簽署「電子票據往來約定

書」，申辦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之電子憑證（以下簡稱電子票據

憑證）。 

（二）新開戶者 

新存戶應依據一般支票存款戶或活期性存款戶之規定辦理開戶

後，再加簽署「電子票據往來約定書」，申辦電子票據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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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電子票據憑證之登錄 

電子票據業務有關各方（包括參加銀行，電子票據存戶，交換所）必須使

用電子憑證辦理電子票據各項登錄。任何一方發送電子票據業務電文訊息

時，應對所發送之訊息簽章，接獲訊息之一方，應以電子票據憑證檢核對

方電子簽章。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之電子憑證須為銀行公會所訂定或接受

之金融 XML 憑證（詳細內容請參照銀行公會之技術規範），茲將各方電

子票據憑證之登錄分述如下： 

一、交換所登錄參加銀行之電子憑證 

(一) 憑證用途 

作為本所收到參加銀行電文訊息時，驗證參加銀行身分之用。 

(二) 憑證登錄手續 

申請辦理電子票據業務之銀行，應將憑證機構所核發之電子憑證

存放於媒體，並以公文（加註銀行電子信箱、該憑證序號、憑證

終止日期及憑證啟用日期）通知本所辦理登錄使用。 

(三) 憑證資料之維護 

凡參加銀行更新或廢止其使用之憑證，應以公文（內容應包括舊

憑證序號、舊憑證之終止日及新憑證序號、終止日期、新憑證啟

用日期、電子信箱號碼）檢附存放電子憑證之媒體向本所辦理。 

 

二、參加銀行登錄交換所之電子票據憑證 

(一) 憑證用途 

作為參加銀行收到本所電文訊息時，驗證本所身分之用。 

(二) 憑證登錄手續 

本所受理參加銀行申辦電子票據憑證登錄使用後，將以公文檢送

本所憑證，參加銀行應將本所憑證登錄於電子票據系統。 

(三) 憑證資料之維護 

對於本所更新或廢止之憑證，亦以公文方式，將新憑證發送參加

銀行，參加銀行應於時效內更新本所電子票據憑證，以利業務。 



 

 8

三、電子票據存戶之電子票據憑證登錄 

存戶申請使用電子票據時，應向參加銀行辦理電子票據憑證之註冊。如

已持有電子票據憑證者，應向參加銀行辦理電子憑證之登記。參加銀行

應即時將該憑證資料以連線方式核轉本所登錄。未經本所登錄之憑證，

不得使用於電子票據業務。 

（一）憑證用途 

檢核憑證所有人是否為電子票據存戶，並確認其於票據上之權責

和身份。 

(二) 申辦電子票據憑證手續 

存戶依據規定辦理開戶、簽約手續時，註冊銀行應確實審核開戶

人證明文件，申辦人如為個人戶，應核對確為本人；如為公司戶，

應審核經濟部執照及營利事業登記證及其印鑑。 

 (三) 憑證機構核發憑證 

註冊銀行審核申辦人上述資料無誤後即核發憑證載具予申辦人，

由其產生公私鑰，繼由註冊銀行將申辦人之公鑰核轉憑證機構，

由其核發電子憑證並回覆申辦行。 

(四) 註冊銀行登錄電子票據憑證 

註冊銀行收到憑證機構核發之存戶憑證，除應建立存戶憑證資

料，及留存存戶「委託付款識別碼」外，並應將下列電子憑證相

關資料核轉交換所登錄： 

1. 中文或英文戶名 

2. 個人戶或公司戶統一編號（ID） 

3. 出生日（公司戶為設立日期） 

            4. 往來銀行總、分行金融代號及帳號 

            5. 業務使用範圍（預設值為 YYYY） 

            6. 總公司之統一編號（限公司戶用） 

            7. 電子票據服務費用扣款帳號 

            8. 電子信箱（可與憑證內信箱號碼不同） 

(五) 交換所登錄電子票據憑證資料 

交換所檢查上列資料後，登錄上項註冊銀行核轉之憑證及其相關

資料，建立「電子票據憑證資料檔」，惟建檔資料尚須符合下列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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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憑證之使用者識別碼（即 CN，25 碼）如與本所「電子票據憑證

資料檔」已建檔憑證有重號情形者，該憑證不予登記。 

2.核轉憑證首次登錄之申辦行，應為電子憑證之註冊銀行。 

3.憑證未逾有效期限，且為正常狀態。 

4.電子票據用戶之 ID 應與其所持有憑證 CN 之 ID 相符。 

5. 相同 ID 之不同憑證辦理登錄時，其戶名及出生日應相同。 

(六) 電子票據憑證之再登錄 

已持有電子票據憑證者，可以原有憑證（該憑證狀態為正常且經

註冊銀行登錄使用者），向任一家參加銀行申請辦理電子票據業

務，並由該銀行將電子憑證相關資料（同（四）所述）核轉交換

所登錄。交換所依上述之注意事項檢核通過後，登錄於「電子票

據憑證資料檔」。 

(七) 憑證狀態之維護 

電子票據憑證之更新、廢止、暫時停用、恢復使用均應由註冊銀

行核轉本所辦理登錄，該等異動於獲本所回應確認後，該憑證狀

態始生效力。 

（八）憑證資料之維護 

電子票據存戶基本資料（即戶名、出生日期、公司設立日期、電

子信箱及往來約定書簽定之約定扣款帳號）異動，憑證註冊銀行

應將該等異動核轉本所登錄。 

（九）電子票據憑證終止使用電子票據業務之登錄 

參加銀行受理存戶申請電子票據憑證終止使用電子票據業務時，

除按有關規定辦理外，並應將該憑證終止使用某帳戶電子票據業

務之訊息，傳送交換所登錄。交換所於收到終止訊息時，應依照

下列規定處理：1.傳送訊息之銀行如為該憑證之註冊銀行時：（1）

用戶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註冊銀行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

戶仍可經由該行及其他登記銀行進行各項登錄作業。（2）用戶未

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註冊銀行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不

可經由該行及其他登記銀行進行各項登錄作業。2.傳送訊息之銀

行如為該憑證之登記銀行時：（1）用戶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

該登記銀行其他電子票據帳戶：用戶仍可經由該行進行各項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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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2）用戶未以同一張電子憑證使用於該登記銀行其他電子

票據帳戶：用戶不可經由該行進行各項登錄作業。 

      （十）電子票據憑証廢止後之再申請 

電子票據憑證經廢止後，如需重新申請與原電子憑證使用者識別

碼相同之憑證時，應至原憑證註冊中心銀行申請。該銀行應確認

新憑證申請人與原憑證申請人身分相符後，始得同意申請人選取

與原電子憑證相同之使用者識別碼，並將該電子憑證相關資料（同

（四）所述）核轉交換所登錄。交換所依（五）之注意事項檢核

通過後，登錄於「電子票據憑證資料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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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電子票據業務各項登錄作業 

電子票據業務採集中登錄保管制度，茲將各項登錄作業流程說明如下： 

一、發票登錄作業 

（一）申請簽發票據種類及格式 

發票人登入付款行開票系統，申請簽發電子票據，票據種類有電

子支票、電子本票、電子商業本票（未經銀行保證者，暫不開放）、

電子承兌匯票，其格式分為中文與英文兩種。 

（二）填寫票據內容 

付款行收到發票申請後，應檢核申請者身分，依據申請票據之種

類，產生空白票據格式，傳送存戶填寫票據應載事項，經發票人

簽章後，傳回付款行。電子支票開票日與票載發票日，相距不得

超過七年；本、匯票發票日與到期日之相距時間亦同。 

（三）發票登錄之核轉 

存戶簽妥之電子票據應由付款行檢核其形式要件及委託付款識

別碼相符後，核轉交換所辦理登錄。 

（四）發票登錄 

本所檢核電子票據形式要件無誤、電子票據憑證與簽章相符且有

效、收票人為電子票據存戶後，將該票據資料登錄於集保資料庫。 

（五）完成發票登錄之通知 

本所發票登錄完成後，即回覆付款行轉知發票人，並即依票載受

款人之電子信箱，以電子郵件通知收票人。 
 

二、指定受款人收款行帳號電子票據之簽發/存入託收登錄作業 

（一）申請簽發指定受款人收款行帳號之電子票據 

發票人登入付款行之電子票據系統，申請簽發指定帳號票據，

經付款行確認身分後，產生空白票據傳送申請人。 

（二）填寫票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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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收到付款行傳送之空白票據，填寫票據應載事項，並簽

章後，傳回付款行。 

（三）付款行核轉 

存戶簽妥之電子票據應由付款行審核票據形式要件，及委託付

款識別碼相符後，核轉交換所辦理發票登錄。 

（四）發票/存入託收登錄 

本所收到發票登錄申請時，經檢核票據形式要件無誤、發票人

電子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即通知指定帳號之收款行，由

其確認該帳號存在且為有效後，予以發票登錄。而該票據於該

收款行確認後，本所亦予以存入託收登錄。 

（五）完成發票/存入託收登錄之通知 

本所完成發票登錄，即回覆付款行轉知發票人（票據上如有記載

受款人之電子郵箱，本所亦即發送電子郵件通知受款人）；同時

亦回覆收款行完成存入託收登錄。 
 

三、背書轉讓登錄作業 

（一）轉讓登錄之申請 

申請人登入往來銀行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料，申請轉讓

電子票據。 

（二）轉讓票據申請之核轉 

銀行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 CN 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利人，並檢核所申辦轉讓之票據為可以

轉讓之票況（請詳附錄三電子票據票況條件檢核表）後，自集保

資料庫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行。 

（四）背書轉讓 

核轉行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後，準備電子票據轉讓資料欄，

傳送申請人填寫受讓人 CN 及受讓人電子信箱等資料，並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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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背書簽章。 

（五）轉讓登錄之核轉 

核轉行檢核已填妥轉讓資料之票據及轉讓人簽章後，傳送交換所

辦理轉讓登錄。 

（六）轉讓登錄 

交換所受理時，須確認票據未遭竄改、轉讓人簽章與憑證相符且

有效、受讓人為電子票據存戶後，將轉讓票據資料登入集中資料

庫，惟同一票據之轉讓登錄，以五次為限。  

（七）完成轉讓登錄之通知 

本所轉讓登錄完成後，即回覆核轉行轉知轉讓人，並即依票載受

讓人電子信箱，以電子郵件通知受讓人。 
 

四、存入託收登錄作業 

（一）存入託收申請 

收票人登入往來銀行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料，申請電子

票據存入託收。 

（二）存入託收申請之核轉 

託收行檢核票據權利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 CN 核轉交

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申請人身分及檢核票況得以存入後，調出該票據傳送託

收行。 

（四）填寫託收資料 

託收行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存入託收資料

欄，供申請人填寫存入帳號並簽章。 

（五）存入託收登錄之核轉 

託收行接到存戶完成之票據，檢核託收資料已填寫完整及託收人

簽章後，傳送本所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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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存入託收登錄 

本所接到核轉之託收票據，檢核申辦人確為票據權利人、其簽章

與憑證相符且有效、該票據未經竄改後，將該託收票據登錄集保

資料庫。 

（七）完成託收登錄之通知 

本所託收登錄完成後應即回覆託收行轉知託收人。 

 

五、融資登錄作業 

（一）融資登錄之申請 

申辦人登入融資行之網路銀行，輸入票據資料，申請辦理融資登錄。 

（二）融資申請之核轉 

融資行受理融資申請，經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票據資料與申請

人 CN 核轉交換所，辦理電子票據融資登錄。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確認核轉行確為融資行、申請人確為票據融資人及票據狀況

得以融資後，調出票據傳送融資行。 

（四）融資登錄之核轉 

      融資行收到本所送出之票據，交由融資人簽章，檢核融資人簽章

無誤後，傳送交換所。 

（五）融資登錄 

本所收到融資行傳回之票據，經確認申辦人為票據權利人、其憑

證與簽章相符且有效、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錄。 

（六）完成融資登錄之通知 

本所融資登錄完成後，即回覆融資行轉知融資人。 

六、取消融資登錄作業 

（一）取消融資登錄之申請 

融資人清償融資款項或其他原因，得向融資行辦理取消融資。 



 

 15

（二）取消融資申請之核轉 

融資行受理取消融資申請，檢核申辦人身分後，將票據資料及申

請人 CN 核轉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融資行送出之取消融資申請，檢核核轉行確為融資行、

申請人確為融資人、票況確已辦理融資後，調出該張票據傳送融

資行。 

（四）取消融資登錄之核轉 

融資行收到本所送出之票據，確認無誤後，加上銀行簽章，將票

據送回本所，辦理取消融資登錄。 

（五）取消融資登錄 

本所接到經融資行簽章之電子票據，檢核融資行之憑證與簽章相

符且有效、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錄。 

（六）完成取消融資登錄之通知 

本所登錄完成後，即回覆融資行轉知取消融資申請人。 
 

七、作廢登錄作業 

（一）作廢之申請 

票據權利人登入其往來銀行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料，申

請電子票據作廢。 

（二）作廢申請之核轉 

往來銀行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 CN 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申辦訊息，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利人，並檢核該票據票

況得以作廢後，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行。 

（四）作廢之簽章 

申辦行接到本所送來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作廢欄，送申辦

人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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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廢登錄之核轉 

銀行收到經申請人簽章作廢之票據，審核票據形式及作廢內容是

否正確、檢查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傳送本所登錄。 

（六）作廢登錄 

交換所收到簽章作廢之票據，應檢核電子票據是否經過竄改、申

辦人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辦理。 

（七）完成作廢登錄之通知 

本所完成作廢登錄後，即回覆核轉行轉知申辦人，並通知付款行

轉知發票人 
 

八、退回登錄作業 

所謂電子票據之退回係指電子票據收票人因故將票據退回發票人或前手者。 

（一）退回登錄之申請 

收票人登入往來銀行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料，申請退回

電子票據。 

（二）退回申請之核轉 

往來銀行檢核申辦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及申請人 CN 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收到申辦訊息，確認申請人為票據權利人並檢核該票據票況

得以退回後，調出該票據傳送核轉行。 

（四）退回之簽署 

申辦行接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準備電子票據退回欄，送申請

人簽章。 

（五）退回登錄之核轉 

銀行接到經申請人簽章退回之票據，審核票據形式及退回內容是

否正確、查核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傳送本所登錄。 

（六）退回登錄 

本所接到簽章退回之電子票據，檢核電子票據未經竄改、申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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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後，予以登錄。 

（七）完成退回登錄之通知 

本所完成退回登錄後，即回覆核轉行轉知申辦人，並以電子郵件

通知受退人，如未經提示交換前退回發票人者，即通知付款行轉

知發票人。 
 

九、撤銷付款委託登錄作業 

（一）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 

付款行接到發票人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應檢核申請人身分及撤

銷付款委託條件後，向交換所申請。 

（二）撤銷付款委託之登錄 

交換所檢核申辦行確為付款行後，予以登錄。 

（三）完成撤銷付款委託登錄之通知 

本所完成撤銷付款委託登錄後，即回覆申辦行轉知發票人，如該

票據已辦理融資，另即通知融資行。  
 

十、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錄作業 

（一）取消撤銷付款委託之申請 

發票人欲取消先前所辦理之撤銷付款委託，應向付款行申請。 

（二）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錄之核轉 

付款行接到電子票據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申請，應檢核申請人身分

與電子票據已撤銷付款委託後向交換所辦理。 

（三）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錄 

本所檢核申辦行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錄資料無誤，且確為付款行

後，予以登錄。 

（四）完成取消撤銷付款委託之登錄之通知 

本所完成取消撤銷付款委託登錄後，應即回覆申辦行轉知發票

人。如該票據已辦理融資，並應通知融資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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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撤票登錄作業 

所謂電子票據之撤票係指託收人申請撤銷存入託收之登錄。 

（一）撤票之申請 

託收人登入託收行之電子票據系統，輸入票據資料，申請撤銷存

入託收之登錄。 

（二）撤票申請之核轉 

託收行檢核申請人身分後，將申請訊息與申請人 CN 傳送交換所。 

（三）交換所調出票據 

本所接收申請訊息，確認申請人確為票據權利人及該票據票況得

以辦理撤票後，調出該票據傳送託收行。 

（四）撤票登錄之核轉 

託收行收到本所傳送之電子票據後，應加上簽章，將票據送本所

辦理撤票登錄。 

（五）撤票登錄 

本所接到核轉之撤票票據，經確認申辦行為票據存入行、申辦行

之簽章與憑證相符且有效、電子票據未經竄改後，予以登錄。惟

同一票據之撤票登錄，以五次為限。 

（六）完成撤票登錄之通知 

本所撤票登錄完成後，即回覆申辦行轉知申辦人。 

 

十二、重行提示作業 

電子票據退票後，執票人得重新辦理存入託收，由託收行重行提出交

換。其作業流程依據「肆、五存入託收登錄作業」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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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電子票據登錄資料查詢 

一、電子票據存款戶查詢 

票據發票人、執票人、背書人及執行退回交易人得依據「電子票據登

錄查詢須知」（如附錄四）規定，憑電子票據憑證，進入本所網站查詢

電子票據登錄資料。電子票據登錄資料查詢依查詢人身分之不同，分

為發票人查詢、執票人查詢、背書人查詢及執行退回交易人查詢四大

類。發票人查詢及執票人查詢可依查覆方式之不同，分為即時查覆及

批次查覆兩種。背書人查詢及執行退回交易人查詢，則僅提供即時查

覆。  

申請即時查覆者可即時查得回覆資料。但查覆資料超過一百筆者，即

改以批次方式回覆 

申請批次查覆者，不論查覆筆數有多少，均以電子郵件方式回覆。 

茲就查詢項目說明如下： 

（一）發票人查詢：指發票人依其所簽發之電子票據，就下列選項，擇

一查詢： 

1. 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含，下同）起回溯一年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

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來一至七日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及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來一至七日

內到期未兌付（含退票）之電子票據。 

（4）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 

2. 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到期之已兌付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三年內到期之未兌付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來一至三個月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二）執票人查詢：係指執票人依其所收受之電子票據，就下列選項，

擇一查詢： 

1. 即時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天內登錄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經其存入託收（含融資）且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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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之電子票據。 

（3）自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到期且未存入託收之電子票據。 

（4）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來一至七日內到期之已存入託收（含

融資）電子票據。 

（5）自查詢日起至指定未來一至七日內到期之未存入託收電子

票據。 

（6）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 

2. 批次查覆 

（1）自查詢日起回溯三年內到期且未兌付之電子票據。 

（2）自查詢日起至未來七年內到期之電子票據。 

 

（三）背書人查詢：係指背書人依其所背書轉讓之票據，就下列選項，

擇一查詢： 

（1）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經其背書轉讓未經持票人提示付訖

之電子票據。 

（2）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該張票據該背書人之所有

前手及其轉讓後一手之登錄紀錄）。 

 

（四）執行退回交易人查詢：執行退回交易人依其所退回之票據，就

下列選項，擇一查詢： 

（1）查詢日起回溯一年內，經其退回之電子票據。 

（2）指定單一票號之電子票據（查覆執行該張票據退回交易人

及其所有前手之登錄紀錄）。 

 

上述項目，除執票人查詢其未存入託收票據、背書人查詢、執行退回

交易人查詢三種，須自交換所網站查詢外，其他各類，查詢人可直接

向往來銀行查詢，或經往來銀行網站連線至本所查詢。惟查詢人直接

自往來銀行查覆之內容，僅限該客戶與該往來銀行交易之範圍，不含

該客戶於其他往來銀行交易之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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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參加銀行電子票據業務查詢 

參加銀行因業務需要，可由本所電子票據查詢介面，查詢下列資料以

玆參考： 

（一）託收行當日應提出交換票據之總張數、總金額。 

（二） 託收行自查詢日起至未來 1 至 7 天內，應提出交換票據之總張數、

總金額。 

（三）付款行當日應提回交換票據之總張數、總金額。 

（四） 付款行自查詢日起至未來 1 至 7 天內，應提回交換票據之總張數、

總金額。 

（五）託收行指定單一日期託收票據之總張數、總金額。 

（六）融資銀行指定單張融資票據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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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電子票據交換結算作業 

電子票據之交換結算為不分區作業，以總所為交換處理中心。為顧及參加銀

行與電子票據存戶作業習慣，電子票據提示交換及退票交換之作業方式與時

程，係配合實體票據作業時程辦理，其結算差額，併入實體票據辦理清算。

茲將其作業流程說明如下： 

一、提示交換結算作業 

（一）本所於票據整理日下午三點三十分，整理各託收行（提示行）截

至次一營業日（交換日）到期之應提示票據。 

（二）本所將整理完成之應提示票據明細資料檔（格式如附錄五之一），

於同日 16：30 至 17：30 置於 FTP server，供提示行自行提回確

認。 

（三）提示行於上述時間，提回本所提供之明細檔，將之與預備提示之

資料，相互核對。 

（四）提示行於整理日 16：30 至 18：00，將比對後之明細檔（格式如

附錄五之二），傳送本所，完成提出作業。 

（五）本所以提示行上傳之明細檔為交換結算之依據，於整理日 18：

00~20：00 進行分類結算，並彙整出各提回行（付款行）提回票

據之 XML 文件檔（格式如附錄五之三）與 MICR 格式（格式如

附錄五之四）扣帳檔，置於 FTP server，供各銀行提回。 

（六）分類結算產生各銀行之應收應付交換差額，併入當日實體票據差

額辦理清算。 

（七）提回行從本所提回電子票據 XML 文件檔及扣帳檔後，便可進行

扣帳存檔或退票處理。將應予退票之票據，製成電子退票理由

單，於交換日下午三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傳送本所，進行退票

交換。 

（八）茲將電子票據提示交換作業時程列示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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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票據提示交換作業時程表 

 

項          目 時      間 

1.本所整理次營業日應提示票據 票據整理日 15:30~16:30 

2.本所提供次營業日應提示交換明細檔供提示銀行確認 票據整理日 16:30~17:30 

3.銀行上傳提示交換明細檔 票據整理日 16:30~18:00 

4.電子票據分類結算 票據整理日 18:00~20:00 

5.銀行提回 
提回電子票據 MICR 格式扣帳檔
電子票據 XML 文件檔 

票據整理日 20:00 至 
交換日 9:00 

6.送央行辦理清算 票據交換日 9:00 

7.退票交換時間 
※參考電子票據退票交換
每日作業時程 

8.電子票據抵用時間 入帳起息 票據交換日 

 提取現款 票據交換日之次一營業日

 
註：電子票據交換作業時間分為兩階段： 

1.票據整理日：各交換銀行將客戶送存截至次一營業日到期之
電子票據加以整理，於當天營業時間後提出，由
本所分類結算。 

2.票據交換日：即整理日之次一營業日，上述經本所分類結算
之電子票據，送中央銀行辦理清算，並由付款行
提回扣帳，提示行入帳起息。 

 

二、退票交換結算作業 

電子票據退票後，付款行應傳送退票理由單及電子票據之 XML 文件檔

至本所辦理退票結算及登錄，並應提供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理由單

書面資料。作業流程訂定如下： 

（一）電子票據及電子票據退票理由單 XML 文件檔作業流程 

付款行從本所提回電子票據 XML 文件檔及電子票據扣帳檔進行

扣帳處理，遇有應予退票之交換票據，應產生電子退票理由單，

於規定時間內辦理退票交換作業，其作業流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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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回行（付款行）對於所提回之交換票據應予退票者，應產

生電子票據退票理由單 XML 文件檔（格式如附錄五之五），

並加上付款行電子簽章，於票據交換日 15:30~16:30 間，連同

電子票據 XML 文件檔，傳送本所辦理退票交換。前述退票理

由單號碼之前二碼英文字軌，由本所統一編賦，其後六位阿

拉伯數字請依序使用不得重複。本所編賦之字軌內容如下： 

（1）臺灣銀行：AE（93年1月7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007號函） 

（2）土地銀行：AH（93年3月1日台票總字第0930001737號函） 

（3）合作金庫銀行：AC（92年12月3日台票總字第0920008346號函） 

（4）第一銀行：AG（93年1月28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821號函） 

（5）華南銀行：AA（92年9月24日台票總字第0920006280號函） 

（6）彰化銀號：AF（93年1月20日台票總字第0930000722號函） 

（7）國泰世華銀行：AI（93年3月16日台票總字第0930002185號函） 

（8）兆豐銀行：AD（92年12月4日台票總字第0920008433號函） 

（9）臺灣中小企業銀行：AJ（93年4月28日台票總字第0930003494號函） 

2、本所將各退票銀行提出電子票據及電子退票理由單之 XML 文

件檔，與本所留存之提示資料檔比對，檢核文件格式內容與

退票資料無誤後，分類整理，並產生退票交換應提回之電子

退票理由單資料、退票提回明細資料檔(檔案格式如附錄五之

六)，供原提示銀行提回，惟對於退票資料檢核有誤者，本所

不列入結算，並發出主動訊息通知付款行。 

3、本所分類結算後，所產生之應收應付交換差額併入當日實體

退票交換應收應付差額計算，於 17：00 送中央銀行辦理清算。 

4、本所將該等電子票據及電子退票理由單之 XML 檔案重行置入

電子票據集保資料庫，登錄該等電子票據之票況為退票，並

將電子退票理由單資料轉匯入本所退票主檔，與實體退票合

併納入票信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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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提示行提回退票明細檔與電子退票理由單及電子票據之資

料，應依據提回退票交換明細檔，執行帳務處理，並通知提

示人。 

6、茲編訂電子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時程表如下： 

 

電子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時程表 

項        目 時間(票據交換日)

1.銀行提出電子退票理由單與電子票據之 XML 文件檔 15:30~16:30 

2.退票資料分類結算 16:30 

3.送央行辦理清算 17:00 

4.交換所電子票據退票系統登錄 17:40 

5.銀行提回退票交換明細檔 及 

 電子退票理由單與電子票據之資料檔 
17:00~19:00 

註：本項作業與實體票據退票交換作業採分別辦理。 

 

（二）電子票據及電子票據退票理由單書面資料作業流程 

1、書面資料格式 

（1）書面電子票據正本樣張部分 

A、以 A4 紙張直向列印，資料範圍、字體大小、顏色不

拘，由付款銀行自行訂定，但不得超出 A4 紙張範圍。 

B、A4 紙張上方，應列印票據法定要項（比照紙本票據

正面）。 

C、A4 紙張下方，應依本所登錄時間，依序列印背書轉

讓、存入託收、撤票、退回、融資及取消融資等登

錄資料（比照紙本票據背面）。如該退票之電子票

據無上述背書轉讓等登錄紀錄，則標示「本票據無

簽發登錄以外之登錄資料」。 

D、資料內容及格式詳如附圖 1、附圖 2。 

（2）書面電子票據退票理由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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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以 A4 紙張直向列印，資料範圍、字體大小、顏色不

拘，由付款銀行自行訂定，但以不超出 A4 紙張上半

部為限。 

B、列印項目及排序方式應完全比照實體票據退票理由

單，一式三聯。 

C、書面電子票據退票理由單左下角各聯用途之標示文

字列示如下： 

（A）第一聯：「本聯由退票行送交票據交換所列管」。 

（B）第二聯：「本聯由退票行併電子票據正本樣張

裝訂一起，送交提示行一併退予提示人」。 

（C）第三聯：「本聯由退票行留存備查」。 

D、資料內容及格式詳如附圖 3。 

2、電子票據退票後，由退票行之各分行自行列印電子票據正本

樣張及退票理由單書面資料，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1）第一聯由退票銀行加蓋單位及有權人員簽章後，遞送至

當地本所總（分）所之收件箱，由本所各分所轉送至本

所總所統一列管。 

（2）第二聯與電子票據正本樣張裝訂一起，由退票銀行於前

兩項書面資料加蓋單位及有權人員簽章後，依下列方式

遞送： 

A、退票銀行與提示銀行同屬當地本所總（分）所轄區

之退票，退票銀行應於規定時間內，將電子票據正

本樣張及退票理由單書面資料送交提示銀行（人工

交換地區），或投入當地本所總（分）所設置之提

示銀行保管箱（MICR 交換地區）。 

B、退票銀行與提示銀行分屬本所不同總（分）所轄區

之退票，退票銀行應將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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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單書面資料連同「提出跨所電子票據退票明細表」

（如附圖 4）一式三聯，依提示銀行所屬之本所總

（分）所別分別裝袋（不封袋），於規定時間送交

當地本所總（分）所。 

（3）第三聯由退票銀行留存。 

3、提示銀行除依照現行流程提回電子退票理由單與電子票據

XML 文件檔外，應另將放置於當地本所總（分）所保管箱內

之電子票據正本樣張及退票理由單書面資料提回，送交執票

人。 

4、如重行提示發生退票時，退票銀行除應於電子票據正本樣張

及退票理由單書面資料加蓋「重行提示」章外，其餘比照前

述各項說明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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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登錄資料至退票日（  年  月  日）止；退票日後之登錄資料應向台灣票

據交換所查詢。 

2.書面電子票據之登錄資料與台灣票據交換所登錄資料如有不符，以台灣票

據交換所登錄資料為準。 

3.簽發登錄以外之登錄資料： 

序號     登錄項目     登錄日期            備註 

（1）    背書轉讓    2008/08/20     受讓人 B234567890 

（2）    背書轉讓    2008/08/21     受讓人 C123456789 

（3）    退回        2008/08/21     被退回人 B234567890 

（4）    融資        2008/08/25     備償專戶帳號 2345678901 

（5）    取消融資    2008/08/30 

（6）    存入託收    2008/08/31     託收帳號 1234567890 

（7）    撤票        2008/09/01 

以下空白      

  

退票行 

代號及簽章 

  

  

付款行代號 999-9999

中華民國096年07月01日
發票人帳號 160012692 支票號碼AA1234567
憑票支付
受款人身份識別碼(憑證使用者識別碼/憑證序號/帳號) 
受款人電子信箱
新臺幣 $10,000,000     
此 致

付款行：○○商業銀行○○分行
付款地：○○市○○路○段○○號
電話：（99）99999999

支(

銀L
ogo 

行) 

票

禁止背書轉讓

發票人 中華股份有限公司

A123456789

aa@bbb.com.tw

付款行代號 999-9999付款行代號 999-9999

中華民國096年07月01日
發票人帳號 160012692 支票號碼AA1234567
憑票支付
受款人身份識別碼(憑證使用者識別碼/憑證序號/帳號) 
受款人電子信箱
新臺幣 $10,000,000     
此 致

付款行：○○商業銀行○○分行
付款地：○○市○○路○段○○號
電話：（99）99999999

支(

銀L
ogo 

行) 

票

禁止背書轉讓

發票人 中華股份有限公司

A123456789

aa@bbb.com.tw

附圖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