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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

成為綠界會員並
申請金流

1

廠商申請
Shopify帳號

2

Shopify

登入綠界
帳號密碼

點擊
安裝app

3 4

3

綠界金流收款審核狀態必須為「通過」，Shopify商店方可透過綠界收款程式進行收款。

( 查詢方式：登入綠界廠商管理後台>廠商專區>收款審核資料 )

安裝時，請確認網頁瀏覽器已登出綠界帳號，以防系統自動綁定當下登入中的綠界帳號。

廠商申請流程01

https://vendor.ecpay.com.tw/Fra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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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現有流程註冊綠界會員，並申請金流服務

4

申請綠界帳號01

https://member.ecpay.com.tw/MemberReg/MemberReg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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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訂單狀態與Shopify不一致
請「關閉」每日自動關帳，並於Shopify後台設定訂單「自動擷取」

5

綠界帳號「關閉」每日自動關帳01

節點：綠界廠商管理後台 > 信用卡收單 > 信用卡帳戶設定

https://vendor.ecpay.com.tw/Fram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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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服務 注意事項 Shopify 安裝連結

一次付清 - https://p.ecpay.com.tw/1D743DC

分期付款
限特約會員使用。
可支援銀行依合約議定，詳見合作銀行清單。

https://p.ecpay.com.tw/11E27F5

紅利折抵 最高折抵100%，詳見紅利折抵辦法 https://p.ecpay.com.tw/2C5D756

銀聯卡 限特約會員使用。 https://p.ecpay.com.tw/0C92242

ATM虛擬帳號 可使用網銀、ATM機台，進行轉帳。 https://p.ecpay.com.tw/FBE6B71

網路ATM
僅支援桌機、筆電設備。
需使用晶片讀卡機進行交易驗證。

https://p.ecpay.com.tw/4E77532

安裝

安裝

安裝

6

安裝

安裝

安裝

如您有安裝多種付款方式的需求，請點選連結分別進行安裝。

綠界金流收款審核狀態必須為「通過」，Shopify商店方可透過綠界收款程式進行收款。

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請點選下方「 」按鈕或複製安裝連結，進入Shopify app store進行安裝。或至綠界介紹頁進行安裝。安裝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https://p.ecpay.com.tw/1D743DC
https://vendor.ecpay.com.tw/ApplyArea/ApplyInfo
https://www.ecpay.com.tw/About/Partnerbank
https://p.ecpay.com.tw/11E27F5
https://pay.ecpay.com.tw/CreditPayment/CreditRedeemInfo
https://p.ecpay.com.tw/2C5D756
https://vendor.ecpay.com.tw/ApplyArea/ApplyInfo
https://p.ecpay.com.tw/0C92242
https://p.ecpay.com.tw/FBE6B71
https://p.ecpay.com.tw/4E77532
https://p.ecpay.com.tw/1D743DC
https://p.ecpay.com.tw/11E27F5
https://p.ecpay.com.tw/2C5D756
https://p.ecpay.com.tw/FBE6B71
https://p.ecpay.com.tw/4E77532
https://p.ecpay.com.tw/0C92242
https://sp-shop.ecpay.com.tw/activities/intro
https://p.ecpay.com.tw/1D743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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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1. 點擊上頁安裝後，請先登入，並選擇您欲安裝金流服務的Shopify商店

請點此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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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此

8

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2. 登入後，點選「新增應用程式」進行下一步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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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3. 進入Shopify商店後台，點選「安裝應用程式」

請點此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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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4. 登入綠界帳號。提醒您！此帳號將會串接Shopify商店帳務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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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5. 綠界帳號確認頁。確認要串接的綠界帳號是否正確

如有錯誤請點選取消，並回到綠界官網，登出錯誤的帳號後，再回到
Shopify app store 進行安裝。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
back 12

在Shopify app store安裝綠界金流服務02

Step 5. 點選「啟用綠界科技-[安裝的服務名稱]」完成安裝

建議全程使用無痕模式操作

▼提醒您！啟用前可以在帳戶狀態確認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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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付款應用綁定的綠界帳號/MID02

Shopify後台設定 > > 選擇欲查詢MID的付款方式 > 管理

正確>請重新啟用
錯誤>請解除安裝再重新安裝1. 請先點選停用

2. 於帳戶狀態中確認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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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付款】

14

如何進入Shopify付款設定頁03

Shopify後台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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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避免訂單狀態與Shopify不一致
- 綠界後台請「關閉」每日自動關帳 │ - Shopify後台請設定訂單「自動擷取」

在Shopify後台設定自動/手動擷取(關帳)04

節點：Shopify後台設定 > > 擷取付款 > 管理

參考綠界帳號「關閉」每日自動關帳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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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裝綠界金流服務方式05

請點此

1. 亦可透過Shopify後台安裝綠界金流服務，設定 > > 支援的付款方式區塊，進行搜尋並做安裝/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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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安裝綠界金流服務方式05

2. 從「依供應商搜尋」輸入「綠界科技」即會顯示所有金流服務，點選所需的服務即可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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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Shopify上開通物流/電子發票閘道06

詳細設定流程請參考超取發票 App 安裝與 Shopify 後台設定教學

此服務將有額外費用產生，詳細費用說明請參考官網服務介紹

https://akohub.tw/pages/akohub-commerce-app-setup-guide
https://sp-shop.ecpay.com.tw/activities/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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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成功跳轉回Shopify
訂單資料送至Shopify後台

4

跳轉進綠界付款頁，
在綠界完成付款

3

運送流程處理及結帳，
付款方式選擇綠界

2

消費者在廠商建立的
Shopify網站上消費

1

19

消費者付款情境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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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付款情境07

01 將商品加入購物車或選擇立刻購買

02 結帳

03 輸入消費者資訊並選擇運送方式

04 付款方式選擇「綠界科技」

提醒您！訂單金額僅接受整數。如訂單金額帶有小數點將會自動四捨五入進位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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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付款情境07

05 進入綠界付款頁，填寫付款資料 06 交易完成後，導回Shopify訂單確認頁

提醒您！ATM虛擬帳號需點擊【返回商店】按鈕後，才會回到Shopify訂單確認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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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Shopify訂單08

節點：Shopify後台> 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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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將狀態變更為已付款，請參考獲得付款/請款單元。

銀聯卡、ATM虛擬帳號、網路ATM僅在Shopify設定「手動擷取」時才會出現「已授權」狀態。

訂單狀態說明：已授權
針對信用卡訂單交易成功，但尚未向綠界請款訂單

當Shopify請款方式設定為「手動擷取訂單」時，訂單成立後，狀態顯示「已授權」

什麼情境會產生已授權狀態？

如需更改擷取付款設定
請參考在Shopify後台設定自動/手動擷取(關帳)單元。

21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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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狀態說明：付款待處裡
針對「ATM虛擬帳號」尚未付款訂單，付款完成後，訂單會自動更新狀態為已付款。

訂單狀態說明：已過期
針對「ATM虛擬帳號」未在期限內完成付款訂單

繳費期限按綠界實際繳費頁顯示時間為主，推算方式為訂單建立後第三日的23:59。

09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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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用卡：

如擷取付款設定手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授權；手動擷取後：已付款。(操作流程請參考獲得付款單元)

如擷取付款設定自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付款。

2. 網路ATM：

如擷取付款設定手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授權；手動擷取後：已付款。

如擷取付款設定自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付款。

3. ATM虛擬帳號：

如擷取付款設定手動擷取：消費者付款完成後，訂單初始狀態：已授權；手動擷取後：已付款。

如擷取付款設定自動擷取：消費者付款完成後，訂單初始狀態：已付款。

4. 銀聯卡

如擷取付款設定手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授權；手動擷取後：已付款。

如擷取付款設定自動擷取：訂單初始狀態：已付款。

25

訂單狀態說明：已付款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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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狀態說明：已退款/部分金額已退款
針對信用卡(含銀聯卡)訂單，執行退刷/部分退刷的訂單

如需執行退刷，請參考退款單元。

「分期付款」及「紅利折抵」訂單，僅支援全額退刷。

09

「ATM虛擬帳號」及「網路ATM」訂單，如需退款，廠商請與消費者直接聯繫並約定退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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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狀態說明：已取消
此狀態代表已取消Shopify訂單，但不等於取消綠界訂單。

如需取消訂單，請參考取消訂單單元。

已取消：訂單上會出現刪除線

進入訂單內頁會出現已取消標籤

刪除線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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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狀態說明：已作廢
針對已授權的信用卡訂單，取消授權成功

如需作廢訂單，請參考取消訂單單元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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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訂單狀態 說明

1 已授權 代表訂單已授權，還未向綠界請款(關帳)。

2 已付款
信用卡(含銀聯卡)訂單：已向綠界請款(關帳)。
網路ATM/ATM虛擬帳號訂單：已完成付款。

3 付款待處理 只出現在ATM虛擬帳號訂單。代表已建立的ATM虛擬帳號訂單尚未付款。

4 已過期 只出現在ATM虛擬帳號訂單。代表該筆訂單已超過繳費期限。

5 已退款 只出現在信用卡(含銀聯卡)訂單。代表已對信用卡/銀聯卡訂單執行退刷。

6 部份金額已退款 只出現在信用卡(含銀聯卡)訂單。代表已對信用卡/銀聯卡訂單執行部份退刷。

7 已取消 取消該筆Shopify訂單。

8 已作廢 只會出現在信用卡訂單。代表取消「狀態為已授權」的訂單。

29

訂單狀態總整理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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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選狀態=已授權的訂單

30

訂單操作說明：獲得付款/請款(Capture Payments)

請款：針對狀態=已授權的訂單，向銀行進行請款

2. 點此

此功能僅支援狀態=已授權的訂單，如訂單狀態=已付款，則無須發動請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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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擊訂單

2. 到已授權區塊，點擊

31

3. 點擊接受

此功能僅支援狀態=已授權的訂單，如訂單狀態=已付款，則無須發動請款。

訂單操作說明：獲得付款/請款(Capture Payments)

請款：針對狀態=已授權的訂單，向銀行進行請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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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更新

訂單時間軸更新

32

訂單操作說明：獲得付款/請款(Capture Payments)變化
透過上述２種操作方式後，訂單狀態會由已授權變為已付款，並在訂單時間軸寫入紀錄

此功能僅支援狀態=已授權的訂單，如訂單狀態=已付款，則無須發動請款。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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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定金額後退款

33

訂單操作說明：退款(Refund)

在不取消訂單的情況下，針對該筆訂單進行部份退款/全額退款

1. 點此

當回傳訊息為「僅支援信用卡退款」：代表交易使用網路ATM/ATM虛擬帳號付款。
如需退款，廠商請與消費者直接聯繫並約定退款方式。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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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更新

34

訂單操作說明：退款(Refund)變化10

退款成功後，訂單狀態會由已付款變為已退款，並在訂單時間軸寫入紀錄

訂單時間軸更新

當回傳訊息為「僅支援信用卡退款」：代表交易使用網路ATM/ATM虛擬帳號付款。
如需退款，廠商請與消費者直接聯繫並約定退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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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操作說明：取消訂單(Cancel order) (1. 已付款訂單)10

取消訂單的同時，針對該筆訂單進行全額退款/稍後退款/作廢交易 ※針對狀態為：[已付款] 的訂單

1. 點此

當回傳訊息為「僅支援信用卡退款」：代表交易使用網路ATM/ATM虛擬帳號付款。
如需退款，廠商請與消費者直接聯繫並約定退款方式。

退款：取消Shopify訂單的同時對綠界訂單發動退款。

稍後退款：僅先取消Shopify訂單，後續再另外對綠界訂單發動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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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操作說明：取消訂單(Cancel order) (1. 已付款訂單)變化10

取消訂單成功後，訂單狀態會變更為已取消，並在訂單時間軸寫入紀錄※ 針對狀態為：[已付款] 的訂單

狀態更新

訂單時間軸更新

當回傳訊息為「僅支援信用卡退款」：代表交易使用網路ATM/ATM虛擬帳號付款。
如需退款，廠商請與消費者直接聯繫並約定退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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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操作說明：取消訂單(Cancel order) (2. 已授權訂單)10

取消訂單的同時，針對該筆訂單進行全額退款/稍後退款/作廢交易 ※針對狀態為：[已授權] 的訂單

1. 點此

顯示作廢交易

當訂單狀態=已授權，在取消訂單的同時，綠界會取消該筆交易的授權(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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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單操作說明：取消訂單(Cancel order) (2. 已授權訂單)變化10

取消訂單成功後，訂單狀態會變更為已取消+已作廢，並在訂單時間軸寫入紀錄※針對狀態為：[已授權] 的訂單

狀態更新

訂單時間軸更新

當訂單狀態=已授權，在取消訂單的同時，綠界會取消該筆交易的授權(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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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此

39

查詢訂單：未完成結帳作業11

節點：訂單 > 未完成結帳作業。可查詢Shopify上交易失敗訂單

可點擊「傳送購物車提醒電子郵件」體醒消費者，或直接提供連結給消費者，以完成未完成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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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交易失敗且有回傳失敗訊息，會在訂單下方顯示

40

查詢訂單：未完成結帳作業11

節點：訂單 > 未完成結帳作業。可查詢Shopify上交易失敗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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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帳作業：從Shopify查看訂單的Payment ID (方式一)12

Payment ID為Shopify交易的訂單編號。查看方式(1) 從每筆訂單的交易時間軸>來自閘道的資訊查看

1. 點此

2. 展開

3. 此處即Payment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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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點此

2. 匯出

42

對帳作業：從Shopify查看訂單的Payment ID (方式二)12

Payment ID為Shopify交易的訂單編號。查看方式(2) 從訂單後台使用匯出>匯出訂單>查看報表Payment ID欄位

3. 從匯出檔中找到Payment ID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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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帳作業：從綠界查看訂單的Payment ID12

Payment ID為Shopify交易的訂單編號。查看方式：綠界廠商後台>一般訂單查詢>全方位金流訂單

40提醒您：全方位金流訂單中的Shopify訂單，於欄位「平台名稱」，會顯示「綠界科技 Shopify」

1. 確認平台名稱

2. 備註即Pay ment I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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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帳作業：從綠界核對訂單12

方式：綠界廠商後台>綠界帳戶管理>撥款明細報表>點選「匯出(Shopify專用)」獲得報表。(新型閘道會員請參考下一頁)

40

1. 匯出

2. 透過報表中Payment ID進行對帳



^
back

對帳作業：從綠界核對訂單 (新型閘道特店)12

新型閘道特店請由：綠界廠商後台>綠界帳戶管理>信用卡交易明細(新表)>點選「匯出CSV(Shopify專用)」獲得報表。

40

1. 匯出

2. 透過報表Payment ID進行對帳



^
back

對帳作業：串接API核對訂單12

文件路徑：綠界官網>文件下載>串接規格下載>Shopify金流串接，查看「Shopify專用金流API技術文件」

40

如有串接問題，請透過技術文件頁右上角的「技術支援」反映。

https://developers.ecpay.com.tw/?p=29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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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界後台操作說明：信用卡交易明細查詢13

從綠界後台查詢Shopify上交易成功的信用卡(含銀聯卡)的訂單狀態。節點位置：廠商後台>信用卡收單>交易明細查詢

提醒您！所有訂單操作請於Shopify執行，請勿透過綠界或API操作，否則會產生訂單狀態不一致的狀況！

41



^
back

1.點擊連結

2. 如為Shopify訂單，tradedesc顯示：Shopify訂單

48

綠界後台操作說明：信用卡交易明細查詢13

接續上一頁



^
back 49

綠界後台操作說明：帳務進出明細13

從綠界後台查詢綠界帳戶內的帳務進出明細。節點位置：廠商後台>綠界帳戶管理>帳務進出明細



^
back 50

綠界後台操作說明：提領交易款項13

從綠界後台提領在Shopify上收到的款項。綠界提供單次/自動提領兩種方式，廠商可依據需求選擇設定

節點：廠商後台 > 綠界帳戶管理 > 單次提領 節點：廠商後台 > 綠界帳戶管理 > 自動提領設定

單次提領 自動提領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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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Shopify測試模式14

啟用測試模式流程。節點：Shopify後台設定 > > 支援的付款方式 > 管理

啟用測試模式後儲存設定，交易將會透過測試環境(綠界stage環境)建立訂單



^
back

信用卡測試卡號
4311-9522-2222-2222
(注意事項：只有此組卡號可測試交易成功流程)

信用卡測試碼 222

信用卡測試有效月/年
輸入的 MM/YYYY 值請大於現在當下時間的月年，例如在 2022/08/08
當天作測試，請設定08/2022(含)之後的有效月年，如08/2088，否則回
應刷卡失敗。

52

啟用Shopify測試模式14

請注意！Shopify商店僅提供14天試用期，超過14天後，Shopify將會依據您選擇的方案進行收費。

綠界測試信用卡卡號資訊

開起測試模式後，交易卡號請使用此測試卡號進行交易



^
back 53

Shopify常見使用問題請參考綠界官網15

點我立即前往 >

連結：https://p.ecpay.com.tw/607FE86

https://sp-shop.ecpay.com.tw/activities/intro
https://sp-shop.ecpay.com.tw/activities/intro
https://p.ecpay.com.tw/607FE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