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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啟用會員專戶(1/3) 

請記下您的會員代碼及初始密碼，至本公司

網站(www.sportslottery.com.tw)或至手機版運

彩網站(m.sportslottery.com.tw)，輸入會員代

碼及初始密碼。 

2 

完成密碼變更後，完成會員註冊程序。 
3 

經審核通過者，本公司將以電子郵件寄送一

組會員代碼及初始會員密碼至約定之電子信

箱。以會員代碼與初始密碼登入，立即進行

密碼的更改，即可完成會員註冊程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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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啟用會員專戶(2/3) 

請於本公司運彩網站首頁右上方

「會員代碼」及「密碼」處，分

別輸入本公司寄送給您的會員代

碼及初始密碼。 

4 

輸入會員代碼及初始密碼後，請

按「登入」鍵進入下一個更改密

碼的頁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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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啟用會員專戶(3/3) 

您需要完成更改密碼的動作，才能正

式開始投注。更改密碼時，請於「舊

密碼」中填入本公司寄送給您的初始

密碼，並於「新密碼」及「確認新密

碼」中輸入您的新密碼。 

輸入完成後請按右下方「送出」鍵的

按鈕。 

6 

更改密碼完成，入金後即可開始投注。 
7 

提醒您，您欲設定的新密碼必須符合下列要求：(1)至

少8個字元長、(2)包含英文字母及數字、(3)英文字母大

寫或小寫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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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入金：1.查詢會員專戶帳號 

會員投注前應將投注款項預先入金。會員專戶應維持充足金額，以利投注。 
1 

點擊本公司運彩網站會員首頁右上

方「我的帳戶」鍵後，進入「我的

帳戶」頁面，並點選左側「個人詳

細資訊」頁，查詢您的會員專戶帳

號(共14碼)。 

3 

入金前已請先登入會員專區確認您

的會員專戶帳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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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入金：2.入金方式 

您的銀行代碼及入金帳戶如下： 

 入金帳戶的銀行代碼822(中國信託) 

  入金帳戶為您的會員專戶號碼(共14碼) 

您可選擇下列其中一種方式入金： 

   (1)銀行自動提款機ATM轉帳。 

   (2)網路ATM轉帳。 

   (3)網路銀行轉帳。 

此欄顯示的號碼即為您的會員專戶帳號。提醒您，投注前應

將投注款項預先入金至您的會員專戶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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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投注：1.查閱賽事表 

點選本公司運彩網站上方「賽事表」頁籤，查閱不

同運動的開賣賽事、遊戲玩法及其賠率。 

運動項目選單，點擊選單可查

詢不同運動的開賣賽事。 

熱門聯賽選單，點擊選單可查

詢不同熱門聯賽的開賣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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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左側「美國職棒」即可查閱當日開賣的所有美國職棒賽事。 

三、如何投注：2.查閱熱門聯賽之開賣賽事 

您可於賽事表內

直接點選球隊名

稱，代表您選擇

不讓分玩法並預

測 科羅拉多落磯

山(先發投手為納

卡西歐)獲勝。或

是點擊   查閱該

賽事更多遊戲玩

法的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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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點擊「棒球」，展開當日所

有開賣賽事的聯賽名稱，如交流賽 

、太平洋聯盟、美國職棒。 

 

 

 

 

 

 
 

點擊左側「棒球」即可查閱當日

開賣的所有棒球賽事。 

三、如何投注：3.查閱特定運動之開賣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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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投注：4.首次投注者應注意事項 

會員投注之安全認證機制：會員進行投注交易時，系統將以簡訊方式發送交易驗

證密碼(OTP)至約定的行動電話門號，會員收到後輸入，經系統檢查吻合後，始

能進行投注。 

提醒您： 

1. 每次登入後的首次投注，都需要輸入6位數的交易驗證密碼(OTP)才能進行投

注。您可查詢手機簡訊，以取得交易驗證密碼。 

2. 執行登入後，如閒置時間超過20分鐘將強制登出，以維護您的交易安全。 

3. 會員完成投注程序後，不得撤銷或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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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投注：5.投注流程 

點選投注標的後，該投注標的之賽事資訊、遊戲玩法及其賠率會出現在右側投注

區內，接著輸入每組合投注金額(以新臺幣10元為一個單位)的倍數(輸入100表示

每組合投注金額為1,000元[10元x100倍])後，點擊「投注」鍵，進入下個步驟。 

1 

1 

4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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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投注：5.投注流程(續) 

點擊「投注」鍵後，將出現「馬上投注」鍵，請您在確認投注金額及內容無誤後 

，點擊「馬上投注」鍵完成交易。提醒您，若為登入後的首次投注，您的手機將

會收到來自本公司寄發的交易驗證密碼(OTP)，在「請輸入密碼」區域內輸入6

位數的交易驗證密碼(OTP)後，按下「確定送出」鍵即完成交易。提醒您，登入

後若您已輸入過交易驗證密碼(OTP)，下次投注時將不再需要輸入。 

2 

(手機簡訊畫面) 

123456 

6 5 

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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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投注賽事開打後，除了「場中投注」頁面之外，您亦可於「賽事表」右側看到場中

投注賽事的即時比分及該賽事不讓分玩法的賠率。 

1 

三、如何投注：6.場中投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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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投注需要較長的處理時間，因此當您投注場中投注賽事時，請稍候片刻，待系統

跳出「投注成功」訊息，完成交易。 

2 

1 2 

三、如何投注：6.場中投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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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人帳戶管理：1.總覽 

每位會員皆可透過點擊進入「我的帳戶」，查詢個人投注紀錄及帳戶明細、申請

出金、設定個人投注金額上限、變更密碼、及瀏覽個人詳細資訊等。 

 

 

 

 

 

 

 

 
 

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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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帳戶」內各頁 功能說明 

(一) 我的帳戶 個人帳戶資料總覽。 

  1. 我的投注記錄 查詢您過去30天的投注記錄。 

  2. 帳戶明細 查詢您的會員專戶餘額，以及過去30天的入金/出金記錄。 

(二) 入/出金 -- 

  1. 入金 說明會員如何將款項轉入您的會員專戶。 

  2. 出金 申請出金，選擇出金金額並將款項轉出至您約定的金融機構帳戶。 

(三) 個人設定 -- 

  1. 限制設定 設定每日/每周/每月的投注金額上限，以及每日可投注的時間。 

  2. 投注設定 設定每組合投注金額，預設值為10元；以及其他相關投注設定。 

  3. 聯絡設定 設定透過哪些管道接收本公司發送的訊息。 

(四) 資料與訊息 -- 

  1. 個人詳細資訊 查詢您的會員代碼、會員專戶號碼、出金帳戶號碼等個人資訊。 

  2. 變更密碼 變更密碼。 

四、個人帳戶管理：2.各功能頁籤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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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帳戶：(1)我的投注紀錄 

您可查閱過去特定期間(今天、昨天、過去7日、過去30日)及特定交易狀態(尚未派

彩、中獎/退款、未中獎、取消)的個人投注紀錄及其投注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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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帳戶：(2)帳戶明細 

您可查閱過去特定期間(今天、昨天、過去7日、過去30日)及特定交易狀態(投注、

中獎、入金、出金等等)的個人帳戶的入帳、出帳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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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金：(1)入金 

 

 

 

 

 

 

 

 

 

 

 

 

說明會員入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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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金：(2)出金 

 

 

 

 

 

您可於此處輸入欲出金的金

額。輸入出金金額後請按右

下方的「出金」鍵。 

 

 

 

 

 

 

 

 

此處顯示您輸入的出金金額 

，以及指定的金融機構名稱 

、帳號及代碼。 

1 

輸入出金金額後請按

右下方的「出金」鍵。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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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設定：(1)限制設定 

您可透過向左或向右拖曳捲

軸的方式，調高或調低每日/

每週/每月投注上限。 

您亦可透過向右或向左拖

曳捲軸的方式，設定您的

可投注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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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設定：(2)投注設定 

 

 

您可連續點選「+」或「 -」來增加或減少每組合投注金額

(預設值為10元)的倍數。範例將倍數值設定為15，表示每組

合投注金額設定為150元(10元x15倍)。 

 

 

 

賠率會不時變動，投注交易完成當下的賠率，可能和您在賽

事表上所看到的賠率不同。 

 勾選「不接受較低的賠率」表示您在投注時，按下「馬上投注」

鍵時若賠率有變動，您僅接受賠率相等或變高的交易，而拒絕

賠率變低的交易。 

 勾選「接受任何賠率」表示您在投注時，按下「馬上投注」鍵

時若賠率有變動且無論變高或變低您都願意接受此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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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設定：(3)聯絡設定 

您可在此頁設定希望透過哪些管道

接收本公司發送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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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訊息：(1)個人詳細資訊 

您可點選左側功能列「個人詳細資料」頁籤，瀏覽您的個人資訊包括：姓名、交易

驗證用行動電話號碼、銀行/庫局名稱(出金用)、金融機構帳號(出金用)、電子郵件

信箱、推薦您入會之經銷商證號、會員代碼及會員專戶(入金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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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訊息：(2)變更密碼 

您可於此處更改密碼 

。提醒您，您欲設定

的新密碼必須符合下

列要求： (1)至少8個

字元長、(2)包含英文

字母及數字、(3) 英文

字母大寫或小寫皆可 

。輸入完成後按下

「送出」鍵後完成密

碼變更，新密碼即刻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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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要投注規則 

1. 彩券價格：運動彩券每次(張、筆)投注

總價至少新臺幣(以下同)100元整，每組

合投注金額以10元為一個單位。 

2. 受理投注時間：虛擬通路受理投注時間

為每日上午6:45至隔日凌晨1:45。 

3. 投注限制：(1)每次(張、筆)投注最高總

價為10萬元。(2)每次(張、筆)中獎的最

高金額為2,000萬元，中獎金額如逾前開

金額，該次投注將不被接受。 

4. 派彩規定：運動彩券之派彩以賽事現場

判決為依據，凡於派彩後更改的紀錄或

結果，不影響先前的派彩依據。 

5. 兌獎相關規定：(1)虛擬通路投注中獎者 

，中獎獎金於扣除稅賦後轉入其會員專戶 

。(2)會員投注中獎者，免扣4‰印花稅。 

6. 會員入金及出金：(1)若會員存款帳戶非屬

金流受委託機構，入金或出金會員須自行

負擔跨行手續費。 (2)會員申請出金時 

，其款項將於次營業日才得轉入其約定之

存款帳戶。若發生不可歸責於發行機構之

情事致其款項無法於次營業日轉入其約定

存款帳戶時，發行機構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7. 取消投注：使用網路或行動裝置投注，投

注交易一經送出後，即無法取消投注。 

詳細投注規則以官網中之投注規範為準: 
https://www.sportslottery.com.tw/web/guest/sports-regulation 

https://www.sportslottery.com.tw/web/guest/sports-regulation
https://www.sportslottery.com.tw/web/guest/sports-regulation
https://www.sportslottery.com.tw/web/guest/sports-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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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手上路(1/5)：查詢賽事資訊 

「賽事表」內各場賽事所顯示的數字為「不讓分」遊戲玩法的賠

率，如賽事編號 209(過關數為1、開賽時間：103年03月10日上午

11:00)費城76人@印第安那溜馬的比賽，若您選擇該場比賽的不讓

分玩法並預測費城76人將贏得比賽，則費城76人的賠率為2.15。 

若您想知道該場費城76人@印第安那溜馬的比賽，除了不讓分之外，

另外還有提供哪些遊戲玩法，可點擊   (代表除了不讓分玩法之外，另

外尚有5種遊戲玩法及賠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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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手上路(2/5)：查詢比賽結果 

若您欲查詢比賽結果，可進入「賽事表」內點選網頁左下

方「比賽結果」頁籤。進入「比賽結果」頁面查詢特定球

種/國家/聯盟/期間已派彩的比賽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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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手上路(3/5)：查詢運動統計及即時數據 

點選首頁「運動數據」頁籤，您可查詢包

括 MLB、NBA等重要比賽的詳細統計數

據。 

1 
 點選「模擬直播」頁籤，個人化頁面直 

 播MLB、NBA、歐洲五大足球的即時賽

況 

 ，讓您隨時掌握比賽情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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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手上路(4/5)：遊戲玩法 

遊戲玩法 玩法簡介 適用運動 

1. 單雙 預測2隊總得分為單數或雙數 棒、籃、足球 

2. 雙勝 預測主隊勝、客隊勝或和局其中2種 足球 

3. 第一球/下一球 預測先踢進第一球/下一球的球隊 足球 

4. 總進球數 預測2隊進球數的總和 足球 

5. 單節不讓分 預測特定節客隊勝、主隊勝或平手 籃球 

6. 單盤不讓分 預測特定盤哪位選手勝 網球 

7. 不讓分 預測客隊勝、主隊勝或平手 棒、籃、足、網球 

8. 讓分 預測讓分後客隊勝、主隊勝或平手 棒、籃、足球 

9. 大小 預測2隊總得分大於或小於指定分數 棒、籃、足球 

10.單局不讓分 預測特定局客隊勝、主隊勝或平手 棒球 

11.正確比數 預測最終比數 足、網球 

12.勝分差 預測勝隊及其領先的分數 棒、籃球 

13.冠軍 預測冠軍隊伍/人 所有運動 

14.特別項目 例如預測誰先投進第一個三分球 所有運動 

* 上述各種玩法可能隨時異動，實際玩法以官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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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手上路(5/5)：常見問題 

 

Q1. 賽事表中「過關數」的欄位代表什麼意思?    

答：「過關數」如顯示為1，表示該場比賽可以單場投

注，如顯示為2，表示該場比賽最少須搭配另外1場比賽

進行過關投注，如顯示為3，除特別情況的規定外，該

場比賽最少須搭配另外2場比賽進行過關投注。 

Q2. 過關特別情況的規定是什麼? 

答: 一場原本須過3關的比賽，若搭配一場可單場投注的

比賽進行過關，得不受須過3關之限制（CPBL和SBL比

賽除外) 。 

Q3. 賽前投注和場中投注有什麼不一樣?  

答：比賽開始前進行的投注稱為賽前投注；比賽開始後

才進行的投注稱為場中投注。兩種投注方式的玩法略有

不同。 

(一) 投注相關 

Q1. 如果賽事有異常狀況，我該如何查詢？   

答：請點選台灣運彩網站最新消息中的賽事公告查詢賽事

異常資訊，或您可撥打客服專線(02)2175-3969查詢。 

Q2. 如何可以瀏覽比賽「賽果」及派彩結果？ 

答：可以在台灣運彩網站的賽事表頁面中點選「比賽結

果」，即可瀏覽到比賽「賽果」及派彩結果。 

(二) 賽事資訊相關 

Q. 我可以在哪裡購買運動彩券?   

答： 

1.全國各地運動彩券投注站內，直接以現金方式投注。 

2.申請成為台灣運彩虛擬通路會員，在入金儲值後，直接

透過網路或行動裝置進行投注。 

(三) 投注通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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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您想透過行動裝置 (手機或平板電腦)投注運彩，可上網連結本公司行動版

網站(https://m.sportslottery.com.tw)，首頁畫面範例如下圖示。 

一、投注流程(1/5)：連結至行動版首頁 

1 

https://m.sportslottery.com.tw/
https://m.sportslottery.com.tw/
https://m.sportslotter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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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行動版網站首頁，點擊「登入」鍵，並於新視窗內輸入您的會員代碼及密碼

後，按下「登入」鍵以登入至本公司行動版網站。 

一、投注流程(2/5)：登入至行動版網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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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注流程(3/5)：查詢已開賣賽事 

您可點選欲投注的聯賽，進入

下一頁查詢目前已開賣的賽事

及其遊戲玩法與賠率。 

3 

點擊可查閱該場賽事其他遊戲玩法與賠率 

顯示您的帳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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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投注流程(4/5)：選擇賽事及其結果選項 

選擇您想預測的賽事及其結果選項(您可只選擇1場賽事或一次選擇多場賽事及其結

果)，完成選擇後按下畫面右下方的「投注」鍵，進入每組合投注金額的輸入畫面。 

4 



TAIWAN SPORTS LOTTERY 

2016/6/20 

- 39 - 

一、投注流程(5/5)：輸入交易驗證密碼 

輸入每組合投注金額(預設為10元)的倍

數，範例為10倍，表示每組合投注金額

為100元(10元 x 10倍)。 

5 

按下「投注」鍵，並再次按下「馬上投

注」鍵後完成交易。 

若該筆交易為您登入後的第一次投注，

您的手機將會接收到交易驗證密碼，輸

入密碼後按下「確定送出」，並再按下

「馬上投注」鍵後完成交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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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查詢 

您可於首頁按下   鍵展開功能頁，並選擇進入「我的帳戶」、「帳戶明細」、「入

金」、「出金」、「限額」、「投注設定」、「個人詳細資訊」等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