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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發票加值平台功能列表

雲端發票加值平台網址請點此

• 發票功能

1.發票管理

1-1搜尋發票

1-2作廢發票

1-3註銷作廢發票

1-4報表下載

2.折讓單管理

2-1開立折讓單

2-2作廢折讓單

3.中獎發票清冊

3-1表單下載

4.報表專區

https://box.ecloudlife.com/


• 其他功能

1.帳單管理

1-1列印帳單

1-2列印發票

1-3列印收據

2.訊息通知管理

3.發票機管理

4.查詢發票開立狀態
（補印發票）

5.訂購紙卷

6.訂單管理

6-1列印熱感紙帳單

6-2查看寄送狀態

7.點數儲值

雲端發票加值平台功能列表

雲端發票加值平台網址請點此

https://box.ecloudlife.com/


發票管理 –功能介紹

• 搜尋發票

• 作廢/註銷作廢發票

• 下載彙總報表

• 下載明細報表

點選發票功能
下的發票管理



發票管理 –搜尋發票

示範：

搜尋一張[01/12]開出之發票[SD90000004]

起始日期&結束日期 選擇[01/12]

發票號碼(起)&發票號碼(迄) 輸入[SD90000004]

點選「搜尋」即可在下方看到該筆發票資料

點選搜尋



發票管理 –作廢發票

1.點選該筆資料，底色呈藍灰色，再點選「作廢」。

2.確認無誤後，點選OK。

3.作廢後的發票會顯示「作廢中」，待上傳完成轉變為「已作廢」。

＊只有狀態為已開立之發票才能作廢



發票管理 –誤作廢發票

1.點選要註銷作廢的發票，底色呈藍灰色，按下「註銷作廢」按鈕。

＊只有狀態為已作廢之發票才能註銷作廢

2.點選「OK」確認註銷，即註銷完成。

3.註銷後的發票會顯示「註銷中」，待上傳轉變為「已開立」。



發票管理 –註銷發票

1.點選要註銷的發票，底色呈藍灰色，按下「註銷」按鈕。

2.點選「OK」確認註銷，即註銷完成。

3.註銷後的發票會顯示「註銷中」，待上傳轉變為「已註銷」。

＊只有狀態為已開立之發票才能註銷

Q.作廢跟註銷不一樣？

A:註銷的發票會變成空白字
軌，在媒體申報檔中沒有任
何記錄。



發票管理 –報表下載

• 彙總報表：顯示搜尋期間所有的開立資料，一張發票為一筆記錄。

• 明細報表：顯示搜尋期間所有發票開立的明細項目(品項、單價、數量
等)。

• 僅供csv檔案。



發票管理-下載報表(範例)

範例：產生2016年11-12月的報表

點選其他搜尋條件

設定搜尋日期區間

點選搜尋

資料顯示後，依您的需求
點選報表種類



折讓單管理 – 功能介紹

• 開立折讓單

• 作廢折讓單

• 查看折讓明細

點選發票功能
下的開立折讓

單

Q.為什麼要開立折讓單？

A:若商品欲退貨或金額扣減，發
票不能更改或作廢時『例：已跨
期別』，則開立折讓單，作為進
(銷)貨的減項。



折讓單管理 – 開立折讓單

1.輸入折讓單內容。

2.點選新增折讓單明細。



折讓單管理 – 開立折讓單

1.輸入要折讓之發票日期、號碼，點選「搜尋」。

2.勾選需要折讓之品項，點選「新增」。



折讓單管理 – 開立折讓單

1.輸入數量、稅額、金額後，點選「確認開立」。

＊下方明細自行輸入金額後，系統會自動加總



開立折讓單

跳出「新增成功」訊息視窗即完成！



折讓單管理 – 介面

系統預設顯示「近30日折讓單」,若要搜尋折讓單請點擊「其他搜尋條件」
折讓單列表內包含[狀態]、[號碼]、[日期]、[金額]以及[開立時間] 
其中折讓單狀態若顯示錯誤,可將滑鼠移至紅色按鈕上查看錯誤訊息。



折讓單管理 – 查看明細

1.點選任一折讓單，底色呈藍灰色。

2.按下「查看明細」按鈕。



折讓單管理 – 查看明細

折讓單明細視窗



折讓單管理 – 作廢折讓單

1.點選要作廢的折讓單，底色呈藍灰色。

2.按下「作廢」按鈕。



中獎發票清冊 –功能介紹

• 查看開出之發票是否中獎

點選發票功能下
的中獎發票清冊



中獎發票清冊 –查看明細/表單下載

1.若有中獎資料，可以點選「查看明細」。

2.若有中獎資料，可以點選「下載中獎清冊」。



帳單管理 –功能介紹

• 列印帳單

• 列印發票

• 列印收據
點選其他功能下
的帳單管理



帳單管理 –列印帳單

1.查看「未銷帳帳單」。

2.點選需要繳費之帳單，底色呈藍灰色。

3.按下「列印帳單」，會出現帳單(.pdf)檔，即可
列印至超商繳款。

5.若帳單已逾期，請使用ATM轉帳。
(帳單中間部分會有一個轉入帳號)



帳單管理 –列印發票

1.查看「已銷帳帳單」。

2.點選需要列印發票之帳單，底色呈藍灰色。

3.按下「列印發票」，會出現發票(.pdf)檔，即可列印給會計做報稅。



帳單管理 –列印收據

1.點選含履約保證金收據之資料，底色呈藍灰色。

2.按下「列印收據」，會出現收據(.pdf)檔。



帳戶交易記錄查詢-現金餘額

• 查詢餘額

• 扣款原因

• 入帳時間



帳戶交易記錄查詢-點數交易

Q.點數跟現金差別？

A:點數僅提供a.簡訊b.郵寄c.
傳輸費扣抵。

現金餘額提供帳單扣抵服務。

• 查詢點數

• 扣點原因

• 儲值時間



訂單管理

點選其他功能下
的帳單管理

• 查詢訂單

• 訂單狀態



• 訂單狀態僅供檢視

• 亦可列印帳單及發票

• 非帳單繳款，僅於訂單管理中查詢

訂單管理–功能介紹



訊息通知管理 –功能介紹

• 查看訊息
點選其他功能下
的訊息通知管理



訊息通知管理 –查看訊息

1.點擊未讀訊息。

2.按下查看詳細內容。

3.所有訊息同email通知。



發票機管理

點選其他功能下
的發票機管理

• 遠端確認設備狀態



發票機管理

• 確認網路連線

• 僅供傳輸盒設備查詢



查詢發票開立狀態 – 補印發票

點選其他管理
下的查詢發票
開立狀態



查詢發票開立狀態 – 補印發票

1.輸入需要補印之發票日期和發票號碼。
2.點擊「查詢」。

3.使用掃描槍，掃描螢幕出現之兩列條碼，即可補印發票。



• 訂購熱感紙

點選其他功能
下的訂購紙卷

訂購紙卷 –功能介紹



訂購紙卷 –如何訂購

1.點擊下拉選單選擇購買數量(50卷/箱)。

2.按下購買。



訂購紙卷 –如何訂購

3.確認商品明細後填寫收件人資料。



訂購紙卷 –如何訂購

5.訂購完成。

4. 選擇付款方式後，按下確認送出。



訂單管理 –功能介紹

• 列印熱感紙帳單

• 查看熱感紙寄送狀態
點選其他功能
下的訂單管理



訂單管理 –列印熱感紙帳單

1.若付款方式選擇[帳單付款]，需先繳款，待銷帳後雲端會安排出貨。

2.若付款方式選擇[貨到付款]，即無需列印帳單繳款。

3.點擊需要繳費之帳單，按下「列印帳單」，會出現帳單(.pdf)檔，
即可列印至超商繳款。



訂單管理 –查看寄送狀態

1.若雲端已出貨，寄送狀態會顯示[已出貨]，請耐心等待3-5個工作天。



點數儲值 –功能介紹

• 購買點數

• 付款方式

• 熱感紙優惠券
點選其他功能
下的點數儲值



點數儲值 –購買點數

購買點數可以拿來扣抵每個月的月租費(1元即1點)。

按下「購買」立即前往付款頁面。

123



點數儲值 –購買點數

1.確認商品明細後，選擇付款方式並按下「確認送出」。

123



點數儲值 –購買點數

3.訂單完成後，即可前往帳單管理列印帳單做繳費。

4.待銷帳完畢後，所儲值之點數僅供扣抵月租費。



報表專區

點選發票功能
下，報表專區。

• 個人化設定

• 提供客製報表

• 僅供csv檔案



報表專區-個人化設定

＊記錄設定，可供日後直接下載。
依照『帳號』記錄使用者設定。



報表專區-下載報表

1.點選欲下載報表，底色呈藍灰色。

2.點選下載報表。

3.下載之資料為csv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