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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I2(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2)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Revision 2.0.5  2019/10/31

Server Name : http://api.message.net.tw/
Server Port : 80(HTTP)
Server Protocol : TCP
Data SendType : POST or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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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傳遞訊息說明：

回應訊息說明：

即時發送：
http://api.message.net.tw/send.php?id=帳號&password=密碼&tel=
0939xxx610;0925xxx686&msg=訊息內容&mtype=G

預約發送：

國際即時發送：(預約同上)

http://api.message.net.tw/send.php?id=帳號&password=密碼&tel=
0939xxx610;0925xxx686&sdate=20110301121212&msg=訊息內容

http://api.message.net.tw/send.php?id=帳號&password=密碼&tel=
861391234****;8529715****&msg=訊息內容

欄　位           說　明            預設值              附　註
id         使用者帳號                          必須填值

sdate         發送時間(直接發送則不用設)   即時
tel         電話一;電話二;電話三             必須填值  max:100

password   密碼               必須填值

msg         簡訊內容                                            若使用URL編碼,參考附表二
mtype         簡訊種類                                      G      G:一般簡訊（G為大寫）  
                                                                                            encoding   簡訊內容的編碼方式             big5      utf8:簡訊內容採用UTF-8編碼
                                                                                            urlencode:簡訊內容採用URL編碼
                                                                                        　urlencode_utf8:簡訊內容採用URL與UTF-8編碼 

Error              訊息代碼             參考附表一
LCount 剩餘點數 
MsgID000 第一筆的簡訊代號 參考附表一
MsgID001 第二筆的簡訊代號 
MsgID002 第三筆的簡訊代號 
Msg..              第..筆的簡訊代號 

欄　位                   說　明                 附　註

附註: 
1.每次遞交簡訊之內容字數，純英文時最多160個字元，含中文時最多70個字元。
2.每次遞交簡訊之tel數目(以分號隔開)，最少1個號碼、最多100個號碼。
3.國內簡訊發送，發一則扣一通，國際簡訊發一則扣三通，國際簡訊發送不完全支援mtype指令。
4.以上發送皆提供來源IP限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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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傳遞訊息說明：

回應訊息說明：

即時發送：
http://api.message.net.tw/send.php?longsms=1&id=帳號&password=密碼
&tel=0939xxx610;0925xxx686&msg=訊息內容

預約發送：

國際發送：不支援長簡訊發送

http://api.message.net.tw/send.php?longsms=1&id=帳號&password=密碼
&tel=0939xxx610;0925xxx686&sdate=20110301121212&msg=訊息內容

欄　位            說　   明              預設值              附　註

Error              訊息代碼             參考附表一
LCount 剩餘點數 
MsgID000 第一筆的簡訊代號 參考附表一
MsgID001 第二筆的簡訊代號 參考附表一
MsgID002 第三筆的簡訊代號 參考附表一
Msg..             第....筆的簡訊代號 參考附表一

欄　位               說　明             附　註

附註: 
1.國內長簡訊發送，含中文每67字元扣一通，純英文每153字元扣一通，不支援國際發送。
2.發送長簡訊時之內容字數，含中文最多335字元或純英文765字元(亦即至多五通)，簡訊內
   容不符此條件者會發送失敗。
3.以長簡訊方式發送時，含中文不足70字元，純英文不足160字元，比照一般簡訊處理及扣點。
4.由於長簡訊需等待手機收齊所有短簡訊後再組合回來，故會感覺發送時間較久。

長簡訊可以讓使用者發送內容長度超過一般字數限制的簡訊，其原理是將長簡訊內容切割
為數則一般簡訊並加上控制碼後發送出去，切割方式是含中文67字元、純英文153字元切
成一則，當使用者手機接收到這些切割後的簡訊時再依據控制碼組合回一則長簡訊。

longsms     以長簡訊方式發送               0         1:長簡訊（預設0:短簡訊） 
id          使用者帳號                           必須填值 
password   密碼                                       必須填值 
sdate          發送時間(直接發送則不用設)   即時 
tel          電話一;電話二;電話三               必須填值   max:100
msg          簡訊內容                                   若使用URL編碼,參考附表二
mtype         簡訊種類                           G          G:一般簡訊（G為大寫）                                                                                 
encoding   簡訊內容的編碼方式               big5          utf8:簡訊內容採用UTF-8編碼
                                                                                             urlencode: 簡訊內容採用URL編碼

                                                                                       　   urlencode_utf8:簡訊內容採用URL與UTF-8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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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簡訊刪除:

範例：

傳遞訊息說明：

http://api.message.net.tw/del.php?id=帳號&password=密碼&msgid=
10398676;10398680;10398900

http://api.message.net.tw/del.php?id=帳號&password=密碼&msgid=all

欄　位            說　明                預設值  
id              使用者帳號                        必須填值 
password  密碼                                    必須填值 
msgid              簡訊代號一;簡訊代號二    必須填值 
                          all 

回應訊息說明：

附表一 ： 錯誤訊息代碼：

附表二 ： URL 編碼：

欄　位          說　明                    附　註
Error             訊息代碼           參考附表一
LCount            剩餘點數 
Msg..            簡訊處理刪除代號    0代表刪除成功，其餘參考附表一
Msg..            簡訊處理刪除代號    0代表刪除成功，其餘參考附表一

將所有非字母字元的字串除了-_.之外，以百分比符號(%)後跟隨二個16進位的數字(ASCII碼)
的方式表示，而空白則會被編碼成正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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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發送成功   1  已發送   
  0  待發送 -1  登入失敗
-2  點數不足 -21 國際簡訊不支援長簡訊
-3  權限不足 -4  不合法來源IP
-30 socket 開啟失敗 -4x 系統商回覆錯誤訊息
-31 HTTP timeout -41 限定時間已到尚未送達
-32 HTTP 回覆失敗 -42 簡訊被刪除
-35 系統商點數餘額不足 -43 簡訊無法送達        

-45 不明原因
-46 簡訊被拒絕
-47 不存在的訊息代號(SYNTAXE)
-49 不明代碼
-100 ~ -99999 為系統商傳遞過來之代碼

-5    簡訊內容格式不符(過長、特殊字元)
-51 待發送列表中無該簡訊序號
-52 該簡訊正在處理中
-53 簡息刪除失敗  
-6  簡訊內容或門號沒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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