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銀行網路銀行隨身版 App 介接 Paytax 繳稅介紹 

一、 臺灣銀行 APP 簡介 

為便利本行網路銀行個人用戶使用行動裝置上網操作網路銀行服務，自 101

年 3 月 26 日起提供「網路銀行隨身版」APP 服務(以下簡稱本行 App)，本行 App

具帳戶金融服務、匯率/利率/黃金牌價查詢、營業據點/ATM 據點定位查詢等相

關服務，其中帳戶金融服務最為完整，涵蓋本行所有業務範圍，如：台外幣存款、

放款、基金、黃金、信用卡等帳務查詢及交易等項目。同時，本行 App 支援 Apple 

iOS for iPhone 及 Google Android 兩大行動裝置作業平台，涵蓋全球市場 99.9％ 

的市佔率(Gartner, 2017 全年度行動作業系統市占率調查)。 

為提供完善之金融服務，本行 App 持續擴充功能及服務，除增強存匯帳戶

之服務項目外，亦陸續增加金融資訊查詢及個人化資訊服務項目，並針對智慧型

手機及平板電腦操作顯示介面進行優化，提升操作便利性。 

本行 App 服務內容整理如下： 

網路銀行 

帳戶交易 新臺幣轉帳/定存服務 

繳費/繳稅 
就學貸款還款 

個人貸款額外還本 

外匯轉帳/結匯/定存服務 

帳戶查詢 存款、支票、放款、外匯類查詢 

信用卡服務 餘額查詢、帳單明細查詢及黃金點數換購 

基金理財 單筆/定期(不)定額申購、轉換、贖回、異動及往來明細查詢

黃金理財 買進、回售、餘額查詢、往來明細查詢 

黃金撲滿申請/異動及每月購買數量明細查詢 

ATM 無卡提款 取號、查詢及取消 

臺銀隨身 Pay 申

請/異動 

臺銀隨身 Pay 申請、異動及註銷 

個人設定 使用者密碼或代號變更、辨識暱稱變更 

快速登入申請/

異動 

快速登入申請、快速登入取消、圖形密碼變更 

牌價查詢 

匯率利率 牌告匯率、歷史匯率、新臺幣及外匯存款利率 

黃金牌價 新臺幣/美元/人民幣黃金存摺牌價、歷史牌價查詢、黃金撲

滿乖離率判斷日 

理財試算 新臺幣定存、消費者貸款、年金計畫、外匯定存、房貸、信



 

用卡循環利息、預借現金手續費等試算服務 

信用卡 

信用卡掃碼支付、信用卡介紹、信用卡商店優惠、信用卡活動訊息 

客戶服務 

服務公告、服務據點、聯絡客服、版本資訊、通知訊息推播設定等服務 

出國結匯 

Easy 購外幣現鈔及旅支系統 

通知訊息 

發佈各項業務最新消息。 

訊息活動 

最新消息、活動消息 

其他服務 

eTag 儲值、便利資訊 

臺銀隨身 Pay 

隨身 Pay 交易 Paytax 繳稅、台灣 Pay 購物/繳費/轉帳、台銀自行電子化收

款服務、行動轉帳、臺電繳費 

其他服務 查詢交易紀錄、密碼變更、電子發票手機條碼查詢綁定 

線上取號 

線時取號、預約掛號、預約查詢 

雲端銀行 

線上申請、預填表單、案件查詢、網路櫃檯 

E 企簡易版 

企業客戶專屬功能 

 
   



 

二、臺灣銀行「網路銀行隨身版」APP 申辦方式 

本行介接 Paytax 繳稅機制將透過本行 App 之「臺銀隨身 Pay」服務進行繳

稅交易，爾後介紹將以「臺銀隨身 Pay」之申辦方式、身分認證機制、下載註冊

及繳稅流程予以說明。 

「臺銀隨身 Pay」之申辦方式需以下二步驟： 

1. 使用行動裝置之 App store(iPhone 系列手機)或 Play 商店(Android 系列

手機)下載「臺灣銀行」App。 
2. 客戶下載完成後，開啟本行 App，依序點選「網路銀行 > 臺銀隨身

Pay 申請/異動」功能，進行裝置註冊與綁定，完成後，點選首頁「臺

銀隨身 Pay」功能並登入後，即可使用「臺銀隨身 Pay」進行繳稅交易。 
(註：詳細之說明，請參照第四點「臺銀隨身 Pay」下載及註冊步驟) 

三、「臺銀隨身 Pay」身分認證機制 

「臺銀隨身 Pay」之身分認證機制係依據「金融機構辦理電子銀行業務安全

控管作基準」第七條四項低風險交易採用「兩項以上技術」之安全設計，並符合

第(一)及第(二)項技術，詳細說明如下： 

「金融機構辦理電子銀行業務

安全控管作基準」條文內容 
「臺銀隨身 Pay」 
身分認證機制說明 

(一)客戶與金融機構所約定之資訊，

且無第三人知悉(如密碼、圖形鎖、手

勢等) 

客戶首次使用「臺銀隨身 Pay」須先設

定登入密碼，可選擇圖形密碼或英數字

密碼。每次進入「臺銀隨身 Pay」時皆

須輸入此密碼已確認本人。 

(二)客戶所持有之設備，金融機構應

確認該設備為客戶與金融機構所約定

持有之實體設備(如密碼產生器、密碼

卡、晶片卡、電腦、行動裝置、憑證

載具等) 

客戶首次使用「臺銀隨身 Pay」服務須

先綁定該行動裝置，日後僅能使用此裝

置進行「臺銀隨身 Pay」交易。如需變

更裝置則須重新綁定，而舊裝置則失效

無法再使用此服務。 



 

四、「臺銀隨身 Pay」下載及註冊步驟 

「臺銀隨身 Pay」下載及註冊可分為行動裝置下載 App 及註冊與綁定二個步驟，詳細說明及畫面如

下： 

1. 行動裝置下載本行 App。 

Step 1: 使用 QR code 掃描器

掃描以下 QR code 即可進入下

載本行 App 畫面 

Step 2: 亦 可 至 App 
store(iPhone手機)或Play商
店(Android 手機)下載本行

App 

Step 3: 安裝完成後可於手

機看到「臺灣銀行」App 

 

 

 
 

 

 

   



 

2. 行動裝置註冊與綁定。 

1.開啟本行 App，點選「網路銀

行」 

2. 點選「臺銀隨身 Pay 申請/異

動」選項 

3. 登入網路銀行(第一階段登

入) 

  

4. 登入網路銀行(第二階段登

入) 

5. 簽署「臺銀隨身 Pay 服務約

定事項」，點選「同意」 

6. 簽署「電子銀行服務約定事

項」，點選「同意」 

 

… … 

 



 

7. 畫面將列出已申請非約轉之

帳號 

8. 勾選欲使用之扣款帳號並填

入帳號別名後，點選「下一步」

9. 確認申請之帳號並選擇安控

機制後，點選「確認」(此處以

簡訊 OTP 為例) 

   

10. 確認簡訊發送注意事項

後，點選「是」 

11. 請填入簡訊所收到之「簡訊

密碼」，點選「確認」 

12. 請選擇使用臺銀隨身 Pay 之

密碼類型(此處以手勢密碼為

例) 

 

 

 

   



 

13. 請設定使用臺銀隨身 Pay

之密碼。 

14. 請再次輸入密碼。 15. 申請完成，可開始使用臺銀

隨身 Pay 服務。 

  

 



 

五、「臺銀隨身 Pay」繳稅流程 

1. 繳納「牌照稅」流程 

Step 1: 於行動裝置點選臺灣銀行 App Step 2: 選擇「臺銀隨身 Pay」 Step 3: 輸入登入密碼以確認本人身分 

 

 

 



 

Step 4: 登入成功後，可直接掃描稅費帳單

之 QR code 
Step 5: 掃描成功將出現繳稅資料，確認正

確並選擇扣款帳號及交易安控後，即可點

選「確認」按鈕 

Step 6: 客戶於本行註冊之手機收取簡訊

並填入簡訊動態密碼(此處以簡訊 OTP 為

例)，即可點選「確認」按鈕 

 

 

 

 



 

Step 7: 交易成功將顯示以下畫面。 
  

 

  



 

2. 繳納「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稅款」流程 

Step 1: 於行動裝置點選臺灣銀行 App Step 2: 選擇「臺銀隨身 Pay」 Step 3:輸入登入密碼以確認本人身分 

   



 

Step 4: 登入成功後，可直接掃描稅費帳

單之 QR code 
Step 5: 掃描成功將出現繳稅畫面，

填入「繳稅義務人身分證統一編號

號」後，即可點選「確認」按鈕。(此
處以同帳號之身分證統一編號為例) 

Step 6: 因同 ID，將提示累計繳納稅

額，確認無誤後請點選「確認」按鈕。 

 

 

 



 

Step 7: 客戶自行填入繳納稅額(下方提

示以差額繳納)、並選取扣款帳號及安控

方式後，即可點選「確認」按鈕。(此處

以簡訊 OTP 為例) 

Step 8: 確認簡訊發送注意事項後，

點選「是」。 
Step 9:客戶於本行註冊之手機收取簡

訊並填入簡訊動態密碼，即可點選「確

認」按鈕 

 

 

 



 

Step 10:交易成功將顯示以下畫面。  
 

 

  



 

3. 繳納「綜合所得稅核定開徵稅款」流程 

Step 1: 於行動裝置點選臺灣銀行 App Step 2: 選擇「臺銀隨身 Pay」 Step 3: 輸入登入密碼以確認本人身分 

   



 

Step 4: 登入成功後，可直接掃描稅費帳單

之 QR code 
Step 5: 掃描成功將出現繳稅畫面，選擇扣

款帳號及交易安控後，即可點選「確認」

按鈕。 

Step 6: 客戶於本行註冊之手機收取簡訊

並填入簡訊動態密碼(此處以簡訊 OTP 為

例)，即可點選「確認」按鈕。 

  

 



 

Step 7: 交易成功將顯示以下畫面。 
(身分證統一編號明碼表示，交易帳號明碼表示)

 
 

 

  



 

4「行動繳稅」交易明細查詢 

     

Step 1: 於行動裝置點選臺灣銀行 App Step 2: 選擇「臺銀隨身 Pay」 Step 3: 輸入登入密碼以確認本人身分 

   



 

Step 4: 進入掃描畫面，點選右上角「選單」

按鈕。 
Step 5: 點選「查詢交易紀錄」 Step 6: 查詢類別點選「行動繳稅」 

 
  

 
   



 

Step 7: 查詢出交易明細 
(身分證統一編號後 4 位以*隱碼表示，交易帳號

7~12 位以******隱碼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