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16日 

使用者操作手冊 v1.04 
 

 頁 1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使用者操作手冊 v1.04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16日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16日 

使用者操作手冊 v1.04 
 

 頁 2  
 

一、 電腦環境確認 .....................................................................3 

1. 確認 HiCOS卡片管理工具版本 .......................................................3 

2. 確認使用環境(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皆適用) .........................................3 

3. 檢視卡片資料(工商憑證) ...........................................................4 

4. 檢視卡片資料(自然人憑證) .........................................................5 

二、 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6 

1. 首頁(登入頁) ....................................................................6 

2. 流程文件範本下載 ................................................................7 

3. 啟動計價/履約/驗收文件流程 ......................................................8 

4. 流程關卡設定 ....................................................................9 

5. 下載範本輸入資料並轉存 PDF、輸入案件資料、檔案上傳及相關說明 ....................10 

6. 簽核紀錄、目前簽核關卡、簽核意見、簽核動作 .....................................11 

7. 免登入憑證送下關 ...............................................................12 

8. 現場速簽 .......................................................................13 

9. 首頁(待簽核清單、已簽核清單) ...................................................14 

 

  



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中華民國 111年 11 月 16日 

使用者操作手冊 v1.04 
 

 頁 3  
 

一、電腦環境確認 

1. 確認 HiCOS卡片管理工具版本 

版本須為 3.0.3以上。下載網址：https://moica.nat.gov.tw/rac_plugin.html  

    

2. 確認使用環境(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皆適用) 

透過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檢測功能確認使用環境設定檢查成功，連結：

https://moeaca.nat.gov.tw/other/index.html 

https://moeacaweb.nat.gov.tw/MoeaeeWeb/other/checke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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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檢視卡片資料(工商憑證) 

透過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檢視卡片資料功能確認檢視卡片資料成功，連結： 

https://moeaca.nat.gov.tw/other/index.html 

https://moeacaweb.nat.gov.tw/MoeaeeWeb/function/cert_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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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視卡片資料(自然人憑證) 

透過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檢視卡片資料功能確認檢視卡片資料成功，連結： 

https://moica.nat.gov.tw/ShowCardInf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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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廠商工商憑證簽認平台 

1. 首頁(登入頁) 

請連線至網址 https://ssp.metro.taipei:8443/，並依欲登入角色輸入對應資訊後登入： 

(1)廠商：帳號為公司統編、密碼為工商憑證 PIN碼，並透過工商憑證登入。 

(2)自然人：帳號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自然人憑證 PIN碼，並透過自然人憑證登入。 

(3)北捷員工：帳號為 e+五碼員編(例：e12345)，密碼為 Windows AD 登入密碼。 

 

 

https://ssp.metro.taipei:8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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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流程文件範本下載 

於流程文件範本下載頁可下載欲執行流程之表單檔案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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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啟動計價/履約/驗收文件流程 

依欲執行文件類別選擇並啟動對應簽核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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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流程關卡設定 
(1)免簽核關卡：可依實際狀況設定免簽核關卡。 

(2)順序：簽核流程將依所列依序進行關卡簽核。 

(3)名稱：簽核關卡名稱，括號內 N代表該關卡允許上陳多位主管簽核，括號內 1代表該關

卡僅由 1位簽核，括號內會標記該關卡使用簽認方式(工商憑證、自然人憑證、AD)。 

(4)簽核角色：依關卡性質輸入，廠商則輸入廠商統編(例：12345678)、第三方自然人則輸

入身分證字號(例：A123456789)、北捷員工則輸入北捷六碼員編(例：012345)。 

(5)第一位簽核者：每一關卡的第一位簽核者設定，通常由承辦單位承辦人設定。 

(6)上陳：該關卡允許多位主管簽核時，可設定多位主管，並用逗號隔開(例：

012345,023456)。 

(7)改分：當前簽核人員欲改分給其他人員時，將當前流程改至指定人員。 

(8)選取人員按鈕：提供北捷員工以單位之下拉式選單及搜尋功能選取廠商或人員。 

(9)帶入一層主管、二層主管、三層主管：提供簽核者直接帶入該簽核點人員直屬一層、二

層、三層主管。 

(10)會計處承辦人名單：提供會計處目前各類型案件對應承辦人名稱，以利簽核者選擇。 

(11)廠商僅需對廠商所屬關卡進行簽核者設定，若屬北捷員工關卡，系統將自動帶入人員至

第一位簽核者，故無需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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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下載範本輸入資料並轉存 PDF、輸入案件資料、檔案上傳及相關說明 
(1)下載範本輸入資料並轉存 PDF。 

(2)輸入案號後，點擊擷取案號資料，可取得案件資訊。 

(3)輸入批次並點擊確定批次。 

(4)檔案上傳可選取欲上傳表單及相關檔案，只允許上傳 PDF，請於上傳前進行轉存。 

(5)此次流程相關說明可於說明欄位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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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簽核紀錄、目前簽核關卡、簽核意見、簽核動作 
(1)簽核紀錄：已簽核及目前簽核相關紀錄顯示於此。 

(2)目前簽核關卡：代表目前簽核關卡。 

(3)簽核意見：有任何本表單流程之簽核意見可鍵入於此，提交後會一併記錄於簽核記錄。 

(4)簽核動作：依當前欲執行之動作點擊對應動作按鈕。 

(5)簽核確認視窗：資料及檔案正確時，點擊動作按鈕後，可進行簽核。 

(6)請注意憑證 PIN碼必須正確輸入，錯誤 3次憑證會被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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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免登入憑證送下關 
(1)免登入並直接透過工商憑證或自然人憑證簽核送下關。 

(2)透過此方式簽核無法檢核簽核者及憑證是否一致，請自行確認使用正確憑證簽核。 

(3)必須是北捷員工啟動的流程，且流程已經送至非啟動者時，啟動者連至流程時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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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現場速簽 
(1)免登入並直接透過自然人憑證速簽核。 

(2)所有到場者皆簽核完成後，由紀錄人員完成流程。 

(3)必須簽核者必須皆簽核過才能完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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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首頁(待簽核清單、已簽核清單) 
(1)待簽核清單：顯示應由登入者簽核之表單流程清單。 

(2)已簽核清單：顯示登入者曾經簽核過之表單流程清單，同時顯示該流程目前狀態。 

 

 

若有系統或操作問題亦可洽系統管理員資訊處王傳仁，電話：(02)2536-3001 #84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