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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 自動託運單系統 

本系統提供串接各大託運物流系統以及電商平台店到店託運單列印，各

物流公司可自動取號，自動上傳託運單號至物流公司。[DE 銷貨單]可連結貨

運單號，點選貨運單號自動連線託運狀態(新竹/黑貓則可自動異動託運狀

態)，提供託運總表可對帳。 

電商平台則可透過[W 網路訂單抛轉系統]將各大網路平台寄送消費者的

資料自動填入託運單或超商取貨託運標籤，免至各物流公司人工建立託運資

料，節省大量時間。 

本系統除[其他物流]可免費使用，其他則須設定各物流公司串接才能使

用，其他未串接物流業者只要有提供 API 串接，皆可串接，有意者可洽代理

商或負責專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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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本設定須預先設定，將寄件公司的基本資料一一填入，再選擇該物流公司的預設列

表機，本系統提供多物流系統托運可依客戶屬性[AA 客戶資料處理]預設托運公司。

如空白則依系統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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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超商取貨 

 

提供超商取貨標籤列印基本資料設定: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 

7-11、OK、萊爾富，超商托運標籤分為 A5/10*10/10*15 等標籤格式及官方格式選擇。 

全家超商托運標籤分為 A4/A5/10*15 等標籤格式選擇。 

部份標籤提供銷貨明細列印或不使用，請針對有使用平台一一設定 

設定-W 網路訂單抛轉 

超商取貨須有母廠及子廠編號，如使用蝦皮-全家也需設定函數，請至下圖紅框處設

定。 

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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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公用設定 

請針對下圖一一設定 

 



T.M.S.獲利王操作說明手冊 

- 6 - 

設定-物流 

 

須提供各物流公司[客契資料]由我司預先設定完成才可使用，因各物流公司設定大同

小異，本說明以新竹為範例說明 

寄件名稱/寄件電話/寄件地址:請詳填寄件資料 



T.M.S.獲利王操作說明手冊 

- 7 - 

黑貓、新竹、宅配通、大榮、通盈、順豐物流設定及功能 

本功能跟上述物流 API 串接，可自動取號及列印託運單，自動上傳託運單至物流

公司，銷貨單連結貨運單號，點選貨運單號自動連線託運狀態(新竹/黑貓則會自動異

動託運狀態)，且可利用 TMS 提供的網路訂單抛轉系統，將各大網路平台代寄消費者

的資料自動填入託運單，免建立客戶資料，節省大量時間。 

入帳客戶設定 

因各物流公司(黑貓、新竹、宅配通、大榮、通盈)功能皆大同小異，本說明以黑貓為

例第一次由我司設定，可自行設定物流公司的契客資料。 

 

點選「入帳客戶設定」後進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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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帳客戶代號：第一次由我司工程師設定，此代號為黑貓專用的入帳代號，系統依

據此代號直接將託運單資料上傳至黑貓，黑貓物流人員至貴司取貨時會再掃描貨運

標籤，依實際取貨件數再向貴司請款，未取貨的貨運標籤則自動作廢，不用再登入

宅急便系統作廢。 

入帳客戶名稱：可任意輸入名稱。 

排序：本系統提供一家客契代號可搭配多家入帳代號，可挔據該客戶較常選用的排

為 1，例 A 公司依部門別實施總倉制共有台北／台中／高雄三處，各處自行負擔物流

費用，操作人員則可選擇入帳公司，則宅急便即可將該處的託運資料個別統計給對

帳人員，對帳人員則可將該處的物流費用轉至該部門。 

常用備註 

常用備註：托運常用詞彙建立，可於托運系統備註欄位利用「F2」選擇，減少打字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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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收運費通知設定 

物流公司會針對偏遠地區加收運費，請向物流公司索取相關區域名稱，輸入此表，

托運單送出時會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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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 

資料處理：依日期查詢託運資料，以利核對查詢，利用編輯將作廢或未寄出客戶取

消勾選以利資料匯出、列印、上傳至物流公司(新竹/宅配通/大榮/通盈)。請注意各家

物流如圖下方紅框功能會有所不同 

 

總表列印 

總表列印：輸入欲匯出日期，系統會依將托運的「資料處理」可列印或轉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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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出貨日 

因部份物流例假日或國定假日送貨會加收運費，因此可指定送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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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局、便利帶、其他托運 

郵局及便利帶皆需要設定才能使用，如有需要請洽專員，其他托運則免設定

即可使用。 

郵局 

提供郵局掛號信件列印符合郵局格式，因郵局並未提供 API 串接，因此只能

適用預先取號設定功能且未提供連結上網查托運狀態。以下只針對特有設定

說明，其餘功能請參考[黑貓]說明。 

 

可建立多個寄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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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袋 

提供便利袋列印符合郵局格式，因便利袋並未提供 API 串接，因此只能適用

預先取號設定功能且未提供連結上網查托運狀態。以下只針對特有設定說

明，其餘功能請參考[黑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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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托運 

其他托運提供托運功能，適用部份物流業或區域性物流未提供 API 串接，提

供 10*10 標籤紙列印功能，此不會產生該物流貨運單號。以下只針對特有設

定說明，其餘功能請參考[黑貓]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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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貓、新竹、宅配通、大榮、通盈批次列印 

提供批次列印，依點選物流，再請各自設定，以下以黑貓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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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選擇後[執行]即開始列印 

單張列印則選擇下方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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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取批次列印 

提供電商平台超商取貨店到店托運標籤批次列印，如單張則至下方處點選 

店到店托運電商平台查詢: 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 

 

 

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


T.M.S.獲利王操作說明手冊 

- 18 - 

 

如是單張列印,請選擇下方按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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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所有物流批次列印 

整合批次(付費功能):主要是以銷貨單做為撿貨+托運單批次全部印出，方便電商客戶

大量出貨時可快速用銷單撿貨及托運，銷單及托運單為同一張單子(黑貓除外)。 

1.目前整合批次只支援黑貓、新竹、大榮、宅急便、超取，超取單會讀取 DE 網購資

料超取單號，黑貓、新竹、大榮、宅急便，則優先順序為 DE>AA 是否有預設物流，

如未設則以 KB 為主。 

2.如要有銷單印出就必須勾選 設定->公用設定->啟用客製規格(A5) 

列印的資料則依各物流的設定 

如果勾選了啟用客製規格(A5)，全部以 A5 格式列印，如果沒有支援該物流或抓取不

到超取號碼，只會列印銷貨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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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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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運資料上傳 

除黑貓因提供 api 是自動上傳外[新竹、宅配通、大榮、通盈]必須每日托運完成後再

人工上傳至各物流公司 

新竹 

資料處理:請先確認如當日托運單已產生但未寄送則請用[編輯]修正[狀態]不打勾。此

表上傳後物流公司會比對實際收件托運單，如雙方有差異，會以物流公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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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配通 

資料處理:請先確認如當日托運單已產生但未寄送則請用[編輯]修正[狀態]不打勾。此

表上傳後物流公司會比對實際收件托運單，如雙方有差異，會以物流公司為主，需

要二步驟 

 

一.資料處理 

 

二.總表匯出>上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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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榮 

資料處理:請先確認如當日托運單已產生但未寄送則請用[編輯]修正[狀態]不打勾。此

表上傳後物流公司會比對實際收件托運單，如雙方有差異，會以物流公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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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盈 

資料處理:請先確認如當日托運單已產生但未寄送則請用[編輯]修正[狀態]不打勾。此

表上傳後物流公司會比對實際收件托運單，如雙方有差異，會以物流公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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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運狀態查詢 

本功能提供托運物流公司可以直接連線查詢托運狀態，請先輸入欲查條件，

本系統提供：物流單號／銷貨單號／建立日期／客戶代號／客戶名稱，輸入

條件，系統則會依其條件列出資料 

 

重列托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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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運單號：有串接的物流系統提供自動運線查詢貨品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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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張物流或店到店托運 

當產品撿貨或驗貨完成準備打包，可透過本系統列印物流托運單或店到店托運單，

從訂單＞撿貨＞驗貨＞托運一條龍。 

本托運系統可從 TMS 銷貨單／網路訂單／網路平台抛轉訂單，即可托運，系統會自

動將寄件者及收件者資料帶入，且操作人員亦可再次修改資料。 

本托運可依[AA 客戶>預設物流公司]自動將資料自動帶入該物流系統，且平台或官網

訂單匯入時亦會自動收件人自動帶入。帶入資料皆可自行修正。 

各物流托運類似，本說明以黑貓為例說明 

用掃瞄器快速掃瞄[銷貨單/撿貨單]條碼直接將資料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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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選擇帶入客戶資料來源：系統會自動勾選，如是於銷貨單帶入則系統會自動勾選「銷

貨單」，如是網路訂單抛轉匯入則會勾選「網路抛單」，[銷貨額外資訊]。 

￭客戶代號／廠商代號：如不透過銷貨單將資料帶入，則可利用 TMS ERP 的客戶代號

或廠商代號將資料帶入，亦可全部自行鍵入。 

￭收件人資料：系統會自動帶入銷貨單的收件人資料或從客戶代號／廠商代號，您也

可以自行建入。 

￭寄件人資料：系統會自動帶入「設定」的寄件人資料，您也可以自行建入。 

￭其他:各個欄位皆以預設值勾選，您可以依所需再修正。 

￭代收貨款金額：填入金額物流公司將會代收，其代收費用由物流公司跟貴司約定。 

￭備註：如果是網路抛單就會自動填入「訂單編號」，如不是則為空白，您可以自行

輸入或按 F2 帶出常用片語，其印出托運標籤也會列出。 

￭托運單件數：填入欲托運件數，即會印出相等的托運標籤。 

￭送出：列印托運標籤及將資料送至黑貓宅急便，請注意，如果托運的件數共 50 件，

但實際黑貓宅急便收貨人員只收 48 件，則只收 48 件的費用，皆以實際的收件數計算，

且未收到的二件貨運標籤也不用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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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格式:各物流皆有多種托運標籤選擇，請至[設定]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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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托運 

未提供串接的其他貨運如郵局／當地小型貨運或其他偶爾寄送的貨運公司，則本系

統一樣提供快速列印托運標籤，但無法提供線上查詢。 

 

此托運可用 TMS ERP 客戶代號或廠商代號 KEY 入關鍵字按 F2 選擇帶出或自行 KEY

相關資料。 

欄位說明： 

選擇帶入客戶資料來源：如是於銷貨單帶入則系統會自動勾選「銷貨單」，如此銷

貨單是網路訂單抛轉轉入則會勾選「網路抛單」。。 

￭客戶代號／廠商代號：如不透過銷貨單將資料帶入，則可利用 TMS ERP 的客戶代號

或廠商代號將資料帶入，亦可全部自行鍵入。 

￭收件人：如是用客戶代號或廠商代號則系統會自動帶入客戶代號／廠商代號在 TMS 

ERP 的資料，您也可以自行建入。 

￭寄件人：系統會自動帶入「設定」的寄件人資料，您也可以自行建入。 

￭備註：您可以自行輸入或按 F2 帶出常用片語，其印出托運標籤也會列出。 

￭其他:自行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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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運物流：選擇已建的托運貨運名稱，標籤會印出該貨運名稱。 

￭托運物流建置：按【開啟】則可編修托運貨運名稱。 

￭貨物件數：填入欲托運件數，即會印出相等的托運標籤。 

￭列印：列印托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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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列印托運單 

因其他原因須重新印製托運標籤時，請至此處重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