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中華民國一百年五月十二日修正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二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除本法已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營業人除依第四條規定免用統一發票者外，主管稽徵機關應核定其使用統一發票。 

 
 
                  第二章   免用及免開範圍  

  
第四條

 
  合於下列規定之一者，得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 

  一、小規模營業人。 

  二、依法取得從事按摩資格之視覺功能障礙者經營，且全部由視覺功能障礙者提供按摩勞 

      務之按摩業。 

  三、計程車業及其他交通運輸事業客票收入部分。 

  四、依法設立之免稅商店及離島免稅購物商店。 

  五、供應之農田灌溉用水。 

  六、醫院、診所、療養院提供之醫療勞務、藥品、病房之住宿及膳食。 

  七、依法經主管機關許可設立之社會福利團體、機構及勞工團體，提供之社會福利勞務及 

      政府委託代辦之社會福利勞務。 

  八、學校、幼稚園及其他教育文化機構提供之教育勞務，及政府委託代辦之文化勞務。 

  九、職業學校不對外營業之實習商店。 

  十、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及社會團體依有關法令組設經營，不對外營業之員工福利機構。 

  十一、監獄工廠及其作業成品售賣所。 

  十二、郵政、電信機關依法經營之業務及政府核定代辦之業務，政府專賣事業銷售之專賣 

        品。但經營本業以外之部分，不包括在內。 

  十三、經核准登記之攤販。 

  十四、公用事業。但經營本業以外之部分，不包括在內。 

  十五、理髮業及沐浴業。 

  十六、按查定課徵之特種飲食業。 

  十七、依法登記之報社、雜誌社、通訊社、電視臺及廣播電臺銷售其本事業之報紙、出版 

        品、通訊稿、廣告、節目播映、節目播出。但報社銷售之廣告及電視臺之廣告播映 

        ，不包括在內。 

  十八、代銷印花稅票或郵票之勞務。 

  十九、合作社、農會、漁會、工會、商業會、工業會依法經營銷售與社員、會員之貨物或 

 

 

Page 1 of 7臺北市法規查詢系統 - 法規資訊 - 列印所有條文

2012/4/11http://www.laws.taipei.gov.tw/taipei/lawsystem/printall.jsp?LawID=A0400700500044...



        勞務及政府委託其代辦之業務。 

  二十、各級政府發行之債券及依法應課徵證券交易稅之證券。 

  二十一、各級政府機關標售賸餘或廢棄之物資。 

  二十二、法院、海關及其他機關拍賣沒入或查封之財產、貨物或抵押品。 

  二十三、銀行業。 

  二十四、保險業。 

  二十五、信託投資業、證券業、期貨業及短期票券業。 

  二十六、典當業之利息收入及典物孳生之租金。 

  二十七、娛樂業之門票收入、說書場、遊藝場、撞球場、桌球場、釣魚場及兒童樂園等收 

          入。 

  二十八、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由代理人收取自國外載運 

          客貨進入中華民國境內之運費收入。 

  二十九、營業人取得之賠償收入。 

  三十、依法組織之慈善救濟事業標售或義賣之貨物與舉辦之義演，其收入除支付標售、義 

        賣及義演之必要費用外，全部供作該事業本身之用者。 

  三十一、經主管機關核准設立之學術、科技研究機構提供之研究勞務。 

  三十二、農產品批發市場之承銷人。 

  三十三、營業人外銷貨物、與外銷有關之勞務或在國內提供而在國外使用之勞務。 

  三十四、保稅區營業人銷售與課稅區營業人未輸往課稅區而直接出口之貨物。 

  三十五、其他經財政部核定免用或免開統一發票者。 

 
 
                  第三章   購買、使用及申報  

  
第五條

 
  營業人首次領用統一發票時，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發統一發票購票證，加蓋統一發票 

  專用章，以憑購用統一發票。 

  前項專用章應刊明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地址及「統一發票專用章」字樣；其中統一編 

  號，並應使用標準五號黑體字之阿拉伯數字。 

  
第六條

 
  營業人名稱、統一編號、地址、負責人或統一發票專用章印鑑變更者，應持原領統一發票 

  購票證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換發。 

  營業人合併、轉讓、解散或廢止者，應將原領統一發票購票證，送交主管稽徵機關註銷。 

  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購票證者，應即日將該購票證號碼申報主管稽徵機關核備，並請領新 

  證。 

  
第七條

 
  統一發票之種類及用途如下： 

  一、三聯式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營業人，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 

      計算稅額時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扣抵聯，交付買受人作 

      為依本法規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第三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 

      。 

  二、二聯式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非營業人，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 

      定計算稅額時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 

      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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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特種統一發票：專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二節規定計算稅額時 

      使用。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人收執。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專供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 

      ，以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時使用。其使用與申報，依「營業人使用收銀機辦法」之規 

      定辦理。 

  五、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 

      額者，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扣抵聯，交付買受人作為依本法規 

      定申報扣抵或扣減稅額之用，但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時，由開立人自行銷燬，第三聯為 

      收執聯，交付買受人作為記帳憑證；其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並依本法第四章第 

      二節規定計算稅額者，第一聯為存根聯，由開立人保存，第二聯為收執聯，交付買受 

      人收執。其使用及申報，均依第四章規定辦理。 

  前項各種統一發票，必要時得經財政部核准增印副聯。 

  第一項各種統一發票，得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式開立、傳輸 

  或接收之。 

  
第八條

 
  營業人使用統一發票，應按時序開立，並於扣抵聯及收執聯加蓋規定之統一發票專用章。 

  但使用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以網際網路或其他電子方式開立、傳輸之電子發票者，得以 

  條列方式列印其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於「營業人蓋用統一發票專用章」欄內，免加蓋統 

  一發票專用章。依本法第四章第一節規定計算稅額之營業人，於使用統一發票時，應區分 

  應稅、零稅率或免稅分別開立，並於統一發票明細表課稅別欄註記。營業人受託代收轉付 

  款項，於收取轉付之間無差額，其轉付款項取得之憑證買受人載明為委託人者，得以該憑 

  證交付委託人，免另開立統一發票，並免列入銷售額。 

  飲食、旅宿業及旅行社等，代他人支付之雜項費用（例如車費、郵政、電信等費），得於 

  統一發票「備註」欄註明其代收代付項目與金額，免予列入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及總計金額 

  。 

  
第九條

 
  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除應分別依規定格式據實載明交易日期、品名、數量、單價、金額 

  、銷售額、課稅別、稅額及總計外，應依下列規定辦理。但其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以 

  定價開立。 

  一、營業人使用三聯式統一發票或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者，並應載明買受人名稱及統一編 

      號。但電子計算機不能列印買受人名稱者，得僅列印買受人之營利事業統一編號。 

  二、製造業或經營進口貿易之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非營業人開立之統一發票，應載 

      明買受人名稱及地址，或身分證統一編號。 

  三、營業人對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所開立之統一發票，除前款規定外，得免填買受人名稱及 

      地址。但經買受人要求者，不在此限。 

  四、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與持用簽帳卡之買受人者，應於開立統一發票時，於發票備註 

      欄載明簽帳卡號末四碼。但開立二聯式收銀機統一發票者不在此限。 

  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以分類號碼代替品名者，應先將代替品名之分類號碼對照表，報請主 

  管稽徵機關核備，異動亦同。 

  
第十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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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而有代理人者，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載貨 

  出境，應由代理人於船舶開航日前開立統一發票，並依左列規定填載買受人： 

  一、在中華民國境內收取運費者，以付款人為買受人。 

  二、未在中華民國境內收取運費者，以國外收貨人為買受人。 

  前項第二款未在中華民國境內收取運費者，得以每航次運費收入總額彙開統一發票，並於 

  備註欄註明航次及彙開字樣。 

  
第十二條

 
  營業人以貨物或勞務與他人交換貨物或勞務者，應於換出時，開立統一發票。 

  
第十三條

 
  營業人派出推銷人員攜帶貨物離開營業場所銷售者，應由推銷人員攜帶統一發票，於銷售 

  貨物時開立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第十四條

 
  營業人發行禮券者，應依左列規定開立統一發票。 

  一、商品禮券：禮券上已載明憑券兌付一定數量之貨物者，應於出售禮券時開立統一發票 

      。 

  二、現金禮券：禮券上僅載明金額，由持有人按禮券上所載金額，憑以兌購貨物者，應於 

      兌付貨物時開立統一發票。 

  前項第二款現金禮券，訂明與其他特定之營業人約定憑券兌換貨物者，由承兌之營業人於 

  兌付貨物時開立統一發票。 

  
第十五條

 
  營業人每筆銷售額與銷項稅額合計未滿新臺幣五十元之交易，除買受人要求者外，得免逐 

  筆開立統一發票。但應於每日營業終了時，按其總金額彙開一張統一發票，註明「彙開」 

  字樣，並應在當期統一發票明細表備考欄註明「按日彙開」字樣，以供查核。 

  營業人使用收銀機開立統一發票或使用收銀機收據代替逐筆開立統一發票者，不適用前項 

  規定。 

  
第十五條之一

 
  營業人具備下列條件者，得向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准後，就其對其他營業人銷售之 

  貨物或勞務，按月彙總於當月月底開立統一發票： 

  一、無積欠已確定之營業稅及罰鍰、營利事業所得稅及罰鍰者。 

  二、最近二年度之營利事業所得稅係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或經核准使用藍色申報書者。 

  營業人依前項規定申請按月彙總開立統一發票與其他營業人時，應檢附列有各該買受營業 

  人之名稱、地址及統一編號之名冊，報送所在地主管稽徵機關。 

  營業人經核准按月彙總開立統一發票後，如有違反第一項之條件者，主管稽徵機關得停止 

  其按月彙總開立統一發票，改按逐筆交易開立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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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六條

 
  依本法營業人開立銷售憑證時限表規定，以收款時為開立統一發票之時限者，其收受之支 

  票，得於票載日開立統一發票。 

  
第十七條

 
  營業人經營代購業務，將代購貨物送交委託人時，除按佣金收入開立統一發票外，應依代 

  購貨物之實際價格開立統一發票，並註明「代購」字樣，交付委託人。 

  營業人委託代銷貨物，應於送貨時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立統一發票，並註明「委託代銷 

  」字樣，交付受託代銷之營業人，作為進項憑證。受託代銷之營業人，應於銷售該項貨物 

  時，依合約規定銷售價格開立統一發票，並註明「受託代銷」字樣，交付買受人。 

  前項受託代銷之營業人，應依合約規定結帳期限，按銷售貨物應收手續費或佣金開立統一 

  發票及結帳單，載明銷售貨物品名、數量、單價、總價、日期及開立統一發票號碼，一併 

  交付委託人，其結帳期間不得超過二個月。 

  營業人委託農產品批發市場交易之貨物，得於結帳時按成交之銷售額開立統一發票，交付 

  受託交易之批發市場。 

  
第十八條

 
  營業人以分期付款方式銷售貨物，除於約定收取第一期價款時一次全額開立外，應於約定 

  收取各期價款時開立統一發票。 

  營業人以自動販賣機銷售貨物，應於收款時按實際收款金額彙總開立統一發票。 

  
第十九條

 
  營業人漏開、短開統一發票經查獲者，應補開統一發票，並於備註欄載明「違章補開」字 

  樣，由主管稽徵機關執存核辦。 

  前項漏開、短開統一發票之行為，如經買受人檢舉查獲者，其補開之統一發票，得交付買 

  受人，並毋須在備註欄書明「違章補開」字樣，另由該營業人切結承認其違章事實。 

  
第二十條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勞務，於開立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 

  於事實發生時，分別依左列各款規定辦理；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金額，另行 

  開立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 

    （一）開立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尚未申報者，應收回原開立統一發票收執聯及扣抵聯，黏 

          貼於原統一發票存根聯上，並註明「作廢」字樣。但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 

          稱及統一編號者，得以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代之。 

    （二）開立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 

          讓證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統一編號者為限。 

  二、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 

    （一）開立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尚未申報者，應收回原開立統一發票收執聯，黏貼於原統 

          一發票存根聯上，並註明「作廢」字樣。 

    （二）開立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除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 

          折讓證明單外，並應收回原開立統一發票收執聯。如收執聯無法收回，得以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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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影本替代。但雙方訂有買賣合約，且原開立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名稱及地址者 

          ，可免收回原開立統一發票收執聯。 

  前項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一式四聯，第一聯及第二聯由銷售貨物或勞務之營 

  業人，作為申報扣減銷項稅額及記帳之憑證，第三聯及第四聯由買受人留存，作為申報扣 

  減進項稅額及記帳之憑證。 

  
第二十一條

 
  非當期之統一發票，不得開立使用。但經主管稽徵機關核准者，不在此限。 

  營業人購買之統一發票或稽徵機關配賦之統一發票字軌號碼，不得轉供他人使用。 

  
第二十二條

 
  營業人對當期購買之統一發票賸餘空白未使用部分，應予截角作廢保存，以供稽徵機關抽 

  查，並於填報統一發票明細表載明其字軌及起訖號碼。 

  
第二十三條

 
  營業人遺失空白未使用之統一發票者，應即日敘明原因及遺失之統一發票種類、字軌號碼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核銷。 

  營業人遺失已開立統一發票存根聯，如取得買受人蓋章證明之原收執聯影本者，得以收執 

  聯影本代替存根聯。營業人遺失統一發票扣抵聯或收執聯，如取得原銷售營業人蓋章證明 

  之存根聯影本，或以未遺失聯之影本自行蓋章證明者，得以影本替代扣抵聯或收執聯作為 

  進項稅額扣抵憑證或記帳憑證。 

  
第二十四條

 
  營業人開立統一發票書寫錯誤者，應另行開立，並將誤寫之統一發票收執聯及扣抵聯註明 

  「作廢」字樣，黏貼於存根聯上，於當期之統一發票明細表註明。 

 
 
                  第四章   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第二十五條

 
  營業人利用電子計算機製作進銷紀錄，按月列印進貨、銷貨及存貨清單或營運量紀錄清單 

  ，並置有專業會計人員者，得申請主管稽徵機關核准以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 

  前項營業人申請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時，應檢送下列文件： 

  一、依其使用種類，具備三聯式統一發票或特種統一發票之格式。 

  二、依據會計系統編製之最近月分進貨、銷貨及存貨清單或營運量紀錄清單。 

  三、銷售管理系統作業規定或手冊。 

  四、使用電子計算機設備概況表。 

  五、實施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計畫書。包括實施範圍、預定計畫進度、使用單位名稱 

      及防弊措施檢查號碼之計算公式等。 

  
第二十六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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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業人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應於首次使用前三十日，估計當年度各期使用數量 

  ，並於以後每年十二月一日前，估計次年度各期使用數量，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起訖號碼 

  依序開立，如有不足，應於五日前，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增加其配號。 

  
第二十七條

 
  營業人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者，其統一發票明細表應分別依電子計算機或特種統 

  一發票明細表格式，以電子計算機套版列印申報。 

  
第二十八條

 
  營業人遇有機器故障，致不能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統一發票時，應以人工依照規定開立， 

  並於填報明細表時註明。 

  
第二十九條

 
  營業人使用電子計算機開立之統一發票，其字軌號碼如因列印錯誤致發生重複領獎者，該 

  溢領獎金應由該營業人償還。 

 
 
                  第五章   附則  

  
第三十條

 
  違反本辦法之規定者，依本法及稅捐稽徵法有關規定處罰。 

  
第三十一條

 
  統一發票，除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或經核准使用自行印製之收銀機統一發票外，由財政部 

  印刷廠印製及發售；其供應品質、數量及價格等之監督及管理，由營業稅主管稽徵機關辦 

  理。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七十五年四月一日施行。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七十七年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三月十六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九條、第二十六條 

  、第二十七條及第三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二年四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六年六月二十六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四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五條之 

  一、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及第二十六條自中華民國八十六年 

  七月一日施行。 

  中華民國八十八年六月二十九日發布修正之本辦法第三十一條自中華民國八十八年七月一 

  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二年十二月十九日修正發布之第三十一條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四年十月二十五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第九條、第十五條之一自發布 

  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九年四月二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七條及第八條自發布日施行。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年五月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百年四月一日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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