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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人 

統一編號 12345678 

聯絡人 

姓 名 負責人姓名 

電 話 012-345678 

公司名稱 貴公司名稱 
email ooxx@gmail.com 

 

系統廠商/ 

統一編號 
80129529 型號 Web 

系統名稱 速買配電子發票系統 系統版本 1.0 

 

壹、自行檢測重要說明： 

一、字軌號碼為統一發票應行記載事項之一，營業人如未依規定記載或所載不實，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48 條規定，除通知限期改正或補辦外，並按統一

發票所載銷售額，處 1%罰鍰，其金額不得少於新臺幣 1,500 元，不得超過新臺

幣 15,000 元。 

二、依統一發票給獎辦法第 15 條之 1 規定，營業人開立統一發票錯誤或未依規定將

統一發票資訊傳輸至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存證，致發生代發獎金單位溢

付獎金者，該溢付獎金由該營業人賠付。 

三、為避免貴公司(行號)因操作錯誤或系統故障等因素開立錯誤之電子發票誤觸罰

則，請就下列經常錯誤態樣自行檢視相關內控機制，以降低開立錯誤電子發票之

風險。倘有更換開立發票設備或系統程式增修涉及檢測項目等情事時，亦應重新自

行檢視。 

 

貳、預防錯誤態樣之檢測： 

一、發票字軌號碼錯誤（號碼輸入錯誤、開立非所屬配號區間等） 

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1 配號設定 (1)以平台產出的 CSV 配號檔進行匯入。 

(2)開立發票設備之字軌號碼取得係由系統自

動取號或給號，非以人工輸入字軌號碼

。 

(3)前述(1)、(2)若採人工輸入，已設計多次

多人確認機制，以降低人工輸入產生錯

誤。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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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2 配號範圍 

檢核 

系統開立之發票號碼系統會檢核 

(1)其開立之發票為可用配號設定範圍內。 

(2)依交易時間其發票號碼是否為當期所屬   

字軌號碼。 

 ☑具備  □不具備 

 

二、發票開立資訊錯誤(隨機碼錯誤、年期別錯誤、統編設定錯誤) 

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3 開機檢核 (1)開立發票設備及系統初次設定時，已具

有對時、確認賣方統編、發票字軌號碼

檢核機制。  

(2)開立發票設備及系統開啟後，已具有對

時、確認賣方統編、發票字軌及前次開

立發票號碼等相關資訊檢核功能。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4 發票號碼 

檢核 

系統會檢核發票號碼 

(1)檢核發票總長度為 10碼。 

(前 2碼英文、後 8 碼數字) 

(2)檢核發票須在配號設定範圍區間內。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5 字軌年期

別顯示 

系統會檢核字軌期別為該字軌所屬期別，須

為年(3 碼)+單月(2 碼)+雙月(2碼)。 

例如：FR 為 1050102 期字軌。 

 ☑具備  □不具備 

6 隨機碼 

產製 

隨機碼係以亂數函數產製，不以既定順序重

覆出現。 

 ☑具備  □不具備 

7 共通性 

載具檢核 

系統正確讀取共通性載具資訊，應具備基本

檢核共通性載具功能。 

(1)手機條碼基本檢核條件：以/為起始作為

判斷，目前總長度共為 8 碼，除第 1 碼

外只會有 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 

QRSTUVWXYZ+-.這 39 個字元，勿將英文

大寫轉換成小寫。 

(2)自然人憑證條碼基本檢核條件：2 位大寫

字母+14 數字，勿將英文大寫轉換成小

寫。 

 ☑具備  □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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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票證明聯列印格式錯誤 

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8 證明聯 

列印 

(1)年期別依發票字軌期別已正確設定列印

。 

(2)發票字軌號碼格式與長度已正確設定列

印。 

(3)隨機碼(4 碼數字)已正確設定列印。 

(4)賣方統編(營業人統編)已正確設定列印

。 

(5)輸入買方統編，則已設定列印營業稅申

報格式代碼。 

(6)所產生列印的一維條碼內容與上傳平台

之資訊相符。 

(7)列印的 QRCode 內容與上傳平台之資訊相

符。(請參照電子發票證明聯一維及二維

條碼規格說明) 

(8)列印的 QRCode 內容包含正確加密驗證資

訊。(請參照電子發票證明聯一維及二維

條碼規格說明) 

(9)列印之電子發票證明聯內容與上傳平台

之資訊相符。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四、重複開立、漏未上傳及資料遺失 

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9 重號檢核 (1)單一設備系統需有檢核功能，不可開立

同年期別發票字軌號碼重覆之發票。 

(2)營業人各分店各設備系統機應有檢核功

能，不可開立同年期別發票字軌號碼重覆之

發票。 

(3)有分支機構之營業人系統應有檢核或配

號功能，不可誤用其他分支機構之發票

字軌號碼，造成不同店重號之狀況。 

(4)系統異常中斷時，須確保不可開立同年

期別發票字軌號碼重覆之發票。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具備  □不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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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功能類別 檢測項目 檢測結果 

10 漏傳自動 

上傳機制 

系統已具備漏傳檢核機制。 

※建議發票上傳應有欄位註記，並於每日檢

核漏傳發票後系統會自動重新上傳。 

 ☑具備  □不具備 

11 備份機制 發票開立資料已具有即時備份。 

※建議前端開立發票設備及系統之儲存設備

提供 Mirror 機制或發票可即時後送營業人

後端平台，避免設備毀損造成資料遺失。 

 ☑具備  □不具備 

 
 

檢測人員 

職稱 姓名 

營業人章及 

負責人章 

  

貴司負責人、

申請人、工程

師等其一職稱 

XXX 

完成檢測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送件當天日期) 

 

參、附註說明 

檢測項目之檢測結果為「不具備」者，其原因詳述如下： 

※營業人均透過電子發票加值中心平台處理發票。                         

 項次 1-3【僅能透過 CSV 匯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