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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發票多元捐贈
作業介紹及說明



報告大綱
 一、捐贈碼簡介
 二、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申請捐贈碼程序
 三、雲端發票多元捐贈方式
 四、交易前捐贈
 五、交易中捐贈
 六、交易後捐贈
 七、捐贈後之查詢
 八、捐贈後中獎獎金之處理



 發票募集是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籌募經費管道之一。

 推動雲端發票前，受捐贈機關或團體係以人工方式
募集發票、收取及對獎，耗費人力等成本。

 配合雲端發票推動，規劃「捐贈碼」機制，便利民
眾捐贈發票，達到下列效益：

1.提供自動對獎、查詢、中獎通知及獎金匯入服
務，減少受捐贈機關或團體人力等成本支出。

2.提高中、小型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受贈發票機會。

3.提供多元捐贈方式，便利民眾捐贈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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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捐贈碼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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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可自行選擇3至7位數字為其專屬
號碼申辦捐贈碼，受理民眾以捐贈碼捐贈雲端發
票。

• 捐贈碼可由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印製發送或民眾自行
列印，於消費時出示捐贈條碼。

• 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下稱平臺)提供捐贈
碼資料查詢及列印捐贈條碼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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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請XCA憑證
• 至組織與憑證管理中心填寫線上申請書

http://xca.nat.gov.tw/index.htm
• 列印憑證申請書並蓋用立案時原留之登記印鑑及負責人

印鑑及行文至登記立案之主管機關

二、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申請捐贈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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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至平臺申請捐贈碼
將XCA憑證插入讀

卡機登入

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網址：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二、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申請捐贈碼程序



(3)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申請變更

   二、受捐贈機關或團體申請捐贈碼程序

 捐贈碼設定或變更後3個月內不得再為更改，同一受捐贈機關或團體
之捐贈碼更改以3次為限。原捐贈碼6個月內不開放任何機關或團體
設定為捐贈碼。

 捐贈碼變更3個月內，消費者持原捐贈碼之條碼或口述原捐贈碼捐贈
發票，其中獎權利歸屬於原受捐贈機關或團體。逾3個月後未由其他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設定取得前，視為無主發票，原捐贈碼由其他受
捐贈機關或團體設定取得者，中獎權利歸屬於新設定取得該捐贈碼
之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更改捐贈碼後，應自負宣
傳責任，並承擔未能取得原舊碼捐贈發票中獎權利之風險。



三、雲端發票多元捐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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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
票證明

聯

雲端發
票

以傳統方式投入捐贈箱或郵寄捐贈

交易中：以捐贈碼捐贈或隨口捐



  

四、交易前捐贈(1/7)

消費者自行至平臺設定指定捐贈之機關或團體

聯名捐：受捐贈機關或團體與營業人合作發行認
同卡，至平臺申請整批設定捐贈



四、交易前捐贈(2/7)-消費者設定

消費者 各種雲端發
票載具

平臺設定

設定捐給A
機關或團體
設定捐給B
機關或團體

1. 消費者得將特定載具，事先設定捐贈對象，於完成設定後
翌日起，以該載具索取之雲端發票，上傳到平臺後均自動
捐贈至其指定捐贈對象。

2. 捐贈雲端發票於發票開立完成時，即發生捐贈效力，不得
撤銷。至於捐贈對象，則以發票開立日指定捐贈之對象為
準。



四、交易前捐贈(3/7)-聯名捐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可以跟其他團體組織合作，向平臺
申請載具整批設定捐贈對象。

例如A公司發行之認同卡或聯名卡不僅具有悠遊卡或
iCASH之小額付款功能，亦得作為雲端發票載具，而A
公司欲與B公益團體合作，讓消費者使用A公司認同卡
或聯名卡儲存雲端發票，自動捐贈給B公益團體。



四、交易前捐贈(4/7)-聯名捐

申請作業
1.符合申請資格者應於載具發行前2週，檢具下列文件函送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並副知載具發行機構應將特定載具號碼區間提供予
主管機關：

A.申請書(如附件1)。
B.檢附載具發行機構所出具之證明文件，如契約、合作備忘錄等。
C.經主管機關所要求之其他文件。
2.主管機關於收到申請文件等相關資料後，得視情形要求申請單位
補充資料或說明。
受捐贈對象資格
已於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完成註冊之受捐贈機關或團
體，始具備整批設定受捐贈對象資格。

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載具設定捐贈注意事項



四、交易前捐贈(5/7)-聯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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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載具設定捐贈注意事項



四、交易前捐贈(6/7)-聯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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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前捐贈(7/7)-聯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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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作業

●須核對申請內容，如指定捐贈對象確實已於平臺註冊
申請捐贈碼，及確認統一編號、單位名稱正確性。

●合作關係證明文件為形式審查，非實質審查。

平臺作業
●依照申請內容進行載具捐贈設定。

●於平臺公告申請載具之外觀樣貌及相關說明文字。



 

五、交易中捐贈(1/5)

以捐贈碼捐贈：捐贈碼基本認識與申請方式

隨口捐：開放口述捐贈碼表明捐贈



五、交易中捐贈(2/5)-以捐贈碼捐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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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

➀消費者結帳(無論有無出示載具)

➁出示捐贈碼條碼
(並必須說明為捐贈)

 ➂ 營業人將資料轉至 ERP / 
     輸出 MIG 上傳至大平臺 ➂ 捐贈成功

   不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消費流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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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如何取得捐贈碼﹖

  五、交易中捐贈(3/5)-以捐贈碼捐贈



營業人營業人

消費者消費者

消費者同時出示：
• 會員卡→證明會員身分
• 現金或電子票證(例：悠遊卡)→付款
• 共通性載具→儲存雲端發票
• 捐贈條碼→表明發票捐贈

• 紅利積點
• 確認付款成功，出貨
• 將發票資料與共通性載具產生連結
• 完成發票捐贈
• 不列印電子發票證明聯

營業人將資料(發票號
碼、載具類別號碼、共
通性載具號碼、捐贈碼
等)轉至 ERP / 輸出 MIG 
上傳至大平臺

共通載具 :  /RZR1DH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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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碼:  1 2 3 4 5

情境：消費者同時出示捐贈碼及其他載具時

 五、交易中捐贈(4/5)-以捐贈碼捐贈



五、交易中捐贈(5/5)-隨口捐
財政部推動以口述捐贈碼方式，讓消費者口述即可
捐贈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可和特定營業人合作

情境：

消費者選擇捐贈後，發票即捐贈給營業人合作之
「特定受捐贈機關或團體」

不強制，營業人可選擇是否要和特定受捐贈機關或
團體合作

消費者購物 開立發票

我要捐
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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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易後捐贈(1/3)



六、交易後捐贈(2/3)－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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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基於系統作業問題，平臺於每期開獎月20日起即不提供該
期雲端發票事後捐贈，至次月6日始再開放下期雲端發票捐贈。

動動手指，完成捐贈



六、交易後捐贈(3/3)-行動捐贈機

以行動捐贈機，提供民眾捐贈
雲端發票

行動捐贈機設計：可過卡、可
連線平臺、可隨身攜帶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可洽國稅局
相關推廣活動進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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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統一發票募集箱之電子版

備註：目前行動捐贈機可讀取悠遊
卡、iCASH、手機條碼及全聯福利卡。



 七、捐贈後之查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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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XCA登入平臺後，可查詢：
• 當期營業人已上傳之受贈雲端發票數量。
• 於每期發票開獎日前5日可查詢並下載當期

受贈發票號碼。
• 開獎後可查詢中獎發票號碼與獎項。

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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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捐贈後之查詢(2/2)

消費者得以下列方式登入平臺查詢，查詢之發票字軌號
碼後三碼將予以隱藏。
• 持載具之消費者，得以載具登入查詢。
• 未持載具之消費者，得登入平臺，至全民稽核區，
輸入捐贈碼、消費日期、開立營業人及時段登入查
詢。



八、捐贈後中獎獎金之處理

 消費者一旦完成雲端發票之捐贈，該筆雲端發票之中
獎權利即屬於該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消費者不得主張
任何中獎權利。

 消費者以未經申請註冊或已取消之捐贈碼進行捐贈
者，中獎獎金屬未兌領獎金，供下期給獎或於年度中
作為增開組數使用。

 於領獎日後，獎金將直接匯入受捐贈機關或團體所指
定之金融或郵政機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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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雲端發票整合服務平臺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客服專線：0800-521-988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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