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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作業簡介 

第一節、 作業目的 

鑑於資訊技術發展與應用之精進、電子簽章技術之成熟、電腦化及

網路化之普及，爰規劃運用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及健保卡，建立受款

人對帳資料線上查詢作業機制，藉以推展電子化政府政策，兼使支付作

業服務多元化及自動化，進而落實優質服務機關願景。 

第二節、 作業對象 

凡與中央政府各機關往來之受款人，採用「存帳－跨行通匯」方式

領取國庫款項者，即可申請以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查詢對帳

資料。 

1. 使用工商憑證：依公司法完成登記之公司、分公司及依商業登記

法完成登記之商號（以下合稱營利事業），需先至「經濟部工商

憑證管理中心」(http://moeaca.nat.gov.tw)申請工商憑證。 

2. 使用自然人憑證：營利事業以外之受款人，申請查詢對帳資料

時，需先至「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http://moica.nat.gov.tw)申請

自然人憑證。 

3. 使用健保卡：營利事業以外之受款人，申請查詢對帳資料時，需

先 至 「 衛 生 福 利 部 中 央 健 康 保 險 署 」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mlogin.aspx)申請健保

卡網路服務註冊。 

第三節、 參加辦法 

申請者取得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以下合稱憑證 IC卡）

後，依各憑證管理中心規定，於限期內完成開卡程序，再以憑證 IC卡進

入網站服務系統(https://nss.nta.gov.tw)，『登入類型』選擇「經濟部工商

憑證」或「內政部憑證(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辦理相關帳號申

請、查詢等業務。 

http://moeaca.nat.gov.tw/
http://moica.nat.gov.tw/
https://cloudicweb.nhi.gov.tw/cloudic/system/mlogin.aspx
https://nss.n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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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電子化對帳服務網站查詢作業 

第一節、 登入路徑 

登入財政部國庫署網站服務系統(https://nss.nta.gov.tw)。 

第二節、 登入作業 

此網頁提供登入者利用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查詢營利

事業單位或個人之對帳資料，並提供各項相關網頁之連結、安裝說明及

用戶操作手冊等功能。 

 
圖 2-2-1網站電子化對帳服務-登入作業 

1. 登入者類型：以經濟部工商憑證、內政部憑證(自然人憑證)、健保

卡等三種身分，擇一辦理。 

A. 經濟部工商憑證：以營利事業統一編號作為申請使用之「使

用者帳號」，搭配工商憑證使用。 

 

B. 內政部憑證(自然人憑證)依照申請者身分又區分為： 

https://nss.nt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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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個人身分證號作為申請使用之「使用者帳號」，搭配

自然人憑證使用。 

 

b. 以工商憑證申請者，於本署核可使用後，授權特定自然

人查詢該營利事業單位相關資料。被授權者登入時「使

用者帳號」輸入原授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搭配其本身

自然人憑證使用。 

 

C.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健保卡)依照申請者身分又區分

為： 

a. 以個人身分證號作為申請使用之「使用者帳號」，搭配

健保卡使用。 

 

b. 以工商憑證申請者，於本署核可使用後，授權特定健保

卡查詢該營利事業單位相關資料。被授權者登入時「使

用者帳號」輸入原授權營利事業統一編號，搭配其本身

健保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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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憑證密碼：輸入所插入之憑證 IC卡 PIN碼。 

3. 按【登入】鍵，執行登入作業。尚未申請及本署未核可之帳戶，

將自動連結至「帳號申請作業」畫面，已核可者進入「查詢作

業」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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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帳號申請及查詢作業(NSS102E) 

此網頁提供網站電子化對帳服務之帳號申請、查詢及審核結果查詢

功能。 

 

圖 2-3-1帳號及申請查詢作業 

1. 於﹝申請人基本資料﹞輸入申請人資訊，紅底欄位為必要輸入欄

位。 

2. 於﹝帳號申請﹞輸入欲查詢之銀行帳戶相關資訊。 

3. 於﹝帳號申請﹞處新增銀行帳戶時，需先點選【新增】後才可開

始新增一筆銀行帳戶，紅底欄位為必要輸入欄位。 

4. 於﹝帳號申請﹞輸入完成後，需按【暫存】將該筆帳戶儲存。 

5. 欲刪除已申請帳號資料，需點選該筆欲刪除之資料，最右邊「是

否刪除」□ 欄勾選，可同時勾選多筆。 

6. ﹝申請人基本資料﹞及﹝帳號申請﹞二者均輸入完畢後，按【送

出】鍵送出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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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銀行代號」：可輸入部分銀行代號後，按【查詢銀行代號名

稱】鍵查詢銀行代號，或直接按【查詢銀行代號名稱】鍵查詢；

『銀行代號』或『銀行名稱』欄位可輸入部份銀行代號或部份銀

行名稱文字後，使用【查詢】鍵查詢，畫面如下： 

 

圖 2-3-2點選某一銀行代號，可將資訊帶回原輸入畫面 

8. 如果[申請人基本資料]中的『申請人名稱』與[帳號申請]之『戶

名』不同，致本署無法辨別時，申請人需檢附「存摺封面影本」

傳真或郵寄本署，傳真號碼：02-23913243，郵寄地址：台北市南

海路 1 號 1 樓。 

9. 申請送出後，約需 3 個工作日進行審核程序；帳號申請狀態可直

接以憑證 IC卡登入帳號及申請查詢作業，查詢審核結果。 

10. 已核准帳號資訊只能變更[戶名]或刪除資料。 

11. 銀行代號或存戶帳號錯誤，需先刪除錯誤資料後再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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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憑單支付資料入戶查詢對帳作業(NSS105E) 

此網頁提供申請人查詢對帳資料。 

 

圖 2-4-1憑單支付資料入戶查詢對帳作業 

1. 畫面顯示可查詢之帳號，提供查詢帳號【全選】、【全不選】二

項功能，或單一查詢帳號 □ 欄逐一勾選。 

 
圖 2-4-2提供查詢帳號全選或全不選 

2. 資料日期區間(yyymmdd 民國年月日)：輸入查詢之起迄日期(預設

為本月 1日至今日)。 

3. 機關名稱：輸入查詢之機關名稱(未填表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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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付狀態：下拉選單包含「退匯」、「已匯款」、「處理中」(未

填表全部)。 

5. 支付金額：輸入查詢之支付金額區間(未填表全部)。 

6. 發票字號：輸入查詢之發票字號(未填表全部)。 

7. 發票金額：輸入查詢之發票金額區間(未填表全部)。 

8. 排序別：依點選『帳號 + 日期』或『日期 + 帳號』排序。 

9. 按【查詢】鍵：顯示對帳資料，本處網站僅提供查詢最近一年內

資料。 

 
圖 2-4-3查詢對帳資料 

10. 按【列印】鍵：執行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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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憑證授權新增作業(NSS106E) 

此網頁提供營利事業設定被授權人可查詢之帳號權限。 

 

圖 2-5-1憑證授權新增作業 

1. 插入被授權人之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輸入憑證密碼(健保卡才需

要)，按【檢核憑證】鍵執行憑證檢核作業，檢核正確者，顯示畫

面如下。 

 
圖 2-5-2憑證授權–檢核憑證 

2. 畫面提供可設定帳號【全選】、【全不選】二項或於單一查詢帳

號□欄逐一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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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3憑證授權–全選或全不選 

3. 按【設定】鍵：執行權限設定作業。 

4. 此授權動作乃授權給該 IC 卡，因此如果被授權人 IC 卡換卡時，

應重新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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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已授權憑證查詢及異動作業(NSS107E) 

此網頁提供營利事業查詢已授權人員資料。 

 

圖 2-6-1已授權人員資料查詢 

點選人名，可查詢授權內容或辦理授權內容變更，畫面如下： 

 
圖 2-6-2查詢授權帳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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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最近登入記錄作業(NSS108Q) 

此網頁提供查詢最近登入記錄。 

 

圖 2-7-1查詢最近登入網站成功記錄之明細 

第八節、 支付業務表格下載 (NSS109Q) 

此網頁提供下載支付業務表格檔案。 

 

圖 2-8-1支付業務表格下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