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見問題
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
甲

一般

問1

甚麼是「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

答：

「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TPSI」）是公司註冊處處長（「處長」）於註
冊易提供的服務，以便與「公司註冊處綜合資訊系統」（「ICRIS」）聯繫。用戶可
透過 TPSI 向處長提交以軟體（即自行開發或向供應商購買的軟體）製備，妥為填報
及簽署，並符合特定規格的電子表格及其附件。

問2

我怎樣才可接達 TPSI 功能？

答：

你必須先登記成為註冊易的用戶，詳情請參閱有關「用戶登記及用戶聯繫」的常見
問題和註冊易內的示範。
如欲使用 TPSI 功能的註冊易公司用戶，亦須登記成為 TPSI 用戶，詳情請參閱乙部
– TPSI 用戶登記。
如你是註冊易的個人用戶，並聯繫了一個已登記的 TPSI 公司用戶，你便可接達
TPSI 功能。你也可自行登記成為 TPSI 用戶。

問3

甚麼是符合 TPSI 的特定規格？

答：

有關規格已載於「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規格」（「聯繫系統規格」），用戶
在開發軟體以配合 ICRIS 製備特定格式的電子表格檔案時，可參照有關規格。聯繫
系統規格可於公司註冊處網頁 (www.cr.gov.hk) 內「關於我們 > 拓展計劃 > 「使用軟
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與「註冊易」聯繫」一欄下載。

問4

我是否必須登記成為 TPSI 用戶，才可使用註冊易的電子提交服務？

答：

否。TPSI 功能是提供予使用自行開發軟體或公司秘書軟體製備指明表格的公司和文
件提交人使用。如你並非使用該等軟體，你可使用註冊易 [電子提交服務 > 網上提
交] 的功能在網上填報有關的電子表格。

問5

我是否必須使用由特定供應商提供的軟體？

答：

否。你可自行開發或購買用以製備電子表格的應用程式或系統，但必須符合聯繫系
統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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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6

我怎樣得知我用軟體所製備的電子表格檔案符合聯繫系統規格？

答：

你可在公司註冊處為用戶的資訊科技人員或軟體開發商就 TPSI 設立的測試環境進行
測試，詳情請參閱公司註冊處網頁 (www.cr.gov.hk) 內「關於我們 > 拓展計劃 > 「使
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與「註冊易」聯繫」一欄。如對使用測試環境有任何查
詢，請電郵：tpsitesting@pc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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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TPSI 用戶登記

問1

我怎樣登記成為 TPSI 用戶？

答：

登入註冊易後，你可選擇 [電子提交服務 > 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TPSI） >
註冊使用 TPSI] ，細閱並接受使用 TPSI 功能的條款及條件。系統會顯示確認登記的
信息，以供紀錄。

問2

如我的公司已是 TPSI 用戶，我是否須登記使用 TPSI 功能？

答：

否。如你的個人用戶聯繫了一個已登記的 TPSI 公司用戶，你便可接達 TPSI 功能。

問3

我可否取消 TPSI 的用戶登記？

答：

可以。如你擬不再經 TPSI 提交電子表格，可取消 TPSI 的用戶登記。登入註冊易
後，你可選擇 [電子提交服務 > 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TPSI） > 取消使用
TPSI 的註冊] ，並確認有關取消 TPSI 用戶登記的信息。系統會顯示確認取消登記的
信息，以供紀錄。

問4

如公司用戶取消 TPSI 的用戶登記，會否影響其聯繫用戶使用 TPSI 功能？

答：

會。如公司用戶取消 TPSI 的用戶登記，與其聯繫的用戶便不能使用 TPSI 功能，除
非該用戶已自行登記為 TPSI 個人用戶，或是另一個 TPSI 公司用戶的聯繫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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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付款方法

問1

登記成為 TPSI 用戶是否需要繳付費用？

答：

TPSI 用戶登記是免費的。

問2

使用 TPSI 功能是否需要繳付費用？

答：

使用 TPSI 功能是免費的。你只須繳付所需的公司註冊或文件登記費用。

問3

我是否需要繳付費用方能在 TPSI 測試環境進行測試？

答：

否。客戶可免費在 TPSI 測試環境進行測試。

問4

如經 TPSI 提交文件，我如何繳付登記費用？

答：

經TPSI提交文件，所須的登記費用會在你的預付款帳戶扣除，其他付款方法（例
如：VISA／萬事達卡及繳費靈即時網上購物服務）並不適用。用戶必須在註冊易開
立預付款帳戶或擁有一個已聯繫並可共用的公司預付款帳戶，以繳付所須的費用。
關於開立預付款帳戶及增加預付款項金額，請參閱「用戶登記及用戶聯繫」常見問
題的丁部 – 費用及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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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經 TPSI 提交電子表格檔案

問1

聯繫系統規格提及有兩種方法與 ICRIS 聯繫？可否簡述其中的分別？

答：

ICRIS 只接納經互聯網提交以軟體製備，並符合特定規格的電子表格檔案。這些
TPSI 的電子表格檔案可由以下兩種方式製備：
(i)

你可購買軟件（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或同等產品）來處理從註冊易下載
的電子表格範本；或

(ii)

從你的資訊系統抽取資料來製備未完成的 XML 資料檔，再透過註冊易的 TPSI 功
能把未完成的 XML 資料檔轉換成載有資料的 VXF 格式的電子表格檔案。

問2

電子表格是否支援中文繁體字及簡體字字符？

答：

電子表格只支援中文繁體字字符。

問3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軟件是否在市面上有售？

答：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軟件在市面上有售，請登入 www.versitech.hku.hk 網站，
瀏覽有關該軟件的資料或與該公司聯絡，查詢有關詳情。

問4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的授權方案是怎樣的？

答：

請直接與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軟件公司 (www.versitech.hku.hk) 聯絡，查詢有
關授權方案的詳情。

問5

我怎樣可把 XML 資料檔轉換成電子表格檔案？每次可轉換的檔案數量有沒有限
制？

答：

登入註冊易後，你可選擇 [電子提交服務 > 使用軟體提交資料聯繫系統（TPSI） >
上載 TPSI XML 資料檔] 上載 XML 資料檔。每次最多只可上載 10 個 XML 資料檔，
每個檔案的容量不可大於 10 MB。

問6

在註冊易上載 XML 資料檔後，系統轉換電子表格檔案需時多久？我如何可得知轉
換的結果？

答：

在註冊易成功上載 XML 資料檔後，系統會依次序將 XML 資料檔轉換成電子表格檔
案。轉換檔案所需的時間視乎上載檔案時註冊易系統的負荷情況，以及轉換檔案的
排程時間表而定。轉換結果和已轉換的電子表格檔案一般可於成功上載後一日內傳
送到 TPSI 用戶的信息匣及登記電郵地址。

問7

如未能成功把 XML 資料檔轉換成電子表格檔案，我應該怎樣做？

答：

你應在 TPSI 測試環境進行 XML 資料檔的句法檢查。用戶在註冊易重新上載 XML
資料檔之前，亦應進行語意檢查，並確保資料正確無誤。

-5

-

問8

公司註冊處採用了什麼保安措施，以確保經註冊易提交的 XML 資料檔的安全性？

答：

註冊易採用雙重保安措施以確保透過互聯網提交的 XML 資料檔的完整性。第一重
保安是客戶須登記成為用戶，並由註冊易系統核實身分後才可使用 TPSI 功能；第二
重保安是整個提交程序受行業標準通訊協定所保護，透過互聯網提交的 XML 資料
檔在傳送到註冊易之前會先加密。

問9

以 3 MB 為限的附件檔，相等於多少頁的電子表格？例如：一個 3 MB 的文字檔能
載有多少頁的組織章程細則？

答：

根據客戶以往向公司註冊處提交的組織章程細則的檔案容量，每頁以Adobe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PDF）格式製備的文字檔所佔空間平均少於20 Kbytes。倘若一頁
紙內有大量空位或只有很少字數，其大小約為10 Kbytes。因此，一個3 MB的文字檔
應可容納一份相當於180頁的組織章程細則。如附件檔的容量大於3 MB，你可考慮
下調PDF檔的解像度。

問 10

哪些由認可核證機關發出的數碼證書會獲接納簽署以TPSI製備的電子表格？

答：

用作簽署以 TPSI 製備的電子表格的數碼證書，與經網上提交電子表格獲本處接納的
數碼證書相同，即：
(i) 香港郵政電子證書（個人）；或
(ii) 電子核證服務有限公司發出的個人 ID-Cert。

問 11

怎樣使用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而不是 Versitech e-Form Filler）進行簽署程
序？

答：

用戶可以使用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Java API 的功能，在電子表格上簽署，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的 API 功能支援兩種在電子表格上簽署的方式，即「通行
密碼」或「數碼簽署」。用作簽署表格的 API 設有參數，可加以配置訂明簽署電子
表格的方式。此外，用戶可以使用 Versitech e-Form Filler，在電子表格上直接簽
署。

問 12

我如何下載 Versitech e-Form Filler？

答：

你可在註冊易下載 Versitech e-Form Filler。

問 13

如何在網上簽署電子表格（即沒有下載 Versitech e-Form Filler）？

答：

你可以使用 Versitech e-Form Processor Java API 簽署電子表格。由於 API 的執行是以
Java 為基礎，因此你可使用 Java 的功能在網上簽署電子表格。

問 14

在 TPSI 測試環境測試以軟體製備的 XML 資料檔時，會進行哪類驗證？

答：

在測試環境中，註冊易系統只會進行 XML 資料檔的句法檢查。軟體開發商應進行
XML 資料檔的語意檢查，而用戶經註冊易提交電子表格前，亦須確保資料正確無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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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15

VB.net 或 ASP.net 可否引動 Versitech e-Form Java API？

答：

API 的設計要視乎軟體開發商所使用的應用系統的結構。

問 16

如何修改和重新提交一份以 TPSI 製備的電子表格？

答：

以 TPSI 製備的電子表格不獲接納存檔時，公司註冊處會經註冊易退回有關的電子表
格予 TPSI 用戶修改和重新提交。TPSI 用戶可以：
(i)

經註冊易直接在網上修改該電子表格的資料；或

(ii)

下載該電子表格並使用 e-Form Filler 修改電子表格的資料。

由 TPSI 製備並已經修正的電子表格須連同原本／經修正的附件透過註冊易的 [電子
提交服務 > 文件狀況查詢] 或 [電子提交服務 > 離線提交] 功能重新提交。然而，如
未能使用 e-Form Filler 修改已退回的 TPSI 電子表格，你必須修改原始資料並重新製
備電子表格提交公司註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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