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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線注意事項:設定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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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F新增使用者之代號、名稱、登入密碼。 

2. J-A 設定各使用人員之權限。 

3. B-A 產品分倉設定，依工地別、公司別、地區別等。 

4. B-B 產品分類設定，不要設的太細。 

5. B-C 產品基本資料，修正類別、型態、「單位」、「成本」等資料是否正常。 

6. B-L 輸入產品期初數量及成本單價。(可先將數量建入主倉庫，後面再做B-D 調撥

作業)。 

7. A-A 客戶資料：修正信用額度、預設業務員、是否開立發票、折數..等等。 

8. A-D 廠商資料：修正信用額度、折數..等等。 

9. A-G 客戶期初應收款登錄。再到G-N 列印應收統計表。 

10. A-H 廠商期初應付款登錄。再到G-G 列印應付統計表。 

11. A-L 更改客戶所屬業務。 

12. H-J 會計科目新增銀行子科目，各科目之期初資料。 

13. F-A 新增銀行帳戶，記住會計科目要選用子科目對應 

14. F-B 存提款作業：將截止點餘額輸入當期初金額。 

15. F-C 票據作業：將截止點以後未兌現之應收付票據明細輸入。 

16. 以上資料都OK 才可開始輸入進、銷貨單據。 

17. 建客戶基本資料時，應注意簡稱不能重複，系統會提示簡稱重複。 

18. 客戶代號有6 碼：建議依客戶之型態或區域或業務不同來設定區分。 

19. 若要修正客戶代號及簡稱，則要到J-C-1 更改代號。 

20. 若要修正產品代號及名稱，則要到J-C-3 更改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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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檢視「J-E 其他參數設定」，公司資料、出貨單、對帳單備註、銷售價格抓取順

序等..。 

22. 客戶對帳單列印在「G-D」選擇明細表二(目前)或(全部)」列印，這一個會印出備

註。 

23. 會計每日催收帳到「I-A-A 客戶餘額表」，依等級：現金或月結，找尋資料出來，

內容有客戶之電話、聯絡人、預繳金額、剩餘金額、應補金額等..。 

24. 要列客戶或廠商之印信封、郵遞標籤，可按下快速鍵『F9』『L 郵遞標籤』。 

25. 可按下快速鍵『F6』，查詢產品圖片顯示。 

26. 可按下快速鍵『F7』，切換列表機。 

27. 可按下快速鍵『F8』，查詢產品進、銷狀況、單價、數量分倉等資料。 

28. 可按下快速鍵『F9』，查詢客戶、廠商之電話等資料及信封、標籤列印。 

29. 可按下快速鍵『F10』，建立常用詞庫、貨運公司等資料。 

30. 可按下快速鍵『F11』，查詢產品之機號管理。 

31. 可按下快速鍵『F12』，切換使用者之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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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客戶 Ａ-Ａ/新增廠商 Ａ-Ｄ/新增分倉 Ｂ-Ａ/新增類別 Ｂ-Ｂ 

新增客戶 Ａ-Ａ/新增廠商 

先到A-A 客戶基本資料處理→A新增→填完下列各欄後按儲存。 

<未兌額度>是該客戶之應收未收帳款總額+應收票據未兌現款總額 

<信用額度>內定是0，就是不作控管。若是作月結，請注意信用額度的控管。 

※ 執行更改功能時，<客戶代號>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1客戶代號轉換。 

※ 若該客戶已經有交易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連結時，則無法刪除。還是要它不出現

可勾選<暫停出貨>。 

新增廠商 Ａ-Ｄ 

先到A-D 廠商基本資料處理→A新增→填完下列各欄後按儲存。 

※ 執行更改功能時，<廠商代號>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2 廠商代號轉換。 

※ 若該廠商已經有交易紀錄或其他相關資料連結時，則無法刪除。還是要它不出現

可勾選<暫停進貨>。 

新增分倉 Ｂ-Ａ 

先到B-A-A 產品倉庫設定作業→A 新增→填完下列各欄後按儲存。 

<倉庫代號>共04 碼英文數字都可接受。 

<倉庫名稱>共12 碼英文數字中文都可接受。 

<部門代號>直接按<F2>選取。 

※ 執行更改功能時，<分倉代號>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4 分倉代號轉換。 

※ 若該分倉已經有其他相關資料連結時，則無法刪除。 

新增類別 Ｂ-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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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到B-B-A 產品類別設定作業→A 新增→填完下列各欄後按儲存。 

<類別代號>共02 碼英文數字都可接受。 

<類別名稱>共12 碼英文數字中文都可接受。 

※ 執行更改功能時，<類別代號>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6 大類代號轉換。 

※ 若該類別已經有其他相關資料連結時，則無法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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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產品 Ｂ-Ｃ 

先到B-C 產品基本資料處理→A新增→填完下列各欄後按儲存。 

＜產品代號＞共17 碼英文數字中文都可接受。（但建議盡量不要用中文來建代號） 

＜產品名稱＞共20 碼英文數字中文都可接受。 

＜EAN13 碼＞為國際條碼，只接受13 碼數字。 

＜稅別＞除菸、酒、米、農產品未經加工過之產品為免稅，一般內定為應稅。 

＜Code 128＞也為國際條碼，英文數字都可接受。 

＜大類類別＞用＜F2＞功能鍵選擇已經有建過的類別或是到B-B-A 去建立新類別

（建議不要分的太細）。 

＜產品型態＞有Ｎ一般產品、Y 組合品、V 虛料號、B BOM 料號、A 配件，內定

在Ｎ一般產品，可用（SPACE）空間棒切換。 

Y 組合品：用來促銷用，可建立一個組合品母件(百元促銷)，子件可選擇其他料號來

組合成，其母件成本為所選的子件的成本總合。 

V 虛料號：用來銷售用，不計庫存、不計成本，類似：維修費、車馬費、工資。 

B BOM 料號：在BOM 材料清單系統使用，生產工廠用來分析材料展開領料入庫等

功能。 

A 配件：只有在維修系統內使用。 

銷售價格有五個，可依權限來控管，是否可以銷售。 

※在登打進銷貨單時，系統會去判斷＜產品代號＞、＜EAN 13 碼＞、＜Code 128＞、

＜外部碼＞欄找出適合的料號出來。 

※一般在銷貨系統Ｄ-Ｅ或是ＰＯＳ門市現銷系統，就可用條碼掃描器(ＣＣＤ)掃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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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碼或Code 128 碼。 

※ 執行更改功能時，<產品代號、名稱>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3 產品代號轉

換。 

※ 若該產品代號已經有進、銷過貨時，則無法刪除。還是要它不出現，可勾選<暫

停 

進貨>、＜暫停出貨＞、＜淘汰品＞等。 

 

不知正確的產品成本且尚未建立產品資料的處理方式: 

1. 在B-C 建立產品基本資料： 

1-a.若能估算該產品的成本，先在[平均成本]欄位輸入自行估算的成本。 

1-b.若無法估算該產品的成本，則不要在[平均成本]欄位輸入成本，系統會預設為0。 

2. 若是上述1-a 的方式，必須要在[C-C 進貨異動處理]打進貨，系統會先帶出在B-C 

所輸入自行估算的成本作為此次的進貨單價。 

3. 若是上述1-b 的方式，先不要打進貨單。 

4. 不論是上述1-a 或1-b 的方式，在尚未取得正確的進貨單據(成本)之前，可先做銷

貨的動作。請注意！此時所產生的毛利均是不正確的。 

5. 取得正確的進貨單據(成本)時： 

5-a.若是上述的第2 項狀況，到[C-C 進貨異動處理]按[F 查詢]，找到當時依自行估

算成本輸入的進貨單，按[E 修改]去重新填入正確的進貨單價(成本)。 

5-b.若是上述的第2 項狀況，到[C-C 進貨異動處理]按[A 新增]，建立一張依產品實

際到貨日期輸入正確的進貨單價(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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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待所有的產品均用正確的進貨成本輸入進貨單後，再[K-C產品成本重算或H-J 會

計科目設定作業]中的[X 成重算]執行成本重算，將銷貨單重新算出正確的銷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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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業務員(操作人員)Ｊ-Ｆ/新增部門Ｊ-Ｈ 

新增業務員(操作人員)Ｊ- 

先到J-F 操作人員資料處理→A新增→填完各欄後按儲存。 

<預設倉庫>可以按<F2>來挑選倉庫代號，在登打銷貨單D-E 時，系統會先帶出預設

倉庫。 

<倉庫鎖定>若是有勾選，表示鎖定該分倉。在登打銷貨單D-E 時，系統會先帶出預

設倉庫。而且不能更改分倉。 

<預設客戶>可以按<F2>來挑選客戶代號，選定後系統會在A-A 客戶基本資料內的＜

業務員＞欄填上該業務。 

<權限參考>可以複製其它已經設定好權限的操作人員的權限。 

※ 執行更改功能時，<操作人員代號>無法更改，若是要改請到J-C-5 業務員代號轉

換。 

※ 若該業務員已經有其他相關資料連結時，則無法刪除。 

新增部門Ｊ-Ｈ 

先到J-H-1 部門資料設定作業→A 新增→填完各欄後按儲存。 

再到J-H-2 設定業務所屬部門。 

※J-E 其他參數設定內的<1 基本參數>部門管理要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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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採購單Ｃ-Ａ/新增請購單Ｃ-Ｉ/新增銷售單 Ｄ-Ｅ/退貨處理 

新增採購單Ｃ-Ａ 

※C-I請購單，經主管決定訂購數量及廠商，覆核後採購單會依廠商不同分開拋轉。 

※1-2 訂購數量要參考<F8>功能的<S 分倉>各分倉數量及右邊的{1 箱裝？個} 

新增請購單 Ｃ-Ｉ 

※若門市人員不知道向哪家廠商訂購可先打C-I 請購單，再讓主管決定訂購數量及廠 

商。(或是沒有權限不能知道進價)。 

※訂購數量一定要參考<F8>功能的<S 分倉>各分倉數量及右邊的{1 箱裝？個} 

新增銷售單 Ｄ-Ｅ 

銷售（宅配、貨到付款）Ｄ-Ｅ： 

※會員或常客會打電話訂購，一般都有訂一定金額以上才符合成本來配送。 

※要鍵客戶基本資料(A-A)或選<貨到付款客戶>，一定要問清楚客戶名稱、電 

話、地址、行動電話、送貨時間、確認金額、發票是否開立統一編號。 

加盟商（買斷）Ｄ-Ｅ： 

※一定要鍵客戶基本資料(A-A) 

經銷商（買斷）Ｄ-Ｅ： 

※寄賣商：若有寄賣先鍵客戶基本資料(A-A)，再鍵寄賣分倉(B-A)。 

※貨品出到寄賣客戶，因為要賣掉才算錢，所以不能先打銷貨單(D-E)，只能打調撥

單(B-D)，等到下一次去點貨，點出的差額再開銷貨單。 

退貨處理 

進貨退出（C-F）→向廠商進貨產品有問題要退貨（若是有開立發票，那還要附上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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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單據）。 

銷貨退回（D-H）→賣給客戶之產品有問題要退貨（若是有開立發票，那還要附上折 

讓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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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日常費用/大包裝拆盒零售Ｂ-Ｅ/自用或消耗 Ｂ-Ｅ 

其他日常費用 

其他日常費用，可在費用發生時，先到費用申請（T-B）→主管核示過後，系統自動 

產生到應付帳款→產生會計傳票。月底就有對帳單及統計報表可列出，可供開立應 

付票據之依據。 

再到應付帳款沖帳（G-F）→應付票據登入（F-C）→系統自動產生會計傳票 

大包裝拆盒零售 Ｂ-Ｅ 

先到B-E盤點盈虧作業→A新增→先切換成<盤虧>→選擇大包裝料號、數量，然後 

按確定→X 完成→儲存。 

再到B-E盤點盈虧作業→A新增→先切換成<盤盈>→選擇小包裝料號、數量，然後按

確定→X 完成→儲存，即可完成。 

自用或消耗 Ｂ-Ｅ 

先到B-E盤點盈虧作業→A新增→先切換成<盤虧>→選擇料號、數量，然後按確定 

→X 完成→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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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客戶訂單數量進、銷貨/依月份預估數量進、銷貨 

依客戶訂單數量進、銷貨 

新客戶拜訪展示產品 → 製作報價單（D-A） → 下訂單（D-C）→ 轉請購單（C-I）

→ 然後按(R 覆核) → T轉採購單（C-A）→ 再到<C-A 採購單據> <V 指定進貨

>(注意轉之前先檢查單價、數量、稅額，否則轉到進貨單是不能修改的) → 系統自

動產生應付帳款 → 產生會計傳票。再從<D-C 訂單單據> <T 轉銷貨單>或是<V 指

定出貨>(注意轉之前先檢查單價、數量、稅額，否則轉到銷貨單是不能修改的) → 系

統自動產生應收帳款 → 產生會計傳票。 

※若是倉庫有庫存不用透過請購、採購流程，直接訂單、銷貨流程。 

依月份預估數量進、銷貨 

新客戶拜訪展示產品 → 製作報價單（D-A） → 下訂單（D-C）→ 轉請購單（C-I）

→ 主管核示過後轉銷貨單（D-E）→ 系統自動產生應收帳款 → 產生會計傳票。 

主管依月份預估數量採購單（C-A）→ 轉進貨單（C-C）→ 系統自動產生應付帳款

→ 產生會計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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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賣分倉應用/借貨分倉應用 

寄賣分倉應用 

寄賣狀況 調撥來源倉 調撥目的倉 庫存總數量 

廠商寄賣 廠商寄賣倉 -5 主倉庫 +5 0 

銷售3 台 主倉庫 -3 主倉庫+2 

廠商寄賣-5 

結帳時--進貨3 台 廠商寄賣倉 +3 主倉2 

廠商寄賣-2 

借貨分倉應用 

借貨狀況 調撥來源倉 調撥目的倉 庫存總數量 

廠商借入 廠商借貨倉 -5 主倉庫 +5 0 

客戶借出 客戶借貨倉 +2 主倉庫 -2 0 

內部維修借貨測試 內部維修倉 +2 主倉庫 -2 0 

內部維修倉歸還 內部維修倉 -2 主倉庫 +2 0 

1. 可將常借貨的廠商設定一個倉庫。 

例如：常向廠商『本龍』借貨測試，就可設定一個本龍倉 

2. 可將常借貨的客戶設定一個倉庫。 

例如：客戶『米燿』常借貨測試，就可設定一個米燿倉 

11 

3. 可依借貨人員設定一個倉庫。 

例如：工程師借貨測試，就可設定一個陳某某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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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注意/總帳驗算／傳票重算及存貨重算 

發票注意 

1. 先到Ｌ-Ｃ作廢發票 

2. 再作R 還原（將收銀機發票還原成保留狀態） 

3. Ｐ-１→Ｆ１２→３發票候補 

4. Ｌ-Ａ-Ｅ→開保留（客戶欄按下Ｆ５） 

總帳驗算 

應收帳款 

實際應收帳款G-N(日期區間為01.01.01~99.12.31)。 

H-J 裡(應收帳款－應付銷貨退回款－預收貨款)－T-B 應付費用＋T-B 應收費用 

應付帳款 

實際應收帳款G-G(日期區間為01.01.01~99.12.31)。 

H-J 裡(應付帳款－應收進貨退回款－預付貨款)－T-D 應收費用＋T-D 應付費用 

應收票據 

F-D 對現類別(只有未兌現)，收付類別(應收票據)其餘空白，查詢按到期日期排序。 

H-J 裡查應收票據金額。 

應付票據 

F-D 對現類別(只有未兌現)，收付類別(應付票據)其餘空白，查詢按到期日期排序。 

H-J 裡查應付票據金額 

存貨 

B-F 產品基本資料列印(全部空白按下去確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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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裡查存貨金額。 

 

傳票重算及存貨重算 

每月要做報表之前請至H-J 裡做R重算及X 成重算(平時驗算可以不用做，除非有

誤，且已下步驟驗算後，還查不出來才做R 重算及X 成重算)。 

會計(帳) 料 

1106000 應收帳款 G-N 應收帳款統計表 

應收帳款 2112000 應付銷貨退回款 

2108000 預收貨款 

2105000 應付帳款 G-G 應付帳款統計表 

應付帳款 1124000 應收進貨退回款 

1111000 預付貨款 

應收票據 1104000 應收票據 F-D 應收票據(未兌現餘額) 

應付票據 2104000 應付票據 F-D 應付票據(未兌現餘額) 

1102000 銀行存款 F-A 各帳戶餘額 

銀行存款 

1102000 銀行存款 F-B 存款提款資料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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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業流程 

1. 流程：依客戶訂單數量進銷貨 

2. 新客戶拜訪展示產品 → 製作報價單（D-A）→ 下訂單（D-C）→ 轉請購單（C-I） 

→ 轉採購單（C-A）→ 轉進貨單（C-C）→ 系統自動產生應付帳款 → 產生會 

計傳票。再從（D-C）訂單轉銷貨單（D-E）→ 系統自動產生應收帳款 → 產生 

會計傳票。 

3. 流程2：其他日常費用，可在費用發生時先到費用申請（T-B）→ 主管核示過後， 

系統自動產生到應付帳款 → 產生會計傳票。月底就有對帳單及統計報表可列 

出，可供開立應付票據之依據。 

4. 再到應付帳款沖帳（G-F）→ 應付票據登入（F-C）→ 系統自動產生會計傳票。 

5. 建立客戶資料，客戶代號： 

第1 碼：A.建材/工程業、B.設計師、C.一般公司行號、D.營造廠及建設公司、E. 

零售客戶、F.師父。 

第2.3 碼：採注音直覺碼。例如：錦興→RV。 

第4.5 碼：採流水碼。例如：01→工地一。 

第6 碼：依合約分開建立木作A 或衛浴B。 

客戶簡稱：直接建立『公司』+『案名』 

客戶全稱：建立『公司全稱』+『案名』 

客戶地址：直接建立『工地地址』+『請款日』 

發票地址：直接建立『公司地址』+『領款日』 

客戶電話：建立『工地主任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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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話 二：建立『公司電話』 

客戶傳真：建立『公司傳真』 

聯 絡 人：建立『工地主任』 

發票開立方式：內定在『隨貨附發票』，要改為『不開立』，到時候若需發票 

再去D-E 打一張銷貨單即可。 

備註：即是付款方式，建立請款日領款日及方式（現金%+票據%）。 

其餘資料可建於A-A『1 聯絡人』『2 付款方式』『3 送貨地址』。 

也可建於<F9> 名片簿的備註2、3。 

14 

6. 建立廠商資料，廠商代號： 

第1 碼：A.主要廠商、B.師父、C.其他。 

7. 產品分倉設定：代號是依客戶代號去除第一碼，名稱建立『案名』。 

8. 產品大類設定：A.天花板、B.璧板、C.地板、D.門扇、E.扶手、F門框、G.門牌、 

H.輕隔間、K.浴櫃、L.線板、T.踢脚板、X.五金。 

9. 依報價單拋轉訂單，在D-C 訂單作業之客戶代號欄位按下<F4>挑選報價單，或按 

下<F5>挑選訂單。 

10. 依訂單拋轉銷貨單，在D-C 訂單作業R覆核過後，可直接按下『T 整張單轉出貨』 

或按下『V 指定出貨』分批出貨， 

11. 依訂單拋轉採購單，在C-A 採購單作業之廠商代號欄位按下<F4>複製採購單，

或 

按下<F5>複製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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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依採購單拋轉進貨單在C-A 採購單作業，可直接按下『V 指定進貨』選取分批

進 

貨，也可先按『E 修改』提供『分倉』『單價』『數量』，按下『T 轉進貨單』前

須 

注意『進貨日期』『發票號碼』『發票日期』『廠商單號』（案名）。 

13. 在按下『T 轉進貨單』時系統會詢問『進貨單是否隨貨附發票或候補發票』，按

Y 

則系統會帶5%稅額，按N 則系統不帶5%稅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