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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公告修正本公司「一卡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第三條、第五條、第七條、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七條 ，並自107年03月31日起生效實施。 

有關前述修訂內容，請參閱下列新舊條款內容對照表，修改部分以粗體標示。如使用者對本次修訂有異議，請依「一卡通電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第二十三

條通知本公司終止契約。若未於公告開始後六十日內提出異議並通知本公司終止契約者，則將視為同意本次修改內容。 

 

電子支付定型化契約對照表暨差異說明 

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

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款

所載之各項業務提供服務（下稱「本服務」）。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本公司已提供電子支付

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下稱「本契約」）全部

條款內容供使用者攜回或於本服務網頁上公

告，供使用者審閱至少三日。 

[一卡通票證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本公司」）

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一項各

款所載之各項業務提供服務（下稱「本服

務」）。為保障使用者權益，本公司已提供電

子支付機構業務定型化契約（下稱「本契

約」）全部條款內容供使用者攜回或於本服

務網頁上公告，供使用者審閱至少五日。 

 

1. 修改標點符號 

2. 審閱日於符合法

規下修改為三日 

 第一條 本公司資訊～第二十八條 契約之

交付 

第一條（本公司資訊） ～第二十八條（契

約之交付） 

 

第一條至第二十八
條標題刪除括號 

第
三
條 

八、本公司辦理使用者支付款項退款作業

時，按以下方式退回：使用者以信用卡

支付，則款項將退回其原信用卡帳戶；

八、本公司辦理使用者支付款項退款作業

時，應將相關款項依使用者原支付方

式，退回至其原電子支付帳戶、原存款

詳細說明退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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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使用者以存款帳戶或電子支付帳戶支

付，則款項將退回至其原電子支付帳

戶，但儲值餘額仍應符合本契約第六條

第二項之規定；如本公司無法按前述方

式辦理退款作業時，不得以現金支付，

使用者應另外提供本人之存款帳戶，本

公司於查驗無誤後，將退款轉入該存款

帳戶。 

帳戶或原信用卡帳戶；使用者亦得就退

款金額(信用卡刷卡者除外)指示本公司

將退款金額轉為儲值款項，但儲值餘額

仍應符合本契約第六條第二項之規定；

如本公司無法按前述方式辦理退款作業

時，不得以現金支付，使用者應另外提

供本人之存款帳戶，本公司於查驗無誤

後，將退款轉入該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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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五
條 

本公司依身分認證等級之不同，對不同類型

電子支付帳戶所提供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服務之限額如下： 

一、一般會員（第一類電子支付帳

戶）：無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

收款功能。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

質交易款項之付款金額，以等值

新臺幣三萬元為限。 

二、進階會員（第二類電子支付帳

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

款項與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之收款合計金額及付款合計金

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

為限。 

三、高級會員（第三類電子支付帳

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

款項之收款及付款金額，由本公

司與使用者約定。 

 

本公司依身分認證等級之不同，對不同類型

電子支付帳戶所提供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服務之限額如下： 

一、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無代理收

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功能。每

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

之付款金額，以等值新臺幣三萬

元為限。 

二、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電子

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合

計金額及付款合計金額，分別以

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之收款

及付款金額，由本公司與使用者

約定。 

依法規類別詳細說
明本公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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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七
條 

    本公司辦理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電子支

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不得超過等值新臺

幣五萬元。本公司不接受使用者以信用卡方

式進行帳戶間款項移轉。 

    本公司依身分認證等級之不同，對不同

類型電子支付帳戶所提供電子支付帳戶間款

項移轉服務之限額如下： 

一、一般會員（第一類電子支付帳

戶）：無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之收款及付款功能。 

二、進階會員（第二類電子支付帳

戶）：每月累計代理收付實質交易

款項與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

之收款合計金額及付款合計金

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

為限。 

三、高級會員（第三類電子支付帳

戶）：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電子支

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

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一百萬

    本公司辦理每一使用者之新臺幣電子

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每筆不得超過等值新

臺幣五萬元。本公司不接受使用者以信用卡

方式進行帳戶間款項移轉。 

    本公司依身分認證等級之不同，對不同

類型電子支付帳戶所提供電子支付帳戶間

款項移轉服務之限額如下： 

一、第一類電子支付帳戶：無電子支

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

款功能。 

二、第二類電子支付帳戶：每月累計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項與電子

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合

計金額及付款合計金額，分別以

等值新臺幣三十萬元為限。 

三、第三類電子支付帳戶：個人使用

者每月累計電子支付帳戶間款

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金額，分別

以等值新臺幣一百萬元為限；非

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電子支付

依法規類別詳細說
明本公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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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元為限；非個人使用者每月累計

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

及付款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

一千萬元為限。 

 

帳戶間款項移轉之收款及付款

金額，分別以等值新臺幣一千萬

元為限。 

 

第
八
條 

    本公司於收到使用者前項通知後，應即

進行調查，並於通知到達本公司之日起三十

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電子郵件信箱

或電話或簡訊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告知

使用者。 

本公司免費提供使用者於本服務APP或

網站查詢一年內之交易紀錄及儲值紀錄；另

使用者得依下列收費標準，向本公司申請提

供交易或儲值一年後未滿五年之紙本交易紀

錄或儲值紀錄：第一頁新臺幣20元，第二頁

起每頁加收新臺幣5元，前述書面交易紀錄資

料每一頁以 A4大小紙張為準。領取書面交易

資料時須出示使用者身分證件正本。 

 

    本公司於收到使用者前項通知後，應即

進行調查，並於通知到達本公司之日起三十

日內，將調查之情形或結果以電子郵件信

箱、電話、簡訊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告

知使用者。 

本公司應依使用者之請求，免費提供使

用者查詢一年內之交易紀錄及儲值紀錄；另

交易或儲值一年後未滿五年之交易紀錄或

儲值紀錄，可由使用者付費後提供之。 

1. 明訂調查結果通
知方式 

2. 明訂交易紀錄收
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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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十
條 

（前略） 

本公司或使用者於發現第三人冒用或盜

用使用者持有之本服務帳號、密碼或憑證等

資料，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時，

應立即以電子郵件信箱或電話通知他方停止

本服務並採取防範措施。（以下略） 

二、使用者未於本公司依電話或電子郵件信

箱或本服務 APP 推播方式通知核對資料

或帳單後四十五日內，就資料或帳單內

容通知本公司查明；（以下略）。 

 

（前略） 

本公司或使用者於發現第三人冒用或

盜用使用者持有之本服務帳號、密碼或憑證

等資料，或其他任何未經合法授權之情形

時，應立即以電子郵件信箱、電話方式通知

他方停止本服務並採取防範措施。（以下略） 

二、使用者未於本公司依電話、電子郵件信

箱或本服務 APP 推播方式通知核對資

料或帳單後四十五日內，就資料或帳單

內容通知本公司查明；（以下略）。 

明訂通知方式 

第
十
二
條
第
二
項 

各項費用之項目、計算方式及金額，以

本服務網頁明顯處公告為準。本公司調整本

服務之各項費用，須於調整生效六十日前，

於本服務網頁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電子

郵件信箱或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使用者後始生效力。但有利

於使用者不在此限。 

 

各項費用之項目、計算方式及金額，以

本服務網頁明顯處公告為準。本公司調整本

服務之各項費用，須於調整生效六十日前，

於本服務網頁明顯處公告其內容，並以電子

郵件信箱、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使用者後始生效力。但有利

於使用者不在此限。 

明訂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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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十
五
條
第
二
項 

使用者瞭解本公司將透過電子郵件信箱

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使用者使用

本服務之情形，故使用者應確保可即時依前

述方式閱覽本公司之通知或登入本服務網頁

進行查詢。 

使用者瞭解本公司將透過電子郵件信

箱、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使用者使

用本服務之情形，故使用者應確保可即時依

前述方式閱覽本公司之通知或登入本服務

網頁進行查詢。 

明訂通知方式 

第
十
六
條 

五、本公司於確認收款使用者同意退款後，

於確認原訂單之付款狀態後，依使用者原

付款方式於電子支付平臺產生對應的退

款資料，於 15 個工作日內完成退款。除

使用者以信用卡支付外，前項退回款項將

轉為儲值款項。 

 

五、本公司於確認收款使用者同意退款後，

於確認原訂單之付款狀態後，依使用者

原付款方式於電子支付平臺產生對應的

退款資料，於 15 個工作日內完成退款。

除使用者以信用卡支付外，得與使用者

約定將前項退回款項轉為儲值款項。 

明訂退回款項轉為
儲值款項 

第
十
九
條 

本公司應於本服務網頁載明本服務爭議

採用之申訴及處理機制及程序。使用者就本

服務爭議，得以第一條所載之申訴(客服)專線

或電子郵件信箱與本公司聯繫。（以下略） 

 

本公司應於本服務網頁載明本服務爭議

採用之申訴及處理機制及程序。使用者就本

服務爭議，得以第一條所載之申訴(客服)專

線及電子郵件信箱與本公司聯繫。（以下略） 

明訂爭議處理聯繫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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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二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本公司得基於下列原因而暫停提供本服務之

全部或一部： 

一、本公司對本服務之系統進行預定之維

護、搬遷、升級或保養，應於七日前，

於本服務網頁公告，並以電子郵件信箱

或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

方式通知使用者。但有緊急情事者，不

在此限。 

二、因天災、停電、設備故障、第三人之行

為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 

本公司如因辦理本服務之資訊系統故障

或其他任何因素致無法正常處理支付指示

時，本公司應及時處理並以電子郵件信箱或

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方式通

知使用者。 

 

本公司得基於下列原因而暫停提供本

服務之全部或一部： 

一、本公司對本服務之系統進行預定之維

護、搬遷、升級或保養，應於七日前，

於本服務網頁公告，並以電子郵件信

箱、公司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方

式通知使用者。但有緊急情事者，不在

此限。 

二、因天災、停電、設備故障、第三人之行

為或其他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 

本公司如因辦理本服務之資訊系統故

障或其他任何因素致無法正常處理支付指

示時，本公司應及時處理並以電子郵件信

箱、公司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方式通

知使用者。 

 

明訂通知方式 

第
二
十
二
條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以

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或本服務 APP 推播之方

式通知使用者，暫停其使用本服務之全部或

一部：（以下略）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本公司得依情節輕重以

電話、電子郵件信箱或本服務 APP 推播之方

式通知使用者，暫停其使用本服務之全部或

一部：（以下略） 

明訂通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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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第
二
十
三
條 

使用者得以電子郵件信箱、傳真或其他

本公司提供之通知方式隨時通知本公司終止

本契約。 

本公司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

日前以書面或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通知使用

者。 

    如使用者有本契約第二十一條所列情事

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以電話或電子

郵件信箱或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方式通知使用

者終止本契約。 

 

使用者得以電子郵件相、傳真或其他本

公司提供之通知方式隨時通知本公司終止

本契約。 

本公司終止本契約時，須於終止日三十

日前以書面、電話或電子郵件信箱通知使用

者。 

如使用者有本契約第二十一條所列情

事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本公司得以電話、電

子郵件信箱或本公司訊息中心方式通知使

用者終止本契約。 

1. 修正錯字 
2. 明訂通知方式 

第
二
十
四
條
第
二
項 

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應於本服務

網頁明顯處公告，並以電子郵件或一卡通付

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方式通知使用

者後，使用者於七日內不為異議者，推定承

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但下列事項如有變

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於本服務網頁明顯處

公告，並以電子郵件或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

本服務 APP 推播方式通知使用者，並於該電

子郵件或一卡通付訊息中心或本服務APP推

本契約約款如有修改或增刪時，應於本服務

網頁明顯處公告，並以電子郵件、一卡通付

訊息中心或本服務 APP 推播等雙方約定方

式通知使用者後，使用者於七日內不為異議

者，推定承認該修改或增刪約款。但下列事

項如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六十日以電子郵件

或雙方約定之方式通知使用者，並於該電子

郵件或雙方約定之方式以顯著明確文字載

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款內容，（以下略）。 

明訂契約修改時通
知使用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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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修正後 修正前 差異說明 

播以顯著明確文字載明其變更事項、新舊約

款內容，（以下略）。 

第
二
十
五
條 

使用者同意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依本契約所為之通知應以電子郵件信箱或

電話或本服務 APP 推播之方式送達使用者申

請本服務時所提供之通訊資料。 

使用者通訊資料如有變更，應立即於本

服務網頁或以電子郵件信箱或電話或傳真或

線上回報或其他本公司提供之方式通知本公

司。使用者如未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通訊資

料時，本公司依原留存之通訊資料所為之通

知，推定已為送達。 

 

使用者同意除本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

司依本契約所為之通知應以電子郵件信

箱、電話或本服務 APP 推播之方式送達使用

者申請本服務時所提供之通訊資料。 

使用者通訊資料如有變更，應立即於本

服務網頁或以電子郵件信箱、電話、傳真、

線上回報或其他本公司提供之方式通知本

公司。使用者如未依約定方式通知變更通訊

資料時，本公司依原留存之通訊資料所為之

通知，推定已為送達。 

明訂通知方式 

第
二
十
七
條 

本契約準據法，依中華民國法律。 

    因本服務所生之爭議，如因此涉訟，雙

方同意以臺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以下略） 

 

本契約準據法，依中華民國法律。 

    因本服務所生之爭議，如因此涉訟，雙

方同意以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

院。（以下略） 

明訂管轄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