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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作業說明 

1. 網路申報：納稅義務人於當年度網路申報期間，將前一年度之結算

申報資料登錄於申報系統，並完成申報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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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操作說明 

手機版作業環境需求如下： 

A. 作業系統：Android 13 以上或 iOS 15 以上作業系統。 

B. 瀏覽器：Chrome 111 以上或 Safari 16 以上瀏覽器。 

C. 行動電話認證、戶口名簿戶號+查詢碼或行動自然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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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手機版操作說明 

(一) 登入方式 

使用手機裝置開啟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https://tax.nat.gov.tw/)進入綜

合所得稅專區，點擊 [手機報稅] ，系統會偵測用戶裝置並轉導到手機版畫

面，用戶可於此進行申報。 

   

https://tax.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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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版申報方式」提供三種登入方式： 

A. <行動電話認證>登入：使用手機門號、身分證號與健保卡號進行登入

認證。 

B. <戶口名簿戶號+查詢碼>登入：使用戶號（戶口名簿上之戶號）與納

稅義務人本人<身分證統一編號>上傳報稅主機，比對正確後，即可網路

收件完成申報。 

C. <行動自然人憑證>登入：透過「行動自然人憑證」app 進行登入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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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行動電話認證 

填入身分證統一編號、電信業者、手機號碼、健保卡號與圖形驗證碼後點

擊[執行身分認證]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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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 戶口名簿戶號+查詢碼 

用戶填入身分證統一編號、戶號、查詢碼、出生年月日與圖形驗證碼後點

擊[執行身分認證] 即可。 

 
C-1. 行動自然人憑證 

用戶填入身分證統一編號與圖形驗證碼後點擊 [執行身分認證]，依據「行

動自然人憑證」app 指示操作身分驗證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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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填寫基本資料 

用戶完成身分驗證後會進入「步驟 2-填寫資料」，系統帶入納稅義務人資料，

請自行編輯或輸入「配偶」、「扶養親屬」、「行動電話」、「市內電話」、「電子

郵件信箱」與「戶籍地址、聯絡地址」後，點擊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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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確認稅額 

用戶完成基本資料填寫後會進入「步驟 3-確認稅額」，用戶可逐項、逐頁檢

視所得、扣除額等資料。用戶確認完成後，點擊 [下一步]，即可進行繳稅。

如所得資料需要編輯，請點選[切換編修模式]，畫面將導入線上版申報畫面，

即可進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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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繳退稅 

用戶完成確認稅額無誤後即可進行繳稅或退稅。手機版提供 6 種繳稅方式與

2 種退稅方式。 

  

1. 繳稅 

系統提供 6 種繳稅方式分別為「行動支付/電子支付帳戶」、「委託取款轉帳繳

稅」、「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線上即時扣款)」、「信用卡繳稅」、「現金或票據(申

請延期或分期請按此鈕」、「自動櫃員機繳稅(自行至 ATM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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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行動支付/電子支付帳戶 

選擇使用「行動支付/電子支付帳戶繳稅」者，完成「本次應繳納稅額」

確認後，選擇行動支付業者，點擊 [申報資料上傳] ，完成滿意度調查後

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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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手機版軟體使用手冊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頁次:14 

B. 委託取款轉帳繳稅 

選擇使用「委託取款轉帳繳稅」，用戶完成「本次應繳納稅額」確認後，

選擇「存款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並設定存款帳號後，點擊 [申報上

傳] ，完成滿意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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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線上即時扣款)」 

選擇使用「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線上即時扣款)」，用戶完成「本次應繳

納稅額」確認後，選擇「轉出銀行」，並設定轉出帳號後，點擊 [申報上

傳] ，完成滿意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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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信用卡繳稅 

選擇使用「信用卡繳稅」，用戶完成「本次應繳納稅額」確認後，選擇「持

卡人/身分證統一編號」，並完成信用卡資料填寫，完成滿意度調查後即可

完成申報。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手機版軟體使用手冊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頁次:17 

E. 現金或票據(申請延期或分期)  

選擇使用「現金或票據(申請延期或分期請按此鈕)」者，完成「本次應繳

納稅額」確認後，點擊 [申報資料上傳] ，如應自行繳納稅額超過 3 萬元，

於完成滿意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並列印繳款書及收執聯。如應自行繳

納稅額等於或小於 3 萬元完成申報後，即可取得超商繳納單號於 5 月 31

日前至四大超商多媒體資訊機(KIOSK)輸入編號列印繳納單依期限完成

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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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自動櫃員機繳稅 

選擇使用「自動櫃員機繳稅」，用戶完成「本次應繳納稅額」確認後，詳

閱說明文字並依說明操作 ATM 進行繳稅，點擊 [申報上傳] ，完成滿意

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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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退稅 

系統提供 2 種繳稅方式分別為「直撥(轉帳)退稅」、「憑單退稅」。 

 

A. 直撥(轉帳)退稅  

選擇使用「直撥(轉帳)退稅」，用戶選擇「存款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並

設定存款帳號後，點擊 [申報資料上傳] ，完成滿意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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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憑單退稅 

選擇使用「憑單退稅」，確認退稅金額無誤後，點擊 [申報資料上傳] ，完成

滿意度調查後即可完成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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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完成申報並下載回執聯 

用戶完成申報後可於「步驟 5-申報完成」檢視申報結果，完成申報後請記得

點擊 [取得收執聯 PDF] 並另存收執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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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附件上傳 

申報上傳後若有應檢附文件，可於手機報稅首頁，點選「申報附件上傳」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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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使用電腦手機直接複製附件上傳網頁再行登入，附件上傳將會顯示 3

種身分認證方式供申報人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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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後系統會提示，附件上傳容量上限 10MB 以下上傳，附件檔案不可加

密， 若超過此大小請於 112 年 6 月 12 日前，以紙本逕送(寄)戶籍所在地

或就近至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或服務處代收。 

上傳附件檔案格式限於 清晰可辨識之 pdf、jpg、png 檔，可單檔上傳， 合

計檔案大小不得超過 10MB。 

上傳附件若有不清晰或國稅局有調查需要時，需提示有關文件，為保障權

益，請將相關證明文件(含原始憑證)保存 7 年，以便日後查考。 

由本系統上傳之各項證明文件均與正本相符，如有不符需負法律責任。 

請詳讀後勾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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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下載應檢送各項文件單據申報】可查看申報項目應檢送各項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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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欲上傳之附件之類別並可於後方備註欄位登打欲註明內容，再瀏覽欲

上傳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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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傳成功後，會提示作業成功，點【確認】。 

 
 

附件上傳 30 分鐘後請再次檢查附件上傳狀態，黃燈為檢核中、綠燈為檢核

成功、紅燈為檢核異常，若檢核異常請於申報期限內重新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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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查詢上傳檔案狀態】可確認附件上傳情形。 

 
 
請確認網路附件上傳狀態明細表確認附件的上傳狀態是否有檢核成功，若

檢核異常，請重新檢查附件再次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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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表列印 

3.1 電子報繳稅網站 

 

本系統在網路報稅網站查詢區提供各種報表查詢，如下所示。 

1. 申報結果查詢 

2. 繳稅紀錄查詢 

 線上繳稅紀錄查詢 

3. 統計分析查詢 

 依區域別統計分析查詢 

 依年齡別統計分析查詢 

 依星期別統計分析查詢 

 依日期別統計分析查詢，(上年度)依日期別統計分析查詢 

 列舉扣除額及標準扣除額件數統計 

 依性別統計分析查詢 

 全國各國稅局線上繳稅統計分析（全國） 

 

https://tax.nat.gov.tw/info_IRX_search.html?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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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錯誤訊息說明與處理 

申報上傳時，如申報失敗，報稅主機會回傳錯誤訊息至用戶端。請依據訊

息處理與說明，修正相關資料。 

客戶端程式使用時，各種提示訊息、警告訊息與錯誤訊息等，參閱以下說

明： 

 
【起始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您現在所使用的為最新版程式. 程式版本適用，可上

傳申報。 

 

 

【主執行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您即將離開本系統，請問您要儲存申

報資料嗎? 

若有更新資料需保

留，請選確定。 

 

 

【親屬資料】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請問此位親屬為無謀生能力者嗎? 若是，請選確定，反

之則否。 

 

2 請問此位親屬為身心殘障者嗎 若是，請選確定，反

之則否。 

 

3 ●為無謀生能力者，請檢附公立醫院證

明或經村里長證明辦公處文書或其他

適當證明文件. 或為身心殘障者，請檢

附醫生證明或殘障手冊影本. 

請選確定  

4 ●請檢附當年度繳納學費收據、學生證

影本、在學證明書或畢業證書影本. 

請選確定  

5 ●請檢附其父母親職業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6 ●請檢附其父母親之身分證正反面影

本，身分證已換發新版（無職業欄記

載）者，可檢附其服務機關掣發在職

證明或薪資所得的扣繳憑單或投保單

位開立之全民健康保險的繳費收據或

其他適當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7 ●請檢附經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核驗後之居民身分證影本、親屬證明

及其他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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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請檢附折舊、修理費、地價稅、房屋

稅及其附加捐、以出租財產為保險標

的物所投保之保險費、向金融機構借

款而出租之利息. 

請選確定  

9 ●請檢附地價稅單影本. 請選確定  

10 ●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列舉扣除】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檢附捐贈收據正本. 請選確定  

2 ●檢附捐贈收據正本. 請選確定  

3 ●檢附保險費收據正本、機關團體彙繳

由納稅義務人負擔之員工保險費,應

檢附服務單位填發之證明. 

請選確定  

4 ●檢附公立醫院、公勞保特約醫院或經

財政部認可之醫院所出具之收據正

本. 

請選確定  

5 ●檢附稽徵機關審定之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6 ●檢附金融機構之利息單據[收據或證

明]正本及房屋所有權狀影本或建築

物登記簿謄本. 

請選確定  

7 ●檢附公職候選人競選經費受贈收據

正本. 

請選確定  

8 ●檢附政黨受贈收據正本. 請選確定  

9 ●檢附經選舉委員會核認之競選經費

收支結算表影本及經費 

請選確定  

10 ●檢附收據正本 請選確定  

11 ●對政府及國防勞軍之捐獻   

12 ●對已依相關法令登記或立案之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之

捐贈(以所得總額之總和％為限) 

  

13 ●人身保險   

14 ●每人最高總額＊元 請選確定  

15 ●醫療及生育費   

16 ●災害損失   

17 ●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   

18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對候選人之

捐贈 

  

19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對政黨之捐

贈. 

請選確定  

20 ●依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候選人之競

選經費 

  

21 ●依私立學校法規定對私立學校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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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 

22 ●以所得總額之總和＊％為限   

23 ●您目前尚未有應檢送列舉扣除證明

文件單據. 

請選確定，並檢查申

報內容是否正確 

 

 

【扣除額】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2 ●檢附殘障手冊影本或專科醫生診斷

為嚴重病人之診斷證明書影本. 

請選確定  

3 ●檢附繳費收據影本或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投資抵減】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請檢附被投資事業出具之投資抵減

稅額證明書或稽徵機關核發之餘額

表. 

請選確定  

 

【重購自用住宅】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應檢附重購及出售自用住宅房屋的

買賣契約(應檢附向地政機關辦理移

轉登記蓋有收件章之契約文件影本代

替)、所有權狀影本及申請扣抵或退還

年度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請選確定  

 

【大陸地區所得】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應檢附先送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目前為財團

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驗證後之大陸

地區完納所得稅證明文件 

請選確定  

 

【申報上傳】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注意!   

1. 若前次申報已採線上繳稅，經申報

資料上傳成功後，本次應繳金額將

扣除前次已繳金額，繳稅者採線上

繳稅，退稅者由國稅局核定後主動

請選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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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人工退稅!   

2. 於申報上傳成功後，申報時戶籍地

將不允許變更，請確認您所輸入之

申報時戶籍地為正確資料後，再進

行申報.  

現在即將上傳綜合所得稅結算申

報資料，建議您於上傳申報前，

儲存現在即將上傳之申報資料，

請問您確定要現在上傳嗎? 

2 ●上傳申報成功!請您列印收執聯，若

您有應檢附證明文件，請您列印應檢

送各項文件單據申報表與廣告回函，

謝謝! 

請選確定  

3 ●上傳申報成功! 

細節說明如下: 請您列印收執聯，

若您有應檢附證明文件，請您列印

應檢送各項文件單據申報表與廣

告回函，謝謝! 

請選確定  

4. 現金繳稅訊息 

1.請於申報期限內持結算稅額繳款書

向代收稅款機構繳納，逾期繳納者，

依法加徵滯納金及滯納利息。 

2.網路申報使用現金或支票繳稅，經

上傳資料成功後，得變更其他繳稅方

式（如委託取款轉帳繳稅、晶片金融

卡、信用卡或活期(儲蓄)存款帳戶繳

稅），惟將均以應自行繳納稅額全額

扣款，為維護您的權益，請審慎選擇

繳稅方式。 

請選確定  

 

選擇金融機構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查無此金融機構,請重新輸入查詢條

件 

請重新輸入  

 

選擇行動支付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請於繳納期間屆滿後 2日 24時前透過

開辦「行動支付工具」繳稅業者之

APP( t wallet、智付寶 Pay2go、台灣

Pay、土銀行動銀行、合作金庫銀行、

第一銀行第 e 行動、華銀行動網、彰

銀行動網、兆豐商銀、臺灣企銀行動

請選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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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及臺灣銀行-網路銀行隨身版等

共 11 種 APP，可掃描右邊 QR-Code

行動條碼或手動點選「行動支付繳稅

APP」上「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自繳

稅款」選項)繳納稅款。 

(另顯示 QR-Code) 

 

 

【Warning 警告訊息】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現在最新版本為..版，建議您上網路

下載更新程式. 

請選確定，並下載最

新版本重新安裝。 

 

 

共用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您確定要刪除此筆資料嗎?.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基本資料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本人出生年小於 20 歲，請確認是否

正確! 

若是，請選確定；納

稅義務人小於 20 歲，

未婚不可為納稅義務

人。 

 

 

2 ●配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不合邏輯

檢查，請確認是否正確!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親屬資料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身分證統一編號不符合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外僑身分證統一編號邏輯

檢查，請確認是否正確!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2 ●身分證統一編號不符合大陸身分證

統一編號邏輯檢查，請確認是否正確!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所得資料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您所輸入的所得人數已達九人，超出

輸入的所得資料將無法採用薪資特別

扣除額. 

請確認申報資料  

2 ●扣繳稅額大於扣繳率…％. 請您確

認輸入資料無誤. 

請確認輸入資料無誤  

3 ●可扣抵稅額大於可扣抵率＊％. 請 請確認輸入資料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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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確認輸入資料無誤. 

 

【Error 錯誤訊息】  

主執行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代碼檔 CRC 檢查錯誤，檔案可能已

經損毀，請重新下載代碼檔案，或重

新安裝系統. 

請將程式移除後重新

安裝 

 

2 ●您的電腦尚未安裝說明檔，請於 Etax

網路報繳稅主機下載綜合所得稅"綜

合所得稅電子申報繳稅系統"說明

檔，謝謝! 

下載綜合所得稅網際

網路申報系統說明檔 

 

3 ●已經超過網際網路申報期限(民國

＊), 請改採人工方式申報. 

採人工方式申報  

 

 輸出入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申報資料下載失敗，無法產生加密資

料. 

1. 請驗證憑證 

2. 確認網路連線參

數設定是否正確 

3. 請在不同時段連

線傳輸 

 

2 ●申報資料下載失敗，下載之資料格式

不符.. 

1. 請驗證憑證 

2. 確認網路連線參

數設定是否正確 

3. 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1. 可能是檔案

下載不完全 

2. 檔案存於磁

片,而磁片毀

損 

3 ●您於前一年度未有申報成功紀錄，下

載作業取消. 

請直接進入程式登打

資料 

 

4 ●申報資料下載失敗，原因如下:------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3.連絡客服中心 

 

5 ●申報資料上傳失敗，無法產生加密資

料 

1. 請驗證憑證 

2. 確認網路連線參

數設定是否正確 

3. 請在不同時段連

線傳輸 

4. 連絡客服中心 

 

6 ●申報資料上傳失敗，下載之資料格式

不符. 

1. 請驗證憑證 

2. 確認網路連線參

數設定是否正確 

3. 請在不同時段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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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傳輸 

4. 連絡客服中心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7 ●申報資料上傳失敗，錯誤原因如

下:------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3.連絡客服中心 

 

8 ●網際網路連線失敗! 請檢查您的

TCP/IP 網路設定值是否無誤.如果您

是使用 Modem 撥接的用戶，請您檢查

是否已啟動連線作業.如果您是使用

區域網路的用戶，並且此一網路已被

防火牆保護，請確認您的 Proxy 代理

伺服器設定值無誤. 

1.確認網路連線設定

是否正確。 

2.直接啟動瀏覽器，觀

察是否可連上網際

網路。 

3.Proxy 設定若不熟

悉，請洽詢網管人

員。 

 

9 ●網路作業逾時，可能現在網際網路線

路繁忙，請稍待一會兒，再執行網路

作業.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等候一段時間再

試 

 

10 ●使用者取消網際網路傳輸作業!   

11 ●申報資料下載失敗，可能現在網際網

路線路繁忙，請稍待一會兒，再次執

行上傳作業.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 請等候一段時間再

試 

 

12 ●申報資料下載作業被使用者取消.   

13 ●申報資料上傳失敗，可能現在網際網

路線路繁忙，請稍待一會兒，再次執

行上傳作業..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14 ●申報資料上傳失敗，錯誤原因如

下:-----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3.連絡客服中心 

 

15 ●請申報資料上傳作業被使用者取消.   

16 ●申報資料檔案"….."已經損壞，請讀

取其他檔案，或請重新建立申報資料. 

1. 請檢查軟碟機及

硬碟 

2. 請重新建立申報

資料. 

3. 重新下載檔案 

1.可能是檔案下

載不完全 

2.檔案存於磁

片,而磁片毀

損 

3.硬碟壞軌 

4.加密不完全 

5.軟碟機毀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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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7 ●讀取申報資料檔案"……"失敗，請檢

查您的磁碟機是否可以正常讀取. 

1.請檢查軟碟機及硬

碟 

2.請重新建立申報資

料. 

3.重新下載檔案 

1.可能是檔案下

載不完全 

2.檔案存於磁

片,而磁片毀

損 

3.硬碟壞軌 

4.加密不完全 

5.軟碟機毀損 

18 ●資料檔案"….."不是您本人的申報資

料，請重新讀取其他檔案. 

請選擇該憑證之申報

人資料 

 

19 ●儲存檔案失敗，可能系統資源不足，

請於結束其他應用程式後，或於重新

開機後，再試一次. 

1.系統資源不足 

2.軟體安裝不完全 

3.軟體不支援該作業

系統 

 

20 ●儲存申報資料檔案"……"失敗，請檢

查您的磁碟機是否正常，或者是否有

足夠空間. 

請檢查儲存空間是否

足夠 

 

21 ●檢查版本失敗，無法取得最新版本資

訊，請稍待一會兒，再次執行版本檢

查. 

1.確認網路連線參數

設定是否正確 

2.請在不同時段連線

傳輸 

3.連絡客服中心 

 

22 ●測試網際網路連線失敗! 請檢查您

的 TCP/IP 網路設定值是否無誤.如果

您是使用 Modem 撥接的用戶，請您檢

查是否已啟動連線作業.如果您是使

用區域網路的用戶，並且此一網路已

被防火牆保護，請確認您的 Proxy 

代理伺服器設定值無誤. 

1.確認網路連線設定

是否正確。 

2.直接啟動瀏覽器，觀

察是否可連上網際

網路。 

3.Proxy 設定若不熟

悉，請洽詢網管人員。 

 

23 ●使用者取消網際網路連線測試作業!   

24 ●無法寫入 Registry 資料，系統將無法

記錄重要資訊，請確認您有足夠的寫

入權限. 

1.確認 OS 之權限  

 

登入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憑證密碼錯誤，請重新輸入. 1.請驗證憑證密碼 

2.測試軟碟機 

 

2 ●您輸入憑證密碼錯誤已達三次，系

統將自動關閉. 

自然人憑證 IC 卡必須

立刻至專屬網站，網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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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moica.nat.gov.tw/ 

(憑證作業/鎖卡解

碼)，利用用戶代碼來

執行鎖卡解碼的動

作，讓卡片得以繼續使

用。 

 

基本資料畫面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本人出生年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2 ●配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格式錯

誤，請重新輸入.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3 ●配偶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本人或

親屬的身分證統一 編號重複，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4 ●配偶出生年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5 ●配偶資料輸入不完整，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6 ●電話號碼的區域碼錯誤，請重新輸

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7 ●電話號碼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8 ●行動電話前四碼碼錯誤，請重新輸

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9 ●行動電話號碼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0 ●地址"鄰"資料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1 ●電子郵件信箱資料錯誤，請重新輸

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2 ●電話與行動電話欄位，請擇一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3 ●台端因未滿 20 歲（已婚者除外）而

有所得者，應併同父母申報列為扶養

親屬。 

  

 

親屬資料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身分證統一編號不符合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外僑身分證統一編號格

式，請重新輸入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編號邏輯檢查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身分證統一編號不符合大陸身分證

統一編號格式，請重新輸入.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2 ●身分證統一編號不符合大陸身分證

統一編號邏輯檢查，請重新輸入. 

若是，請選確定 

若否，請選取消 

 

3 ●親屬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本人、配若是，請選確定  

http://moica.na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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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或親屬的身分證統一編號重複，請

重新輸入. 

若否，請選取消 

4 ●親屬出生年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5 ●未年滿六十歲之直系尊親屬不得列

報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6 ●已年滿二十歲之直系卑親屬不得列

報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7 ●該(親)家屬已年滿二十歲未滿六十

歲，不得列報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8 ●該(親)家屬未與納稅義務人本人或

配偶同居，不得列報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9 ●該(親)家屬雖已年滿六十歲但非無

謀生能力者，不得列報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10 ●已年滿二十歲之兄弟姊妹不得列報

扶養 

請輸入正確資料  

 

 

所得資料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扣繳稅額不可大於收入總額，請重新

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2 ●扣繳稅額不可大於所得總額，請重新

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3.改採人工申報 

 

3 ●扣繳稅額大於扣繳率※％，請重新輸

入正確資料，或請您改用人工申報方

式.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3.改採人工申報 

 

4 ●可扣抵稅額大於可扣抵率*％，請重

新輸入正確資料，或請您改用人工申

報方式.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3.改採人工申報 

 

5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邏輯檢查錯誤，請

重新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6 ●至少要輸入※或#，請重新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列舉扣除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已有自用住宅購屋借款利息之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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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資料，不得再次輸入. 

 

扣除額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財產交易損失扣除額以不超過財產

交易所得總額＊%為限，請重新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2.向發給扣繳憑單公

司確認資料 

3.改採人工申報 

 

2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額以不超過※為

限，請重新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3 ●殘障特別扣除額人數，以不超過總申

報扶養人數＊%為限，請重新輸入. 

1.請輸入正確資料 

 

 

 

投資抵減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取得日期應介於..年至..年間，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2 ●發行公司統一編號邏輯檢查錯誤，請

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3 ●往年已抵減稅額不可大於可抵減稅

額，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4 ●本年抵減稅額不可大於尚未抵減稅

額，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5 ●可抵減稅額以繳納股款的..%~..％為

限，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重購自用住宅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出售年度應納稅額含自用住宅之財

產交易所得之金額不應低於不含自用

住宅之財產交易所得，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出售年度或重購年度必須為申報年

度，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3 ●出售年度與重購年度不得相距兩年

以上，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4 ●出售年度或重購年度不合理，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5 ●重購價格不得低於出售價格，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6 ●您必須有一筆以上的財產交易所

得，才能輸入出售年度為今年度重購

自用住宅之資料. 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大陸地區所得 



綜合所得稅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手機版軟體使用手冊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TRADE-VAN INFORMATION SERVICES CO.          頁次:43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稅額不

應低於不含大陸地區來源所得之應納

稅額. 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計算及上傳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帳號長度應為＊位數，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2 ●無法確認金融機構帳號，請於重新輸

入金融機構帳號後再次上傳. 

請輸入正確資料  

3 ●金融機構帳號錯誤，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4 ●您已使用過[線上繳稅]方式繳稅，將

不可改使用[繳稅取款委託書]繳稅. 

線上繳稅成功，更正

時僅可再採用線上繳

稅；多扣繳部份，國

稅局核定後，會再退

還。 

 

 

整體檢查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基本資料之本人資料不完整，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2 ●基本資料之配偶資料不完整，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3 ●基本資料之申報時戶籍地資料不正

確，請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4 ●基本資料之通訊處資料不正確，請重

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5 ●基本資料之電話資料不正確，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6 ●基本資料之電子郵件資料不正確，請

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7 ●扶養親屬之親屬資料不完整，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8 ●扶養親屬之稱謂資料不正確，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9 ●所得資料之所得資料不完整，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0 ●所得資料之所得類別不正確，請重新

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1 ●您至少需輸入一筆以上所得總額大

於 0 之所得資料. 

請輸入正確資料  

12 ●列舉扣除之列舉扣除資料不完整，請

重新輸入. 

請輸入正確資料  

13 ●列舉扣除之列舉扣除種類不正確，請請輸入正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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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輸入. 

 

 

報表 

編號 訊息 處理方式 備註 

1 ●報表檔案不存在，可能是您尚未在這

台電腦上申報成功過，亦有可能是報

表檔案已經損毀，您可重新採用申報

方式建立報表檔案. 

重新上傳申報檔案  

2 ●報表作業失敗，可能是您的電腦記憶

體或硬碟資源不足，請您於重新開機

後再次執行本系統. 

1. 關閉不必要程式，

重新執行程式，必要

時，請重新開機。 

2.請確認該印表機型

號有支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