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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簡介
一、文件目的
「Turnkey」使用說明書（以下簡稱本手冊）
，主要目的在說明電子
發票傳輸軟體（以下簡稱 Turnkey）之安裝及使用說明，期引導使用者
熟悉其使用方法。
二、軟體功能說明
本系統主要係提供營業人及加值服務中心(以下稱加值中心)人員以
應用程式傳送與接收發票開立、發票作廢、發票註銷、折讓開立、折
讓作廢等發票資料檔案，以及其收受方在獲得以上發票資料檔案後，
回傳相關的確認訊息檔。系統畫面如下圖所示，主要功能包含上方功
能列「檔案收送」、
「系統管理」、
「交易日誌查詢」、
「工具」等四大項
操作功能。

三、相關文件

◼ PostgreSQL 資料庫安裝參考手冊（M016-SIM-TNK-PSQL）
◼ Turnkey 設定說明（M016-TNK-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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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使用環境需求
◼ Windows 或 LINUX:
◆ RAM: 4GB 以上,
◆ HD: 可用空間 80GB 以上(含運作空間)
◆ CPU: 雙核以上
◆ LINUX: Ubuntu 10.4 以上、Redhat ES 5.4 以上，需安裝好
XWindow，可支援 32(只支援軟體憑證)及 64 位元作業系統
◆ WINDOWS: WIN10、WIN2012 Server 以上，可支援 32 及 64
位元作業系統
◼ 資料庫:
◆ PostgreSQL 8.0.x 或以上
◆ Oracle 10 以上
◆ MySQL 5、 MS SQL Server2012
◆ Turnkey 內部檔案系統(不須外部資料庫)
◆ 如沿用 PostgreSQL，Turnkey 需被建立在不同的資料庫中
◼ Open JDK
◆ OpenJDK8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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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安裝與設定
一、

設定資料庫

此 Turnkey 執行時可選用外部關聯式資料庫或是 Turnkey 內部之檔
案系統，以紀錄程式訊息及異常事件，若用戶選用外部關聯式資料
庫，則安裝 Turnkey 之前需先完成資料庫安裝，並建立 Turnkey 所需要
的資料表；建立資料表需要之綱要(Schema)可隨 Turnkey 安裝程式一併
下載。
無指定外部關聯式資料庫可直接使用內部檔案系統做資料庫，當
Turnkey 安裝完成後即可直接使用，免去外部關聯式資料庫的安裝與設
定。如使用外部關聯式資料庫，建議使用 SERVER BASE 的資料庫。
選用內部檔案系統則可免除額外的資料庫管理工作，但若用戶內
部有其他的應用系統需要整合 Turnkey 的功能，或是需要直接透過資料
庫查詢 Turnkey 之設定與紀錄，則不適用此使用方式。
發票數量大建議採用外部關聯式資料庫，有關資料庫的選用及大
小預估，請參考本手冊“玖、五、Turnkey 使用問答集”
二、

安裝與更新流程

Turnkey2.0.0 版本以前為隨軟體附 JRE。Turnkey2.0.0 版開始不隨
軟體附 JRE，使用者必須先自行下載 JDK 或 OpenJDK 才能使用。安裝
前請先確認 JRE 已經安裝完成，若尚未安裝 JRE 請參考電子發票整合
服務平台 Turnkey 軟體下載頁面的 JRE 安裝說明。

(一) 於 Windows 環境之安裝步驟
執行 Turnkey 安裝程式後將出現以下畫面。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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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 下一步

閱讀授權合約 > 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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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資料夾 > 點選下一步 (可設定 C 槽以外的路徑 因為
Turnkey 會產生大量的備份檔案)

點選 > 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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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中

點選完成即完成安裝，接下來請將預先下載好的 JRE 放到
Turnkey 工作目錄下。以 AdoptOpenJDK 為例，將安裝完成的
AdoptOpenJDK 目錄下的 jre 資料夾複製到 Turnkey 工作目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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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e 檔放至 Turnkey 工作目錄後。
⚫ 若是首次安裝 Turnkey 的用戶：執行 Turnkey 軟體，首次開啟 Turnkey
軟體因尚未設定工作目錄，系統會跳出「環境設定」視窗，請設定資
料庫連線資訊及指定 Turnkey 工作目錄。
⚫ 若為升級的用戶，並計劃沿用舊有的 Turnkey 設定，請參考玖、附錄
八、新舊版本轉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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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在安裝完成 Turnkey 之後還需要修改此環境設定，則
可以執行 開始工具列 > 程式集 > 電子發票客戶端連線軟體 > 環
境設定，開啟此設定畫面。
注意: 若沒有正確設定資料庫的連線資訊，或是資料庫沒有啟
動，則無法開啟此 Turnkey 程式。

安裝完成後，可執行 開始工具列 > 程式集 > 電子發票客戶
端連線軟體> 電子發票連線軟體 > 會看到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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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Windows 環境下更新 Turnkey
Turnkey 重新啟動時，會自動檢查其是否有更新版本，若檢查
到更新版本的存在，則會啟動更新機制下載新版 Patch 並開始更
新，詳細流程及畫面說明如下：
啟動 Turnkey 時，系統顯示 "下載更新檔訊息”。

按下 “是”，開始下載更新檔，此動作會花費一點時間，請耐心
等候。
下載完成後，顯示 “確定更新” 的提醒視窗。按下 “是”，進入
Turnkey 更新安裝畫面。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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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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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授權合約並點選 > 下一步
Turnkey 更新程式安裝畫面，“目的地資料夾” 請輸入原本安裝
Turnkey 的位置，若輸入錯誤，則無法更新原本程式，且開始功能
表>程式集中的連結也會被修改到錯誤的位置。

注意:紅線框的目的地資料夾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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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 > 安裝

更新已完成畫面，按下 “完成”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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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已完成畫面，按下 “確定” 按鈕。
更新完成後， 系統會自動重啟程式，登入後，可以檢查
Turnkey 上方的版次是否更新。

(三) Linux 環境下安裝 Turnkey
可使用內部檔案系統作為 Turnkey 資料庫或外部關聯式資料庫，請依
Tunrkey 安裝程式解壓縮檔中的 "DBSchema" 目錄之資料庫綱要建立資料
表，可選用的資料庫軟體如 "DBSchema" 目錄所列項目。
請先將 Turnkey 的 zip 檔(EINVTurnkeyX.X.X-linux.zip)，unzip 到使用者欲
安裝的目錄下(unzip EINVTurnkeyX.X.X-linux.zip -d $使用者目錄)。
修改 runFirst.sct 及 einvTurnkey.sct 執行權限為可執行(chmod a+x
runFirst.sct einvTurnkey.sct)。
執行./runFirst.sct 進行環境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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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einvTurnkey.sct 執行 Turnkey。
在 Linux 下安裝使用 Turnkey 須注意以下事項
✓ 僅支援 Ubuntu 10.4 以上，Redhat ES 5.4 以上，支援 32、64
位元版本。
✓ 需搭配 Xwindow 及中文字集包，以正常顯示中文。
✓ 請確認 OpenJDK 版本為 8。
✓ 請至 Turnkey 安裝目錄下執行 Script，勿設入 profile 的 Path
中，避免程式無法啟動。
(四) Linux 環境下更新 Turnkey
(1) 每次開啟 Turnkey 時，會進行更新檢查，若有新版，即下載
更新。
(2) 更新檔下載目錄為 TURNKEY 安裝目錄
($TURNKYE_HOME)下的 EINVUPGRADE(此目錄為更新
檔下載目錄，只會有當次更新檔)，下載完成後，會自動執
行 unzip，更新檔中不會包含 USER 設定檔，因此並不會覆
蓋使用者設定。
(3) 執行完畢後會自動重啟 Turnkey 程式。
(五) 啟動 Turnkey
１. 啟動 Turnkey GUI 介面
在 Window 環境安裝完成 Turnkey 之後，可以在桌面上看到
“電子發票客戶端連線軟體” 的桌面捷徑，在 “開始功能表>程
式集>電子發票客戶端連線軟體”中也會提供啟動程式的連結，
點選之後可以啟動 Turnkey 操作畫面；其對應的啟動程式腳本放
在 Turnkey 的安裝目錄之下，說明如下：
✓ EINVTurnkey.bat：執行 Turnkey
✓ EINVTurnkeyConfig.bat ：執行環境設定
✓ EINVTurnkeyUpgrade.bat ：執行更新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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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env.bat：設定環境變數

Linux 環境下直接以啟動腳本開啟 Turnkey 程式，說明如
下：
✓ einvTurnkey.sct ：執行 Turnkey
✓ runFirst.sct：執行環境設定
✓ runUpgrade.sct ：執行更新程式
✓ setenv：設定環境變數

２. 直接執行 Turnkey 排程
除了以畫面的方式操作 Turnkey 之外，本軟體還提供以命令
列的方式直接執行已經設定完成的發票上傳與下載任務排程。
以此方式操作 Turnkey 之前，須先使用 Turnkey 人機介面完
成所有相關的設定，確定上傳下載發票都可正確操作之後，可
將 Turnkey 畫面關閉，以命令列方式執行 Turnkey 安裝目錄下
的執行腳本，相關腳本說明如下：
Window 環境：
✓ StartBatchEINVTurnkey.bat：啟動 Turnkey 背景執行功能
✓ StopBatchEINVTurnkey.bat：關閉 Turnkey 背景執行功能

Linux 環境：
✓ StartBatchEINVTurnkey.sct：啟動 Turnkey 背景執行功能
✓ StopBatchEINVTurnkey.sct：關閉 Turnkey 背景執行功能
(六) 環境設定進階說明
在 “環境設定” 的畫面中，針對密碼資訊保護提供了安全性更
高的設定方式，以下是相關使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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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資料庫密碼加密
此功能提供儲存 Turnkey 環境設定的資訊時，加密資料庫密
碼的功能，若用戶 Turnkey 使用外部資料庫且該資料庫是與其他
系統共用時，建議勾選此功能，可避免資料庫密碼被 Turnkey 主
機其他使用者取得。

２. 使用啟動密碼
此功能提供最高等級的安全性，若開啟此功能，所有
Turnkey 設定相關的機密資訊，如資料庫密碼、憑證密碼及傳送
密碼，將藉由用戶自己輸入的啟動密碼編碼後再儲存起來，而
且此啟動密碼並不會存在任何檔案或資料庫之中，因此除知道
啟動密碼的人之外，任何人無法使用 Turnkey 或是藉由破解編碼
原則得知原始機密資訊。
在“環境設定”畫面 按下「使用啟動密碼」功能，會出現以
下畫面要求用戶輸入啟動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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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警告訊息後，可在啟動密碼畫面輸入用戶設定的密碼
資訊。

若用戶日後要修改啟動密碼，可在 “環境設定>使用啟動密
碼” 功能下，按下「修改啟動密碼」按鈕。
設定啟動密碼後，用戶要執行 Turnkey 畫面或是批次執行
的程式之前，系統會要求使用者輸入此密碼。此功能一旦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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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無法取消，如果忘記此啟動密碼，就必須重置啟動密碼後再
重新設定資料庫密碼、憑證密碼與傳送密碼，因此用戶使用此
功能時須特別小心，不要遺忘此啟動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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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Turnkey 整體運作流程及說明
Turnkey 整體運作流程及說明

一、

Turnkey 為上傳發票的工具軟體，此軟體需要跟營業人企業內部系
統整合，一般營業人企業內部會建置一個營業人發票上傳系統與
Turnkey 整合，Turnkey 上傳發票產生的錯誤，就是由營業人發票上
傳系統來處理，Turnkey 上傳發票產生的錯誤分兩種錯誤，一種是
Turnkey 端錯誤，另一種大平台端錯誤，分別說明如下:
(1).Turnkey 端錯誤重點在開立發票與折讓單的欄位格式是否合乎
MIG 的要求。
(2).ProcessResult 回應的錯誤，就是大平台端錯誤 ，注重的點
為上傳順序是否依據發票生命週期。
Turnkey 整體運作流程及說明如下:
1.營業人開立發票系統注意處理事項說明如下:
1-1 開立發票時就要建立發票相關欄位的檢查， 建立起防呆機
制，以合乎 MIG 的要求，以讓 Turnkey 端錯誤降至為零錯誤。
1-2 開立發票就需建立避免發票重複與誤用字軌機制。
1-3 共通性載具有兩種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1-3-1 手機條碼載具類別:3J0002，手機條碼載具隱碼:手
機
條碼一定是/開頭，英文字母一定是大寫。
1-3-2 自然人憑證條碼載具類別:CQ0001，自然人憑證條碼
載具隱碼一定是兩個英文字母開頭。
2. 需建立起清單比對機制，以避免漏上傳: 營業人發票上傳系統
與營業人開立發票系統，需建立起兩個系統間開立發票數量與接
收處理的發票數量數的比對，以避免漏上傳發票。
3. 營業人發票上傳系統: 需建立檢查 MIG 欄位檢查機制，以避免
營業人開立發票系統修改功能的問題，不小心修改後產生防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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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失效，在此檢查 MIG 欄位不過應該馬上啟動通知機制，以利營
業人開立發票系統修改，以降低營業人開立發票系統增刪的疏忽
產生 Turnkey 端錯誤。
4. 營業人發票上傳系統發票上傳處理說明:
4-1.依據 MIG 格式產製電子發票檔。
4-2.傳輸發票需要依據發票生命週期，發票生命週期將在後面
說明。
5. Turnkey 轉檔與驗證說明:
5-1.驗證:依據 MIG 規定進行資料驗證，若為 Turnkey 端錯誤
的資料是不會送至大平台。
5-2.轉檔:將多個發票檔轉成 1 個發票檔，打包成 1 包並決定
UUID ，以利將來平台處理完，回應 ProcessResult 知道回
應
哪一包處理結果。
6. Turnkey 封裝處理說明:
6-1.加上 SIG 資訊決定發票的傳送路徑。
6-2.進行發票的加簽與編碼。
7. Turnkey 上傳:將發票上傳平台 FTP SERVER 並呼叫 Web Service
轉入 Queue，以利後續處理。
8.大平台從 Queue 抓取 Job 處理，處理完回 ProcessResult。
9. Turnkey 下載處理結果:下載平台回 ProcessResult。
10. Turnkey 處理大平台處理結果:利用 UUID 回寫 ProcessResult
結
果更新資料庫狀態。
11. 營業人發票上傳系統處理 Turnkey 兩種錯誤:針對 Turnkey 端錯
誤或大平台 ProcessResult 回應的錯誤，需建立起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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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key 整體運作流程及說明架構圖如下圖。

二、

B2B 交換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

B2B 交換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說明如下:
1.①~⑥狀態須由小到大變動，①③⑤為未確認狀態，確認後變為②④
⑥；只能③→④不能②→④，同理只能⑤→⑥不能④→⑥；①②可變
為③⑤，但⑤不能變回②。
2.③由賣方作廢，而⑤由買方作廢(退回發票未確認)，不管哪一方作
廢
只需確認 1 次即可，所以不能③→⑤，此為 特例。
3.折讓①~④狀態須由小到大變動，①③為未確認狀態，確認後變為②
④；只能③→④不能②→④，也不能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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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存證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

B2B 存證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說明如下:
1.②④⑥狀態須由小到大變動，②為賣方開立發票，④為賣方作廢，
⑥
為買方作廢(退回發票)，賣買方只需一方作廢即可；②④⑥狀態均可
直
接變為⑦，變為⑦後，就可再由②④⑥狀態由小到大變動。
2.折讓②④狀態須由小到大變動，②為賣方開立折讓，④為賣方作廢
折
讓；②④狀態均可直接變為⑦，變為⑦後，就可再由②④狀態由小到
大變動。
3.⑦註銷折讓(web)或註銷發票(web)提供系統異常時使用，此為特
例，
非必要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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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2B 存證發票前應先處理「交換」作業，有系統化及非系統化交換
作
業。

四、

B2C 存證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

B2C 存證發票之發票生命週期說明如下:
1.②④狀態須②→④，②為賣方開立發票，④為賣方作廢；②④
狀態均可直接變為⑦，變為⑦後，就可再由②④狀態由小到大
變動。
2.折讓②④狀態須②→④，②為開立折讓，④為作廢該折讓。
3.⑦註銷發票(C0701)提供系統異常時使用，此為特例，非必要
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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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Turnkey 連線測試
一、

連線測試說明
(一) Turnkey 安裝程式及相關文件

Turnkey 安裝程式及相關文件置於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https://www.einvoice.nat.gov.tw)，進入大平台後分眾導覽選擇營業人，
點選快速上手之傳輸軟體[Turnkey]即可下載相關資料。
(二) 連線測試 IP 與主機名稱(Host Name)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之中心端(以下簡稱中心端)連線 IP 及主機名稱
如下表，使用 TurnKey 連線時請依照用途(連線測試或是正式上傳)之不
同，在 Turnkey 系統環境設定時選擇不同的執行環境，避免測試資料或正
式資料上傳到錯誤的整合服務平台上。
電子發票整合服
務平台
SFTP
Host
Name
IP
Port
Web
Host
Service
Name
IP
Port
Turnkey
IP
Download Port

正式環境

測試環境

sftp.einvoice.nat.gov.tw tsftp.einvoice.nat.gov.tw
117.56.24.204
2222
gw.einvoice.nat.gov.tw

117.56.24.214
2222
tgw.einvoice.nat.gov.tw

117.56.24.201
443(https)
117.56.24.205
80

117.56.24.211
443(https)

(三) 連線測試憑證及傳送帳號與密碼
欲連線整合服務平台，須提供客戶端 IP 位置，供中心端開通防火
牆之用。此外在營業人安裝的 Turnkey 之中，還需要設定營業人或加值
服務中心憑證以及連線中心端帳號密碼，才可以使用 Turnkey 上傳發票
資料。
詳細的說明及注意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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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線測試憑證：可使用營業人軟體憑證或卡片憑證，此憑證用
於對傳送封包進行簽章，而非對個別發票簽章。
2. 連線測試帳號與密碼：此帳號密碼用於連線整合服務平台時使
用，帳號預設是公司統編，若營業人有多個帳號時則以流水號
做區分，密碼則是亂數產生，營業人可透過客服電話向本平台
客服人員查詢。
新加入 Turnkey 傳輸之營業人需填寫『電子發票整合服務申請
書』，按照申請書的說明填寫相關資料提出申請，取得驗測和正式環境
的連線帳號及密碼。
二、

連線測試準備
(一) 安裝 Turnkey 資料庫，並建立資料表

若使用外部關聯式資料庫，此資料庫安裝必須在安裝 Turnkey 前完
成。
有關 PostgreSQL 資料庫的安裝方法，可參考『二代電子發票
PostgreSQL 資料庫安裝參考說明』
(二) 安裝 Turnkey 與環境設定
請參考本手冊“貳、安裝與設定”
Turnkey 執行

三、

Turnkey 執行後，會自動啟動更新檢查與資料庫連線檢查。
(一) 資料庫檢查
Turnkey 程式啟動後會連線本地端 Turnkey 資料庫，若發生錯誤會連線錯
誤訊息，以 Oracle 資料庫連線失敗為例，錯誤畫面可能如下圖所示：

此時使用者可先確定資料庫是否正常啟動，其次以安裝 Turnkey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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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資料庫帳號密碼進入資料庫連線軟體，確定資料表綱要都已建
立完成。若本地端資料庫都正常，使用者可以執行 Window 作業系統
中的 開始>程式集>電子發票客戶端連線軟體>環境設定 ，重新設定資
料庫連線的資訊，之後再重新啟動 Turnkey。
(二) 自動更新檢查
自動更新檢查機制會以傳送帳號與密碼自動連線中心端，確認目
前 Turnkey 版本是否為最新版程式，若連線失敗會顯示錯誤訊息但仍可
以正常啟動 Turnkey 程式。

(三) Turnkey UI 登入帳號與密碼
執行 Turnkey 資料庫綱要安裝時，會建立一組預設的 Turnkey 的使
用帳號與密碼，帳號/密碼為 ADMIN/ADMIN，使用者進入 Turnkey 之
後，可以使用系統管理>使用者管理功能，建立管理者與使用者的帳號
密碼。
此帳號用於登入 Turnkey 畫面及 Turnkey 功能權限控管，和
Turnkey 之中的傳送帳號其意義和功能都不同，請注意不要混淆。

Turnkey 設定

四、

進入 Turnkey 畫面之後，需要先設定連線時的參數與檔案位置，簡要說明
如下。
(一) 系統管理>系統環境設定
第一次進入 Turnkey 畫面中，一定要先設定系統執行環境，定義此
Turnkey 是連線至測試或是正式環境，設定的畫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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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統管理>傳送帳號管理
傳送帳號及密碼係提供 Turnkey 連線中心端，確認使用者身分認證
運用，使用者依參、一、連線測試說明取得 Turnkey 傳輸之帳號與密碼
後，需透過本功能設定該帳密，才能取得中心端提供之服務。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八、傳送帳號管理”
(三) 系統管理>憑證管理
使用 Turnkey 傳送資料之前，Turnkey 會使用營業人或加值中心的
憑證對該資料做簽章，因此必須先在 Turnkey 之中設定要用於簽章的憑
證資料及其密碼。
Turnkey 可使用軟體憑證或卡片憑證，該憑證必須先註冊在整合服
務平台上才可以被使用，若為卡片憑證，則只能設定一筆憑證資料，
且註冊憑證以及排程上傳資料時，卡片必須保持在讀卡機之中，否則
執行簽章時會發生錯誤。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七、憑證管理”
(四) 工具>查詢繞送代碼
每一個透過電子發票存證或交換發票的營業人及加值中心，在電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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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上都會對應一個或多個編號，此編號稱為繞送代
碼。Turnkey 上資料傳送方統一編號與此繞送代碼的關係(送方管理)，
可讓平台在收到資料時辨認此資料發送的來源是哪一個營業人及加值
平台。而接收方統一編號與此繞送代碼的關係(收方管理)，則可讓平台
知道收到 B2B 交換的資料時，要將此資料轉送到哪一個營業人或加值
中心的系統之中。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十六、查詢繞送代碼“。
(五) 系統管理>送方管理
此功能設定要傳送來自某個營業人(統一編號)的資料時，要使用哪
一組傳送帳號上傳，那一個憑證對該資料簽章，以及傳送方是哪一個
加值中心或營業人。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九、送方管理”
(六) 系統管理>收方管理
此功能設定 B2B 資料交換時，該資料收受方是透過哪一個加值中
心或營業人收取資料。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十、收方管理”
(七) 檔案收送>目錄設定
目錄設定功能包含
⚫ 檔案收送>B2B 存證目錄設定
⚫ 檔案收送>B2B 交換目錄設定
⚫ 檔案收送>B2C 存證目錄設定
⚫ 檔案收送>下載流程目錄設定
檔案收送的功能分別設定上傳中心端以及從中心端下載回來的資
料其在本地端的存放與處理目錄，以及傳送與接收資料時使用的資料
格式。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二、B2B 存證目錄設定
“、“伍、三、B2B 交換目錄設定“與“伍、四、B2C 存證目錄設定“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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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目錄的說明請參考本手冊“伍、資料處理流程說明”
五、

電子發票檔案傳送

Turnkey 設定完成後，可以將符合格式的 MIG 資料放到 B2B 存證、
B2B 交換、與 B2C 存證的目錄中，並利用 檔案收送>排程設定 下的
【立即上傳】與【立即下載】功能，測試發票資料的傳送是否正常。並可
藉由 交易訊息紀錄>檢視訊息紀錄 的功能，檢視資料傳送接受的結果。
詳細的功能說明及畫面請參考本手冊“伍、一、排程設定”與“伍、
十三、檢視訊息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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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畫面操作說明
一、

排程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 排程設定
“排程設定”功能提供使用者設定收送發票資料的時間或間隔，在使
用本功能前，須先設定好 “憑證管理”、“帳號管理”、“送方管理”、“各
存證及交換目錄”、“下載流程目錄”等基本資料，設定的方法可參考下
列各節說明。本節僅針對本功能畫面各部份進行說明。

(二)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排程設定】
。
◼ 【訊息監控檔名】提供使用者設定在【排程設定】中的執行記錄
存放的檔案名稱及位置。
◼ 設定【欲執行任務】及【是否啟用】，任務部份，目前分為各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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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整合任務及其他任務，設定完後，按下【新增】，即可新增一
筆任務，任務無法重覆新增。亦可於任務列表中選擇某筆任務，
進行【編輯】或【刪除】之動作。
◼ 選擇執行任務：
◆ 【U:上傳轉檔】：指定來源訊息版本及訊息格式
(XML/FlatFile)，Turnkey 會協助將訊息轉成適合上傳至電子發
票平台之版本及格式。
◆ 【U:上傳封裝】：將【U:上傳轉檔】的結果封裝成發票封套，
並針對訊息進行簽章作業。
◆ 【U:傳送檔案】：將【U:上傳封裝】的結果傳至電子發票平
台。
◆ 【D:接收檔案】：將電子發票平台上的訊息接收下來。
◆ 【D:下載拆封】：針對【D:接收檔案】所接收的訊息進行處
理。
◆ 【D:下載轉檔】：將【D: 下載拆封】後的結果轉至指定的目的
訊息版本及訊息格式，以便使用者進行後續處理。
◼ 整合任務：
◆ 【A:發票上傳】：串接【U:上傳轉檔】【U:上傳封裝】
【U:傳送
檔案】三個任務。
◆ 【A:發票下載】：串接【D:接收檔案】【D:下載拆封】
【D:下載
轉檔】三個任務。
◼ 其他任務：
◆ 【O:清檔任務】：啟動此任務時，會根據 “系統環境設定”中設
定的 “保留天數” 清除此天數之前的上傳與下載歷史訊息紀
錄。
◼ 在選擇任務後，須為任務選擇排程，可選擇【定時】或【間隔】。
若為定時，目前可以設定 10 組啟動時間。
◼ 若為【間隔】
，表示每隔多久執行一次，可設定只在某段特定時間
執行；亦可選擇【全部】以持續執行，若起動時間晚於結束時
間，表示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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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是【間隔】或【定時】，皆可搭配【星期】進行作業。若選擇
了【間隔】，且跨日但星期未設定，則不執行。
◼ 畫面下方可顯示目前已設定的任務列表以及整體程式的執行狀
態。
◼ 各功能鈕說明如下：
◆ 【儲存】鈕，用來儲存【開啟系統時自動執行】及【訊息監控
檔名】之設定。
◆ 【啟動】用來啟動 Turnkey 的排程作業，以針對訊息進行處
理，執行中不可關閉畫面。
◆ 【停止】用來停止 Turnkey 的排程作業。
◆ 【離開】關閉畫面。
◆ 【立即上傳】立刻執行發票及資料上傳工作，但只執行一次。
◆ 【立即下載】立刻執行發票及資料下載工作，但只執行一次。
LOG 功能提供即時顯示系統排程及運行的狀態及執行的工作內
容。

注意事項
◼

排程設定啟動時，若在憑證設定中有註冊卡片憑證，則需讀卡機
及卡片皆 ready 才可啟動程式。

二、B2B 存證目錄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 B2B 存證目錄設定
本功能提供使用設定【B2B 存證目錄設定】部份，排程所需資
訊，分別為【上傳轉檔】
、【上傳封裝】
、【傳送檔案】等目錄。有關各
個目錄的用途說明，請參考本手冊 “陸、二、Turnkey 工作目錄說
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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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B2B 存證目錄設定】。
◼ 若 DB 無資料則將預設資料帶入畫面中，如圖所示。
◼ 上傳轉檔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上傳封裝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傳送檔案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來源訊息版本/格式：設定上傳的 B2B 資料其訊息版本及格式，最
新版 Turnkey 僅支援 MIG V3.1.2 以上的所有 XML 格式。
◼ 來源編碼：UTF-8 編碼。
◼ 置放到來源目錄上傳的檔案格式須符合“來源訊息版本/格式/編碼”
的設定，否則會出現檔案解析(Parse)的錯誤。
◼ 目錄總覽 1：顯示【上傳轉檔】的目錄總覽，根據不同版本顯示
【B2B 存證目錄設定】的各種訊息種類及來源目錄、目的目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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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次： 34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Turnkey 使用說明書

版次:2.9

瀏覽。使用者應將訊息放置於指定位置，以便進行作業。
◼ 目錄總覽 2：顯示【上傳封裝】跟【傳送檔案】的目錄總覽。
◼ 【確定】系統會存入資料至資料庫中。
◼ 【取消】還原預設值。
◼ 【離開】離開此畫面，若是第一次執行此功能，DB 尚無該筆資料
時，則會將畫面上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 有關各目錄的意義及用途說明，請參考本手冊“陸、二、Turnkey
工作目錄說明”。
三、B2B 交換目錄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 B2B 交換目錄設定
提供使用設定【B2B 交換目錄設定】部份，排程所需資訊，分別
為【上傳轉檔】、
【上傳封裝】、
【傳送檔案】等目錄。

(二)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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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B2B 交換目錄設定】。
◼ 若 DB 無資料則將預設資料帶入畫面中，如圖所示。
◼ 上傳轉檔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上傳封裝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傳送檔案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來源訊息版本/格式：設定上傳的 B2B 資料其訊息版本及格式，最
新版 Turnkey 僅支援 MIG V3.1.2 以上的所有 XML 格式。
◼ 來源編碼：UTF8 編碼。
◼ 置放到來源目錄上傳的檔案格式須符合“來源訊息版本/格式/編碼”
的設定，否則會出現檔案解析(Parse)的錯誤。
◼ 目錄總覽 1：顯示【上傳轉檔】的目錄總覽，根據不同版本顯示
【B2B 交換目錄設定】的各種訊息種類及來源目錄、目的目錄的
瀏覽。使用者應將訊息放置於指定位置，以便進行作業
◼ 目錄總覽 2：顯示【上傳封裝】跟【傳送檔案】的目錄總覽。
◼ 【確定】系統會存入資料至資料庫中。
◼ 【取消】還原預設值。
◼ 【離開】離開此畫面，若是第一次執行此功能，DB 尚無該筆資料
時，則會將畫面上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四、B2C 存證目錄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 B2C 存證目錄設定
提供使用設定【B2C 存證目錄設定】部份，排程所需資訊，分別
為【上傳轉檔】、
【上傳封裝】、
【傳送檔案】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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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B2C 存證目錄設定】。
◼ 若 DB 無資料則將預設資料帶入畫面中，如圖所示。
◼ 上傳轉檔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上傳封裝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傳送檔案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來源訊息版本/格式：設定上傳的 B2C 資料其訊息版本及格式，最
新版 Turnkey 僅支援 MIG V3.1.2 以上的所有 XML 格式。
◼ 來源編碼：UTF8 編碼。
◼ 置放到來源目錄上傳的檔案格式須符合“來源訊息版本/格式/編碼”
的設定，否則會出現檔案解析(Parse)的錯誤。
◼ 目錄總覽 1：顯示【上傳轉檔】的目錄總覽，根據不同版本顯示
【B2C 存證目錄設定】的各種訊息種類及來源目錄、目的目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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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使用者應將訊息放置於指定位置，以便進行作業。
◼ 目錄總覽 2：顯示【上傳封裝】跟【傳送檔案】的目錄總覽。
◼ 【確定】系統會存入資料至資料庫中。
◼ 【取消】還原預設值。
◼ 【離開】離開此畫面，若是第一次執行此功能，DB 尚無該筆資料
時，則會將畫面上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五、發票配號訊息(B2P)目錄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發票配號訊息目錄設定
提供使用設定【發票配號訊息目錄設定】部份，排程所需資訊，
分別為【上傳轉檔】
、【上傳封裝】、
【傳送檔案】等目錄。

(二)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發票配號訊息目錄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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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 DB 無資料則將預設資料帶入畫面中，如圖所示。
◼ 上傳轉檔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來源
目錄。
◼ 上傳封裝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來源
目錄。
◼ 傳送檔案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來源
目錄。
◼ 來源訊息版本/格式：設定上傳的 B2P 資料其訊息版本及格式，此版
Turnkey 可支援 MIG V3.1.2 版以上的所有 XML 格式。
◼ 來源編碼：UTF8 編碼。
◼ 置放到來源目錄上傳的檔案格式須符合“來源訊息版本/格式/編碼”的設
定，否則會出現檔案解析(Parse)的錯誤。
◼ 目錄總覽 1：顯示【上傳轉檔】的目錄總覽，根據不同版本顯示【發
票配號訊息目錄設定】的各種訊息種類及來源目錄、目的目錄的瀏
覽。使用者應將訊息放置於指定位置，以便進行作業。
◼ 目錄總覽 2：顯示【上傳封裝】跟【傳送檔案】的目錄總覽。
◼ 【確定】系統會存入資料至資料庫中。
◼ 【取消】還原預設值。
◼ 【離開】離開此畫面，若是第一次執行此功能，DB 尚無該筆資料
時，則會將畫面上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六、下載流程目錄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檔案收送> 下載流程目錄設定
提供使用設定【下載流程目錄設定】部份，排程所需資訊，分別
為【下載拆封】、
【下載轉檔】、
【接收檔案】等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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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檔案收送】→【下載流程目錄設定】。
◼ 若 DB 無資料則將預設資料帶入畫面中，如圖所示。
◼ 下載轉檔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下載拆封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接收檔案來源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接收檔案目的目錄：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或按下【瀏覽】選擇
來源目錄。
◼ 目的訊息版本/格式：設定接收的資料其訊息版本及格式，此版
Turnkey 可支援 MIG V3.1.2 以上的所有 XML 格式。
◼ 目的編碼：UTF8 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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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置放到來源目錄上傳的檔案格式須符合“來源訊息版本/格式/編碼”
的設定，否則會出現檔案解析(Parse)的錯誤。
◼ 目錄總覽 1：顯示【下載轉檔】的目錄總覽，列出各種接收下後的
訊息，處理完後的存放目錄。使用者應至指定位置收檔，以便進
行作業
◼ 目錄總覽 2：顯示【下載拆封】跟【接收檔案】的目錄總覽。
◼ 【確定】系統會存入資料至資料庫中。
◼ 【取消】還原預設值。
◼ 【離開】離開此畫面，若是第一次執行此功能，DB 尚無該筆資料
時，則會將畫面上的資料存入資料庫。
七、憑證管理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憑證管理
此功能提供使用者管理憑證之設定，此處設定的憑證會作為上傳
資料的簽章之用，若此 Turnkey 提供多組營業人(統編)資料上傳及交
換，則可設定多組憑證對不同來源的資料進行簽章。
Turnkey 允許設定和使用多個軟體憑證及卡片憑證，但須注意一個
Turnkey 若設定多個卡片憑證，則使用時必須指定當下要使用哪一個卡
片憑證，該憑證也必須插入該台電腦唯一的讀卡機之中，才能正確地
使用卡片憑證進行簽章。

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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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設定頁面：
【系統管理】→【憑證管理】
。
◼ 顯示所有憑證列表。
◼ 當使用者在憑證清單頁面按下【新增】
，開啟憑證設定頁面。
◼ 當使用者在憑證清單頁面選定一筆表格中的資料，按下【編輯】，
開啟憑證設定頁面，並可該筆資料進行編輯。
◼ 密碼欄位再輸入明碼後，系統將該密碼編碼後再儲存，使用者也
可以預先使用【工具】→【密碼加密】功能，先取得密文後輸入
此欄位中，並在輸入時勾選 “已是加密密碼” 。
◼ 憑證類型分為 Card(卡片)及 PFX(軟體憑證)。其中當憑證類型為
Card 時，憑證路徑不允許編輯。(如下圖)

◼ 當使用者在憑證設定頁面按下【確定】
，除了憑證路徑在憑證類型
為 Card 情況下，其餘欄位皆不得為空，將該筆資料的憑證密碼加
密後存入資料庫中，並將憑證複製到預設目錄下，檔名為：$憑證
代碼_$原檔名。
◼ 當使用者在憑證設定頁面按下【取消】
，將判斷該筆資料是否修改
過，若有則詢問是否儲存，若無則離開此設定頁面。
◼ 當使用者在憑證清單頁面選定一筆表格中的資料，按下【刪除】，
則將該筆資料從資料中刪除。
◼ 當使用者在憑證清單頁面按下【離開】
，離開此設定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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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為卡片憑證，註冊該憑證時需插卡並輸入正確密碼，系統會驗
證密碼是否正確。
注意事項
◼ 此處用於資料簽章的憑證須先到電子發票入口網站上完成憑證註
冊後才可使用，否則上傳之資料會因為 “驗章失敗” 的錯誤被平台
退回。
八、傳送帳號管理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傳送帳號管理
提供使用者管理傳送帳號相關設定。此傳送帳號及密碼是由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提供，作為連線平台時的身分識別之用，若此
Turnkey 可為多個送方營業人傳送及接收資料，可以設定多組帳號密
碼。

操作說明
◼ 開啟設定頁面：
【系統管理】→【傳送帳號管理】。系統顯示傳送
帳號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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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清單頁面按下【新增】
，開啟傳送帳號設定頁
面。
◼ 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清單頁面選定一筆表格中的資料，按下【編
輯】，即可針對資料進行編輯動作。
◼ 傳送帳號及密碼皆為必要欄位，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設定頁面按
下【確定】後，即將該筆資料的密碼加密後存入資料庫中。
◼ 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設定頁面按下【取消】
，判斷該筆資料是否修
改過，若有則詢問使用者是否儲存，若無則離開此設定頁面。
◼ 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清單頁面選定一筆表格中的資料，按下【刪
除】，將該筆資料從資料庫中刪除。
◼ 當使用者在傳送帳號清單頁面按下【離開】
，離開此設定頁面。

注意事項
◼ 傳送帳號與密碼須向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提出申請，有關申請
的流程請參考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服務申請表.doc"

九、送方管理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送方設定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維護訊息送方清單。送方是指使用此 Turnkey 上
傳資料的營業人或加值中心，每一個送方都會使用設定在憑證管理功
能中的憑證對其送出的訊息簽章，並透過傳送帳號將資料上傳到整合
服務平台，以及下載整合服務平台要繞送到此送方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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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送方清單】畫面按下【新增】按鈕時，允許新增一筆資料，設
定畫面請參考【送方設定】畫面。
◼ 除送方描述外，所有欄位皆為必要值。其中，使用者須先於【憑
證設定】設定合法憑證，於【傳送帳號設定】設定電子發票平台
核發之傳送帳號及密碼，方能於【送方設定】中選擇。
◼ 在設定好【傳送帳號】及送方統編後，使用者可利用【查詢繞送
代碼】功能進行查詢【傳送繞送代碼】及【傳送繞送描述】，當查
詢結果顯示後，會以列表的型式出現。請參考【查詢繞送代碼】
畫面，使用者需於該畫面選擇一筆記錄，按下【查詢繞送代碼】
的【確定】鈕，將所選擇的【傳送繞送代碼】及【傳送繞送描
財政資訊中心

頁次： 45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Turnkey 使用說明書

版次:2.9

述】填入【送方設定】中；若使用者事先知道自身的繞送代碼，
亦可不透過查詢直接鍵入。在所有必要欄位皆填入後，按下【送
方設定】中的確定按鈕，即可新增一筆記錄。
◼ 【存證代理人】若加值中心及總公司代上傳發票時 ，應勾選此欄
位，系統上傳資料時發現 Turnkey 中沒有設定的營業人統編時，
預設會使用“存證 代理人 ” 的送方憑證及帳號資料，將發票資
料簽章及傳送到中心端。 但若是傳送 B2B 交換發票，營業人須
配合至整合服務平台營業人接收方式設定由加值中心/總公司接
收，俟加值中心/總公司確認授權後始能傳送。
◼ 【送方清單】畫面選擇一筆記錄後，按下【編輯】按鈕時。可編
輯一筆資料。
◼ 【送方清單】畫面選擇一筆記錄後，按下【刪除】按鈕時。可刪
除一筆資料。
◼ 【送方清單】畫面按下【離開】
，離開此設定頁面。
注意事項
◼ 送方帳號與繞送代碼的對應須向整合服務平台提出申請，有關申
請的流程請參考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服務申請表.doc"

十、收方管理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收方設定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維護 B2B 交換的訊息其資料收受方統一編號與
其接收方式的繞送代碼對應。
上傳發票資料時，傳送方應該要在此設定收受方註冊於整合服務
平台上的繞送代碼。但本系統也提供自動設定之功能；當 B2B 交換的
發票其收受方統編未設定時，系統自動會去整合服務平台上查詢此收
受方的繞送代碼，並回寫此設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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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收方清單】畫面按下【新增】按鈕時，允許新增一筆資料，設
定畫面請參考【收方設定】畫面。
◼ 除收方描述外，所有欄位皆為必要值。使用者設定 B2B 交換時的
資料收受方營業人的【收方統編】，並利用【查詢繞送代碼】功能
進行查詢其負責接收資料的加值中心的【接收繞送代碼】及【接
收繞送描述】
。查詢結果會以列表的型式出現，使用者需於該畫面
選擇一筆記錄，按下【查詢繞送代碼】的【確定】鈕，將所選擇
的【接收繞送代碼】及【接收繞送描述】填入【收方設定】中。
◼ 在所有必要欄位皆填入後，按下【收方設定】中的確定按鈕，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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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增一筆記錄。
◼ 【收方清單】畫面選擇一筆記錄後，按下【編輯】按鈕時。可編
輯一筆資料。
◼ 【收方清單】畫面選擇一筆記錄後，按下【刪除】按鈕時。可刪
除一筆資料。
◼ 【收方清單】畫面按下【離開】
，離開此設定頁面。

十一、 系統環境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系統環境設定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針對 Turnkey 系統進行設定。包含【系統設定】
及【通知設定】兩個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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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訊息監控檔名】提供使用者設定在【排程設定】中的執行記錄
所存放的檔案名稱及位置。
◼ 【執行環境】提供使用者選擇所欲連線電子發票平台的環境。包
含測試環境及正式環境兩個選項。使用者設定之執行環境，會出
現在主畫面右下角，使用前要注意此環境設定是否正確，以免誤
傳發票到正式或測試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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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保留天數】提供排程設定中的清檔任務執行時，要刪除幾
天之前的資料的設定值。
◼ 【Log 僅記錄作業失敗明細】開啟此選項，系統將不記錄發票上傳
與下載的每個步驟及其相關訊息，僅記錄錯誤的事件，預設是不
開啟。
◼ 【訊息接收後存放至 ERPInbox】將收到的發票與確認訊息按照一
代的檔名規則存放到 ERPInbox 目錄下，方便一代的使用者整合，
預設是不開啟。
◼ 【備份上傳中間檔】備份發票上傳處理時的中間檔，預設是開
啟。
◼ 當使用者按下【確定】後，即會儲存資料至參數檔中(非資料
庫) 。
◼ 按下【取消】則還原預設值。
◼ 按下【離開】則關閉畫面。

十二、 通知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系統管理 > 系統環境設定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設定系統事件通知的對象及時機，將系統錯
誤訊息寄送給相關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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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發生系統事件紀錄時，發 email 通知】可設定發生事件紀錄時要
寄送的 email 信箱地址，寄件人、以及使用的郵件伺服器。
◼ 【使用帳號密碼】若是郵件伺服器有設定帳號密碼則勾選，若無
則不需要。
◼ 【通知週期】設定每隔多少時間檢查是否有事件發生需要寄送
EMAIL。
◼ 【使用預設文字】可設定郵件的內容中，除了事件的通知外，還
要包含那些文字，例如可寫入系統管理員的分機，方便收到信件
的人聯絡問題處理人員。
◼ 按下【確定】儲存設定內容。

十三、 檢視訊息記錄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交易日誌查詢 > 檢視訊息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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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提供使用者查詢 Turnkey 運作時期，所處理的任何訊息記
錄。提供簡易操作介面，供使用者查詢訊息處理的過程及狀態。

操作說明
◼ 檢視訊息記錄前，需先輸入查詢的條件，如果都未輸入，則顯示
最近一小時的事件紀錄，預設查詢筆數為 1000 筆，最大可支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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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筆。
◼ 在查詢條件輸入後，按下【查詢】鈕，可根據輸入條件取得所需
的資訊。
◼ 按下【重置】鈕，即可清除所有查詢條件及查詢結果。
◼ 預設會以訊息日期欄位進行排序。
◼ 可在查詢結果的記錄中，利用滑鼠雙擊特定記錄開啟【檢視訊息
記錄明細】畫面，可以得知訊息在的處理狀況及目前檔案位置。
◼ 針對狀態為 E(Error, 錯誤)之訊息，可利用滑鼠雙擊，選擇開啟
【事件紀錄】得知更詳細的錯誤說明。有關事件紀錄的說明請參
考下一章節。
◼ 狀態說明：表示發票資料上傳或處理的結果，以下分別是各訊息
代表的意義
◆ P：資料處理中。若狀態持續為 P 時，請先重新執行上傳及下
載作業。
◆ G：資料上傳或下載完畢
◆ C：資料上傳完畢，且已收到整合服務平台回覆之存證或交換
處理成功訊息。上傳作業的資料要變為此狀態，才代表此資料
上傳成功。
◆ I：資料處理過程中被中斷，當程式重新執行或錯誤問題排除
後，可自動繼續執行。
◆ E：資料上傳前發生格式或簽章錯誤，或是資料已上傳後，收
到整合服務平台回覆之錯誤。錯誤處理對應方式請參考章節
捌、附錄一錯誤訊息代碼及處理方式。
◼ IO 說明：O 表示上傳 B2B/B2C 存證發票資料或是上傳 B2B 交換
資料及 B2P 發票配號檔，I 表示下載 B2B 交換資料
十四、 檢視事件紀錄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交易日誌查詢 > 檢視事件紀錄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查詢 Turnkey 運作時期，所產生的任何錯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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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提供簡易操作介面，供使用者查詢訊息處理的錯誤原因。

操作說明
◼ 檢視事件記錄前，需先輸入查詢的條件，如果都未輸入，則顯示
最近一小時的事件紀錄，預設查詢筆數為 1000 筆，最大可支援至
9999 筆。
◼ 在查詢條件輸入後，按下【查詢】鈕，可根據輸入條件取得所需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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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重置】鈕，即可清除所有查詢條件及查詢結果。
◼ 預設會以事件時間進行排序。
◼ 可在查詢結果的記錄中，利用滑鼠雙擊特定記錄開啟【檢視事件
記錄明細畫面】，以便得知更細部的錯誤原因。
十五、 統計訊息記錄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交易日誌查詢 >統計訊息記錄
此功能和檢視訊息紀錄相同，不同之處是在查詢資料之前要先輸
入查詢結果匯出的檔案位置，系統會將查詢結果以 CSV 檔案格式匯
出。此外，此統計不受最大筆數 9999 的限制，可提供營業人確認發票
上傳結果狀態是否正常。

十六、 查詢繞送代碼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查詢繞送代碼
本功能提供使用者查詢特定統一編號，於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上所註冊之加值中心代碼。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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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使用者須事先於【系統管理】→【傳送帳號清單】設定中，設定
由電子發票中心提供之傳送帳號及密碼，始具查詢權限。
◼ 當設定完成後，使用者僅需選擇傳送帳號，提供統編後，即可進
行查詢。
◼ 按下【離開】可關閉畫面
十七、 密碼加密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 密碼加密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將明文進行加密動作，若管理者不想讓使用
者輸入憑證密碼時知道密碼內容，則可以先使用此功能將憑證密碼加
密後，再提供 Turnkey 操作者輸入憑證密碼的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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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 使用者給定明文後，按下【加密鈕】，即可於【密文】欄位，獲得
一組加密後字串，該字串可提供鍵入【憑證清單】設定或【傳送
帳號清單】設定中，達到隱藏明文之目的。
◼ 按下【離開】可關閉畫面

十八、 清檔設定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 清檔設定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將指定路徑進行清檔動作。

操作說明
設定幾天前要刪除的資料，勾選【清除訊息記錄】 【清除事件
記錄】 【清除實體檔案】或是【全選】 點【執行】即可。按下
【離開】可關閉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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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連線測試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 連線測試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確認與中心平台是否連線成功。

二十、

軟體憑證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 製作軟體憑證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產製金鑰及憑證請求檔，再透過憑證請
求檔至 CA 申請非 IC 卡類憑證，然後再將 CER 組合成軟體憑證。
產製流程茲說明如下：
步驟
1
2
3
4

作業項目
產生金鑰(KEY)
產生憑證請求檔（CSR）
透過 CA 申請非 IC 卡類憑證 (CER)
產出軟體憑證（PFX）

◼ Step1 產生金鑰檔：輸入「統一編號」及「密碼」按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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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鑰」按鈕即會產生該統編的金鑰檔並於下方顯示檔案的放置
路徑。此檔案在 Step2 和 Step3 都需要使用請妥善保存。

◼ Step2 產製憑證請求檔(CSR)：輸入「Step1 的檔案路徑」及
「密碼」按下「產生憑證請求檔(CSR)」按鈕即會產生該統編
的憑證請求檔(CSR)並於下方顯示檔案的放置路徑。

◼ 做完 Step2 後，請依下列分類至對應 CA 申請非 IC 卡類憑證。
◆ 國內營業人請至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申請
◆ 國內組織團體或境外電商營業人請至 XCA 組織及團體憑
證管理中心申請
以工商憑證管理中心為例請先連到
「https://moeacaweb.nat.gov.tw/MoeaeeWeb/apply/apply_3.aspx
」入口網頁(如下圖)，閱讀相關申請所需注意事項。

點選中間「線上填寫申請資料」橘色按鈕， 進入線上填表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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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下圖所示網頁，請依照左側所述申請流程一步步作業，直
至線上申填單完成。

卡別請記得選擇勾選「非 IC 卡類」憑證申請。

申請通過後，將收到 CA 中心的 E-mail 通知，請利用原申請聯
繫帳號及所獲得之軟體憑證序號至原網站下載憑證(CER 檔)。
◼ Step3 組合 PFX/憑證：輸入「Step1 的檔案路徑」、
「憑證檔
(CER)檔案路徑」及「密碼」按下產生「組合 PFX/憑證」按鈕
即會產生該統編的軟體憑證檔(PFX)並於下方顯示檔案的放置
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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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軟體憑證：請至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註冊軟體憑證。請
選擇 CER 檔，然後點選「登錄軟體憑證」並完成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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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key 端新增憑證：系統管理>憑證管理功能中，新增該憑證
資料。

二十一、 守門員
(一) 功能說明
路徑 : 工具 > 守門員
本功能可提供使用者守門員排程設定及 QRCode 驗證功能。
使用者可利用守門員排程設定於設定的排程時間執行相關報表產
製，使用者可利用產製的報表核對實際上傳的發票是否一致以減
少漏上傳的機率。
守門員功能中包含【守門員排程設定】及【QRCode 驗證】兩
個頁籤，功能畫面如下圖。

【守門員排程設定】操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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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用守門員：設定啟用後，系統會依據使用者設定的啟用報表
類型於排程時間執行時產製相對應的報表供使用者核對。
◼ 報表產製目錄：啟用守門員時此欄位為必填，可由使用者填入
或按下【瀏覽】選擇報表產製目錄。
◼ 報表類型：分為三類，每種類型僅提供設定一筆排程。
◼ 啟用規則：當勾選啟用規則，排程啟動後才會針對啟用的報表
排程產製報表。
◼ 排程時間：24 小時制。
◼ 各功能按鈕說明如下：
◆ 【儲存】用來儲存報表排程設定資料。
◆ 【取消編輯】先於排程列表中選擇某筆報表排程，再點擊
【取消編輯】按鈕即可修改報表排程資訊，修改完後再點
擊【儲存】按鈕即可完成修改。
◆ 【刪除】先於排程列表中選擇某筆報表排程，再點擊【刪
除】按鈕即可刪除該筆報表排程。
【守門員排程設定】報表類型說明
守門員報表類型分三類，茲說明如下：
◼ 上傳發票筆數清單：彙整 SummaryResult 中的上傳發票資料並
以 Excel 表格方式呈現以利營業人核對上傳發票數量，清單會
依據每個繞送代碼及電子發票平台端產製時間為單位統計一份
報表清單，例：營業人的 Turnkey 設定多組繞送代碼，如目錄
下有以下 8 個 SummaryResult 檔案，則會產生 4 份報表(以顏
色區分如下圖)。

上傳發票筆數清單主要統計 Summary 中每包(SIG)上傳檔案的
上傳總筆數、該包平台處理成功筆數及平台處理失敗筆數，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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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內容請參考下圖。

◼ 平台回覆失敗清單：彙整 SummaryResult 中的上傳失敗的發票
資料並以 Excel 表格方式呈現以利營業人處理失敗的發票資
料。平台回覆失敗清單主要統計平台覆處理失敗檔案的失敗總
筆數、失敗明細序號、失敗發票號碼、失敗發票日期及失敗原
因說明，清單內容請參考下圖。發票雖然上傳至平台，但內容
有問題，須修正後重新上傳，否則會導致發票漏上傳。

◼ Turnkey 端處理失敗清單：統計 Turnkey 端處理失敗的上傳任
務、訊息別、上傳處理時間、上傳檔案路徑及失敗原因說明，
清單內容請參考下圖。發票資訊尚未傳輸至平台，須修正後重
新上傳，否則會導致發票漏上傳。

【QRCode 驗證】提供 AES 金鑰產生及 QRCode 驗證功能，方便使用者
製作 QRCode 及驗證 QRCode 產製正確性。關於加解密說明請參考平台
「加解密 API 使用說明書」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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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Code 驗證】操作說明
◼ AES 金鑰產生：輸入密碼種子後，點擊【產生 AES 金鑰】按
鈕即會產生 AES 金鑰。
◼ QRCode 驗證：輸入 QRCode 加密字串並選取 QRCode 解密方
式並於金鑰欄位輸入解密所需之金鑰後，點擊【QRCode 驗
證】按鈕即會顯示 QRCode 驗證結果為成功或錯誤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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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資料處理流程說明
一、

上傳與下載流程
本章節將詳述 Turnkey 於執行過程中，各任務所處理過程。

Turnkey 處理過程中，主要可分為兩大任務「發票上傳」及「發票
下載」
，針對「發票上傳」部份，又可細分至【上傳轉檔(Upcast)】、
【上傳封裝(Pack)】及【傳送檔案(Sendfile)】等三個細部任務；「發票
下載」則可細分至【接收檔案(Receivefile)】
、【下載拆封(Unpack)】及
【下載轉檔(DownCast)】等三個細部任務。以下將針對各細部任務進行
說明。
(一) 上傳轉檔(Upcast)：負責將來源的檔案，轉換成電子發票平台接受
之訊息。在取得檔案時，即馬上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中的內容，加入 SEQNO 及
SUBSEQNO，狀態為 P(Processing)等資訊，並進行處理。
此版(2.0.0)起平台僅支援 v31 以上版本。當輸入版本為 v31 則使用
v31 版本上傳；當輸入版本為 v32 則使用 v32 版本上傳。
處理時會先將檔案寫至 PROC 目錄下(暫存目錄)。同時以下列規
則，將發票 append 至相同檔案中。
1. B2B 交換；一張發票一個檔案。
2. 若發票有附檔，則一張發票一個檔案。
3. B2C 存證：同一(代理)送方，1000 張發票或 15MB 一個檔案，
4. B2B 存證：同一送方及收方，1000 張發票一個檔案或 15MB
一個檔案。
在處理超過一萬張發票或來源檔處理完成後，會先將 PROC 目錄
下的檔案搬至【上傳封裝】的來源目錄之下，備份原檔案至 BAK 目錄
之下，並以日期及時間分類。並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及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的內容。針對 TURNKEY_MESSAGE_LOG 將補齊發票相關資訊；針
對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則加入處理時間、處理狀態
等資訊(處理成功，則狀態為 G，否則為 E)。
一旦處理過程中發生失敗，將該檔案搬至 ERR 目錄下，並以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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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間分類。
此步驟產出之檔案格式請參考本手冊 “陸、二、Turnkey 工作目錄
說明” 中的 UpCast。
(二) 上傳封裝(Pack)：負責將檔案加入 SIG 及進行簽章作業。處理過程
中將產生暫存檔，會先寫至 PROC 目錄下(暫存目錄)再搬至【傳送
檔案】的來源目錄中。在處理完成後，將以日期及時間分類，將
原檔案備份至 BAK 目錄之下。並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及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的內容。針對
TURNKEY_MESSAGE_LOG，若處理失敗，則狀態更新為 E；針
對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則加入處理時間、處理
狀態等資訊(處理成功，則狀態為 G，否則為 E)。
此步驟接受/產出之檔案格式請參考本手冊“陸、二、Turnkey 工作
目錄說明”中的 Pack。
(三) 傳送檔案(Sendfile)：負責將檔案傳送至發票平台，若傳送失敗(不
論是 FTP 或 WebService)，導致未傳送成功，則先嘗試進行重新傳
送，若持續傳送失敗會將檔案留於原地，待下次進行傳送，直至
傳送成功。在處理完成後，將以日期及時間分類，將原檔案備份
至 BAK 目錄之下。並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及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的內容。針對
TURNKEY_MESSAGE_LOG，若傳送發生錯誤，則狀態更新為
E，否則狀態更新為 G；針對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則加入處理時間、處理狀態
等資訊(處理成功，則狀態為 G，否則為 E)。
此步驟接受的檔案格式請參考本手冊“陸、二、Turnkey 工作目錄
說明”中的 SendFile。
(四) 接收檔案(Receivefile)：負責自發票平台接收資料。並將接收下來
的檔案搬至【下載拆封】目錄之中。並將原檔案備份至 BAK 目錄
之下。若接收下來的檔案為 ProcessResult 或 SummaryResult，則至
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中找出符合的記錄，更新其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的內容。若無法對應則將寫
入系統事件記錄。否則分別新增一筆記錄至
TURNKEY_MESSAGE_LOG 及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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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下載拆封(Unpack)：負責將資料進行解簽章、拆封動作。由發票平
台接收的資料一律被簽章過，因此需進行解簽章作業。若為
ProcessResult 則透過檔名上的 uuid 及日期至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中找出符合的記錄，並透過
ProcessResult 中的 MessageType、Parameter0(發票號碼)、
Parameter1(日期)更新其處理狀態，新增一筆記錄至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中。
若為訊息，則新增一筆記錄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中。
(六) 下載轉檔(Downcast)：負責將 B2B 交換訊息轉換成指定格式，為
【上傳轉檔】任務之反向。
轉換過程中，會將檔案寫至 PROC 目錄下(暫存目錄)。若處理成
功，則將檔案搬至 RecvTarget 目錄對應的資料夾中，並將原檔案
備份至 BAK 目錄之下，並以日期及時間分類。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及新增一筆記錄至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中。
處理過程中，一旦發生錯誤，則除了更新資料表
TURNKEY_MESSAGE_LOG 及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狀態外，同時會新增一筆記錄至 TURNKEY_SYSEVENT_LOG 中，註
明錯誤原因及錯誤的 Trace。
資料庫及檔案目錄需定期清檔，除了可 Turnkey 提供的工具手動進
行清檔，也可透過排程方式進行清檔。
二、Turnkey 工作目錄說明
本章節主要講述關於 Turnkey 安裝完成後，其安裝目錄及工作目錄
下各個資料夾之用途說明。
安裝目錄中，各資料夾說明如下：
資料夾名稱

說明

bin

放置 Turnkey 參數檔及程式檔等其他運作時所需檔案；為 Turnkey 運作過程
中，最重要資料夾。

bin\conf

放置 Turnkey 參數檔。

bin\com

放置 Turnkey 程式檔。

bin\image

放置 Turnkey 圖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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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

放置 Turnkey 執行中，所有需使用的 Library。

log

Turnkey 安裝完成後，需設存放 Log 之位置。其下總共會儲存 10 個檔案，
且每個檔案為 20mb，檔名預設為 Turnkey.log。並按日 Rolling 不需清檔。

EINVUPGRADE

為更新檔暫存位置。Turnkey 啟動時，會先檢查其下是否有安裝檔，若有則
執行安裝。

ca

存放連結電子發票平台，需使用的 SSL ca。

dll

存放 Turnkey 所需使用之 dll 檔。
僅存在於 Windows 作業系統。

jre

請下載 openJDK 1.8 jre，供 Turnkey 運作時使用。

工作目錄中，各資料夾說明如下：
資料夾名稱

說明

UpCast

為 Turnkey 處理『上傳轉檔』時，所使用的目錄。其子目錄包含：
B2BEXCHANGE(B2B 交換)
B2BSTORAGE(B2B 存證)
B2CSTORAGE(B2C 存證)
B2PMESSAGE(B2P 訊息)
各種處理，其下皆有對應之訊息資料夾，視其於 Turnkey 中所設定之版本而
定。預設會依 V31 訊息格式，建出目錄。
若使用預設值，使用者針對其需上傳訊息，將發票訊息擺放至對應訊息之目
錄下的 SRC 資料夾中，檔名無任何限制。
例如，若需使用 A0101 資料，則需將資料放置於：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BEXCHANGE\A0101\SRC

另一種置放上傳訊息的方法是將發票資料檔案放在上傳轉檔目錄下的
ERPOoutbox 目錄中，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BEXCHANGE\ERPOutbox，但此時資料檔案
名稱就需要以訊息格式作為檔案的開頭，例如 A0101-20110701-02000000001.txt，系統執行時會判斷該筆檔案屬於何種訊息並將其搬移到上述的
SRC 目錄後再開始轉檔及上傳。
處理完後之檔案，若無處理錯誤，則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
夾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
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BEXCHANGE\A0101\BAK\$yyyyMMd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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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若處理發生錯誤，若來源檔案格式設定為 XML，則該檔案將被放置於其訊息
目錄下的 ERR 資料夾中。若來源檔案格式設定為 FlatFile，則該錯訊的訊息將
會以被抄寫的方式，抄寫至 ERR 資料夾的原檔名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
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BEXCHANGE\A0101\ERR\$yyyyMMdd\$H
H
Pack

為 Turnkey 處理『上傳封裝』時，所使用的目錄。其子目錄包含：
B2BEXCHANGE(B2B 交換)
B2BSTORAGE(B2B 存證)
B2CSTORAGE(B2C 存證)
B2PMESSAGE(B2P 訊息)
依處理類型放置各目錄下的 SRC 資料夾中。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Pack\B2BEXCHANGE\SRC
檔名格式為：
$SRCFILE_$SENER_BAN_$RECEIVER_BAN_$VERSION-$MIG_TYPE$yyyyMMdd-$HHmmssSSS-$uuid_$cnt
$SRCFILE:表示 UpCast 之原檔名，
$SENER_BAN：傳送方統編，需視訊息內容帶入；例如：開立發票，
$SENER_BAN 表示賣方統編
$RECEIVER_BAN：接收方統編，需視訊息內容帶入；例如：開立發票，
$RECEIVER_BAN 表示買方統編；若為存證，則固定為 8 個 0，00000000。
$VERSION：版本，v 為小寫，例如 v31
$MIG_TYPE：訊息類型，例如 A0101
$yyyyMMdd：日期，如 20110101
$HHmmssSSS：時間，如 172021666
$uuid：36 碼 uuid。例如：86ba6a1c-45e7-4162-99ff-3c011c8b017c
$cnt：該包所含筆數
處理完後之檔案，若無處理錯誤，則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
夾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GEINVTNK\Pack\B2BEXCHANGE\BAK\$yyyyMMdd\$HH
若處理發生錯誤，則該檔案將被放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ERR 資料夾中，並依
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GEINVTNK\Pack\B2BEXCHANGE\ERR\$yyyyMMdd\$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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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Turnkey 處理『上傳封裝』時，所使用的目錄。其子目錄包含：
B2BEXCHANGE(B2B 交換)
B2BSTORAGE(B2B 存證)
B2CSTORAGE(B2C 存證)
B2PMESSAGE(B2P 訊息)
依處理類型放置各目錄下的 SRC 資料夾中。例如：
C:\Program Files\GEINVTNK\SendFile\B2BEXCHANGE\SRC
檔名格式同 Pack：
處理完後之檔案，若無處理錯誤，則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
夾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GEINVTNK\SendFile\B2BEXCHANGE\BAK
\$yyyyMMdd\$HH
若處理發生錯誤，則該檔案將被放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ERR 資料夾中，並依
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GEINVTNK\SendFile\B2BEXCHANGE\ERR\$yyyyMMdd\$HH

ReceiveFile

為 Turnkey 處理『接收檔案』時，所使用的目錄。
Turnkey 至電子發票平台接收檔案後，將依處理類型放置各目錄下的 SRC 資
料夾中。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ReceiveFile\SRC
檔名格式為：
$VERSION-$MIG_TYPE-$yyyyMMdd-$HHmmssSSS-$uuid
$VERSION：版本，v 為小寫，例如：v31
$MIG_TYPE：訊息類型，例如：A0101
$yyyyMMdd：日期，例如：20110101
$HHmmssSSS：時間，例如：172021666
$uuid：36 碼 uuid。例如：
86ba6a1c-45e7-4162-99ff-3c011c8b017c
接收完後之檔案，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夾中，並依日期及
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ReceiveFile\BAK\$yyyyMMdd\$HH

Unpack

為 Turnkey 處理『下載拆封』時，所使用的目錄。
依處理類型放置各目錄下的 SRC 資料夾中。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SRC
處理完後之檔案，若無處理錯誤，則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
夾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BAK\$yyyyMMdd\$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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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處理檔案為 ProcessResult，則被處理完後的檔案，將被置於 BAK 下的
ProcessResult 目錄下，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BAK\ProcessResult\$yyyyMMdd\$HH
若處理檔案為 SummaryResult，則被處理完後的檔案，將被置於 BAK 下的
SummaryResult 目錄下，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BAK\SummaryResult\$yyyyMMdd\$HH

若處理發生錯誤，則該檔案將被放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ERR 資料夾中。例
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ERR\$yyyyMMdd\$HH
若處理檔案為 ProcessResult 且處理發生錯誤，將被置於 ERR 下的
ProcessResult 目錄下，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ERR\ProcessResult\$yyyyMMdd\$HH
若處理檔案為 SummaryResult 且處理發生錯誤，將被置於 ERR 下的
SummaryResult 目錄下，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npack\ERR\SummaryResult\$yyyyMMdd\$HH
DownCast

為 Turnkey 處理『下載轉檔』時，所使用的目錄。
依處理類型放置各目錄下的 SRC 資料夾中。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DownCast\SRC
處理完後之檔案，若無處理錯誤，則將該檔案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BAK 資料
夾中，並依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DownCast\BAK\$yyyyMMdd\$HH
若處理發生錯誤，則該檔案將被放置於其訊息目錄下的 ERR 資料夾中，並依
日期及時間分類。。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DownCast\ERR\$yyyyMMdd\$HH

RecvTarget

為 Turnkey 處理『下載轉檔』時的產物目錄，依接收下來的處理內容作分
類。
若用戶在系統環境設定處選擇 “訊息接收後存放至 ERPInBox”功能，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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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回來的發票資訊會放在 RecvTarget/ERPInbox 目錄下，而不會按照訊息種
類分別放不同的目錄。
cert

存放 Turnkey 所使用到的軟體憑證。當 Turnkey 用戶設定好軟體憑證時，
Turnkey 會複製一份至此目錄，避免使用者誤刪。

三、整合服務平台回傳訊息
(一) 整合服務平台回傳訊息說明
資料上傳後，中心端會根據處理的狀況將結果經過中心憑證簽
章後回傳到 Turnkey，此檔案在經過 Turnkey 解簽完成後，會將文
字檔案放到工作目錄下的 Unpack/BAK/ProcessResult 的目錄下，並
以日期和時間子目錄分開存放。該檔案的附檔名為.ProcessResult，
其 XML Schema ProcessResult.xsd 與 GenericResult_3.0.xsd 的內容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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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icResult_3.0.xsd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d:schema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attributeFormDefault="unqualified">
<!-- 訊息種類 -->
<xsd:simpleType name="MessageTypeEnum">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enumeration value="A0101"/><!-- A0101.
開立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A0102"/><!-- A0102.
發票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A0201"/><!-- A0201.
作廢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A0202"/><!-- A0202.
作廢發票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A0301"/><!-- A0301.
退回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A0302"/><!-- A0302.
退回發票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A0401"/><!-- A0401.
開立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A0501"/><!-- A0501.
作廢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A1101"/><!-- A1101.
開立發票(鋼鐵) -->
<xsd:enumeration value="A1401"/><!-- A1401.
開立發票(鋼鐵) -->
<xsd:enumeration value="B0101"/><!-- B0101.
折讓證明單 -->
<xsd:enumeration value="B0102"/><!-- B0102.
折讓證明單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B0201"/><!-- B0201.
作廢折讓證明單 -->
<xsd:enumeration value="B0202"/><!-- B0202.
作廢折讓證明單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B0501"/><!-- B0501.
折讓證明單通知 -->
<xsd:enumeration value="B0502"/><!-- B0502.
折讓證明單通知接收確認 -->
<xsd:enumeration value="B1101"/><!-- B1101.
折讓證明單(鋼鐵) -->
<xsd:enumeration value="B1301"/><!-- B1301.
開立折讓證明單(鋼鐵) -->
<xsd:enumeration value="B1501"/><!-- B1501.
折讓證明單通知(鋼鐵) -->
<xsd:enumeration value="C0401"/><!-- C0401.
開立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C0501"/><!-- C0501.
作廢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C0601"/><!-- C0601.
退回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C0701"/><!-- C0701.
註銷發票 -->
<xsd:enumeration value="D0301"/><!-- D0301.
開立折讓證明單 -->
<xsd:enumeration value="D0401"/><!-- D0401.
作廢折讓證明單 -->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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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上頁-->
<!-- 資料送方資訊 -->
<xsd:complexType name="PartyInfoType">
<xsd:sequence>
<!-- 資料送方統編 -->
<xsd:element name="PartyId" type="xsd:string"/>
<!-- 資料送方描述 -->
<xsd:element name="Description" type="xsd:string" minOccurs="0"/>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 資料收方資訊 -->
<xsd:complexType name="RoutingInfoType">
<xsd:sequence>
<!-- 資料收方統編 -->
<xsd:element name="RoutingId" type="xsd:string"/>
<!-- 資料收方描述 -->
<xsd:element name="Description" type="xsd:string" minOccurs="0"/>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 封包訊息說明-->
<xsd:complexType name="Info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Id"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Size" type="xsd:positiveInteger"/>
<xsd:element name="MessageType" type="MessageTypeEnum"/>
<xsd:element name="Service"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Action" type="xsd:string"/>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 整合服務平台處理結果-->
<xsd:complexType name="Result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Total" type="ResultDetailType"/>
<xsd:element name="Good" type="ResultDetailType"/>
<xsd:element name="Failed" type="ResultDetailType"/>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 整合服務平台處理結果說明-->
<xsd:complexType name="ResultDetail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Count" type="xsd:positiveInteger"/>
<xsd:element name="Invoices" minOccurs="0">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Invocie" minOccurs="1">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ReferenceNumber">
<xsd:simpleType>
<xsd:restriction base="xsd:string">
<xsd:minLength value="10"/>
<xsd:maxLength value="16"/>
</xsd:restriction>
</xsd:simple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InvoiceDate" type="xsd:date"/>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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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ResultResult_3.0.xsd -->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d:schema targetNamespace="urn:GEINV:ProcessResult:3.0" xmlns="urn:GEINV:ProcessResult:3.0"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attributeFormDefault="unqualified">
<xsd:include schemaLocation="GenericResult_3.0.xsd"/>
<xsd:element name="ProcessResult">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RoutingInfo">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 資料送方資訊 -->
<xsd:element name="From" type="PartyInfoType"/>
<!-- 資料傳送加值中心或營業人資訊 -->
<xsd:element name="FromVAC" type="RoutingInfoType"/>
<!-- 資料收方資訊 -->
<xsd:element name="To" type="PartyInfoType"/>
<!-- 資料接收加值中心或營業人資訊 -->
<xsd:element name="ToVAC" type="RoutingInfoType"/>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 訊息封包說明 -->
<xsd:element name="MessageInfo" type="MessageInfoType"/>
<!-- 處理結果 -->
<xsd:element name="Result" type="ResultType"/>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complexType name="MessageInfoType">
<xsd:sequence>
<!-- 訊息封包 ID -->
<xsd:element name="Id" type="xsd:string"/>
<!-- 訊息封包大小 -->
<xsd:element name="Size" type="xsd:string"/>
<!-- 訊息種類(MIG 編號) -->
<xsd:element name="MessageType" type="MessageTypeEnum"/>
<!-- 服務種類 E:交換 S:存證 -->
<xsd:element name="Service" type="xsd:string"/>
<!-- 訊息種類 B2B B2c-->
<xsd:element name="Action" type="xsd:string"/>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complexType name="Result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Info" minOccurs="1" maxOccurs="10000">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 處理結果代碼 -->
<xsd:element name="Code" type="xsd:string"/>
<!-- 處理結果說明 -->
<xsd:element name="Description"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Parameter0"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Parameter1"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Parameter2"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Parameter3" type="xsd:string"/>
<xsd:element name="Parameter4" type="xsd:string"/>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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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處理結果代碼表與結果說明 Parameter 的內容清單
新
版
代碼

狀態說明

Parameter0 Parameter1 Parameter2 Parameter3 不
適
用

00000

訊息存證成功

E0001

系統錯誤

E0002

資料庫存取失敗(系統)

E0003

交易 LOG Table 失敗

✔

E0004

驗章失敗(系統)

✔

E0005

MQ 存取失敗

E0007

DES 加密資料失敗

E0012

SQL COMMAND 失敗(資料)

E0101

E0102

E0103

E0104

✔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賣

發票號碼(折

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字軌號碼非申購部分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

發票明細加總與總金額不符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

發票號碼(折

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E0105

發票總金額不得為零

✔

E0106

發票明細數量不得為零

✔

E0107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年度字軌不符

讓單號)

無發票交換資格

E0109

無發票存放資格

送方繞送代碼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統編不得由送方統編代傳

讓單號)

財政資訊中心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送(收)方繞送

E0108

E0110

發票(折讓、

代碼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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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11

E0112

E0113

E0114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統編不得由收方統編代傳

讓單號)

版次:2.9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

非零稅率通關方式註記不可填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專

發票號碼(折

用字軌已被其他營業人使用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

專用字軌不接受 ERP 介接上傳
送(收)方繞送

E0115

加值服務中心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代碼對應營業 繞送設定狀態 黑白單

啟用電子發票

人統編
E0116

送方統編與總機關統編不符

✔

E0117

B2C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

E0118

E0119

B2B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送(收)方繞送
代碼

代碼對應營業
人統編
✔

B2C 身份無交換發票資格
送方統編

E0120

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無傳送

(SenderId)

送(收)方繞送

本身發票資格

or 收方統編 代碼
(RecevierId)

E0126

E0127

E0128

E0129

✔

送(收)方繞送

送(收)方繞送
代碼對應營業
人統編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 B2C 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 B2B 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買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賣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E0130

送使用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
份）

E0131

送方繞送代碼與 FTP 帳號不符

登入帳號

E0132

上傳檔案不存在

檔案名稱

E0133

流程錯誤，應為[B2C | B2B | B2G|B2P] 流程別

財政資訊中心

送方繞送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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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 上檔案大 實際檔案大小

E0134

上傳檔案大小不符

E0135

上傳檔案名稱重覆

E0136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

E0137

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無發票交換資格

✔

E0138

第三者加值中心不可為自己傳送資料

✔

小(kb)

(kb)

檔案名稱
送(收)方繞送
代碼

送方統編
E0139

營業人無授權繞送代碼代送

(SenderId)

送(收)方繞送

or 收方統編 代碼
(RecevierId)

E0140

B2B 交換一次只可送一張發票

E0141

上傳檔案名稱過長，最大 100 字

E0142

上傳檔案大小過大，最大 30MB

E0143

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0144

收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0145

E0146

E0201

E0202

E0203

E0204

收方設定不同意接收電子發票或收送
方未設定接收方式

發票數

實際檔案大小
(kb)
送方統編
(SenderId)
收方統編
(ReceiverId)
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賣方

買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收方接收方式已更改, 請刪除 Turnkey
的收方設定後再重送一次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訊

發票號碼(折

息重複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

發票號碼(折

立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

發票號碼(折

廢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退

發票號碼(折

回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財政資訊中心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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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05

E0206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

發票號碼(折

立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

發票號碼(折

廢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版次:2.9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0207

資料已過期

E0208

資料非當期

✔

E0209

發票日期及票號必須依序

✔

E0210

折讓證明與確認不得同一寄送者

✔

E0211

E0212

E0213

E0214

E0215

E0216

E0217

E0218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折讓，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發票號碼(折

讓單無法確認，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發票號碼(折

讓單無法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讓單號)

財政資訊中心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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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E0219

讓單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
態

E0220

E0221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號
✔

折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
額

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
減待確折讓通知金額

E0223

讓單號)

✔

發票(折讓、

訊息明細項目重複，請查明細排列序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E0222

發票號碼(折

版次:2.9

發票號碼(折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

作廢折讓金額小於已折讓金額減待確
認作廢折讓證明單金額

E0224

特種發票稅額不得有值

✔

E0225

特種發票稅率應為 2%,5%,15%,25%

✔

E0226

特種發票課稅別需為應稅

✔

E0227

特種發票其稅額需為 0

✔

E0228

零稅率發票的通關方式註記欄位必填

✔

E0229

發票資料不存在

E0301

驗章失敗(用戶)

E0302

讀取原文失敗

E0303

系統沒有該類型交易代號

E0304

XML 原文格式不符

錯誤原因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號碼(折

XML 原文資料內容檢核失敗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號碼(折

XML 原文無法解析

讓單號)

E0307

發票數量不符

SIG 上發票數 實際發票數

E0308

簽章和發票統編不符

✔

E0309

折讓總金額大於發票金額

✔

E0310

驗章失敗 (錯誤代碼)

E0311

寫入發票訊息失敗

E0312

不為 B2C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3

不為 B2B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4

不為 B2B 發票交換訊息別

E0305

E0306

財政資訊中心

✔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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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15

不為 B2P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401

此筆發票已退回

✔

E0402

此筆發票已作廢

✔

E0403

折讓單發票已作廢

✔

E0404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開立折讓單

✔

E0405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折讓單

✔

E0406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作廢折讓單

✔

E0407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作廢折讓單

✔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

發票號碼(折

受人為政府機關不接受鋼鐵業發票

讓單號)

E0501

交換至接收方直接介接對象失敗

收方繞送代碼

E0502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派送設定

收方繞送代碼

E0503

欄位不應空白

E0504

發票訊息處理部份成功

E1001

發票受贈統編/格式錯誤

E1002

發票開立日期不得過早

E1003

B2C 發票重覆開立

E1004

超出可傳送時間範圍

E0408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新
版
代碼

狀態說明

Parameter0 Parameter1 Parameter2 Parameter3 不
適
用

00000

訊息存證成功

E0001

系統錯誤

E0002

資料庫存取失敗(系統)

E0003

交易 LOG Table 失敗

✔

E0004

驗章失敗(系統)

✔

E0005

MQ 存取失敗

E0007

DES 加密資料失敗

E0012

SQL COMMAND 失敗(資料)

財政資訊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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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01

E0102

E0103

E0104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賣

發票號碼(折

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字軌號碼非申購部分

讓單號)

版次:2.9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

發票明細加總與總金額不符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

發票號碼(折

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E0105

發票總金額不得為零

✔

E0106

發票明細數量不得為零

✔

E0107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年度字軌不符

讓單號)

無發票交換資格

E0109

無發票存放資格

送方繞送代碼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統編不得由送方統編代傳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統編不得由收方統編代傳

讓單號)

E0111

E0112

E0113

E0114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送(收)方繞送

E0108

E0110

發票(折讓、

代碼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

非零稅率通關方式註記不可填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專

發票號碼(折

用字軌已被其他營業人使用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日期
✔

專用字軌不接受 ERP 介接上傳
送(收)方繞送

E0115

加值服務中心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代碼對應營業 繞送設定狀態 黑白單

啟用電子發票

人統編
E0116

送方統編與總機關統編不符

✔

E0117

B2C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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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18

E0119

B2B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送(收)方繞送
代碼

代碼對應營業
人統編
✔

B2C 身份無交換發票資格

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無傳送

(SenderId)

送(收)方繞送

本身發票資格

or 收方統編 代碼
(RecevierId)

E0126

E0127

E0128

E0129

✔

送(收)方繞送

送方統編
E0120

版次:2.9

送(收)方繞送
代碼對應營業
人統編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 B2C 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 B2B 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買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送使用賣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
E0130

送使用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
份）

E0131

送方繞送代碼與 FTP 帳號不符

登入帳號

送方繞送代碼

E0132

上傳檔案不存在

檔案名稱

E0133

流程錯誤，應為[B2C | B2B | B2G|B2P] 流程別

E0134

上傳檔案大小不符

E0135

上傳檔案名稱重覆

E0136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

E0137

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無發票交換資格

✔

E0138

第三者加值中心不可為自己傳送資料

✔

SIG 上檔案大 實際檔案大小
小(kb)

(kb)

檔案名稱
送(收)方繞送
代碼

送方統編
E0139

營業人無授權繞送代碼代送

(SenderId)

送(收)方繞送

or 收方統編 代碼
(RecevierId)

E0140

B2B 交換一次只可送一張發票

E0141

上傳檔案名稱過長，最大 1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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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42

上傳檔案大小過大，最大 30MB

E0143

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0144

收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0145

E0146

E0201

E0202

E0203

E0204

E0205

E0206

收方設定不同意接收電子發票或收送
方未設定接收方式

實際檔案大小
(kb)
送方統編
(SenderId)
收方統編
(ReceiverId)
發票號碼

發票日期

賣方

買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收方接收方式已更改, 請刪除 Turnkey
的收方設定後再重送一次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訊

發票號碼(折

息重複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

發票號碼(折

立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

發票號碼(折

廢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退

發票號碼(折

回發票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

發票號碼(折

立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

發票號碼(折

廢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讓單號)

E0207

資料已過期

E0208

資料非當期

E0209

發票日期及票號必須依序

E0210

折讓證明與確認不得同一寄送者

E0211

版次:2.9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折讓，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財政資訊中心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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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12

E0213

E0214

E0215

E0216

E0217

E0218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

發票號碼(折

票無法確認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發票號碼(折

讓單無法確認，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發票號碼(折

讓單無法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E0219

讓單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
態

E0220

E0221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號
折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
額

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
減待確折讓通知金額

E0223

讓單號)

發票(折讓、

訊息明細項目重複，請查明細排列序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
E0222

發票號碼(折

版次:2.9

發票號碼(折
讓單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作廢折讓金額小於已折讓金額減待確
認作廢折讓證明單金額

E0224

特種發票稅額不得有值

E0225

特種發票稅率應為 2%,5%,15%,25%

E0226

特種發票課稅別需為應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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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27

特種發票其稅額需為 0

E0228

零稅率發票的通關方式註記欄位必填

E0229

發票資料不存在

E0301

驗章失敗(用戶)

E0302

讀取原文失敗

E0303

系統沒有該類型交易代號

E0304

XML 原文格式不符

錯誤原因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號碼(折

XML 原文資料內容檢核失敗

讓單號)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號碼(折

XML 原文無法解析

讓單號)

E0307

發票數量不符

SIG 上發票數 實際發票數

E0308

簽章和發票統編不符

E0309

折讓總金額大於發票金額

E0310

驗章失敗 (錯誤代碼)

E0311

寫入發票訊息失敗

E0312

不為 B2C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3

不為 B2B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4

不為 B2B 發票交換訊息別

E0315

不為 B2P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401

此筆發票已退回

E0402

此筆發票已作廢

E0403

折讓單發票已作廢

E0404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開立折讓單

E0405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折讓單

E0406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作廢折讓單

E0407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作廢折讓單

E0305

E0306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

發票號碼(折

受人為政府機關不接受鋼鐵業發票

讓單號)

E0501

交換至接收方直接介接對象失敗

收方繞送代碼

E0502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派送設定

收方繞送代碼

E0503

欄位不應空白

E0408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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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買方

賣方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發票(折讓、
作廢、退回)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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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訊息處理部份成功

E1001

發票受贈統編/格式錯誤

E1002

發票開立日期不得過早

E1003

B2C 發票重覆開立

E1004

超出可傳送時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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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日傳輸結果報告
整合服務平台每天凌晨 01:00 時會根據每一個 Turnkey 用戶上
傳與交換的資料其收受方的不同，產生前一天上傳的發票資料數量
統計及每一筆資料的處理結果，Turnkey 排程設定的 “發票下載”
功能會在排程時間到達時將該處理結果檔案從整合服務平台下載回
到 Turnkey 的目錄中，並在處理完畢後置放到
Unpack/BAK/SummaryResult/$yyyyMMdd/$HH 目錄下。
下載回來的檔案分為兩種，分別是前一天上傳到整合服務平台
上的所有發票資料的數量以及每一筆資料的處理結果，敘述如下
(一) 發票資料處理數量
此檔案檔名格式為 “$送方統編 _$送方繞送代碼_$收方統編_$
收方繞送代碼_$yyyyMMddHHmmssSSS-Final.SummaryResult”，檔
案中僅有一個數量，表示此 Turnkey 前一天總共傳送了多少筆資料
到整合服務平台上。或是和收方交換了多少筆的發票資料。
若收方統編=0000000000，則表示該檔案中的發票資料是
B2C，若收方繞送代碼=0，表示該檔案中的發票資料是做 B2B 或
B2C 存證。
(二) 發票資料處理明細
此檔案檔名格式為 “$送方統編 _$送方繞送代碼_$收方統編_$
收方繞送代碼_$yyyyMMddHHmmssSSS.SummaryResult”，檔案內容
是 XML 格式的檔案，表示此 Turnkey 前一天傳送的每一筆資料其
上傳與交換結果。
若收方統編=0000000000，則表示該檔案中的發票資料是
B2C，若收方繞送代碼=0，表示該檔案中的發票資料是做 B2B 或
B2C 存證。
此 XML 檔案的 XMLSchema - SummaryResult.xsd 內容如下，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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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型態的說明在 GenericResult_3.0.xsd，內容可參考本手冊“陸、
三、整合服務平台回傳訊息說明”：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
<xsd:schema targetNamespace="urn: GEINV:SummaryResult:3.0" xmlns="urn: GEINV:SummaryResult:3.0"
xmlns:xsd="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elementFormDefault="qualified"
attributeFormDefault="unqualified">
<xsd:include schemaLocation="GenericResult_3.0.xsd" />
<xsd:element name="SummaryResult">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RoutingInfo">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 傳送方營業人 -->
<xsd:element name="From" type="PartyInfoType" />
<!-- 傳送方繞送代碼-->
<xsd:element name="FromVAC" type="RoutingInfoType" />
<!-- 接收方營業人-->
<xsd:element name="To" type="PartyInfoType" />
<!-- 接收方繞送代碼 -->
<xsd:element name="ToVAC" type="RoutingInfoType" />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element name="DetailList">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xsd:element name="Message" minOccurs="1" maxOccurs="5000">
<xsd:complexType>
<xsd:sequence>
<!-- SIG 相關資訊：檔名、發票數量、訊息別、服務別、流程別 -->
<xsd:element name="Info" type="InfoType" />
<!-- 各張發票之處理結果統計，分成總合數量、成功數量、失敗數量及各數量所對應之發票號
碼 -->
<xsd:element name="Result" type="ResultType" />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equence>
</xsd:complexType>
</xsd:element>
</xsd: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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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上傳狀態查詢
用戶若需要查詢 Turnkey 中上傳的發票資料其上傳結果，可以透過以
下的幾種方法
使用 Turnkey 訊息查詢工具

一、

Turnkey 的交易日誌查詢功能可以提供用戶查詢上傳或下載的發票
資料其傳輸狀態以及錯誤發生時的錯誤事件說明。
舉例來說，若用戶欲查詢當日上傳的發票其上傳狀態，可以設定
【開始時間】為當日的 00 時 00 分，【結束時間】設定為當日 23 時 59
分，【I/O】 設定為 O(傳送)，即可獲得當日所有傳輸的發票其傳送的
結果。若只需要查詢傳送錯誤的發票，可再設定【狀態】為 E(錯誤)的
資料。

有關訊息查詢功能詳細的說明，請參考 本手冊“伍、十三、檢視
訊息記錄” 以及 “伍、十五、統計訊息記錄 ”。
二、直接查詢 Turnkey 資料庫
若用戶欲查詢特定發票號碼或發票開立日期的資料，或是統計特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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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日期的發票成功或失敗總量，就必須直接在資料庫中以 SQL 語法查
詢。資料表的結構可參考本手冊 “玖、三、Turnkey 資料表及欄位說
明”，
Turnkey 資料庫相關事件記錄 TABLE 關係說明如下，營業人上傳
發票時，Turnkey 會於 TURNKEY_MESSAGE_LOG 記錄一筆資料，而
TURNKEY_MESSAGE_LOG 中的 INVOICE_IDENTIFIER 欄位的值會
依據 MIG 訊息別而不同，下表依 MIG 訊息別列出相關應的
INVOICE_IDENIFIER 欄位值的組成格式。
MIG 訊息別

INVOICE_IDENIFIER

A0101

A0101 + InvoiceNumber + InvoiceDate

A0102

A0102 + InvoiceNumber + InvoiceDate

A0201

A0201 + CancelInvoiceNumber + CancelDate

A0202

A0202 + CancelInvoiceNumber + CancelDate

A0301

A0301 + RejectInvoiceNumber + RejectDate

A0302

A0302 + RejectInvoiceNumber + RejectDate

A0401

A0401 + InvoiceNumber + InvoiceDate

A0501

A0501 + CancelInvoiceNumber + CancelDate

A0601

A0601 + RejectInvoiceNumber + RejectDate

B0101

B0101 + AllowanceNumber + AllowanceDate

B0102

B0102 + AllowanceNumber + AllowanceDate

B0201

B0201 + CancelAllowanceNumber + CancelDate

B0202

B0202 + CancelAllowanceNumber + CancelDate

B0401

B0401 + AllowanceNumber + AllowanceDate

B0501

B0501 + CancelAllowanceNumber + CancelDate

C0401

C0401 + InvoiceNumber + InvoiceDate

C0501

C0501 + CancelInvoiceNumber + CancelDate

C0701

C0701 + VoidInvoiceNumber + VoidDate

D0401

D0401 + AllowanceNumber + AllowanceDate

D0501

D0501 + CancelAllowanceNumber + CancelDate

而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則會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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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KEY_MESSAGE_LOG 的每一筆發票的每個任務記錄(任務如轉
檔、封裝、上傳、下載、拆封…)，這兩個 TABLE 的 REFERENCE 欄
位為 SEQNO 及 SUBSEQNO。若 TURNKEY 端或大平台端回報錯誤則
會紀錄於 TURNKEY_SYSEVENT_LOG 中，並依據 SEQNO、
SUBSEQNO、UUID 等欄位與 TURNKEY_MESSAGE_LOG 相關聯。
但若錯誤發生的原因是整包 PACK 解析或驗章的錯誤，則不會回寫
SEQNO 及 SUBSEQNO 欄位，必須由 UUID 及 EVENTDTS 欄位回推
至 TURNKEY_MESSAGE_LOG。

以下是常用的 SQL 與說明
(一) 若要查詢某筆發票的資料時，可以利用
"INVOICE_IDENTIFIER" 欄位，INVOICE_IDENTIFIER 是由
發票內容構成：$發票類型$發票(折讓)號碼$日期，不同類型的
資料會使用不同的日期，其格式為 yyyyMMdd：
◆ 開立類，為開立日期
◆ 回覆類，為原訊息之開立日期
◆ 取消類，取消日期
◆ 拒收類，拒收日期
(二) 在知道發票日期及發票類別的情況下，可使用完整的
INVOICE_IDENTIFIER 查詢：
SELECT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 ;
例如：
SELECT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A0101VL2412418420110908' ;

狀態說明：
G：處理完成(發票已上傳完成)
C：確認(Server 已確認收到發票)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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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處理中
E：錯誤
I：中斷

(三) 若不知發票日期的情況下，可使用發票處理日期：
SELECT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 AND MESSAGE_DTS < ? AND INVOICE_IDENTIFIER
LIKE ? ;
例如：
SELECT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201109080' AND MESSAGE_DTS < '201109089'
AND INVOICE_IDENTIFIER LIKE 'A0101VL24124184%';

(四) 如上述方式無法查得發票狀態，有可能是在格式轉檔時出錯，
因此無法得知發票號碼，此時可以訊息處理區間查詢，再以
SEQNO,SUBSEQNO 於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查詢發票檔案。
SELECT SEQNO, SUBSEQNO, INVOICE_IDENTIFIER,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 AND MESSAGE_DTS < ?
例如：
SELECT SEQNO, SUBSEQNO, INVOICE_IDENTIFIER, STATUS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20120202' AND MESSAGE_DTS < '20120203';
SELECT STATUS, FILENAME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SEQNO = ? AND SUBSEQNO = ?;
例如：
SELECT STATUS, FILENAME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WHERE SEQNO = 'C220004A' and SUBSEQNO =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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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以傳送日期起訖時間查詢送出及接收發票清單
查詢送出發票
SELECT *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201109080' AND MESSAGE_DTS < '201109089'
AND IN_OUT_BOUND = 'O';
查詢接收發票
SELECT *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MESSAGE_DTS > '201109080' AND MESSAGE_DTS < '201109089'
AND IN_OUT_BOUND = 'I';

(六) 已知發票號碼，欲查詢已下載發票，檔案路徑及名稱
先取得欲查詢發票的 SEQNO 及 SUBSEQNO
SELECT SEQNO, SUBSEQNO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A0101VL2412418420110908' ;
再利用 SEQNO 及 SUBSEQNO 為條件，到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進
行查詢。
SELECT FILENAME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WHERE SEQNO = 'B9R00096'
AND SUBSEQNO = '00001'
AND TASK='ReceiveTarget';

(七) 若要查詢發票傳輸細項，可查詢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表格，可用於確認傳輸
動作細項狀態。
1. 當發票上傳時，會先有三種任務狀態
(UpCast,Pack,SendFile)，收取處理結果後，會多兩種任務
狀態(ReceiveFile,Unpack)。
2. 當發票下載時，會有四種任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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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File,Unpack,DownCast,ReceiveTarget)
先取得欲查詢發票的 SEQNO 及 SUBSEQNO
SELECT SEQNO,SUBSEQNO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A0101VL2412418420110908';
再利用 SEQNO 及 SUBSEQNO 為條件，到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進
行查詢。
SELECT *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WHERE SEQNO = 'B9R00095'
AND SUBSEQNO = '00001'
ORDER BY PROCESS_DTS;

(八) 當發票處理錯誤時，欲查詢發票錯誤原因，可利用查詢
TURNKEY_SYSEVENT_LOG，取得相關資訊。
情況一:
先取得欲查詢發票的 SEQNO 及 SUBSEQNO
SELECT SEQNO,SUBSEQNO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A0101VL2412418420110908';
再利用 SEQNO 及 SUBSEQNO 為條件，到 TURNKEY_SYSEVENT_LOG 進行查
詢。
SELECT *
FROM TURNKEY_SYSEVENT_LOG
WHERE SEQNO = 'B9R00095'
AND SUBSEQNO =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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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為發票轉檔成功，在傳輸發生問題，因打包後的發票檔將記錄 UUID 而非
SEQNO 及 SUBSEQNO。
先取得欲查詢發票 UUID。
SELECT UUID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WHERE INVOICE_IDENTIFIER = 'A0101VL2412418420110908';
再利用 UUID 為條件，到 TURNKEY_SYSEVENT_LOG 進行查詢。
SELECT *
FROM TURNKEY_SYSEVENT_LOG
WHERE UUID ='00c6e5e6-b604-45f0-837c-4a5878f43d3f';

(九) 以傳送日期查詢當日傳送發票成功與失敗數量(2011 年 10 月
12 日)
SELECT TML.STATUS, COUNT(*)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TML
WHERE TML.MESSAGE_TYPE = 'A0101'
AND TML.MESSAGE_DTS >= '20111012000000000'
AND TML.MESSAGE_DTS <

'20111012235959999'

GROUP BY(TML.STATUS);

(十) 以發票開立日期查詢發票傳送成功與失敗數量(2011 年 10 月
12 日)
SELECT TML.STATUS, COUNT(*)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TML
WHERE TML.MESSAGE_TYPE = 'A0101'
AND TML.MESSAGE_DTS >= '20111012000000000''
AND TML.INVOICE_IDENTIFIER LIKE '%20111012'
GROUP BY(TML.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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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統計訊息紀錄 SQL 說明

SELECT DISTINCT main.* FROM TURNKEY_MESSAGE_LOG main,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detail
WHERE main.FROM_PARTY_ID = 畫面中的送方統編
AND main.TO_PARTY_ID = 畫面中的收方統編
AND main.MESSAGE_TYPE =畫面中的訊息類型
AND main.CATEGORY_TYPE =畫面中的發票類型
AND main.PROCESS_TYPE =畫面中的處理類型
AND main.STATUS =畫面中的狀態
AND main.IN_OUT_BOUND =畫面中的 I/O
AND detail.FILENAME LIKE 畫面中的檔案名稱
AND main.SEQNO = detail.SEQNO
AND main.SUBSEQNO = detail.SUBSEQNO
AND main.MESSAGE_DTS >=畫面中的開始時間
AND main.MESSAGE_DTS <=畫面中的結束時間
ORDER BY main.MESSAGE_DTS
如果查詢結果資料中的狀態為 E 時，再拿該 TURNKEY_MESSAGE_LOG 的 SEQNO、
SUBSEQNO 及 UUID 查 TURNKEY_SYSEVENT_LOG，SQL 如下：
SELECT * FROM TURNKEY_SYSEVENT_LOG WHERE ((SEQNO = ? AND SUBSEQNO = ?) OR
UUID LIKE ?) ORDER BY EVENTDTS LIMIT 1

由於清檔作業會定期將此資料表的內容移除，建議若使用者內部
應用程式需整合 Turnkey 需求，建議將此資料表內容定期複製到其內部
應用程式的資料庫中，也可以避免資料量擴大時查詢效能不佳的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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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三、分析整合服務平台回傳之每日傳輸結果
由整合服務平台回傳每日傳輸結果報告(SummaryResult)可以獲得
前一天透過此 Turnkey 上傳的每一個封包以及其中的每一筆發票資料的
上傳狀態，Turnkey 用戶可以透過整合此報告內容(SummaryResult)中成
功與失敗的發票資料，與其 ERP 系統中產生的發票資料進行勾稽，確
認每一個上傳的發票資料是否已成功儲存於發票整合服務平台系統之
中。
有關每傳輸結果的勾稽說明請參考平台「營業人比對上傳發票結
果流程說明」文件。

財政資訊中心

頁次： 98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Turnkey 使用說明書

版次:2.9

捌、Turnkey 資料備份
Turnkey 程式內的資料依用途不同，可區分為設定與交易兩大類，其
儲存的方式也可分為資料庫與檔案兩種。建議用戶端應定期備份 Turnkey
系統內資料的好習慣，將資料備份到其他安全的保存環境，以免因硬體故
障或其他突發意外事件造成系統停擺；萬一發生時，定期備份資料機制亦
可縮短 Turnkey 重新安裝與設定的時間及人力成本。用戶執行備份功能時
可按照用途與儲存方式的不同，採用不同的備份策略與工具。
一、

設定類資料

用戶可複製或匯出 Turnkey 中環境設定類的資料，在重新安裝
Tunrkey 時將相關資料直接複製檔案或再匯入資料表中，可節省重新設
定的人力及時間。
(一) 設定用資料表
以下是應用於設定功能的資料表，
✓ form_config: 送方統編及繞送設定
✓ schedule_config: 排程時間設定
✓ sign_config: 憑證設定
✓ task_config: 工作附錄設定
✓ to_config: 收方統編及繞送設定
✓ turnkey_transport_config : 傳送帳號密碼設定
✓ turnkey_user_config: 登入帳密及角色設定
此類資料表可使用資料庫軟體的備份與備份回存功能，將資
料表內容儲存為備份檔，在有需要時利用備份檔還原，詳細說明
請參考各資料庫的使用手冊。

(二) 設定用檔案
Turnkey 的設定檔放在其安裝位置中的/bin/conf 的目錄下，其
內容主要是 Truneky 環境設定時建立的資料庫連線參數檔、系統設
定和訊息通知設定的資訊；此外，使用者在 Turnkey 中安裝憑證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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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若是使用軟體憑證，該軟體憑證的檔案也會複製一份到/cert 的
目錄下。
✓ /bin/conf/ logging.xml
✓ /bin/conf/notification.xml
✓ /bin/conf/einvTurnkeyConfig.xml
✓ /bin/conf/xdao_template.xml
✓ /bin/conf/xdao.xml
✓ /bin/conf/einvUserConfig.xml
✓ /cert/xxxxx.pfx
以上的檔案在 Turnkey 設定完成後，建議用戶可以複製一份到
另一台電腦或其他的儲存媒體中，若有重新安裝的需求時，將這些
檔案再複製回對應的目錄即可。
二、交易類資料
交易類資料指的是發票傳輸的歷史紀錄訊息，以及實際上傳或下
載的發票資料檔案。此類資料大部分可透過 Turnkey 中的清檔任務定時
刪除。
(一) 交易用資料表
以下是用在紀錄發票資料上傳/下載訊息的資料表。
✓ turnkey_message_log: 上傳/下載訊息主檔(一筆資料為一張
發票或一個封包)
✓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上傳/下載訊息每一步驟明細檔
✓ turnkey_sysevent_log: 錯誤訊息說明檔
此部分的資料一般來說不需備份，但是若用戶發票量不大(每天
500 筆發票以下)，且 Turnkey 中處理的發票資料或狀態並不會同步
到其他的系統之中，則用戶仍可定時備份此處的資料，避免系統重
新安裝或災難復原後，無法使用 Turnkey “檢視訊息紀錄” 功能查詢
資料上傳下載的歷史紀錄。
備份此類資料時可使用資料庫軟體的備份與備份回存功能，詳
細說明請參考各資料庫的使用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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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易用檔案
交易用檔案指的是發票資料上傳及下載的原始檔案以及
Turnkey 對檔案處理時產生的簽章/封裝檔案，相關的存放目錄及說
明請參考本手冊“陸、一、上傳與下載流程”以及“陸、二、Turnkey
工作目錄說明”。
簽章/封裝時產生的檔案通常不需要備份，用戶僅需針對上傳的
原始發票資料檔案及下載的資料做備份即可。上傳的資料在處理完
畢後會搬移到與目錄/SRC 平行的 /BAK(轉檔成功) 或 /ERR(轉檔
失敗) 目錄中。例如 B2C 發票開立的檔案在處理完成後會放在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CSTORE\A0101\BAK”
與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UpCast\B2CSTORE\A0101\ERR”
目錄下，用戶可針對該目錄做檔案備份的動作。
由整合服務平台下載的發票資料會存放在 / RecvTarget 目錄
下，例如 “C:\Program Files\EINVTurnkey\RecvTarget” ，用戶若有
備份的需求時可將此目錄全部備份即可。
三、備份內部檔案系統
若 Turnkey 在“環境設定>資料庫設定”時選用“內部檔案系統”，則
原本儲存在資料庫中所有\的”「設定類資料」與「交易類資料」會記
錄在 Turnkey 安裝目錄下的 \innerfs 目錄中的 EINVTurnkey.h2.db 與
EINVTurnkey.trace.db 檔案中，用戶可定期備份這兩個檔案，需要時再
還原到\innerfs 目錄中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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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附錄
一、

錯誤訊息代碼及處理方法
Turnkey 錯誤代碼表及說明

代碼

狀態說明

異常原因或處理方法

-001

CONFIG: 缺少必要排程工作資訊

未於資料庫中設定 Turnkey 作業時所需之相關資訊,請確
認工作目錄及排程之相關設定已正常設定

-002

IO: 操作檔案時發生錯誤, 目標檔案 -

讀取/寫入檔案時發生錯誤，可能是發票檔案不存在或

已存在

是檔案正被其他程式使用中。
此錯誤若發生在讀取上傳發票的過程時，請確認發票
檔案都已經產生完畢後再搬至發票上傳的目錄下，不
要將產生中的檔案直接寫入發票上傳目錄。
-

處理上傳或下載檔案的過程中，產生的檔案名稱重
複，此種狀況請洽客服人員。

-003

INFO: 找不到送方統編

發票內容中的送方統編找不到 Turnkey 對應的設定，若
是發票交換，請確定送方設定中是否有設定此統編，若是
發票存證則需檢查是否有勾選存證代理人

-004

PARSER: 解析發票時錯誤

解析發票時發生錯誤,請確認
1. 發票格式是否正確, 是否有符合 MIG 的規定。特別注
意日期欄位與數字欄位是否符合規定。
2. Turnkey 目錄設定是否正確，目錄設定中選擇的 MIG
版本、編碼與型態是否與發票內容相符
3. 發票資料置放位置是否正確，發票資料有按照其 MIG
名稱置放到對應的目錄下
若以上設定都確認無誤，並且找不到錯誤原因，可將錯誤
檔案及錯誤畫面寄給客服人員協助釐清問題所在。

此錯誤若在下載發票資料產生，請洽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005

TRANSFORM: 發票轉換版本時錯誤 上傳發票資料時將舊版 MIG 資料轉換成 V3.0MIG，或是
下載發票資料時將 V3.0MIG 資料轉換為舊版 MIG 時發生
轉換錯誤，通常發生在日期轉換時，請確認發票資料日期
格式正確。若無法找到錯誤原因，請洽客服人員。

-006

CHARSET: 編碼發票時發生錯誤

對發票進行編碼時發生錯誤，請洽客服人員。

-007

SIGN: 加解簽發票時發生錯誤

對發票進行加解簽作業時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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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定軟體憑證時出現此錯誤，請確認所使用到之憑證
檔案是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接受的憑證種類。
2. 使用軟體憑證簽章時發生此錯誤，請確認憑證檔案有
存在於 EINVTurneky 安裝目錄/cert 之下
3. 使用卡片憑證簽章時發生此錯誤，請確認讀卡機與卡
片都安裝正確且可以正常讀取(只可安裝一台讀卡機)。要
測試讀卡機與卡片憑證是否正常，可使用 HICOS 卡片檢
測工具。
若以上安裝都確認無誤，並且找不到錯誤原因，可將錯誤
檔案及錯誤畫面寄給客服人員協助釐清問題所在。
-008

INVOICE_INVAILD: 發票內容有誤,

發票內容不合乎規定,請確認發票內容合乎官方公布之

解析發票發生錯誤

MIG 格式，特別注意必填欄位是否有填寫、日期格式、
長度大小限制、數字最大/最小值限制、內容格式的限
制。
此外，目錄設定中選擇的 MIG 版本、編碼與型態錯誤也
有可能發生此錯誤訊息。
若以上設定都確認無誤，並且找不到錯誤原因，可將錯誤
檔案及錯誤畫面寄給客服人員協助釐清問題所在。

此錯誤若在下載發票資料產生，請洽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010

FILE_NOT_FOUND:操作檔案時發生 處理下載發票資料時找不到檔案，請洽客服人員協助處
錯誤(檔案不存在)

-011

理。

FILE_NAME_FORMAT: 收/送方統編 Turnkey 作業時偵測到所處理的檔案名稱非律定的格式。
未設定或檔名格式錯誤

上傳發票資料時若發生此錯誤通常是發票收受方營業人統
編(ToPartyId)及繞送代碼資料無法設定於 Turnkey 收方
設定之中，無法設定的原因是此統編未註冊於電子發票整
合服務平台中。
此錯誤若顯示(FromPartyId)的錯誤，則是送方營業人統
編未註冊於 Turnkey 送方設定之中。對於 B2B 交換的資
料，每一個送方統編都需要建立於 Turnkey 送方設定之
中，若是 B2B 與 B2C 存證，則需要在送方設定中指定一
個存證代理人。
此錯誤若在下載發票資料產生，請洽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019

VERSION_NOT_SUPPORT:不支援的 Turnkey 接收到的發票資料非本系統支援的版本, 請洽客
訊息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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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發票資料完畢後，呼叫整合服務平台進行資料處理，
整合服務平台回覆資料內容有誤, 請依照中心端回覆之錯
誤原因進行修正。
常見的錯誤有以下幾種：
E0144-收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做 B2B 交換時，收受方
因資格問題不能收取發票
E0132-上傳檔案不存在: 請提供該筆錯誤紀錄的 UUID 給
客服人員查詢資料是否已傳送
E0135-上傳檔案重複: 請提供該筆錯誤紀錄的 UUID 給客
服人員查詢資料是否已傳送

-015

NOTIFY_FAIL: 中心平台通知發生失 呼叫整合服務平台 Webservice 時發生錯誤，請確認
敗

HTTPS 網路連線是否正常，若網路確定沒有問題，請洽
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017

SEND_FAIL:傳送失敗

傳送失敗, 請確認 SFTP 網路連線是否正常，若網路確定
沒有問題，請洽客服人員協助處理。

-018

RESENDING：重新傳送中

重新上傳發票資料，若後續沒有發生其他異常，可不需理
會此訊息

-020

UUID_NOT_FOUND： 無法在資料 系統回覆之 ProcessResult 報告中含有無法與資料庫內任
庫中找到與 ProcessResult 回傳資料 一筆發票紀錄之 uuid 對應之發票訊息，原因可能是同一
相符之 uuid 紀錄

組傳送帳密設定於多個 Turnkey 之中，或是清檔設定時
將尚未收到平台回覆的發票資料刪除，導致平台回覆訊息
無法找到對應的上傳資料。

-021

DB: 操作資料庫時發生錯誤

與資料庫連線時發生錯誤, 且確認 Turnkey 使用之資料庫
在正常運作的狀態。
未定期執行資料庫清檔時，有可能因為歷史資料累積太多
造成資料庫異常，若平均每天發票量>1000 筆的用戶，
建議定期執行清檔功能。

-022

PROCESS_RESULT: ProcessResult

自整合服務平台接收之上傳發票資料回覆訊息中含有錯誤

內有錯誤訊息(參考中心端錯誤訊息

訊息,，請依照中心端回覆之錯誤原因進行修正。

表),
-023

CLEAN_FAIL:清檔失敗

清除過期檔案或資料時發生錯誤。

-024

RECV_FAIL: 接收失敗

自整合服務平台接受檔案失敗，通常是網路不穩所造成，
若持續發生此錯誤狀況，且確定 Turnkey 所在網路環境
正常，請與客服人員聯絡以釐清問題所在

-025

RECV_DEL_FAIL:接收後刪檔失敗

自整合服務平台接受檔案後要將整合服務平台上檔案刪除
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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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ON_FAIL: 連線中心平台 嘗試與中心端連線時發生錯誤 通常是網路不穩所造成，
時發生錯誤

若持續發生此錯誤狀況，且確定 Turnkey 所在網路環境
正常，請與客服人員聯絡以釐清問題所在

-999

未知的錯誤

發生未知錯誤, 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中心端回應訊息代碼表
代碼

狀態說明

異常原因或處理方法

00000

訊息存證成功

訊息存證成功

E0001

系統錯誤

中心端系統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002

資料庫存取失敗(系統)

中心端存取資料庫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003

交易 LOG Table 失敗

中心端進行記錄動作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004

驗章失敗(系統)

中心端進行驗章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005

MQ 存取失敗

中心端存取 MQ 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007

DES 加密資料失敗

中心端進行加簽時發生錯誤,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101

E0102

E0103

E0104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賣方 賣方無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請確認賣方資料是否正
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字軌號碼非申購部分
發票明細加總與總金額不符

確
發票所使用之字軌非申購部分,請確認字軌是否正確
發票明細金額加總後與總金額不符,請確認發票內容
是否正確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方 買方無使用電子發票之資格,請確認買方資料是否正
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確

E0105

發票總金額不得為零

發票總金額不得為 0,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106

發票明細數量不得為零

E0107

發票至少要包含一筆發票明細,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
正確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發票所使用之年度字軌有誤,請確認使用之字軌是否
年度字軌不符

正確

E0108

無發票交換資格

無進行發票交換動作之資格

E0109

無發票存放資格

無進行發票存證動作之資格

E0110

E0111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統編不得由送方統編代傳
零稅率通關方式註記為可填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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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13

非零稅率通關方式註記不可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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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稅別註記（TaxType）選擇為非 2:零稅率時，
通關方式註記不可填寫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專用 專用字軌已被其他營業人使用,請確認使用之字軌是
字軌已被其他營業人使用

否正確
專用字軌不接受ＥＲＰ介接上傳,請改用Ｔurnkey

E0114

專用字軌不接受 ERP 介接上傳

E0115

加值服務中心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E0116

送方統編與總機關統編不符

送方統編與總機關統編不符,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E0117

B2C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B2C 身分無代傳發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E0118

B2B 身份無代傳發票資格

B2B 身分無代傳發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E0119

B2C 身份無交換發票資格

B2C 身分無交換發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E0120

E0126

E0127

E0128

E0129

E0130

上傳
加值服務中心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資料是否
正確

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無傳送本 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無傳送本身發票資格,
身發票資格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送
使用 B2C 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送
使用 B2B 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送
使用買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送
使用賣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此次傳送
使用獨立第三方加值服務中心身份）

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傳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身分是否正確
送方所使用之繞送代碼與其 FTP 帳號不一致,請確

E0131

送方繞送代碼與 FTP 帳號不符

E0132

上傳檔案不存在

中心端無法找到上傳之檔案,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133

流程錯誤，應為[B2C | B2B | B2G]

流程錯誤,請確認流程是否正確

認設定是否正確

上傳至中心端之檔案大小與呼叫中心端
E0134

上傳檔案大小不符

WebService 時所傳入之檔案大小不一致,請確認檔
案資訊是否正確

E0135

上傳檔案名稱重覆

財政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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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送代碼所對應之營業人不存在,請確認資料是否正

E0136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

E0137

繞送代碼對應營業人無發票交換資格

E0138

第三者加值中心不可為自己傳送資料

第三者加值中心不可為自己傳送資料

E0139

營業人無授權繞送代碼代送

該營業人無授權繞送代碼代送,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E0140

B2B 交換一次只可送一張發票

E0141

上傳檔案名稱過長，最大 100 字

E0142

上傳檔案大小過大，最大 30MB

E0143

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送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E0144

收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

收方無電子發票使用資格,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E0145

E0146

E0201

E0202

E0203

E0204

E0205

E0206

確
繞送代碼所對應之營業人無發票交換之資格,請確認
資料是否正確

B2B 交換一次只可送一張發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
正確
上傳檔案名稱過長,檔名最長為 100 個字,請確認檔
名是否正確
上傳檔案過大,檔案大小最大為 30MB,請確認檔案
是否正確

收方設定不同意接收電子發票或收送方 收方設定不同意接收電子發票或收送方未設定接收
未設定接收方式

方式,請確認資料是否正確

收方接收方式已更改, 請刪除 Turnkey 收方接收方式已更改, 請刪除 Turnkey 的收方設定
的收方設定後再重送一次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訊息
重複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立
發票資料不存在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廢
發票資料不存在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退回
發票資料不存在

後再重送一次
該筆訊息已被處理過,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開立發票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作廢發票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退回發票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開立 開立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
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確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作廢 作廢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
折讓證明單資料不存在

確

E0207

資料已過期

該筆資料已經過期,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E0208

資料非當期

該筆資料並非當期資料,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E0209

發票日期及票號必須依序

發票日期及票號必須依序,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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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10

E0211

E0212

E0213

E0214

E0215

E0216

E0217

E0218

E0219

折讓證明與確認不得同一寄送者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折讓，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確認，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發票
無法確認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讓
單無法確認，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讓
單無法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讓
單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版次:2.9

折讓證明與確認不得由同一寄送者送出,請確認資料
內容是否正確
發票無法折讓，請查明發票狀態

發票無法確認，請查明發票狀態

發票無法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發票無法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發票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發票狀態

發票無法確認退回，請查明發票狀態

折讓單無法確認，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折讓單無法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折讓單無法確認作廢，請查明折讓單狀態

E0220

訊息明細項目重複，請查明細排列序號 訊息明細項目重複,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221

折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折讓

E0222

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減待
確折讓通知金額

E0223

折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請確認發票
內容是否正確
折讓金額大於發票銷售額減已折讓金額減待確折讓
通知金額,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作廢折讓金額小於已折讓金額減待確認 作廢折讓金額小於已折讓金額減待確認作廢折讓證
作廢折讓證明單金額

明單金額,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224

特種發票稅額不得有值

特種發票稅額不得有值,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225

特種發票稅率應為 2%,5%,15%,25%

E0226

特種發票課稅別需為應稅

特種發票課稅別需為應稅,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227

特種發票其稅額需為 0

特種發票其稅額需為 0,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228

零稅率發票的通關方式註記欄位必填

零稅率發票的通關方式註記欄位必填

E0229

發票資料不存在

發票資料不存在,請確認發票資料是否存在

E0301

驗章失敗(用戶)

財政資訊中心

特種發票稅率應為 2%,5%,15%,25%,請確認發票內
容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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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02

讀取原文失敗

讀取原文失敗,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303

系統沒有該類型交易代號

系統沒有該類型交易代號,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304

XML 原文格式不符

XML 原文格式不符,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E0305

E0306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XML
原文資料內容檢核失敗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XML
原文無法解析

原文資料內容檢核失敗,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原文無法解析,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確

E0307

發票數量不符

發票數量不符,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308

簽章和發票統編不符

簽章和發票統編不符,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309

折讓總金額大於發票金額

折讓總金額大於發票金額,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310

驗章失敗 (錯誤代碼)

系統解簽失敗,請對照手冊錯誤代碼處理

E0311

寫入發票訊息失敗

寫入發票訊息失敗,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312

不為 B2C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3

不為 B2B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314

不為 B2B 發票交換訊息別

E0315

不為 B2P 發票存證訊息別

E0401

此筆發票已退回

此筆發票已退回,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402

此筆發票已作廢

此筆發票已作廢,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403

折讓單發票已作廢

折讓單發票已作廢,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0404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開立折讓單

E0405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折讓單

E0406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作廢折讓單

E0407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作廢折讓單

E0408

不為 B2C 發票存證訊息別,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
確
不為 B2B 發票存證訊息別,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
確
不為 B2B 發票交換訊息別,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
確
不為 B2P 發票存證訊息別,請確認資料內容是否正
確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開立折讓單,請確認發票內容是
否正確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折讓單,請確認發票內容是
否正確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作廢折讓單,請確認發票內容是
否正確
買方為政府機關不得確認作廢折讓單,請確認發票內
容是否正確

No. $筆數 Inovice Validate Fail. 買受 買受人為政府機關不接受鋼鐵業發票,請確認發票內
人為政府機關不接受鋼鐵業發票

容是否正確

E0501

交換至接收方直接介接對象失敗

交換至接收方直接介接對象失敗,請與客服人員聯絡

E0502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派送設定

查無繞送代碼對應派送設定,請確認設定是否正確

E0503

欄位不應空白

欄位不應空白,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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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04

發票訊息處理部份成功

發票訊息處理部份成功

E1001

發票受贈統編/格式錯誤

發票受贈統編/格式錯誤,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1002

發票開立日期不得過早

發票開立日期不得過早,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1003

B2C 發票重覆開立

B2C 發票重覆開立,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E1004

超出可傳送時間範圍

超出可傳送時間範圍,請確認發票內容是否正確

憑證簽章回應訊息代碼表
訊息代碼

訊息說明

異常原因及處理方式

5008

Base64 編碼錯誤。

請確認簽章值有用 Base64 進行編碼。

5011

憑證已過期。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12

憑證尚未合法，無法使用。

請確認憑證已經生效。

5013

憑證可能過期或無法使用。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14

憑證主旨錯誤。

請確定憑證主旨與指定的相符。

5015

無法找到憑證發行者。

5016

不合法的憑證簽章。

5017

憑證用途（加解密或簽驗章）不合
適。

請到適用電子發票簽章的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
證。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請使用金鑰用途為「簽章」的憑證。

5020

憑證已撤銷。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1

憑證已撤銷（金鑰洩露）
。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2

憑證已撤銷（CA compromised）
。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3

憑證已撤銷（聯盟已變更）。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4

憑證已撤銷（已取代）
。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5

憑證已撤銷（已停止）
。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6

憑證保留或暫禁。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28

憑證己撤銷（凍結）。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5036

不合法的簽章。

請重新簽章並將簽章資料送驗。

5037

內容錯誤。

請確認簽章資料正確且未被竄改。

5040

憑證格式錯誤。

請確認簽章資料中的憑證格式正確。

5042

錯誤的 PKCS7 格式。

請確認簽章值符合 PKCS7 的格式。

5043

Key 的格式錯誤。

請確認憑証中的金鑰格式正確。

5045

無效的格式。

請確認簽章資料格式正確。

5051

無內容於 PKCS7 資料中。

請確認 PKCS7 簽章值包含簽章資料。

5052

無憑證於 PKCS7 資料中。

請確認 PKCS7 簽章值包含憑證。

5053

無簽章資料於 PKCS7 資料中。

請確認 PKCS7 簽章值包含簽章者資訊。

5060

錯誤的憑證或金鑰。

請確認憑證與私密金鑰是一對的。

5061

簽章失敗。

請確認簽章過程正常。

5062

驗章失敗。

請確認簽章資料正確且未被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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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代碼

訊息說明

異常原因及處理方式

5070

取消操作。

請確認操作過程正常。

5071

密碼不正確。

請確認密碼正確。

5080

無法剖析 XML 文件。

請確認 XML 的格式正確。

5081

無法在 XML 中，找到指定的標籤名
稱。

版次:2.9

請確認 XML 內指定的標籤皆存在。

7706

XML 簽章值錯誤。

請確認 XML 內的簽章值正確且未被竄改。

7707

XML 指定參考的摘要值錯誤。

請確認 XML 內的參考摘要值正確且未被竄改。

7711
7712
7713

無法找到此 ID 所指的 XML 簽章, ID
錯誤或 XML 簽章不存在。
解析 XML 文件時發生錯誤 。
URI 所指向的文件不存在或為空
值 。

請確認 XML 簽章資料指定的識別碼。
請確認 XML 的格式正確。
請確認 XML 指定的 URI 位置確實存在。

7716

XML 參數不正確。

請確認 XML 內的參數正確。

9041

無效憑證的狀態。

請確認憑證的狀態正確。

該憑證發行單位不存在系統信任 CA

請到適用電子發票簽章的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

名單中。

證。

9045

憑證己撤銷。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9046

憑證己暫禁。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9047

憑證撤銷中。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9048

憑證暫禁中。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9049

使用者的帳號已刪除。

請確認使用者帳號未被刪除。

9042

9050
9051
9055

登入失敗次數太多，使用者的帳號
已凍結。
使用者的帳號不存在
資料庫內沒有找到符合的使用者資
料。

請確認使用者帳號未被禁止。
請確認使用者帳號存在。
請確認使用者帳號存在。

9057

無效的憑證。

請確認憑證格式正確。

9058

無效的憑證種類。

請確認憑証類型正確。

9064

憑證已存在。

請確認此憑證並無重複登記。

9067

簽章原文已過期, 請重整網頁以取得
新的簽章原文

請重新進行憑證登入。

66203

此帳號不存在

請確認使用者有登記任何憑證

66501

憑證已過期或憑證已註銷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66503

憑證狀態為已撤銷

請重新到憑證管理中心申請憑證。

66520

憑證格式有問題。

請確認憑證的格式正確。

66522

憑證簽章有問題。

請確認憑證的簽章值正確。

66710

PKCS7 格式錯誤。

請確認簽章值符合 PKCS7 的格式。

66720

簽章原文錯誤。

請確認簽章資料正確且未被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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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代碼

訊息說明

異常原因及處理方式

66725

無法找到對應的金鑰。

請確認憑證與私密金鑰是一對的。

66801

此憑證未登記於該使用者 ID。

請確認使用者有登記此憑證。

66802

此憑證已登記於其他使用者 ID。

請確認使用者未重複登記此憑證。

66803

使用者未註冊該憑證 。

請確認使用者有登記任何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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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key 功能與訊息代號及格式對照表

二、

V3.1 V3.0

B2B 折讓交換

B2B 發票交換

MIG 功能

B2B 發票存證

版次:2.9

MIG 編號*1

備註

V2.8(含 2.8.1, 2.9, 1.0.5)

XML XML XML

純文字

純文字

UTF8

BIG5

V2.7
XML

V2.6(含 2.5)

純文字

純文字

UTF8

BIG5

XML

純文字

純文字

UTF8

BIG5

發票開立

A01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開立確認

A0102

v

v

v

v

v

v

v

v

v

v

v

鋼鐵業發票開立

A11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作廢

A02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作廢確認

A0202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退回

A03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退回確認

A0302

v

v

v

v

v

v

v

v

v

v

v

折讓開立

B01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折讓開立確認

B0102

v

v

v

v

v

v

v

v

v

v

v

鋼鐵業折讓開立

B11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折讓作廢

B02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折讓作廢確認

B0202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開立

A04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鋼鐵業發票開立

A14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作廢

A05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發票退回

A0601

v

v

v

v

v

v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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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B 折讓存證

折讓開立

鋼鐵業折讓開立

折讓作廢

B0401 -3.0~ 3.0 版本以後適用
B0301

2.8 之前版本適用

B1401

3.0 版本適用

B1301

2.8 之前版本適用

B0501

3.0 版本以後適用

B0401-2.8

2.8 之前版本適用

v

版次:2.9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3.0 版本以後及

B2C 發票存證

C0401

1.0.5 版本 B2C 實體

v

v

通路適用

發票開立
A0401

2.8 版本 B2C 虛擬

v

通路適用
3.0 版本以後及

C0501

1.0.5 版本 B2C 實體

v

v

v

通路適用

發票作廢
A0501

2.8 版本 B2C 虛擬

v

通路適用

v

v

3.0 版本以後 2.8
C0601

A0601

財政資訊中心

v

v

v

適用

發票退回

發票註銷

版本 B2C 實體通路

C0701

2.8 版本 B2C 虛擬

v

通路適用
v

v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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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C 折讓存證

D0401 -3.0

折讓開立

D0301

B0301
D0501

折讓作廢

D0401-2.8

B0401-2.8
*1

財政資訊中心

3.0 版本以後適用

v

v

1.0.5 版本 B2C 實體

v

通路適用
2.8 版本 B2C 虛擬

v

通路適用
3.0 版本以後適用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v

通路適用

通路適用

v

v

1.0.5 版本 B2C 實體

2.8 版本 B2C 虛擬

版次:2.9

v

v

v

同一 MIG 編號在不同版本的指引中有不同意義時，將 MIG 編號後面加上對應的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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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版次:2.9

Turnkey 資料表及欄位說明

以下列出 Turnkey 使用之資料表其及欄位說明，型態以 Oracle 為
代表：
表格名稱
項次
1
2
3
4
5
6
7
8
索引

FROM_CONFIG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TRANSPORT_ID

傳送代碼

TRANSPORT_PASSWO
RD
PARTY_ID

傳送密碼
送方統編

PARTY_DESCRIPTION
ROUTING_ID

送方描述
繞送代碼

ROUTING_DESCRIPTIO
N
SIGN_ID

繞送描述
簽章代碼

SUBSTITUTE_PARTY_ID

存證代送

表格中文名稱
型態長度

送方設定資訊
鍵別

備

註

VARCHAR2(10)
VARCHAR2(45)
VARCHAR2(10)NOT
NULL

暫不使用
PK

VARCHAR2(200)
VARCHAR2(39)
VARCHAR2(200)
VARCHAR2(4)
VARCHAR2(10)

FROM_CONFIG_INDEX1(SUBSTITUTE_PARTY_ID);

表格名稱

TURNKEY_TRANSPORT_CONFIG 表格中文名稱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1

TRANSPORT_ID

傳送帳號

VARCHAR2(10)

傳送設定資訊
鍵別

備

註

PK

NOT NULL
2

TRANSPORT_PASSWO 傳送密碼

VARCHAR2(60)

RD

NOT NULL

索引

表格名稱

TURNKEY_USER_PROFILE

表格中文名稱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1

USER_ID

使用者代碼

VARCHAR2(10) NOT

Turnkey 使用者設定
鍵別 備

註

PK

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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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名稱
2

TURNKEY_USER_PROFILE

USER_PASSWORD

使用者密碼

表格中文名稱

版次:2.9

Turnkey 使用者設定

VARCHAR2(100) NOT
NULL

3

USER_ROLE

使用者角色

VARCHAR2(2)

索引

表格名稱
項次
1

欄 位 名 稱
TASK

SCHEDULE_CONFIG

表格中文名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任務名稱

VARCHAR2(30)

排程設定
鍵別

備

註

PK

NOT NULL
2

ENABLE

是否啟用

VARCHAR2(1)

排程類型

VARCHAR2(10)

啟動星期

VARCHAR2(15)

排程時間

VARCHAR2(50)

排程周期

VARCHAR2(10)

排程啟動範圍

VARCHAR2(15)

表格名稱

SIGN_CONFIG

表格中文名稱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1

SIGN_ID

憑證代碼

VARCHAR2(4)

2

SIGN_TYPE

憑證型態

VARCHAR2(10)

3

PFX_PATH

軟體憑證路徑

VARCHAR2(100)

4

SIGN_PASSWORD

憑證密碼

VARCHAR2(60)

表格名稱

TASK_CONFIG

表格中文名稱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1

CATEGORY_TYPE

分類

3
4
5
6
7

SCHEDULE_TYPE
SCHEDULE_WEEK
SCHEDULE_TIME
SCHEDULE_PERIOD
SCHEDULE_RANGE

索引

憑證設定
鍵別

備

註

PK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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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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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名稱

TASK_CONFIG

2

PROCESS_TYPE

處理類型

3

TASK

4

SRC_PATH

來源目錄

5

TARGET_PATH

目的目錄

6

FILE_FORMAT

檔案格式

7

VERSION

版本

8

ENCODING

編碼

9

TRANS_CHINESE_DATE 是否轉至民國年

任務名稱

版次:2.9

表格中文名稱

任務目錄設定

VARCHAR2(10)

PK

VARCHAR2(15)

PK

存證/交換

VARCHAR2(200)
VARCHAR2(200)
VARCHAR2(20)

Xml/flatfile

VARCHAR2(5)
VARCHAR2(15)

Ms950/utf-8

VARCHAR2(1)

索引

表格名稱

TO_CONFIG

表格中文名稱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型態長度

1

PARTY_ID

收方統編

VARCHAR2(10)

2

PARTY_DESCRIPTION

收方描述

3

ROUTING_ID

繞送代碼

4

ROUTING_DESCRIPTIO 繞送描述

收方設定資訊
鍵別

備

註

PK

VARCHAR2(200)
VARCHAR2(39)
VARCHAR2(200)

N
5

FROM_PARTY_ID

送方設定

VARCHAR2(10)

PK

目前一律存
00000000

索引

表格名稱
項次
1
2
3

欄 位 名 稱
SEQNO
SUBSEQNO
UUID

TURNKEY_MESSAGE_LOG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訊息序號
訊息子序號
通用唯一識別碼

表格中文名稱
型態長度
VARCHAR2(8)
NOT NULL
VARCHAR2(5) NOT
NULL

訊息記錄
鍵別

備

註

PK

Turnkey 使用編號

PK

Turnkey 使用編號

VARCHAR2(40)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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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名稱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TURNKEY_MESSAGE_LOG

MESSAGE_TYPE

訊息類型

CATEGORY_TYPE

分類

PROCESS_TYPE

處理類型

FROM_PARTY_ID

送方統編

TO_PARTY_ID

收方統編

MESSAGE_DTS

訊息日期

CHARACTER_COUNT
STATUS

字元數
狀態

IN_OUT_BOUND

傳送/接收

FROM_ROUTING_ID
TO_ROUTING_ID

送方繞送代碼
收方繞送代碼

INVOICE_IDENTIFIER

發票識別碼

版次:2.9

表格中文名稱

訊息記錄

VARCHAR2(10)

如 A0101

VARCHAR2(5)

B2B/B2C

VARCHAR2(10)

存證或交換

VARCHAR2(10)
VARCHAR2(10)
VARCHAR2(17)
VARCHAR2(10)
VARCHAR2(5)
VARCHAR2(1)
VARCHAR2(39)
VARCHAR2(39)
VARCHAR2(30)

$MESSAGETYPE$
發票(折讓單)號碼
$日期

索引

TURNKEY_MESSAGE_LOG_INDEX1 (MESSAGE_DTS)
TURNKEY_MESSAGE_LOG_INDEX2 (UUID)

表格名稱

TURNKEY_MESSAGE_LOG_DETAIL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1

SEQNO

訊息序號

2

SUBSEQNO

訊息子序號

3

PROCESS_DTS

處理日期

4

TASK

任務名稱

5

STATUS

狀態

6

FILENAME

檔案路徑

7

UUID

通用唯一識別碼(Universally

表格中文名稱
型態長度
VARCHAR2(8)
VARCHAR2(5)

訊息記錄細節
鍵別

備

註

PK
PK

VARCHAR2(17)
VARCHAR2(30)

PK

VARCHAR2(5)
VARCHAR2(300)
VARCHAR2(40)

Unique Identifier, UUID)
索引

TK_MESSAGE_LOG_DETAIL_INDEX1 (FILENAME)

財政資訊中心

頁次： 119

Turnkey 使用說明書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表格名稱

TURNKEY_SEQUENCE

項次

欄 位 名 稱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1

SEQUENCE

訊息序號

索引

TURNKEY_SEQUENCE_PK1 (SEQUENCE)

表格名稱
項次
1
2
3
4
5
6

欄 位 名 稱
EVENTDTS
PARTY_ID
SEQNO
SUBSEQNO
ERRORCODE
UUID

TURNKEY_SYSEVENT_LOG
欄 位 中 文 名 稱
事件日期
送方代碼
序號
子序號
錯誤代碼
通用唯一識別碼(Universally

版次:2.9

表格中文名稱
型態長度
VARCHAR2(8)

訊息記錄細節
鍵別

備

PK

表格中文名稱
型態長度
VARCHAR2(17)NOT
NULL

註

系統事件記錄
鍵別

備

註

PK

VARCHAR2(10)
VARCHAR2(8)
VARCHAR2(5)
VARCHAR2(4)
VARCHAR2(40)

Unique Identifier, UUID)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索引

INFORMATION1
INFORMATION2
INFORMATION3
MESSAGE1
MESSAGE2
MESSAGE3
MESSAGE4
MESSAGE5
MESSAGE6

模組名稱
程式名稱
方法名稱
資訊
資訊
資訊
資訊
資訊
資訊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VARCHAR2(100)

TURNKEY_SYSEVENT_LOG_INDEX1 (SEQNO, SUBSEQNO)
TURNKEY_SYSEVENT_LOG_INDEX1 (U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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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key 監控功能操作與說明

Turnkey client 端更新至 1.2.9 後新增監控 Turnkey 使否有正常執行
之功能，使用流程如下說明：
Windows 環境：
步驟一：更新 Turnkey 至 1.2.9 後可在安裝之資料夾中找到
EINVTurnkeyMonitor.bat，雙擊滑鼠左鍵執行，執行後可看見監控管理設
定頁面，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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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點選「新增」設定新的監控參數，以下逐項解釋。
◼ AP 名稱：使用者可自行命名監控 Turnkey 之作業名稱(範例中為
EINVTurnkey)。
◼ 欲監控之檔案路徑：請設定為 Turnkey 所安裝之目錄夾中的檔案：
EINVTurnkey.log。Turnkey 執行時會不斷更新此檔案中的目前時
間，監控程式透過檢查此時間判斷 Turnkey 是否正常執行。該檔案
名稱可設定在 Turnkey 的 “系統環境設定”>“通知設定” 的
Turnkey 代號欄位。
◼ 狀態檔案路徑：為 Monitor 監控紀錄檔案，可自行命名檔案名稱，
監控程式會定期將 Turnkey 目前狀態寫入此檔案中(範例中為
MonitorStatus.txt)。
此狀態檔案的內容如下：
◆ Turnkey 已經停止執行
EINVTurnkey,Thu Nov 24 16:24:25 CST 2011,dead
◆ Turnkey 正常執行
EINVTurnkey,Thu Nov 24 16:24:25 CST 2011,alive
◼ 監控間隔時間：為每次檢查 Turnkey 是否正常執行之區間(最短為
6 分鐘)。
◼ 通知設定-逾時多久通知：表示當發現 Turnkey 停止時，間隔多久
後會發送通知(最短為 6 分鐘)。
◼ 通知設定-兩次發信件隔時間：為 Turnkey 中止時，每次發送訊息
的間隔時間(最短為 11 分鐘)。
接下項次為所使用之 e-mail 帳戶設定及信件主旨、內容，皆設定完成
後按下確定儲存設定檔。以上所有設定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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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步驟二完成後，可於監控管理視窗中看見剛剛所設定項目，執
行「啟動」即開始監控設定之 Turkey。而當監控之 Turnkey 發生中止
後，將收到 e-mail 之訊息通知，如下圖。

財政資訊中心

頁次： 123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Turnkey 使用說明書

版次:2.9

Linux 環境設定：
Linux 中之 Turnkey 更新至 1.2.9 後，監控程式執行時會去讀取
/EINVTurnkey1.2.9/monitorBin/conf/中的 MonitorConfig.xml 設定檔，而這
個檔案內容格式是參照自 MonitorConfig.template.xml，因此我們先複製此
檔案來產生 MonitorConfig.xml 設定檔。以下圖例說明產生設定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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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切換至 MonitorConfig.template.xml 所在之資料夾位置，指令為
#cd /安裝目錄位置/EINVTurnkey1.2.9/monitorBin/conf/
(範例中為#cd /mnt/disk3/EINVTurnkey1.2.9/monitorBin/conf/)。接著複製設
定檔內容格式並更名，如下圖所示，指令如下
#cp MonitorConfig.template.xml MonitorConfig.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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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執行步驟二後可以在/EINVTurnkey1.2.9/monitorBin/conf/中發現產
生的設定檔 MonitorConfig.xml。接著切換執行目錄到/EINVTurnkey1.2.9，
在 console 執行 EINVTurnkeyMonitor.sct 開啟監控管理，指令如下
#cd /安裝目錄位置/EINVTurnkey1.2.9/
#./EINVTurnkeyMonitor.sct
執行後跳出監控管理視窗，之後操作與 Windows 相同，可參考 Windows
之設定，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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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nkey 使用問答集
(一) Turnkey 使用環境
１. 使用 Turnkey 傳輸需要申請帳號密碼嗎？

使用 Turnkey 上傳電子發票需要向整合服務平台申請並填寫「電子
發票整合服務平台服務申請表」後回覆客服，經平台設定傳送帳號/密
碼，始可傳輸資料。
２. Turnkey 可以使用的資料庫 ？
使用 JDBC 連線，資料庫編碼請使用 utf-8，可以使用的資料庫如
下表
◼ PostgreSQL 8 以上,
◼ ORACLE 9 以上
◼ MYSQL5 以上,
◼ MSSQL
◼ 內部檔案系統
３. 資料庫大小如何估算 ？
一筆發票將產生 6 筆資料, 以傳送量進行計算。
記錄所佔用空間: 每筆資料約 400 BYTE，產生資料約 2K ，請依
每日/每期計算所需空間。
若系統穩定上線後，可啟用 “系統管理>系統環境設定” 中的
“LOG 僅記錄作業失敗明細” 功能，可將資料庫紀錄數量降低到原本的
五分之一。
４. 如何選用主機
◼ 依營業人傳送量進行評估
◼ 轉檔約 1000 筆/分(以 X86 SERVER 等級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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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憶體 3GB 以上, 如與資料庫同主機, 建議為 4GB
◼ 硬碟：以每訊息 10K 估, 1000 筆約需 40MB 檔案空間
◼ 如含資料庫, 則約需 60MB 空間
５. 如何選用資料庫
可根據資料庫特性選用搭配 Turnkey 的資料庫
(１) ORACLE:
✓ 成本較高, 但可容納大量資料
✓ 大型營業人,
✓ 每日資料量超過 50 萬筆以上
✓ 建議使用資料庫 PARTITION 功能, 降低清檔作業時間
✓ 需配合 DBA 進行管理
(２) MSSQL:
✓ 成本中等, 效能尚可,
✓ 中型營業人,
✓ 每日資料量超過 1 萬筆以上
✓ 配合 DBA 進行管理
(３) MYSQL/Postgres:
✓ 屬於免費軟體，但功能較薄弱
✓ 不適合大量訊息用戶
✓ 一般營業人每日約 1 萬筆以下
✓ 採用定期清檔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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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內部檔案系統
✓ 無外部應用程式整合需求
✓ 用戶不會直接存取資料庫內容，僅透過 Turnkey 查詢上傳狀
態
✓ 採用定期清檔管理
６. 如何清除 Turnkey 中過去發票上傳下載的歷史紀錄？
◼ 可以設定排程定時進行清檔作業，發票處理過程中的備份檔也會
一併清除，清檔的範圍(要定期清除多久之前的檔案)，設定在 “系
統管理>系統環境設定”中的 「資料保留天數」
◼ 也可以利用工具>清檔設定 手動執行清檔作業

７. 憑証是否需再申請？
◼ 如果憑證尚未到期, 且有保留原 PFX 格式的憑証檔, 不用重新申
請。
◼ 如已到期, 需向相關機關申請，待憑証核發後需再於平台中登錄生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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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使用 Turnkey 防火牆需如何調整？
◼ 營業人需於申請單提出測試及正式環境中使用之上傳 IP
◼ 中心端依據申請單之 IP 開通 Port: 2222 及 443
◼ 營業人端防火牆亦需開通 2222 及 443 Port
(二) Turnkey 安裝設定
１. DB 與 Turnkey 間之設定問題？
DB 和 Turnkey 間需開通設定 DB Port, 如使用 PostgreSQL 是使用
5432, 需開通內部防火牆設定。
２. DB 如何安裝 Turnkey table Schema ?
在下載的安裝壓縮檔中解開後有一個目錄 DBSchema, 裡面有需要
在不同資料庫上所需執行的 DDL Script，於使用之 DB 執行此 Script 即
可建立相關 Turnkey 所使用的資料表。
３. 如何申請 Turnkey 要使用的軟體憑證 PFX 檔?
請參閱本文件「伍、畫面操作說明」之「二十一、軟體憑證」 章
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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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如何將憑證設定匯入至 Turnkey 使用？

請至 Turnkey 系統管理中的憑證管理功能設定憑證管理代碼及密碼並設定
憑證類型，若憑證類型為 PFX 請設定憑證路徑，點選確定後會進行憑證密
碼驗證若無誤，憑證即設定成功。
(三) Turnkey 使用
１. 啟動 Turnkey 時出現程式檢查版本更新失敗訊息？
請先確認已完成環境/ 資安設定問題. 如防火牆 Port 是否已開通若
未開通則會出現此錯誤訊息（port 需開通 2222 及 443port)
(因需連線 gw.einvoice.nat.gov.tw 以 Web Service 型式來詢問是否
有新版程式)
２. 上傳出現憑證驗證失敗？
若出現 E0301 驗章失敗時, 請洽客服輔導憑證匯入作業。
３. 如何檢測送出之電子發票檔已作業？
◼ 請參照本手冊“肆、五、電子發票檔案傳送”
◼ 上傳完成後可點選立即下載，將上傳成功的處理結果下載回 client
端，處理結果之檔案路徑為 Unpack\BAK\ProcessResult 的目錄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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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和日期子目錄分開存放，詳細可參考本手冊 “柒、上傳狀
態查詢”

４. 上傳時常出現之錯誤訊息如何解決？
請參考本手冊“玖、一、錯誤訊息代碼及處理方法”

六、

Turnkey gateway 元件使用說明

Turnkey 提供 gateway 元件供營業人將發票資料檔轉成 MIG 的
XML 格式，營業人的發票資料檔格式無論是 txt、csv 或資料庫對應欄
位皆可以透過呼叫 gateway api 就可以轉成 MIG 的 XML 格式。
Gateway 元件放置在 Turnkey 安裝目錄下的 lib 中，檔案名稱為
「cht-gateway-einv-最新版號.jar」。cht-gateway-einv lib 內容涵蓋了 MIG
定義的 xsd、訊息 parse、訊息格式驗證、簽章、傳輸等功能都在這一
元件中。
(一) MIG 所制定 xml 須遵循的 xsd
在 xsd package 中依版本分 xsd 規定，平台目前最新版本為 v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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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元件功能
turnkey 端就會幫用戶進行版本轉換、檢驗、簽章、上傳，這些功能就
是由此元件提供，以下將對這些功能的程式
com.tradevan.gateway.client.einv.* 作介紹。
１. com.tradevan.gateway.einv.msg
這個 package 存放的是各版本各類訊息的 bean，當發票 parsing 進來時
會儲存在這些 object 中進而做版本轉換等動作。

２. com.tradevan.gateway.client.einv.parser
Turnkey 在使用時可以透過 unmarshalFromXML()或是
unmarshalFromFlatFile()將輸入的發票字串轉換為 EINVMessage 物件，此
時就可依據需求作版本轉換，當要輸出時再呼叫 marshalToXML()即可還原
輸出字串。
//EX:marshal and unmarshal method
public String marshalToXML(EINVMessage msg) throws ParserException{…}
public String marshalToFlatFile(EINVPayload msg, EncodingType encoding)
{…}
public EINVMessage unmarshalFromXML(String payload, String version,
String format) throws ParserException{…}
public List<EINVPayload> unmarshalFromFlatFile(String payload, Class<?
extends EINVPayload> clazz) throws ParserExcep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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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com.tradevan.gateway.client.einv.validate
validate 提供檢驗發票格式是否正確的功能，Turnkey2.0.0 以前之所有
版本的發票都是轉換到最新版本的 xml 格式再去作格式檢驗，驗證過程會
先進行 xsd 規範的驗證，使用的是 JRE 中 rt.jar javax.xml.validation 的
package，驗證後再經過我們自己實作的驗證器，這個驗證器中可包含欄位
間具邏輯性的判斷，補足 xsd 驗證的不足。
在 ValidateHelper 中提供驗證方法：validateMessage()、validateXML()
及 validateEnvelope()等功能。

//ValidateHelper提供的方法
public ValidateResult validateXML(String payload, Class<? extends
EINVMessage> clazz){…}
public ValidateResult validateMessage(EINVMessage msg) {…}
public List<ValidateResult> validateEnvelope(String payload, String
msg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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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將發票資料轉換成 MIG 格式範例
以下是營業人將發票資料檔轉成 MIG 的 XML 格式，營業人的發
票資料檔格式無論是 txt、csv 或資料庫對應欄位皆可以透過呼叫
gateway api 就可以轉成 MIG 的 XML 格式，以下為實作範例。

// 請自行依發票來源格式實作
EINVPayload payLoad =

genC0401Invoice("發票字軌", 123456, "20170801", "送方

統編", "收方統編", InvoiceTypeEnum.SixGeneralTaxType, "載具類別","載具id1", "
戴具id2");

// 將訊息轉為最新版本(若為最新版本則不需做此步驟)
EINVPayload latest = transformHelper.transformToNewestVersion(payLoad);
String xml = helper.marshalToXML(latest);

//驗證xml格式
ValidateResult validateResult = validateHelper.validateXML(xml,
latest.getClass());
if (ValidateConstant.SUCESS[0] != validateResult.getErrorCode()) {
// 驗證失敗，進行處理
} else {
//將xml寫檔
}

七、

透過 ProcessResult 與 SummaryResult 檢核機制防堵漏上傳

ProcessRsult 為發票上傳後，中心端會根據處理狀況將結果經過中
心憑證簽章後回傳到營業人的 FTP，營業人再透過 Turnkey 下載平台的
回訊檔，此檔案在經過 Turnkey 解簽完成後會將文字檔放置在
「Unpack\BAK\ProcessResult」目錄下，並依當下處理日期及時間分開
存放
SummaryResult 根據每一個 Turnkey 用戶上傳與交換的資料其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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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不同，產生前一天上傳的發票資料數量統計及每一筆資料的處理
結果，營業人再透過 Turnkey 下載平台的回訊檔，此檔案在經過
Turnkey 解簽完成後會將文字檔放置在 Unpack\BAK\SummaryResult 目
錄下，並依當下處理日期及時間分開存放。
SummaryResult 的處理結果明細檔主要由 RoutingInfo 及 DetailLst
組成，如圖所示。

RoutingInfo
DetailList
RoutingInfo 中紀錄收送方統編及收送方繞送代碼；DetailList 由多
組 Message 組成，Message 由 Info 和 ResultType 組成。而每個
Message 分別代表著一個上傳封包，可由 Message > Info > Id 對應到
ProcessResult 的 MessageInfo > Id，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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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Type 則紀錄此筆封包所有上傳發票數和發票號碼及成功筆數
和失敗筆數。其中 Total 為總共上傳筆數及所有上傳的發票資訊、Good
為成功筆數及成功上傳的發票資訊、Failed 為失敗筆數及失敗的發票資
訊，如下圖所示。

Total
Good
Failed
營業人比對 SummaryResult 上傳發票結果流程：
1. 每日檢查 SummaryResult 的 Final 檔的筆數與 Turnkey 上傳的
總筆數是否相同。
2. 每日檢查 SummaryResult(前一天所有上傳的結果)，<Total>、
<Good>、<Failed>的上傳筆數是否與實際上傳筆數相同。
3. SummaryResult 內存在有<Failed>的資料時，進一步查明錯誤
原因，在<Message><Info>內找出對應的 ProcessResult 的 Id
值 。
4. 至 ProcessResult 目錄找出相同 ProcessResult Id 檔案名稱及附
檔名為 ProcessResult 的檔案。
5. 開啟 ProcessResult 檔案，查看<Result>內訊息，即含錯誤代
碼、錯誤原因說明、發票號碼、發票日期等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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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錯誤的發票請更正後重新上傳。
亦可參考平台「Turnkey 檢查漏上傳之檢核機制」文件。
八、

新舊版本轉換說明

請先將舊版本的 Turnkey 資料夾重新命名，再安裝新版本
Turnkey，且新版本的安裝路徑同舊版本的路徑，此舉的用意為避免重新
設定上傳下載發票的目錄設定及相關 log 檔的設定
Turnkey 的設定檔放在其安裝位置中的/bin/conf 的目錄下，其內容
主要是 Truneky 環境設定時建立的資料庫連線參數檔、系統設定和訊息
通知設定的資訊；此外，使用者在 Turnkey 中安裝憑證檔時，若是使用
軟體憑證，該軟體憑證的檔案也會複製一份到/cert 的目錄下。
✓ /bin/conf/logging.xml
✓ /bin/conf/notification.xml
✓ /bin/conf/einvTurnkeyConfig.xml
✓ /bin/conf/xdao_template.xml
✓ /bin/conf/xdao.xml
✓ /bin/conf/einvUserConfig.xml
✓ /cert/xxxxx.pfx
資料庫使用內部檔案系統時，則將以下兩個檔案搬到新的 Turnkey
✓ /innerfs/EINVTurnkey.h2.db
✓ /innerfs/EINVTurnkey.trace.d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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