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MS-Get2 商務簡訊 API 說明 

一、傳送簡訊 

HTTP API 存取可使用 GET 及 POST 方式皆可 

單次送大量收件人名單請用 POST 的方式，收件人上限 250 人，GET 有長度限制 

台灣所有手機門號皆可送達 

訊息內容請以 UTF-8 編碼，傳送須先經過 URL ENCODE 

Web Method 

URL https://sms-get.com2/api_send.php? 

username={簡訊平台帳號}& 

password={簡訊平台帳號}& 

method={傳送方式}& 

sms_msg={簡訊內容}& 

phone={收件人名單}& 

send_date={預約發送日期}& 

hour={預約發送時間(時)}& 

min={預約發送時間(分)} 

輸入 

參數型態 欄位名稱 欄位長度 敘述 

string  username  20 簡訊平台帳號 

string  password  20 簡訊平台密碼 

int method  1 傳送方式 

只允許以下兩個數值 

“1” =>立即發送 

“2”=>預約發送 

string sms_msg Text 字串 訊息內容， 

台灣門號每則扣一點 

中國大陸門號每則扣四點 

其餘地區門號每則扣二點 

純英文 160 個字內算一則 

超過 160 字,每 153 字算一則 

中英文 70 個字內算一則 

超過 70 字,每 67 算一則  

訊息內容須先經過 URL ENCODE 編碼 

string phone 250 筆 單一發送: 09xx123xxx 

多人名單: 09XX123XXX, 09xx123xxx 

(多人發送以逗號隔開，最多為 250 人) 



string send_date 10 預約發送日期 

格式請統一為 “YYYY/MM/DD” 

string hour 2 預約發送時間(時) 

00~23 

string min 2 預約發送時間(分) 

00~59 

輸出 (json 資料型態) 

string stats True/False 發送成功或失敗 

String error_code  3 訊息代碼 

000 成功 

001 參數錯誤 

002 預約時間參數錯誤 

003 預約時間過期 

004 訊息長度過長 

005 帳號密碼錯誤 

006 IP 無法存取 

007 收件者人數為 0 

008 收件人超過 250 人 

009 點數不足 

String error_msg   20 成功: 

訊息 ID|使用點數|剩餘點數 

錯誤:  

錯誤說明 

 

二、接收回傳狀態 

請先至 API 設定頁面設定 CallBack URL 

如果您是透過 API 發送的訊息，且有設定正常的網址 

我們將會在簡訊發出後 24 小時傳送 CallBack 資訊到您設定的網址 

我們將以 POST 方式傳送，您接收的 URL 僅需要回應"ok"字串即可 

Web Method 

URL http://yourcallbackurl/receive.php?sms_id={訊息 ID}&content={收件明細} 

輸入 

參數型態 欄位名稱 欄位長度 敘述 

string  sms_id  20 API 傳送時得到的訊息 ID 



string  content  Text 字串 每筆收件人將得到格式如下: 

電話號碼|簡訊辨識 ID|電信商回報時間|回

報狀態 

0912xxxxxx|59c4e123|2013-01-01 

21:08:07|DELIVRD 

若單筆訊息有多收件人，將以逗點分隔 



三、傳送雙向簡訊 

HTTP API 雙向簡訊發送可使用 GET 或 POST 方式皆可 

單次送大量收件人名單請用 POST 的方式，收件人上限 250 人，GET 有長度限制

請注意 

雙向簡訊僅台灣手機門號可送達 

訊息內容請以 UTF-8 編碼，傳送須先經過 URL ENCODE 

Web Method 

URL https://sms-get2.com/ api_send_twoway.php? 

username={簡訊平台帳號}& 

password={簡訊平台帳號}& 

method={傳送方式}& 

sms_msg={簡訊內容}& 

phone={收件人名單}& 

send_date={預約發送日期}& 

hour={預約發送時間(時)}& 

min={預約發送時間(分)} 

輸入 

參數型態 欄位名稱 欄位長度 敘述 

string  username  20 簡訊平台帳號 

string  password  20 簡訊平台密碼 

int method  1 傳送方式 

只允許以下兩個數值 

“1” =>立即發送 

“2”=>預約發送 

string sms_msg Text 字串 訊息內容， 

每則扣一點 

純英文 160 個字內算一則 

超過 160 字,每 153 字算一則 

中英文 70 個字內算一則 

超過 70 字,每 67 算一則  

訊息內容須先經過 URL ENCODE 編碼 

string phone 250 筆 單一發送: 09xx123xxx 

多人名單: 09XX123XXX, 09xx123xxx 

(多人發送以逗號隔開，最多為 250 人) 

string send_date 10 預約發送日期 

格式請統一為 “YYYY/MM/DD” 

string hour 2 預約發送時間(時) 

00~23 



string min 2 預約發送時間(分) 

00~59 

輸出 (json 資料型態) 

string stats True/False 發送成功或失敗 

String error_code  3 訊息代碼 

000 成功 

001 參數錯誤 

002 預約時間參數錯誤 

003 預約時間過期 

004 訊息長度過長 

005 帳號密碼錯誤 

006 IP 無法存取 

007 收件者人數為 0 

008 收件人超過 250 人 

009 點數不足 

010 尚未申請雙向功能 

String error_msg   20 成功: 

訊息 ID|使用點數|剩餘點數 

錯誤:  

錯誤說明 

 



四、雙向簡訊 CallBack 

請先至 API 設定頁面設定雙向 CallBack URL 

如果您是透過 API 發送的訊息，且有設定正常的網址 

我們將會在簡訊發出後 24 小時傳送 CallBack 資訊到您設定的網址 

我們將以 POST 方式傳送，您接收的 URL 僅需要回應"ok"字串即可 

Web Method 

URL http://yourcallbackurl/receive.php?content={回覆明細} 

輸入 

參數型態 欄位名稱 欄位長度 敘述 

string  content  Text 字串 每筆回覆明細格式如下: 

電話號碼|簡訊辨識 ID|電信商回報時間|回

覆內容 

 

0912xxxxxx|59c4e123|2013-01-01 21:08:07| 

03%E9%9B%99%E5%90%91%E7%B0%A1%E8

%A8%8A%E5%9B%9E%E5%82%B3 

＊回覆內容為 UTF-8 格式，且經過 URL ENCODE 

＊簡訊接收者回傳時，請務必加上您的雙向簡訊代碼 03，您才能正確接收簡訊。 

＊若回傳時未加上雙向簡訊代碼，或簡訊代碼錯誤者，您將無法接收回傳簡訊 

＊回傳範例【03 雙向簡訊回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