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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上線說明

新增
項目

Global MyB2B 【繳費繳稅專區】於2020/11月新增三段式條碼繳稅
 營業稅自繳稅款 401/403/404

 各類所得稅扣繳稅款 151-158, 15B

 證交稅及期交稅 491/494/451

業務
規則

1. 預約交易：上述繳稅可預約付款，最多可預約一年內的交易。

2. 繳費限額：無限額。

3.交易日期：交易時間為24小時並允許假日執行扣款交易，實際繳納成功與否以稽徵機關收到款

項日為準（後續將由財金集中解繳稽徵機關）

4.繳納截止：Global MyB2B僅接受交易日為“第一段條碼前6位-1日曆日（含）”之前的線上繳

納。若超過上述期限（含當日），則需前往分行臨櫃進行繳納，包括計算滯納金（若有）。舉

例：“第一段條碼”前六位顯示為091116，則客戶最晚在11/15的24點之前都可以於B2B線上

繳納；若超過11/15的24點後，該帳單必須去分行臨櫃繳納。

5.逾期覆核：主管可逾期覆核。

6.結果通知：可有Email繳費稅結果通知（失敗/成功）及繳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7.其他事項 : 

(1) 客戶需於繳費介面輸入三段式條碼，並留下手機號碼；若有繳費問題，方便銀行人員聯絡

(2) 於Global MyB2B上不能重複繳納。



2. 繳費操作畫面

a. 經辦建檔

b. 主管覆核

c. 查詢路徑

d. 退件處理

e. 預約註銷/刪除

f. ｅ-mail 訊息管理通知設定



GMB新上線繳稅項目

新增稅種及代碼

 2020/11月底前新上線項目

 營業稅自繳稅款 401/403/404
 各類所得稅扣繳稅款 151-158, 15B
 證交稅&期交稅 491/494/451

繳款類別 稅目代碼及名稱

營業稅

401自繳稅款-使免用統一發票(一般計稅)(15252)

403自繳稅款-一般稅額兼營特種計稅(15254)

404自繳稅款-特種計稅(專營)(15255)

所得稅

151各類所得扣繳稅款-薪資所得(15005)

152各類所得扣繳稅款-租賃所得(15006)

153各類所得扣繳稅款-利息所得(15007)

154各類所得扣繳稅款-權利金所得(15008)

155各類所得扣繳稅款-盈餘所得(15009)

156各類所得扣繳稅款-執行業務所得(15010)

157各類所得扣繳稅款-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獎金(15011)

158各類所得扣繳稅款-退職所得(15018)

15B各類所得扣繳稅款-其他所得(15019)

證交稅
491券商代繳稅款(證券商專用)

494券商自繳稅款(證券自營商專用)

期交稅 451期貨商代繳稅款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經辦建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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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檔路徑：【轉帳付款】 - 【繳稅繳費】 -選擇付款帳號
繳款項目：選擇下拉選單【三段式條碼繳稅（營業稅自繳/各類所得稅扣繳稅款/證交期交稅）】
繳款類別：從下拉選單選擇需要繳納的“稅目及代碼”

 輸入欄位：付款日期、三段式條碼、手機號碼
 預約付款 :   付款日期點選預計繳納稅款日期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經辦建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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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之前上線的繳稅項目，仍在下拉選
單「繳稅」項下，例如汽車牌照費、
地價稅、房屋含稅等

2. 新增的三段式繳稅（15個稅目代碼）
無每日或每筆交易限額

3. 扣繳證明可在企網銀上列印
4. 可訂閱Email 繳費稅結果通知、繳

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主管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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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核路徑：有權覆核人員可由 (1)主管儀表板 (2) 【轉帳付款】-【繳費繳稅】-【覆核】 進行交易確認。

 交易狀態：覆核預約交易後，確認結果會顯示交易排程中。若覆核當日交易，則會顯示交易成功或失敗訊息。

覆核路徑

16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主管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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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扣繳證明

 繳費列印：只要交易狀態為【交易成功】，客戶可點擊【列印】列印扣繳費證明單（有含銀行電子章）

本扣繳證明僅證明本行代扣完成，實際繳費成功與否以稽徵機關最終繳納結果爲準。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查詢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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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路徑：【轉帳付款】 -【繳稅繳費】 –【查詢】

 列印扣繳證明：由【查詢結果】 - 交易狀態為【交易成功】，右側出現【列印扣繳證明】按鈕，即可列印扣繳證明。

查詢並列印扣繳證明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退件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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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件處理：覆核人員對該筆交易不同意時，點選【退件】，該筆交易即退回經辦人員。

經辦人員可於【退件處理】對該筆交易內容做修正或刪除。

主管點選退件

退件處理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預約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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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註銷操作：請有審核的人員登入，由【轉帳付款】-【繳費繳稅】-【預約註銷】選擇要註銷的交易。

 預約註銷時間：最晚需在交易日的前一天，交易日當天無法註銷。

預約註銷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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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路徑：由【轉帳付款】-【繳費繳稅】-【刪除】選擇要刪除的交易。

 刪除操作：經辦送出，主管尚未覆核交易時，經辦可由【轉帳付款】-【繳費繳稅】-【刪除】做刪除。

若覆核主管已覆核送至放行主管，則需覆核主管刪除。
刪除操作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 Email訊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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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通知設定路徑：請至【管理設定】 -【使用者服務】 - 【訊息通知管理】 進行設定。

訊息通知設定



Global MyB2B操作畫面 – Email訊息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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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費結果通知：交易當天會寄送交易成功mail。

 繳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 交易日前二天會寄送mail通知客戶補足帳戶金額。

繳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繳費稅結果通知



3. 常見問題



常見問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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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

請問於企網銀繳納本次新增的三段式條碼繳稅(15個代碼稅目)，是否有繳
納時間限制 ? 回答 1.

透過企網銀繳納繳納本次新增的15個代碼稅目，不論是平日或假日，24小時皆可繳納。
繳納截止日規則，請參見前述P4，第四點說明。

問題 2.

請問在企網銀可繳納哪些費/稅項目 ? 回答 2.

截至2020/11月底
繳費類：勞保費、勞退金、健保費、電信費–僅中華電信、台電電費、自來水費-台北自來水處/ 

台灣自來水
繳稅類：營業稅、營所稅、所得稅中部分項目、汽車牌照稅等，及本次新增的營業稅自繳稅款

401/403/404、各類所得稅扣繳稅款 151-158, 15B、證交稅491/494及期交稅 451。
詳見企網銀【繳費繳稅】專區中的「繳稅>繳款類別代號查詢」

問題 3.

請問在企網銀繳納本次新增的15個代碼稅目有限額嗎 ?

無限額，屬於約轉交易。

回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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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

請問新上線繳稅項目跟其他既有繳費項目（例如水費、電費）有什麼功能差異嗎 ? 回答 4.

比既有繳費項目（例如水費、電費等）多的功能包括：預約交易、主管可逾期覆核、訊息通知
MAIL(繳費結果通知及繳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

問題 5.

請問預約交易的MAIL是什麼時間發送 ? 那交易當天還會再收到結果通知嗎 ?

1. 交易日的前二天寄送【繳費稅預約交易通知】 (ex: 預約5/29繳費，5/27會寄送MAIL提醒通知 )
2. 會。ex: 預約5/29繳費，5/27寄送MAIL提醒通知，5/29交易成功會再寄送【繳費稅結果通知】。

回答 5.

問題 6.

如果截繳日是假日也可以在企網銀上繳納嗎? 

可以。在企網銀上繳稅、繳費允許爲假日付款（無論即時或預約日期），且系統不會自動遞延至下
一個工作日。

回答 6.

常見問題（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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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7.

請問目前有哪些繳費稅項目是有“預約繳納”功能？ 回答 7.

現階段僅開放【營業稅及營所稅部分項目、勞保費、勞退金、健保費】具有預約繳納功能。
其他例如：水費、電費、電信費，僅可即時繳納。

問題 8.

請問扣款成功是否就昰表示繳納成功？

在企網銀上繳納本次新增的三段式條碼繳稅（15個代碼稅目），後續通過財金集中解繳稽徵機關。
因此線上交易成功，僅表示帳戶扣款成功，實際繳納結果需以稽徵機關的繳納結果為準。

回答 8.

問題 10.

如果已扣帳成功，但實際繳納不成功，是否有通知提醒？

客戶在企網銀繳納本次新增的三段式條碼繳稅時，必須留下聯絡方式（填寫手機號碼欄位）。
後續若發生繳納不成功、退費等情況，將有專人聯絡客戶（獲取正確的繳費資料、或通知退費）。

回答 10.

問題 9.

銀行是否提供扣繳證明？

交易狀態為交易成功時，覆核人員可在完成覆核後立即列印“扣繳證明”（含銀行電子章），也可
由「查詢」路徑，在查詢結果確認交易成功後，列印“扣繳證明”。

回答 9.

常見問題（3/6）



問題 12.

請問客戶於繳費介面“手機號碼”欄位輸入有什麼限制？ 回答 12.

可輸入15個字符，包括數字、「+」、「-」、（）符號。不含空格。

問題 13.

請問繳費是否會累計入“非約轉交易”的限額？

不會，屬約轉交易，並無限額。

回答 13.

問題 14.

在企網銀上繳費稅是否有手續費？

在企網銀上繳費、繳稅都是不收取手續費的。

回答 14.

常見問題（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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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5.

在企網銀上做三段式條碼繳稅（本次新增15個稅目代碼）與繳勞健保費，有什麼異同點？ 回答 15.

常見問題（5/6）

比較項目 三段式條碼繳稅 繳勞健保費

限額 無限額 無限額

解繳機制 企網銀串「臨櫃代收機關稅費系統」，後續
統一由財金公司解繳給稽徵機關

企網銀串「臨櫃代收機關稅費系統」，
後續統一由主辦行兆豐銀行解繳給勞健
保局

交易成功是否表示繳納成
功？

交易成功，僅表示帳戶扣款成功，實際繳納

結果需以稽徵機關的繳納結果為準。

交易成功，僅表示帳戶扣款成功，實際
繳納結果需以勞保局、健保署的繳納結
果為準。

超過帳單上的繳納截止日，
是否還可以繳納？

不可以，僅接受交易日為“第一段條碼前6位-1

日曆日（含）”之前的線上繳納。若超過上述期

限（含當日），則需前往分行臨櫃進行繳納，包

括計算滯納金（若有）。舉例：“第一段條碼”

前六位顯示為091116，則客戶最晚在11/15的24

點之前都可以於企網銀線上繳納；若超過11/15

的23:59:59，該帳單必須去分行臨櫃繳納。

可以。通過企網銀繳納勞保費、勞退金、
健保費，不論是平日或假日，24小時皆
可繳納。超過繳費截止日，仍然可以在
線上繳納。滯納金部分，政府機關將另
行帳單寄送。

是否有手續費？ 無 無

是否會累計入“非約轉交
易”的限額？

不會（屬於約轉交易） 不會（屬於約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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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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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在繳費稅操作上有任何疑問，

歡迎電洽客服中心0800-818-009，

我們將竭誠爲您服務，謝謝！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