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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修訂履歷 版本 作者

101/3/13 初版完成 V0.1 張書恆

101/3/20 根據陳權忠、羅詩婷、何宛容、蔡世榮之審查意見修

改。

V0.2 張書恆

101/3/30 修改紙本電子發票格式

修改附件-營業人上線申請異動單

V0.3 張書恆

101/4/5 根據陳權忠、羅詩婷之審查意見修改。 V0.4 張書恆

101/4/11 根據五區國稅局回饋意見修改。 V0.5 張書恆

101/4/24 修改試辦點資料格式及補承諾書。 V0.6 張書恆

101/5/2 增補填寫試辦點資料之說明。 V0.7 張書恆

101/5/8 修訂使用一維條碼即不列印之規定。 V1.0 張書恆

101/5/15 增補上線前檢視表 V1.1 張書恆

101/5/21 增補總公司全面開立電子發票申請書、新增分支機構

開立電子發票申請書

V1.2 張書恆

101/6/1 增補紙本電子發票一二維條碼規格說明

增補小平台歸戶要求

V1.3 張書恆

101/7/3 修訂 B2C 營業人上線異動申請單 V1.4 張書恆

101/7/17 增補專用字軌申請書附表

增補試辦點清冊 TXT 檔案格式

V1.5 張書恆

101/7/24 增補發票字軌管理應用檢核欄位 V1.6 張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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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導讀

自民國 99年 12月 17日起，全國之實體消費通路陸續導入電子發票，

為求導入流程之標準化，特制訂「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標準

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 SOP），作為全國之營業人欲將其實體消費通

路導入電子發票時之依據。除本 SOP 外，營業人亦須遵守「實體消

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試辦作業要點」、「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

試辦作業招商要點」之各項規定。

本 SOP 之作業程序始於營業人內部評估或瞭解電子發票，終於電子

發票正式上線，另，本 SOP 所規定之各項導入要素以及事項僅為申

請資格之門檻，主管機關保留核准權限。

(一) 適用對象

1. 欲瞭解實體消費通路電子發票流程及系統之營業人

2. 欲自行評估其實體消費通路是否可以導入電子發票之營業人

3. 欲申請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資格之營業人

(二) 範圍

1. 介紹實體消費通路之電子發票流程

2. 提供營業人自行檢視其實體消費通路是否可導入電子發票

3. 提供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資格申請流程以及文件

4. 提供實體消費通路之電子發票系統與大平台之介接要求

(三) 限制

1. 本 SOP 不含實體消費通路電子發票系統上線後處理各種狀況之

SOP

二 實體消費通路電子發票流程

(一) 流程介紹

電子發票意即為發票的無紙化，故以下流程描述無紙化的發票該如

何進行發票的開立、索取、查詢、捐贈、兌獎、領獎程序。
具會員身份/持載具 使用共通性載具

：手機條碼

未使用任何載具

開立/

索取

不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不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查詢 登入會員網站 於大平台輸入手機號

碼以及認證碼後，查詢

發票資料。

以紙本電子發票查詢

捐贈 口述捐贈對象

出示愛心碼

口述愛心碼

於大平台輸入手機號

碼以及認證碼後，進行

捐贈。

將紙本電子發票投入

捐贈箱



5

對獎/

領獎

已歸戶之會員，政府直

接匯款，毋須自行對

獎。

未歸戶之會員，由營業

人負責對獎事宜。

於大平台輸入手機號

碼以及認證碼後，進行

對領獎。

自行檢視紙本電子發

票進行對領獎。

(二) 須具備之設備

可列印二維條碼以及一維條碼之印表機

可上傳電子發票資料的伺服器

一維條碼掃瞄設備

(三) 本 SOP 之名詞定義

 一維條碼掃瞄設備

意指可以讀取 Code 39 之一維條碼掃瞄槍，用以讀取共通性載具

以及愛心碼。

 會員制

消費者在該營業人端有註冊會員資格，意即擁有營業人所配發之

帳號密碼，可於營業人之會員平台查詢發票資料，或者是持有營

業人發行之會員卡，可用會員卡查詢發票資料。

 持載具之消費者

意指具有營業人之會員身份，或者是持共通性載具，或者是愛心

碼之消費者。

三 實體消費通路電子發票導入要素

(一) 導入要素說明

導入要素分成「營業人必備」以及「營業人自行選擇」兩部分。

「營業人必備」指的是凡是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之營業人，

皆必須導入之要素，其下的事項包含流程面以及資訊系統面。

「營業人自行選擇」指的是營業人可自行選擇是否要導入的要素，

但如果決定要導入該要素，其下所規定之事項，必須完全遵守。

營業人自行評估後，若確定能完成「營業人必備」以及自行勾選之

「營業人自行選擇」要素，則代表其具有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

票之能力，請將勾選後之結果，作為建議書之附件，一併送交審查。

(二) 導入要素–營業人必須配合

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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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面對持載具之消費者，不主動給紙本發票，並依據公告之格式製作發

票檔案及公告之軟體(Turnkey)上傳。(附件：MIG 3.0.1)

2. 面對未持載具之消費者，開立紙本發票，並依據公告之格式製作發票

檔案及上傳。 (附件：紙本電子發票紙質規定、樣張、範例)

3. 營業人須公告其所有電子發票流程，含開立、索取、查詢、兌獎、領

獎、捐贈、歸戶。

4. 營業人欲採用之載具經財稅資料中心核可。

導入共通性載具

1. 消費者於消費時出示共通性載具，營業人可接受並遵守財稅資料中心

公佈之手機條碼注意事項辦理。

導入愛心碼

1. 消費者於消費時出示愛心碼，營業人可接受並遵守財稅資料中心公佈

之愛心碼設定、使用及相關注意事項辦理。

(三) 導入要素–營業人自行選擇

導入 iCash 作為載具

1. 消費者可持 iCash 卡至營業人店面查詢該卡在該營業人店內之所有

消費記錄，含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2. 消費者持 iCash 可在營業人店面連線至大平台捐贈發票。

3. 消費者持 iCash 至營業人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中

獎，消費者可持 iCash 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 iCash 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導入金融卡作為載具

1.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金融卡之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導入悠遊卡作為載具

1. 消費者可持悠遊卡至營業店面查詢該卡在該營業人店內之所有消費記

錄，含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2. 消費者持悠遊卡可在營業店面連線至大平台捐贈發票。

3. 消費者持悠遊卡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中獎，

消費者可持悠遊卡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悠遊卡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導入營業人之會員編號作為載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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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消費者可在驗證會員身份後在營業人端查詢該會員身份在該營業人店

內之所有消費記錄，含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2. 消費者於營業人小平台身份認證後，連線到大平台進行捐贈。

3. 消費者驗證會員身份後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

中獎，消費者可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會員編號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5. 營業人提供消費者可將自己之會員編號歸戶至大平台相關功能。

導入營業人自行發行之無記名載具

1. 消費者可持載具至營業店面查詢在該營業人店內之所有消費記錄，含

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2. 消費者持該載具可在營業店面連線至大平台捐贈發票。

3. 消費者持載具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中獎，消

費者可持該載具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或兌獎證明聯。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該載具之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6. 營業人自行發行之載具類別號碼，其下之載具隱碼具有唯一性。

讓中獎的會員兌換等值商品或儲值

一 中獎之會員可持載具在營業店面列印兌獎證明聯。

二 製作領獎清冊。

四 實體消費通路導入電子發票資格申請

(一)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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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線前檢視注意事項

營業人正式上線前，主管機關將根據上線前檢視表（詳附件）實地

檢視營業人上線情形。

五 附件

(一)MIG 3.0.1

請參見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之公告

(二)紙本電子發票一二維條碼規格說明

請參見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之公告



9



10

(三)紙本電子發票格式及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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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紙本電子發票紙質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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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子發票導入計畫書大綱

撰寫說明：

1. 須於「未來全面推動之規畫」章節內提及預計使用載具佔全年度電子

發票「張數」以及「比例」為何，此為審核之重要依據。

2. 店面須於上線第一日即接受共通性載具以及愛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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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正式函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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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用字軌號碼申請書

「電子發票」專用字軌申請書

受文者：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主 旨：申請 101 年度「電子發票」專用字軌，請核准惠復。

說 明：

一、依據「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試辦作業要點」第 2及 7 點規定辦理。

二、申請自 101 年 月起使用，每期(2 個月)

＊原具備自行印製資格:

□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1 組 2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組）

□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1 組 2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組）

□5.電子計算機發票(1組 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組）。

＊原使用政府印製

□1.三聯式(1 組 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_組）

□2.二聯式(1 組 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_組）

□3.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1 組 2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

□4.特種發票(1組 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_組）

□6.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1 組 250 號)，每期_______________號（即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

營業人名稱： (蓋章)

負責人姓名： (蓋章)

統一編號：

稅籍編號：

營業地址：

聯絡人及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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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各分支機構申請明細

申請資格

（請勾選）

□1.三聯式

□2.二聯式

□3.二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

□4.特種發票

□5.電子計算機發票

□6.三聯式收銀機統一發票

分支機構統

一編號

分支機構稅籍

編號

每期所需號碼數量 電子計算機資格核

准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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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B2C 營業人上線(異動)申請單

申 請 單 號：

申 請 單 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申 請 類 別 新增上線 資料變更 服務中止 其他：

營業人資訊

實體通路，核准文號： 虛擬通路，核准文號：

(全名)
公 司 名 稱

(簡稱)
統一編號

代傳資服名稱 統一編號

營業人聯絡窗口

業務面 系統面

姓 名

公司電話分機

手 機 號 碼

電 郵 信 箱

載具資訊

載具類別名稱 載具類別編號

會員型；名稱： 條碼卡 晶片卡 無實體卡片 其他：

悠遊卡

金融卡

信用卡

共通性載具：手機條碼 3J0002

其他：

需要大平台提供中獎清冊 不需要大平台提供中獎清冊

Turnkey 資訊

發票存證使用 MIG 3.0.1 XML

歸戶測試

會員小平台 大平台 Kiosk 不提供歸戶功能，不進行歸戶測試 (可複選)

會員小平台啟用 Token 安全機制 http://

歸 戶 方 式

會員卡歸戶簡要說明（請依範例提供）：

範例：欲歸戶會員卡，請先登入會員網站，登入會員後，再由網站點選電子發票

平台歸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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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測試人員

同系統面

聯絡窗口

姓 名：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希望完成時間：

年 月 日

平台入口網增加試辦店點資訊

上 線 家 數 預計上線日期 年 月 日

官 方 網 站 http://

上線分店清單

連 結 網 址

http://
檢附上線分店清冊如附件

企業識別標章

( L O G O )

註：請插入企業識別標章(Logo)小圖，另須將標準圖檔電郵予維運團隊。

申請人簽 章
年 月 日

單位主管覆核
年 月 日

※ 最晚請於營業人上線前 7 個工作天填妥申請資料並交予維運團隊，以利作業。

維運中心上線作業紀錄

資 格 檢 查 核准文號：

GIP 維護載具

處理人：

備 註：

處理完成於 年 月 日

Turnkey 測試

處理人：

備 註：

處理完成於 年 月 日

歸 戶 測 試

處理人：

備 註：

處理完成於 年 月 日

試辦店點增修

處理人：

備 註：

處理完成於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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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試辦點清冊

聯絡窗口一 聯絡窗口二
總公司

姓名(email) 電話(office)(mobile) 姓名(email) 電話(office)(mobile)

聯絡人資訊 營業人資訊
上傳資料憑證資訊

【請就下列 1.2.3 情形擇一】

序號

姓名、職稱

【必填】

email【必

填，且為利

平台重要訊

息傳送，務

必填寫正

確】

聯絡電話

【必填】
傳真 手機

平台網

頁公告

店名

營業登記

名稱

稅藉編

號

統一編

號

所在縣

市

營業地

址（含縣

市完整

地址）

通訊地址

（可同營

業地址）

【1】總分支

機構各自以

自己之憑證

各自上傳

者，此欄請

打 v

【2】總分支

機構均以總

公司之憑證

上傳，此欄

請填總公司

統一編號

【3】以資

服業者憑

証上傳，

此欄請填

資服業者

統一編號

預計上線

日期

總公司

(資訊服

務業者)

1

2

3

4

試辦點清冊填寫說明:

(1) 如為資訊服務業者 A申請加入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且欲帶營業人 B進來，填寫方式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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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資訊 營業人資訊
上傳資料憑證資訊

【請就下列 1.2.3 情形擇一】

序號

姓名、職稱

【必填】

email【必

填，且為利

平台重要

訊息傳

送，務必填

寫正確】

聯絡電話

【必填】
傳真 手機

平台網

頁公告

店名

營業登記名

稱
稅藉編號 統一編號

所在縣

市

營業地址

（含縣市完

整地址）

通訊地

址（可同

營業地

址）

【1】總分

支機構各

自以自己

之憑證各

自上傳

者，此欄

請打 v

【2】總分

支機構均

以總公司

之憑證上

傳，此欄

請填總公

司統一編

號

【3】以資

服業者憑

証上傳，

此欄請填

資服業者

統一編號

預計上

線日期

總公司

(資訊服

務業者)

A 公司 A稅籍編號 A公司統編 V

1 B 公司 B稅籍編號 B公司統編 A統一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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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名稱：電子發票營業人申請檔 記錄名稱：BEMF102

Position
欄 項 名 稱

欄 項 代

號 From To
Level Picture

Occur-r
ence

備註

首筆紀錄註記 CNT-MK 1 8 05 X(08) 固定為********

總家數 TOT-CNT 9 18 05 X(10)

空白 FILLER 19 200 05 X(182) 空白

※ 注意：

1. 第 2 筆紀錄依以下格式製作明細資料。

2. 中文碼為 big5。

3. 通訊地址之數字請以全形阿拉伯數字表示。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BAN 1 8 05 X(08)

憑證註記 VOUCH_MK 9 9 05 X(01)
1.營業所之憑證上傳電子發票 2.總公司之憑

證上傳電子發票

總公司統一編號 HEAD_BAN 10 17 05 X(08)

空白 FILLER 18 25 05 X(08) 空白

聯絡人姓名 CNTCT-NM 26 37 05 X(12)

聯絡電話 CNTCT-TEL-NO 38 50 05 X(13)

聯絡電話分機
CNTCT-TEL-NO-

EXT
51 54 05 X(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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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傳真號碼 CNTCT-FAX-NO 55 67 05 X(13)

手機號碼 MOBILE-NO 68 80 05 X(13)

通訊地址縣市名稱
COMU-ADDR-

HSN-NM
81 86 05 X(06)

通訊地址鄉鎮市區名稱
COMU-ADDR-T

OWN-NM
87 94 05 X(08)

通訊地址村里名稱
COMU-ADDR-V

ILL-NM
95 102 05 X(08)

通訊地址鄰
COMU-ADDR-L

IN
103 110 05 X(08)

通訊地址街道門牌
COMU-ADDR-R

OAD-NO
111 160 05 X(50)

電子郵件信箱位址 EMAIL-ADDR 161 200 05 X(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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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電子發票導入承諾書

「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試辦」作業─提案承諾書

□ 提 案 廠 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提案廠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茲證明本提案廠商願意接受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

試辦作業要點」及相關規範，並將相關內容列明如下，以茲遵守：

(一) 本提案廠商承諾於申請所列資料及附件均屬正確，絕無虛偽匿飾。

(二) 本提案廠商所提出各項構想、文件及資料，授權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有權

於任何地點、時間，以任何方式利用，不須支付任何費用，且提案廠商不得

對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主張任何權利。

(三) 本提案廠商於試辦作業期間，承諾遵守「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試辦

作業要點」及相關法律。

(四) 本提案廠商於辦理試辦作業期間，保證無侵害任何人權益，包括但不限於

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及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若本提案廠商提出

之構想及試辦內容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應提出所有相關資料並為所有抗辯

行為。如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受第三人追訴，本提案廠商願協助一切所需之

抗辯，並負擔所有損失及費用，包括但不限於律師費用、訴訟費用等。

(五) 本提案廠商應遵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並維護消費者隱私權，如違反

相關法律致第三人受有損害，本提案廠商必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概與財政

部財稅資料中心無關。

以上承諾事項，如未確實遵守辦理，本提案廠商及共同提案廠商願負完全之法

律責任，特立此承諾書為憑。

此致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提 案 廠 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

共同提案廠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蓋章）

中華民國 101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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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上線前檢視表

表一

必要遵循 是否遵循

1 面對持載具之消費者，不主動給紙本發票，並依據公告之格式製作發

票檔案及上傳，且已經測試完成。

□是 □否

2 面對未持載具之消費者，開立紙本發票，並依據公告之格式製作發票

檔案及上傳，其紙質亦符合規定。

□是 □否

3 營業人公告其所有電子發票流程，含開立、索取、查詢、兌獎、領獎、

捐贈、歸戶。

□是 □否

4 營業人欲採用之載具經財稅資料中心核可。 □是 □否

5 消費者於消費時出示共通性載具，營業人可接受並遵守財稅資料中心

公佈之手機條碼注意事項辦理。

□是 □否

6 消費者於消費時出示愛心碼，營業人可接受並遵守財稅資料中心公佈

之手機條碼注意事項辦理。

□是 □否

7 針對發票字軌應用，營業人已具備發票號碼管理之機制以避免發票字

軌誤用或重複開立之情事發生。(Ex.硬體設備故障之管理、POS 機資

料庫毀損之備份管理機制、驗證四位數字隨機碼產出及列印正確性之

管理、內部調撥字軌管理、作廢發票資料註記與回收張數核對之管理、

新舊期別交接管理、發票號碼重複開立之檢核機制…等)

□是 □否

表二

是否導入悠遊卡作為載具？ 若勾選否，表二可跳過不勾選 □是 □否

1. 消費者可持悠遊卡至營業店面查詢該卡在該營業人店內之所有消費

記錄，含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是 □否

2. 消費者持悠遊卡可在營業店面連線至大平台捐贈發票。 □是 □否

3. 消費者持悠遊卡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中獎，

消費者可持悠遊卡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是 □否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悠遊卡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是 □否

表三

是否導入金融卡作為載具？ 若勾選否，表三可跳過不勾選 □是 □否

1.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金融卡之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是 □否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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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導入營業人之會員編號作為載具？ 若勾選否，表四可跳過不勾選 □是 □否

1. 消費者可在驗證會員身份後在營業人端查詢該會員身份在該營業人

店內之所有消費記錄，含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

細。

□是 □否

2. 消費者於營業人小平台身份認證後，連線到大平台進行捐贈。 □是 □否

3. 消費者驗證會員身份後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

中獎，消費者可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

□是 □否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會員編號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是 □否

5. 營業人提供消費者可將自己之會員編號歸戶至大平台相關功能。 □是 □否

表五

是否導入營業人自行發行之無記名載具？ 若勾選否，表五可跳過不勾選 □是 □否

1. 消費者可持載具至營業店面查詢在該營業人店內之所有消費記錄，含

發票號碼、發票年期、四位隨機碼、發票明細。

□是 □否

2. 消費者持該載具可在營業店面連線至大平台捐贈發票。 □是 □否

3. 消費者持載具至營業店面查詢時，可得知是否有中獎。若有中獎，消

費者可持該載具在營業店面列印紙本電子發票或兌獎證明聯。

□是 □否

4. 消費時，營業人 POS 端可將該載具之隱碼讀出並放入載具隱碼欄位。 □是 □否

5. 營業人自行發行之載具類別號碼，其下之載具隱碼具有唯一性。 □是 □否

表六

是否讓中獎的會員兌換等值商品或儲值？ 若勾選否，表五可跳過不勾選 □是 □否

1. 中獎之會員可持載具在營業店面列印兌獎證明聯。 □是 □否

2. 製作領獎清冊。 □是 □否

填寫注意事項：

一 營業人於上線前請自行檢視，若「表一」有任何一項未遵循，則不可上線，「表二」

到「表五」若勾選「是」，亦必須完全遵循該表之事項。

二 主管機關將於上線前根據本表內容檢視營業人遵循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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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十二) 總公司全面開立電子發票申請書

申請書

本公司（行號）前經 貴中心於 年 月 日資二字第

號函核准開立電子發票，所屬總分支機構均已全面採

用電子發票，且未來新設立之分支機構擬亦全面採用電子發票並遵守

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作業要點及貴中心核准之作業規範，並以

本公司（行號）之憑證於規定期限內代為上傳至整合服務平台留存，

惠請核准為禱，此致

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營業人名稱： （蓋章）

統一編號：

負 責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營業地址：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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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新增分支機構開立電子發票申請書

(此申請書為總公司已經被核准後，後續欲新增分支機構須填寫之表單)

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申請書

緣申請人之總機構 公司業奉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 年

月 日資二字第 號函核准所屬實體消費通路總分支機

構全面使用電子發票（詳附件），申請人擬依前開核准開立電子發票並由

總機構以其憑證於規定時限代為上傳資訊至整合服務平台留存(規劃於

年 月 日上線)，並聲明願遵守實體消費通路開立電子發票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相關規範及總機構經核准之作業，惠請 貴分局（稽徵所）協

助新增開立電子發票資格為禱，此致

財政部 國稅局 分局（稽徵所）

營業人名稱（請用印）：

營業人統一編號：

負責人姓名（請用印）：

營業地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BEM141 建檔資訊詳如附件核准函及如下：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 e-mail【為便利平台重要訊息通知請務填寫正確】：

聯絡電話：

手機電話：

傳真電話：

通訊地址：□同營業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