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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憑證申請憑證申請憑證申請憑證申請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1.1.1.1. 新開戶新開戶新開戶新開戶尚未申請憑證尚未申請憑證尚未申請憑證尚未申請憑證的客戶的客戶的客戶的客戶。。。。((((登入登入登入登入網路交易系統網路交易系統網路交易系統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後提示訊息如下圖後提示訊息如下圖後提示訊息如下圖))))    

    
    

2.2.2.2. 憑證已廢止的客戶憑證已廢止的客戶憑證已廢止的客戶憑證已廢止的客戶。。。。((((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    

 
 

3.3.3.3. 憑證已過期的客戶憑證已過期的客戶憑證已過期的客戶憑證已過期的客戶。。。。((((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登入網路交易系統後提示訊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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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請先點選上方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 

2. 接著會出現請您輸入憑證下載密碼的畫面時出現請您輸入憑證下載密碼的畫面時出現請您輸入憑證下載密碼的畫面時出現請您輸入憑證下載密碼的畫面時，請請請請輸入您輸入您輸入您輸入您臨櫃申請之臨櫃申請之臨櫃申請之臨櫃申請之【【【【密碼單密碼單密碼單密碼單】】】】上上上上的的的的

【【【【憑證下載密碼憑證下載密碼憑證下載密碼憑證下載密碼】】】】後後後後，，，，再按再按再按再按『『『『確確確確認認認認』。』。』。』。 

 
 

3. 若您的憑證憑證憑證憑證下載密碼下載密碼下載密碼下載密碼系統檢核無誤後，即會進入本公司『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此時請

您依系統指示開始進行您的憑證下載申請作業依系統指示開始進行您的憑證下載申請作業依系統指示開始進行您的憑證下載申請作業依系統指示開始進行您的憑證下載申請作業。。。。 

����當系統詢問您是否直接開始申請憑證時當系統詢問您是否直接開始申請憑證時當系統詢問您是否直接開始申請憑證時當系統詢問您是否直接開始申請憑證時，，，，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4. 出現台灣網路認證公司用戶約定條款畫面時，請先詳閱約定條款內容後並勾選勾選勾選勾選下方

「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選項後，按按按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1)請輸入請輸入請輸入請輸入【【【【密碼單密碼單密碼單密碼單】】】】上的上的上的上的 【【【【憑證下載憑證下載憑證下載憑證下載密碼密碼密碼密碼】。】。】。】。 (2)(2)(2)(2)按確認按確認按確認按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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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著請等待請等待請等待請等待 5~105~105~105~10 秒秒秒秒後，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 IEIEIEIE 裡的對話視窗出現裡的對話視窗出現裡的對話視窗出現裡的對話視窗出現

時時時時，，，，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 IEIEIEIE 或不匯入或不匯入或不匯入或不匯入 IEIEIEIE。。。。 

【 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 IEIEIEIE    】：未來每次未來每次未來每次未來每次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

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 IE】：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每日每日每日每日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IEIEIEIE 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6. 接著接著接著接著系統會自動幫您儲存系統會自動幫您儲存系統會自動幫您儲存系統會自動幫您儲存憑證於您的電腦桌面憑證於您的電腦桌面憑證於您的電腦桌面憑證於您的電腦桌面(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_YSS.pfx)，

此時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並並並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請您輸入二次您請您輸入二次您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自訂自訂自訂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最最最最

少為四位數少為四位數少為四位數少為四位數))))後後後後，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1)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日後若您日後若您日後若您日後若您

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時則需使

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 

(2)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碼碼碼碼(若若若若

您電腦您電腦您電腦您電腦 IE 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時時時時，，，，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

手續手續手續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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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當系統顯示『憑證申請成功憑證申請成功憑證申請成功憑證申請成功』時，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8. 最後最後最後最後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此時此時此時此時表示表示表示表示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您已成功申請憑證。。。。    

(1)(1)(1)(1)    若您有將憑證若您有將憑證若您有將憑證若您有將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 IEIEIEIE：：：：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 IEIEIEIE 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作作作作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2)(2)(2)(2)若您沒有將憑證若您沒有將憑證若您沒有將憑證若您沒有將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 IEIEIEIE：：：：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與密碼與密碼與密碼與密碼

後後後後，，，，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一一一一&&&&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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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憑證更新憑證更新憑證更新憑證更新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當當當當您的憑證即將到期的前一個月您的憑證即將到期的前一個月您的憑證即將到期的前一個月您的憑證即將到期的前一個月，，，，若若若若您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您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您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您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出現如下圖出現如下圖出現如下圖出現如下圖

所示所示所示所示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提醒您於到期日前於到期日前於到期日前於到期日前進行憑證進行憑證進行憑證進行憑證更新更新更新更新的提示視窗時的提示視窗時的提示視窗時的提示視窗時。。。。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請點選上方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先連結至本公司

的『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 

2. 接著當系統出現下列接著當系統出現下列接著當系統出現下列接著當系統出現下列憑證更新提示憑證更新提示憑證更新提示憑證更新提示訊息時訊息時訊息時訊息時，，，，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開始進行您的憑證更開始進行您的憑證更開始進行您的憑證更開始進行您的憑證更

新作業新作業新作業新作業。 

 
3. 出現台灣網路認證公司用戶約定條款畫面時，請先詳閱約定條款內容後並勾選勾選勾選勾選下

方「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我同意以上用戶約定條款」選項後，按按按按『『『『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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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接著接著接著接著若若若若您您您您當當當當初初初初申申申申請請請請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時時時時：：：：    

(1)(1)(1)(1)有將憑證有將憑證有將憑證有將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 IEIEIEIE 者者者者：：：：    

����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先先先先自自自自動動動動驗驗驗驗證證證證您您您您 IEIEIEIE 中中中中的的的的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憑憑憑證證證證後後後後，，，，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步步步步驟驟驟驟 5555】】】】之之之之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更更更更新新新新作作作作業業業業。。。。    

(2)(2)(2)(2)沒有將憑證沒有將憑證沒有將憑證沒有將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 IEIEIEIE 者者者者：：：：    

����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先先先先詢問您詢問您詢問您詢問您存存存存放放放放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的的的的路徑路徑路徑路徑與與與與憑憑憑憑證證證證密碼密碼密碼密碼後後後後，，，，才才才才會會會會進進進進行行行行【【【【步步步步驟驟驟驟 5555】】】】之之之之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更更更更新新新新作作作作業業業業。。。。    

    
     *PS:*PS:*PS:*PS:憑憑憑憑證證證證存存存存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徑徑徑徑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說說說說明明明明：：：：若若若若您您您您目目目目前前前前持持持持有有有有之之之之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憑憑憑證證證證為為為為    

(a)102.08.31 前前前前已已已已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之之之之 NB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者者者者(1024 位位位位元元元元)，，，，請請請請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您您您您原原原原存存存存放放放放 certsig.p12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檔檔檔檔的的的的路路路路徑徑徑徑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即即即即可可可可。。。。(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b)102.08.31 後後後後新新新新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之之之之 EC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者者者者(2048 位位位位元元元元)，，，，請請請請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您您您您存存存存放放放放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檔檔檔檔(檔檔檔檔名名名名:

您您您您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證證證證字字字字號號號號_YSS.pfx)的的的的路路路路徑徑徑徑(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即即即即可可可可。。。。(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5. 接著請等待請等待請等待請等待 5~105~105~105~10 秒秒秒秒後，當系當系當系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 IEIEIEIE 裡的對話視窗出裡的對話視窗出裡的對話視窗出裡的對話視窗出

現時現時現時現時，，，，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請依您的情況選擇匯入 IEIEIEIE 或不匯入或不匯入或不匯入或不匯入 IEIEIEIE。。。。 

【 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 IEIEIEIE    】：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

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 IE】：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每日每日每日每日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IEIEIEIE 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建建建

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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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接著系統會自動接著系統會自動接著系統會自動接著系統會自動將將將將您您您您更更更更新新新新後後後後之之之之新新新新憑憑憑憑證證證證儲存儲存儲存儲存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

_YSS.pfx)，此時此時此時此時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請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

保護密碼保護密碼保護密碼保護密碼((((最少為四位數最少為四位數最少為四位數最少為四位數))))後後後後，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1)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日後日後日後日後

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匯入功能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匯入功能

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 

(2)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當您忘記憑證密 

碼碼碼碼(若您電腦若您電腦若您電腦若您電腦 IE 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時時時時，，，，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您則須本人臨櫃辦理憑證廢

止重申請手續止重申請手續止重申請手續止重申請手續。。。。 

 

7. 當系統顯示『憑證憑證憑證憑證更新完成更新完成更新完成更新完成』時，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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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最後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最後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最後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最後系統會顯示您申請的憑證資料及效期。。。。此時表示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此時表示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此時表示您已成功申請憑證此時表示您已成功申請憑證。。。。 

(1)(1)(1)(1)    若您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有將憑證匯入 IEIEIEIE：：：：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 IEIEIEIE 中憑證資料顯示中憑證資料顯示中憑證資料顯示中憑證資料顯示。。。。((((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2)(2)(2)(2)若您沒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沒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沒有將憑證匯入若您沒有將憑證匯入 IEIEIEIE：：：：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則系統會詢問您憑證路徑((((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與密與密與密與密

碼後碼後碼後碼後，，，，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才能顯示您的憑證資訊。。。。((((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一一一一&&&&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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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檢視憑證資訊檢視憑證資訊檢視憑證資訊檢視憑證資訊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當您想確認您當您想確認您當您想確認您當您想確認您某台某台某台某台電腦電腦電腦電腦中中中中所存放的所存放的所存放的所存放的下單下單下單下單憑證與本公司憑證與本公司憑證與本公司憑證與本公司憑證安憑證安憑證安憑證安控控控控主機主機主機主機端端端端所記所記所記所記錄錄錄錄您您您您目前目前目前目前

最新一最新一最新一最新一張張張張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之之之之資訊是否資訊是否資訊是否資訊是否相相相相同同同同時時時時。。。。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請點選上方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先連結至本公司

的『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 

 

2. 接著接著接著接著請點選左方功能列中的『檢檢檢檢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功能。 

 
 

3. 接著接著接著接著系統會顯示您系統會顯示您系統會顯示您系統會顯示您該該該該台台台台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目前目前目前目前存放存放存放存放的憑證資料及的憑證資料及的憑證資料及的憑證資料及有有有有效期效期效期效期。。。。 

(1)(1)(1)(1)若您若您若您若您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有將憑證匯入有將憑證匯入有將憑證匯入有將憑證匯入 IEIEIEIE 者者者者：：：：    

����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則系統會直接讀取 IEIEIEIE 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中憑證資料作作作作顯示顯示顯示顯示。。。。((((如圖二如圖二如圖二如圖二))))    

(2)(2)(2)(2)若您若您若您若您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當初申請憑證時，，，，沒有將憑證匯入沒有將憑證匯入沒有將憑證匯入沒有將憑證匯入 IEIEIEIE 者者者者：：：：    

����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則系統會先先先先詢問您憑證詢問您憑證詢問您憑證詢問您憑證存放存放存放存放路徑路徑路徑路徑((((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與與與與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密碼後密碼後密碼後密碼後，，，，才能才能才能才能

顯示您的憑證資訊顯示您的憑證資訊顯示您的憑證資訊顯示您的憑證資訊。。。。((((如圖如圖如圖如圖一一一一＆＆＆＆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 ( (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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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用戶用戶用戶用戶端端端端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是指您電腦中是指您電腦中是指您電腦中是指您電腦中目前目前目前目前的憑證資料的憑證資料的憑證資料的憑證資料。。。。 

【伺服端伺服端伺服端伺服端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憑證資訊】：是指本公司是指本公司是指本公司是指本公司憑證安憑證安憑證安憑證安控控控控主機主機主機主機端端端端您您您您最新一最新一最新一最新一張張張張憑證憑證憑證憑證的的的的資訊資訊資訊資訊。。。。    

建議您建議您建議您建議您可可可可透透透透過過過過比比比比對對對對『『『『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序序序序號號號號』』』』及及及及『『『『憑證效期憑證效期憑證效期憑證效期』』』』欄欄欄欄位位位位是否是否是否是否相相相相

同同同同，，，，以確認您以確認您以確認您以確認您某台某台某台某台電腦存放於電腦存放於電腦存放於電腦存放於 IEIEIEIE 或桌面的憑證是否為最新有或桌面的憑證是否為最新有或桌面的憑證是否為最新有或桌面的憑證是否為最新有

效的憑證效的憑證效的憑證效的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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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憑證備份憑證備份憑證備份憑證備份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1.1.1.1. 當您當您當您當您在在在在 AAAA 台台台台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事事事事後後後後想想想想在在在在另另另另一一一一台台台台電腦電腦電腦電腦(E(E(E(EXXXX::::BBBB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    

2. 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 AAAA 台台台台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IE(IE(IE(IE 中中中中尚尚尚尚有有效憑證時有有效憑證時有有效憑證時有有效憑證時))))，，，，但事但事但事但事後忘後忘後忘後忘

了了了了您您您您備備備備份在份在份在份在 AAAA電腦桌面電腦桌面電腦桌面電腦桌面之之之之憑證憑證憑證憑證檔當初檔當初檔當初檔當初所自行設所自行設所自行設所自行設定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定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定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定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時時時時。。。。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請請請請使用您原申請使用您原申請使用您原申請使用您原申請((((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憑證的電腦憑證的電腦憑證的電腦憑證的電腦(EEEEXXXX::::AAAA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後後後，，，，請請請請

點選上點選上點選上點選上方方方方的的的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功能功能功能，，，，連結連結連結連結至本公司的至本公司的至本公司的至本公司的『『『『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    

2. 請點選左方功能列中的『檢檢檢檢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視憑證資訊』功能，先先先先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您您您您 AAAA電腦中目電腦中目電腦中目電腦中目前前前前 IEIEIEIE 或桌面或桌面或桌面或桌面

中中中中所所所所存放存放存放存放的憑證是否為的憑證是否為的憑證是否為的憑證是否為您您您您目前目前目前目前最新有效最新有效最新有效最新有效之之之之憑證憑證憑證憑證。。。。    

3. 接著請依您的情況選擇您接著請依您的情況選擇您接著請依您的情況選擇您接著請依您的情況選擇您備備備備份出份出份出份出 AAAA電腦憑證的電腦憑證的電腦憑證的電腦憑證的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1)(1)(1)(1) 若您若您若您若您 AAAA電腦電腦電腦電腦中目前的中目前的中目前的中目前的 IEIEIEIE 及及及及桌面桌面桌面桌面尚有尚有尚有尚有有效有效有效有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記記記記得得得得憑證密碼憑證密碼憑證密碼憑證密碼))))時時時時：：：：    

����您可選擇直接將桌面存放的憑證檔您可選擇直接將桌面存放的憑證檔您可選擇直接將桌面存放的憑證檔您可選擇直接將桌面存放的憑證檔((((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_YSS.pfx))))，，，，儲存至您儲存至您儲存至您儲存至您

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的行動碟碟碟碟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即可即可即可即可。。。。    

(2)(2)(2)(2) 若您若您若您若您 AAAA電腦中目前的電腦中目前的電腦中目前的電腦中目前的 IEIEIEIE 及桌面尚及桌面尚及桌面尚及桌面尚有有效憑證有有效憑證有有效憑證有有效憑證((((但但但但忘記憑證密碼時忘記憑證密碼時忘記憑證密碼時忘記憑證密碼時))))：：：：    

����您可選擇點選您可選擇點選您可選擇點選您可選擇點選左方左方左方左方功能列中的功能列中的功能列中的功能列中的『『『『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備備備備份份份份』』』』功能功能功能功能，，，，依下列步驟重新再依下列步驟重新再依下列步驟重新再依下列步驟重新再備備備備份一次份一次份一次份一次您您您您

的憑證檔的憑證檔的憑證檔的憑證檔至您的桌面至您的桌面至您的桌面至您的桌面後後後後((((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_YSS.pfx))))，，，，再將桌面再將桌面再將桌面再將桌面的的的的憑憑憑憑證檔證檔證檔證檔另另另另儲儲儲儲

存至您的行動存至您的行動存至您的行動存至您的行動碟碟碟碟使用即可使用即可使用即可使用即可。。。。    

(a)請點選左方功能列中的『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備備備備份份份份』 

 
 

(b)當系統詢問您是否要備份這張憑證時，請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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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接著系統會接著系統會接著系統會接著系統會將將將將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存存存存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於您的電腦桌面(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_YSS.pfx)，此時請請請請

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不要更改檔案路徑及名稱，，，，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並請您輸入二次您自訂的憑證檔案保護密碼((((最少最少最少最少

為四位數為四位數為四位數為四位數))))後後後後，再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  

(1)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此為您自行設定保護該憑證檔案的密碼，，，，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一經設定請您務必牢記，，，，

日後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日後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日後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日後若您選擇使用憑證檔案下單、、、、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欲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或使用憑證

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匯入功能時則需使用您所設定的憑證檔案密碼。。。。 

(2)為配合主管機為配合主管機為配合主管機為配合主管機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關規範之網路安全機制及確保您的權益，，，，當您忘記憑當您忘記憑當您忘記憑當您忘記憑

證密證密證密證密 碼碼碼碼(若您電腦若您電腦若您電腦若您電腦 IE 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又無存放您的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證憑證憑證憑證)時時時時，，，，您則須本人臨櫃您則須本人臨櫃您則須本人臨櫃您則須本人臨櫃

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手續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手續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手續辦理憑證廢止重申請手續。。。。 

 

(d)當系統顯示『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備備備備份完成份完成份完成份完成』時，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後，您您您您即即即即可將儲存於電腦桌面可將儲存於電腦桌面可將儲存於電腦桌面可將儲存於電腦桌面

的憑證檔案的憑證檔案的憑證檔案的憑證檔案((((檔名檔名檔名檔名: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您的身份證字號_YSS.pfx))))，，，，儲存至您的行動儲存至您的行動儲存至您的行動儲存至您的行動碟碟碟碟使用即可使用即可使用即可使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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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1. 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當您在 AAAA 台台台台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電腦下載申請成功您的下單憑證後，，，，事事事事後想在後想在後想在後想在另另另另一一一一台台台台電腦電腦電腦電腦(E(E(E(EXXXX::::BBBB電腦電腦電腦電腦))))

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下單時。 

2. 『『『『憑證匯入憑證匯入憑證匯入憑證匯入』』』』是指將憑證檔案匯入至是指將憑證檔案匯入至是指將憑證檔案匯入至是指將憑證檔案匯入至 IEIEIEIE 中中中中，，，，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毋需輸入憑證路徑毋需輸入憑證路徑毋需輸入憑證路徑毋需輸入憑證路徑

與密碼與密碼與密碼與密碼((((建議個建議個建議個建議個人使用的電腦請選此選項人使用的電腦請選此選項人使用的電腦請選此選項人使用的電腦請選此選項))))。。。。若您不想將憑證匯入若您不想將憑證匯入若您不想將憑證匯入若您不想將憑證匯入 BBBB電腦之電腦之電腦之電腦之 IEIEIEIE 時時時時，，，，

則則則則僅僅僅僅需自行將您於需自行將您於需自行將您於需自行將您於 AAAA電腦電腦電腦電腦備備備備份份份份並儲存至您行動並儲存至您行動並儲存至您行動並儲存至您行動碟碟碟碟中的憑證檔案中的憑證檔案中的憑證檔案中的憑證檔案，，，，複製複製複製複製至至至至 BBBB電腦桌電腦桌電腦桌電腦桌

面即可面即可面即可面即可。。。。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BBBB電腦電腦電腦電腦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並點選上方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連結至

本公司的『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 

2. 請點選左方功能列中的『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匯匯匯匯入入入入』功能。 

 

3. 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當系統出現是否要將您的憑證匯入至 IEIEIEIE 裡的對話視窗出現時裡的對話視窗出現時裡的對話視窗出現時裡的對話視窗出現時，，，，請選擇匯入請選擇匯入請選擇匯入請選擇匯入 IEIEIEIE。。。。 

【 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匯入至 IEIEIEIE    】：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未來每次下單時，，，，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毋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建議個人使用的

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電腦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不要匯入至 IE】：未來未來未來未來每日每日每日每日登入登入登入登入 IEIEIEIE 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第一筆下單時，，，，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需輸入憑證路徑與密碼；；；；建建建建

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議若您是在公用電腦操作請選擇擇擇擇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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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您選擇當您選擇當您選擇當您選擇『『『『匯匯匯匯入至入至入至入至 IEIEIEIE』』』』後後後後，系統會詢問您的憑證檔案路徑及密碼系統會詢問您的憑證檔案路徑及密碼系統會詢問您的憑證檔案路徑及密碼系統會詢問您的憑證檔案路徑及密碼，，，，此時此時此時此時請選擇您請選擇您請選擇您請選擇您

的憑證檔案路徑的憑證檔案路徑的憑證檔案路徑的憑證檔案路徑，，，，並輸入您的憑證檔案密碼後並輸入您的憑證檔案密碼後並輸入您的憑證檔案密碼後並輸入您的憑證檔案密碼後，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PS:*PS:*PS:*PS:憑憑憑憑證證證證存存存存放放放放路路路路徑徑徑徑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說說說說明明明明：：：：若若若若您您您您目目目目前前前前持持持持有有有有之之之之有有有有效效效效憑憑憑憑證證證證為為為為 

(a)102.08.31 前前前前已已已已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之之之之 NB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者者者者(1024 位位位位元元元元)，，，，請請請請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您您您您原原原原存存存存放放放放 certsig.p12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檔檔檔檔的的的的路路路路徑徑徑徑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即即即即可可可可。。。。(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b)102.08.31 後後後後新新新新申申申申請請請請之之之之 EC 憑憑憑憑證證證證者者者者(2048 位位位位元元元元)，，，，請請請請選選選選擇擇擇擇您您您您存存存存放放放放憑憑憑憑證證證證檔檔檔檔(檔檔檔檔名名名名:

您您您您的的的的身身身身份份份份證證證證字字字字號號號號_YSS.pfx)的的的的路路路路徑徑徑徑(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預設為系統的桌面)及及及及檔檔檔檔名名名名即即即即可可可可。。。。(如如如如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圖圖圖圖一一一一))))    ((((圖圖圖圖二二二二))))    

  

 

5. 當系統顯示『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匯入完成匯入完成匯入完成匯入完成』時，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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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    
項目 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當您想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時當您想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時當您想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時當您想變更憑證檔案密碼時。。。。(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請注意!!!!若您變若您變若您變若您變更更更更密碼後密碼後密碼後密碼後，，，，須將全須將全須將全須將全部瀏覽器部瀏覽器部瀏覽器部瀏覽器關關關關閉閉閉閉再重再重再重再重

新開新開新開新開啟啟啟啟，，，，才能使用才能使用才能使用才能使用新新新新憑證憑證憑證憑證密碼密碼密碼密碼下單下單下單下單))))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 請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後，點選上方的『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憑證管理』功能，連結至本公司

的『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憑證作業網站』。 

2. 請點選左方功能列中的『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密碼變更』功能。 

 

3.3.3.3. 依依依依序填序填序填序填入下入下入下入下方方方方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1)(1)(1)(1) 選擇憑證檔案選擇憑證檔案選擇憑證檔案選擇憑證檔案。。。。((((若預設路徑已若預設路徑已若預設路徑已若預設路徑已找找找找到您的憑證檔案到您的憑證檔案到您的憑證檔案到您的憑證檔案，，，，則則則則『『『『瀏覽瀏覽瀏覽瀏覽』』』』鍵鍵鍵鍵會會會會隱藏隱藏隱藏隱藏

無無無無法法法法點選點選點選點選))))    

(2)(2)(2)(2) 輸入原憑證密碼輸入原憑證密碼輸入原憑證密碼輸入原憑證密碼。。。。    

(3)(3)(3)(3) 輸入新的憑證密碼輸入新的憑證密碼輸入新的憑證密碼輸入新的憑證密碼。。。。((((最少四碼最少四碼最少四碼最少四碼))))    

(4)(4)(4)(4) 再次輸入新的憑證密碼再次輸入新的憑證密碼再次輸入新的憑證密碼再次輸入新的憑證密碼。。。。    

(5)(5)(5)(5) 點選點選點選點選『『『『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4. 當系統顯示『密碼變更完成密碼變更完成密碼變更完成密碼變更完成』時，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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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作業環境設定作業環境設定作業環境設定作業環境設定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使用時機    若您若您若您若您執執執執行憑證作業網站中行憑證作業網站中行憑證作業網站中行憑證作業網站中任任任任一項功能無一項功能無一項功能無一項功能無法執法執法執法執行時行時行時行時，，，，系統會系統會系統會系統會導引導引導引導引您至您至您至您至『『『『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檢檢檢檢

查查查查』，』，』，』，以設定您的電腦以設定您的電腦以設定您的電腦以設定您的電腦。。。。    

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操作流程    1.當您連至『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環境環境環境環境檢查檢查檢查檢查』時，若系統顯示如下視窗若系統顯示如下視窗若系統顯示如下視窗若系統顯示如下視窗，，，，請按請按請按請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俾利俾利俾利俾利系統系統系統系統調調調調

整整整整您的電腦您的電腦您的電腦您的電腦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設定設定設定設定。。。。    

 
 

2.當系統出現下列提醒訊息時，，，，請請請請先先先先詳閱詳閱詳閱詳閱訊息說明訊息說明訊息說明訊息說明文文文文字後字後字後字後，，，，按按按按『『『『確定確定確定確定』』』』。 

 
 

3.系統會請您下載檔案系統會請您下載檔案系統會請您下載檔案系統會請您下載檔案((((CmpntCmpntCmpntCmpntSSSSetupetupetupetup....exeexeexeexe或或或或 CmpntCmpntCmpntCmpntSSSSetupetupetupetup....exeX6exeX6exeX6exeX64444))))，，，，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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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5.接著接著接著接著系統會自動設定您的電腦系統會自動設定您的電腦系統會自動設定您的電腦系統會自動設定您的電腦。。。。    

 
 

6.    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請請請請關關關關閉閉閉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IEIEIEIE瀏覽器瀏覽器瀏覽器瀏覽器再再再再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以以以以

使使使使設設設設定定定定生生生生效效效效。。。。    

 

*PS:*PS:*PS:*PS:當您當您當您當您連連連連至至至至『『『『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環境檢查環境檢查環境檢查環境檢查』』』』時時時時，，，，若無若無若無若無法法法法如上如上如上如上述述述述步驟步驟步驟步驟順利順利順利順利自動下自動下自動下自動下載檔案載檔案載檔案載檔案作作作作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設設設設

定定定定時時時時，，，，請請請請試試試試著著著著依下列步驟依下列步驟依下列步驟依下列步驟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1.1.1.1.直直直直接接接接點選點選點選點選下圖中的下圖中的下圖中的下圖中的『『『『執執執執行行行行環境環境環境環境設定設定設定設定』』』』鍵鍵鍵鍵，，，，手動下載並儲存檔案手動下載並儲存檔案手動下載並儲存檔案手動下載並儲存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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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當系統出現下列提醒訊息時當系統出現下列提醒訊息時當系統出現下列提醒訊息時當系統出現下列提醒訊息時，，，，請先請先請先請先詳閱詳閱詳閱詳閱訊息說明訊息說明訊息說明訊息說明文文文文字後字後字後字後，，，，按確定按確定按確定按確定。。。。    

 

3.3.3.3.當當當當系統請您下載檔案系統請您下載檔案系統請您下載檔案系統請您下載檔案((((CmpntCmpntCmpntCmpntSSSSetupetupetupetup....exeexeexeexe或或或或 CmpntCmpntCmpntCmpntSSSSetupetupetupetup....exeX6exeX6exeX6exeX64444))))時時時時，，，，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請點選『『『『儲存儲存儲存儲存』。』。』。』。    

 

4.4.4.4.將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桌面後將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桌面後將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桌面後將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桌面後，，，，再再再再手手手手動動動動執執執執行該檔案行該檔案行該檔案行該檔案。。。。    

((((****pspspsps::::win7win7win7win7或或或或 IEIEIEIE9999以上客戶建議先儲存安以上客戶建議先儲存安以上客戶建議先儲存安以上客戶建議先儲存安裝裝裝裝檔後檔後檔後檔後，，，，再於該檔按再於該檔按再於該檔按再於該檔按滑鼠右鍵另滑鼠右鍵另滑鼠右鍵另滑鼠右鍵另以系統以系統以系統以系統

管理管理管理管理員員員員身份身份身份身份執執執執行行行行))))    

 

5.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當系統完成設定後，，，，請請請請關關關關閉閉閉閉所有所有所有所有 IEIEIEIE瀏覽器瀏覽器瀏覽器瀏覽器再再再再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重新登入本公司網路交易系統，，，，以以以以

使使使使設設設設定定定定生生生生效效效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