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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擴充功能管理系統 

本系統為 TMS 擴充功能，續約客戶可繼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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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功能-系統參數設定 

JE 參數設定，提供登入者依照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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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充功能-人員操作權限設定 

JA 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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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 銷貨單驗貨系統 

利用條碼掃瞄器快速驗貨，可減少人工驗貨錯誤，驗貨系統除『DC 訂單作業異動處

理』裡的「G 驗貨」可依訂單驗貨轉出貨外，另提供利用『DC 訂單作業異動處理』

裡的「V 指定出貨」轉出貨單，依銷貨單撿貨完畢後由系統驗貨，本驗貨系統如商品

無條碼則可用商品代號代替條碼驗貨，且可重複開啟本系統，可多視窗各自驗貨或

理貨缺少，因補貨可先暫時縮小本系系，他人可開啟另一驗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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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下方詳細操作說明 

KA 銷貨單驗貨系統操作手冊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9%8a%b7%e8%b2%a8%e5%96%ae%e9%a9%97%e8%b2%a8%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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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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點選下方詳細操作說明 

KB 自動托運單系統操作手冊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8%87%aa%e5%8b%95%e6%89%98%e9%81%8b%e5%96%ae%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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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超商取貨標籤列印操作說明 

TMS 目前提供以下網購平台超商取貨標籤直接列印及批次列印功能(付費系統) 蝦

皮 露拍 Y 拍 PCHOME 商店街 YAHOO 超級商城 MOMO 瘋賣 生活市集 

17LIFE 松 果..等數十家，未列入平台陸續增加中 

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Mtype=2 

請點選操作說明 

KB 平台超商取貨標籤列印操作說明 

https://www.tmserp.com.tw/introduction_28.aspx?Mtype=2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KB%20TMS%20%e5%b9%b3%e5%8f%b0%e8%a8%82%e5%96%ae%e8%b6%85%e5%95%86%e5%8f%96%e8%b2%a8%e6%a8%99%e7%b1%a4%e5%88%97%e5%8d%b0%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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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 FTP 上傳及 EDI 匯回托運資料操作說明 

一、新竹串接需每日手動將托運資料上傳，下為連結操作說明 

KB 新竹 FTP 上傳操作說明與注意事項 

 

二、新竹貨運 EDI 匯回托運資料及 EDI 操作流程 新竹貨運須每日將物流資料上

傳至該公司，故可利用編輯後儲存，則產生一個 CSV 檔，再上傳至新竹貨運的

平台即完成托運 

KB 新竹貨運 EDI匯回托運資料操作手冊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6%96%b0%e7%ab%b9FTP%e4%b8%8a%e5%82%b3%e6%93%8d%e4%bd%9c%e8%aa%aa%e6%98%8e%e8%88%87%e6%b3%a8%e6%84%8f%e4%ba%8b%e9%a0%85.pdf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6%96%b0%e7%ab%b9%e8%b2%a8%e9%81%8bEDI%e5%8c%af%e5%9b%9e%e6%89%98%e9%81%8b%e8%b3%87%e6%96%99%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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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 產品成本重算 

 

因『後進先出』以及修改跟成本相關單據如進貨單，進退單，銷貨單，銷退

單..等，皆會因系統特，重新讀取目前平均成本，因而造成毛利異常，透過[成

本重算]則可修正毛利異常。 

例:如新商單尚未進貨，原始成本為 0，先打銷貨單時，則此單的銷貨成本則

為 0，毛利將為 100%，重新補當日進貨單後，成本重算，則會修正此單改為

正常成本。進貨單至少須跟銷貨同一天計算才會正確，建議每月底執行一次。 

異常成本則會自動開立單天異常調整傳票(須使用會計系統) 

請注意:成本重算時會鎖住相關單據無法操作，且從最原始跟成本相關第一張

單據重算(開始使用至現在)，即使已關帳也會重新校正因操作人員，新增/修

改/刪除跟成本相關單據包含當時及後面所有跟成本相關單據，經重算後則正

確毛利，如有使用會計系統也會校正已結轉年度的相關財務報表。 

左鍵點選 C 產品成本重算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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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重算報表 

可查詢因後進先出或修改單據涉及銷貨成本重算正確異動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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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D 傳票累計重算 

此功能提供因新增、修改、刪除單據時，前端操作的電腦異常造成該單據產

生傳票索引未更新(不會影響各項帳款)，因此造成資表或其他報表不平衡，可

啟動此功能修復，建議每月最後一天執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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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 庫存數量重算 

 

庫存數量異常重算 

此功能提供因部份操作未完成前端工作台當機，造成庫存數量異常，按下後

會重新計算該分倉的庫存總數量，重算完畢可開啟[F8 歷史交易查詢]各分倉

庫存總數量。 

EK3 明細剩餘量重算 

使用 EK3 庫存查詢時，當單據修改或刪單，可能會造成該單據明細剩餘數量

的索引錯誤，透過本重算則可重新計算真正剩餘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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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F 托運出貨通知系統 

功能:出貨 MAIL 通知，利用此系統則出貨托運完成後，可依客戶狀況發出貨通知，

以減少客戶來電查詢貨物狀態。 

步驟 1:「AA-客戶資料異動處理」皆已內建值【出貨通知】，如屬大賣場或平台代寄

則可將此出貨通知取消，則不會列出在「出貨通知」裡，且 MAIL 通知人為 AA 客戶

裡所有聯絡人有建 MAIL 皆會傳送。  

 

 

步驟 2:開啟「KF 托運出貨通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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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條件:系統依「DE 銷貨單異動處理」只要透過托運系統自動產生或手填的【物流

名稱及託運單號】及取貨方式任一處有資料皆會列在【出貨通知】，優先順序為，物

流名稱>取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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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設定 LOGO 及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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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官網的客戶，消費者可查詢托運狀態及收到 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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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電子發票開立通知(DE) 

提供由[DE 銷貨單]已開立電子發票批次 mail 通知 

 

設定 

郵件相關設定 

 

郵件備註設定 



T.M.S. ERP 操作說明手冊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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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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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 電子發票開立通知(LA) 

提供由[LA 發票開立(含 DE 銷貨單開立)]已開立電子發票批次 mail 通知 

 

設定操作皆同 K-G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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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 智慧型儲位＋盤點系統 

 

提供因倉庫商品種類多但空間有限，商品無法放置同一個位置，致使浪費大

量撿貨時間。 

利用本功能可快速上架及變更儲位，商品看到空間就放，隨時上架異動儲位，

列印撿貨單含儲位則可快速撿貨，本系統可搭配小尺寸 WINDOW 系統平板＋

掃瞄器，快速異動儲位及快速盤點比原TMS傳統的儲位及盤點系統快上數倍。 

請注意如需列印儲位條碼，須搭配「N 條碼作業管理系統」則可至「KN 條碼

列印」列印「儲位」的條碼。 

  

請點選下方連結詳細操作說明 

KI 智慧型儲位+盤點系統操作手冊 

https://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KI%e6%99%ba%e6%85%a7%e5%9e%8b%e5%84%b2%e4%bd%8d%e7%9b%a4%e9%bb%9e%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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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 版搭配盤點系統操作 

本系統提供線上快速盤點功能，無限人版，可搭配工業用手機或無線掃瞄器

+一般智 慧型手機即可使用，RWD 響應式畫面，可依螢幕大小自動調整且

用瀏覽器即可開啟 盤點系統，本盤點系統可整合多倉，同商品多位置盤點，

盤點結果會自動整合數量， 盤點完成務必至 PC 版> PC 版>KI 儲位盤點系

統>盤點整合端，進行盤盈虧，才算完 成盤點。 

以下是三種不同類型盤點方式請自行參考 

KI WEB 版盤點系統操作說明 

工業手機賣場補貨/盤點功能簡介 

手機 WEB 庫存盤點系統操作說明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WEB%e7%89%88%e7%9b%a4%e9%bb%9e%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5%b7%a5%e6%a5%ad%e7%94%a8%e6%89%8b%e6%a9%9f%e6%87%89%e7%94%a8%e5%9c%a8TMS%e7%8d%b2%e5%88%a9%e7%8e%8b%e7%b3%bb%e7%b5%b1%e7%b0%a1%e4%bb%8b.pdf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6%89%8b%e6%a9%9fWEB%e5%ba%ab%e5%ad%98%e7%9b%a4%e9%bb%9e%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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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 出勤打卡 

可用[登入帳密、員工條碼、磁卡、指紋]任一方式打卡，提供人員出勤狀態及

請假各 項便利紀錄，可匯出報表做為薪資計算依據 

相關操作設定請參考下方連結說明 

KJ 出勤打卡操作說明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5%87%ba%e5%8b%a4%e6%89%93%e5%8d%a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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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自訂操作按鈕 

提供 BC/F8/DC/DE 下方功能按鈕可依個人需求隱藏未使用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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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自訂報表匯出系統 

本功能提供操作者依據不同報表需求自訂欄位匯出 EXCEL 報表。 

 

本操作以[產品銷售狀況]為操作說明，其餘操作模式皆相同 

首先需設定[自訂格式]，再依照自訂格式匯出所需報表。 

 

自訂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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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主檔名稱:請新增名稱，可輸入中文字如[產品銷售明細報表] 

明細設定:點選主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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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設定 

 

修改明細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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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增欄位或修改欄位，完成後請[儲存] 

 

主名稱可修改及排序，改完會自動存取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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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主名稱>複製則系統會產生一個相且名稱+複製，則可複製相同明細欄位，再自

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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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除日期必須填入外，其餘條件空白則為全部 

 

 

匯出:須先有資料才能匯出，點選[匯出]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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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是]即開啟 excel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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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 產圖程式 

 

提供網路銷售業者快速將存在TMS系統的商品圖片依照各平台所需快速產生

圖片程式。 

請點選連結詳閱操作方法 

KM 產圖程式操作說明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KM%e7%94%a2%e5%9c%96%e7%a8%8b%e5%bc%8f%e6%93%8d%e4%bd%9c%e8%aa%aa%e6%98%8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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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 Google 驗證設定 

電腦版及 WEB 版皆可設定，透過 google 驗證才能登入系統 

 

 

 

請點選連結詳閱操作方法 

Google 驗證登入 TMS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4%bd%bf%e7%94%a8Google%20Aythenticator%20%e9%a9%97%e8%ad%89%e7%99%bb%e5%85%a5TM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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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特列印表機設定 

 

請點選下方連結詳細操作說明 

KP 特殊列表機設定操作手冊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KP%e7%89%b9%e6%ae%8a%e5%8d%b0%e8%a1%a8%e6%a9%9f%e8%a8%ad%e5%ae%9a%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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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MS 擴充網站功能 

 

線上加入會員：提供需事先加入會員才可結帳的功能，透過線上加入自動建立 AA 客

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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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會員載具兌獎資料線上填寫：用於電商訂單且無收件人資料且開啟[虛擬戴

具]功能，透過 KB 托運出單單的 QRCOD 至此網站填寫資料或歸戶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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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機圖片更新 

此圖片功能提供 DC/DE 批次新增明細可選用圖片檢視，須事先更新圖片才能減少讀

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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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 智慧型報表系統  

本表可快速查詢依類別產品統計期間各營業日的進銷退狀態，供使用者分析

該產品進貨及安全庫存量的參考，最適合快速變動的產業如 3C 產業。 

 

請點選下方連結詳細操作說明 

KR 智慧型報表系統操作手冊 

 

 

http://www.tmserp.com.tw/file/download/%e6%99%ba%e6%85%a7%e5%9e%8b%e5%a0%b1%e8%a1%a8%e7%b3%bb%e7%b5%b1%e6%93%8d%e4%bd%9c%e6%89%8b%e5%86%8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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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中獎簡訊通知(DE)  

使用虛擬載具，中獎時發簡訊通知。須搭配[互動資通 EVERY8D]簡訊服務，此為付

費功能。 

 

簡訊設定 

 

https://www.teamplus.tech/product/every8d-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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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獎發票通知範本 

 

儲存範本：開啟時自動依上次儲存範本顯示。 

預設範本：可利用此範本去修改內容，再儲存範本。 

目前預測字數：字數愈多費用愈高，可參考左下方字數約?點，此點為簡詢公司相對

費用。 

 

查詢 

依日期區間/依單號區間：二選一，單號為 DE 銷貨單號。 

未寄通知：預設啟動，只查尚未寄簡訊通知。 

使用載具：勾選則是 DE 銷貨單的發票是使用載具才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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