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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聲明書 
 

本軟體受版權法及國際版權公約條款所保護。 

 

本軟體就像一本書一樣，可以讓許多人閱讀使用，也可以任意移至其他地點，但在同一時

間在同一地點上，僅可一個人使用，就像一本書無法在不同地點讓兩個人同時閱讀一樣。

唯可將本軟體載入電腦之記憶體(RAM)或硬式磁碟機上使用，或為防止損毀可作備份複製。  

 

多用戶網絡版本 

 

如果本軟體是網絡版本，則允許按該軟體之授權規定來增加網絡中之使用數目。在電腦

網絡中，如果一個人以上在同一時間使用同一軟體，則需按增加之使用數來增購軟體或

購買該軟體之多人使用授權的網絡版。 

 

本軟體轉讓說明 

 

轉讓本軟體的使用權，必須包括轉讓載有本軟體的磁碟(如有)，及所有文件(包括此聲明

書)。 本軟體一經轉讓，轉讓人無權再使用本軟體，而承讓人則受版權法，國際版權公

約條款及約束。 

 

在任何情況下，承讓人不能承受本公司的免費諮詢服務。 

 

本軟體及相關更新版本在同一時間，僅可一人使用。除非得到本公司書面同意，本軟體

及相關更新版本不能分開轉讓。 

 

除非在網絡中使用網絡版軟體，禁止將本軟體下載或以電子傳輸方式傳至另一電腦。 

 

本軟體禁止租借、承租、再授權(Sub-license)，分時使用(Time-share)或借用軟體磁片、手

冊文件。 

  



 

服務保用範圍 
 

1. 本公司為本軟體提供自購買日期起 90 天的熱線諮詢服務(特別註明者例外)。 

 

2. 本軟體之磁片或光碟與使用手冊如有製造上的問題，請於購買日起六十日起內通知本

公司或本公司之代理商，本公司將予免費更換。 

 

3. 保用範圍僅限於損壞之磁片、光碟或使用手冊的更換，其他任何方面的損失，如營利損

失、資料損毀或未能使用軟體的損失，無論責任在何方均不在保用範圍。 

 

4. 因使用不當、失竊、電腦病毒或天災人禍等意外事件所造成的本軟體之損壞，亦不在此

保用範圍。 

 

5. 對於用戶使用本軟體生成的任何資料，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承擔責任。 

 

6. 除非經本公司書面同意，本軟體不接受任何形式的修改。 

 

7. 本公司只會為記載在保用卡上的購買人或公司提供保用服務。 

 

8. 本軟體一旦被安裝使用或填回保用卡，均被視為同意以上條款。 

 

 

一般條款 
 

本聲明書中如有任何項目不具法律效力，並因某種原因無法強制執行時，將不會影響其他

項目之有效性及法律上的執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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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安裝 

 
1.1 安裝前的準備 

 
安裝系統前，請先確認所要安裝的電腦符合本系統的基本要求及擁有開帳所需的

資料。請按以下幾點檢查： 

a) 電腦硬件的要求 

-Intel i3 或以上中央處理器 

-4GB 或以上記憶體(建議 8GB) 

-200MB 硬盤空間供系統安裝，而資料使用的硬盤空間應視乎個別需要而定，

最好預留 200MB 或以上的空間。 

-1024x768 或以上解像度 

-一個空的 USB 埠 

b) 電腦操作系統的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7、8、8.1、10 或 11 

-安裝時，必須使用 Administrator 權力登入。 

c) 安裝系統及擺放資料的目錄 

-請先確認安裝系統的位置，系統預設的安裝位置是 C:\APS3000PROV4。在

一般的情況下，無論是在單機還是在網絡的環境中，系統檔案都應該安裝在

本機的硬盤上。這樣可以得到最佳的執行效率。 

-如果要在網絡環境中共享資料檔案，請先連接好網絡磁碟機，並且開放資料

目錄中的讀、寫、建立及刪除檔案的權利。 

d) 準備好開帳所需的資料 

-會計期間是在開帳時要決定的，事後不可以修改，所以要預先準備好。如：

2021 年 4 月 1 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 

-客戶、供應商、貨品、付款方法及職員等等資料，並應該事先為這些資料加

上編號。 

 

 

1.2 執行安裝程式 

 
在執行安裝程式前，請先關閉所有正在運行的程式。然後把財慧 3000 Pro 的安裝

光碟放入光碟機中，稍等一會，就會出現如圖 1-2 的安裝程式畫面。 

 

如果因某種原因，安裝程式沒有自動執行，可以按在 MS Windows 桌面左下角的 

[開始] 按鈕，選擇 [執行(R)…]或 [搜尋程式及檔案]，然後輸入 D:\SETUP (D:\為

光碟機)便可。或者自行執行安裝光碟上的 SETUP.EXE 檔案。 

 

請注意，隨軟件附上的 USB 加密狗是要在安裝完軟件後才可以插到電腦上。 

 

 
 

圖 1-1 MS Windows 的執行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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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裝步驟 
 

安裝程式被執行後，第一個畫面是要求用戶選擇語言。請選擇正確的語言： 

 

 
 

圖 1-2 安裝程式的語言選擇畫面 

 
選好語言後請按 [OK] 按鈕，便可進入下一個步驟： 

 

 
 

圖 1-3 安裝程式的歡迎畫面 

  

如果確定安裝程式，請按 [下一步(N)] 按鈕。 

 

 
 

圖 1-4 授權合約畫面 

 
查閱授權合約後，選擇[我同意合約內容，按 [下一步(N)] 按鈕繼續安裝；不同意

就按[取消]退出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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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選擇安裝目錄畫面 

 

預設的安裝目錄則為 C:\APS3000PROV4。如果要安裝到其它目錄，請按 [瀏覽(R)] 

修改。然後按[安裝 (I)]開始安裝。選擇安裝後，安裝程式會顯示安裝進度，此時還

可以按[取消]解除安裝： 

 

 
 

圖 1-6 安裝進度的畫面 

 
如果系統被成功安裝，就會出現以下畫面，請按[完成]按鈕結束安裝程式。 

 

 
 

圖 1-6 安裝完畢畫面 

 
到此，系統的基本安裝已告一段落。如果 閣下是單用戶的使用者，可以直接跳到第

1.5 節。 否則請參考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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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網絡版的安裝 

 

在網絡中使用本系統，只需要把財慧軟件的安裝程式在每一部電腦上執行一次，

再把多公司管理中的資料位置指到伺服器的同一目錄便可，例如：

Z:\APS3000PROV4\DATA\COMPANY01。 

 

如果希望每部電腦上建立的公司內容都自動讓其他電腦上看到，而不需要每一部

電腦再打一次的話，請按以下步驟設定： 

 

a) 先在安裝財慧軟件的目錄中(預設為 C:\APS3000PROV4)，找到 APS4.INI 這個

檔案。 

b) 用滑鼠雙擊此檔案來修改其內容，如果沒有反應，請自行用 MS Windows 的

記事本程式修改此檔案。 

c) 在檔案內容中，請在[COMMON]下按[Enter]鍵，開一個空行。 

d) 在此空行中加入 MCOMPATH=及擺放多公司管理檔案的位置，如：

MCOMPATH=z:\aps3000prov4\data。其中 MCOMPATH=是指令，而

z:\aps3000prov4\data 是擺放多公司管理檔案的位置，是由使用者決定的。 

e) 選擇記事本程式的檔案儲存功能，然後退出便可。 

 

注意，擺放多公司管理檔案的目錄必須開放讀、寫、建立及刪除檔案的權利予使

用者。 

 

APS4.INI 的示範內容如下： 

 

[COMMON] 
MCOMPATH=z:\aps3000prov4\data 

TempPath=c:\aps3000prov4\Priv 

Language=2 
 

 

1.5 加密狗的安裝 

 
在財慧軟件的包裝中，有一個用 USB 埠的防翻版硬件裝置(加密狗)。 用戶必須把

它安裝到電腦的 USB 埠上，否則系統會自動成為只可以輸入 100 筆記錄的試用版。

試用版的功能與正式版本是一樣的，唯一的分別是試用版會在當記錄多過 100 筆時

拒絕執行。所以，如果用戶曾經在電腦上安裝過試用版，只要版本號相同，可以不

用重新安裝程式，直接安上加密狗便可。 

 
1.5.1 安裝加密狗 

 

安裝方法： 

1. 先安裝好財慧軟件。 

2. 把 USB 加密狗插在電腦的 USB 埠上，操作系統就會自動安裝驅動程式。過程

中，可能需要用戶選擇[確定] 。 

 

如此過程出現問題，請到安裝財慧軟件的目錄下的 Driver 目錄 (預設為

C:\APS3000PROV4\DRIVER)找到 MicroDogInstdrv.exe，然後用滑鼠雙擊去執行此檔

案，再按畫面上的[Install Driver]按鈕就可以再次安裝加密狗的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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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解除加密狗的安裝 

 

如要解除加密狗驅動程式，請到安裝財慧軟件的目錄下的 Driver 目錄(預設為

C:\APS3000PROV4\DRIVER)找到 MicroDogInstdrv.exe，然後用滑鼠雙擊此檔案，再

按畫面上的[Uninstall Driver]按鈕就可以完全解除加密狗的驅動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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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統功能及操作 
 

2.1 進入系統 
 

用滑鼠按下左下角的開始鍵，在程式集中或桌面上選擇[財慧 3000 Pro]的圖示便可。 

 
當用戶進入系統前，每次都要經過多公司管理的畫面。如果要增/減或修改公司資料，

請參考章節 2.2 [使用多公司管理]的內容。用滑鼠雙擊所選的公司或選擇公司後，按

[開啟公司資料]按鈕，進入系統。進入系統時，系統會進行初始化工作，並要求用戶

輸入一些基本資料。這些工作會影響整個系統的運作，不可跳過。當然，這些內容

在進入系統後還可以修改。 

 

首先，系統會顯示用戶登入畫面(預設的用戶名稱為 ADMIN，密碼是 PASS) ，然後

會依次顯示公司資料、貨幣、交易編號、會計期間及稅務檔案輸入畫面。請按 貴公

司的情況輸入適當的資料。 

 

如果在用戶登入畫面選取[修改密碼]一欄，系統會在用戶成功登入後顯示修改密碼

的畫面。由於 ADMIN 是一位擁有所有權力的超級用戶，所以強烈建議盡快修改

ADMIN 的密碼。 

 

 
 

圖 2-1 用戶登入畫面 

 

 

2.2 使用多公司管理 
 

多公司管理是用來管理不同公司或年份的帳目。系統要求必須先建立好個別公司的

帳目，才能登入系統。如果只想查看系統功能或者示範，可以按[瀏覽示範公司資料] 

按鈕，登入示範公司的帳目。 

 

2.2.1 建立新公司資料 

 

按下[建立新公司資料]按鈕就會見到下圖的畫面，填上所需資料後，按[儲存公司資

料]按鈕便可。如果中途想取消的話，按下[取消新增或修改]按鈕就可以不儲存資料

離開。 

 

公司簡稱 公司簡稱是帳目的名稱，會被用作儲存資料目錄名稱，

所以請用英文字母或數字，不要用標點符號，具體的要

求請參考操作系統對建立目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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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期間說明 用來描述會計期間，例如：2021/04/01-2022/03/31。可以

留空。 

 

資料庫檔案位置 用來儲存資料的目錄，例如： c:\ aps3000prov4\data 

\sample1。系統會用財慧軟件所在位置加 data 再加上公

司簡稱作為預設的資料庫檔案位置的目錄。例如，軟件

的安裝位置是 c:\aps3000prov4，而公司簡稱是 Accpower

的話，資料庫檔案位置就會是 c:\aps3000prov4\data\ 

accpower。 

 

 此位置也可自行修改，例如可以是其他電腦或伺服器上

的目錄。 

 

 
 

圖 2-2 建立新公司畫面 

 

2.2.2 開啟公司資料 

 
建立好公司資料後，所有的公司資料都會在多公司管理的主畫面上顯示出來。用滑

鼠雙擊所選的公司或按[開啟公司資料]按鈕，就可以進入用戶的登入畫面。 

 

2.2.3 修改公司資料 

 
修改公司資料的功能允許修改已輸入的公司資料，要注意的有兩點： 

 

a) 公司簡稱不允許修改，如果要修改公司簡稱，就要先刪除公司資料，然後再新

增新的公司資料。 

b) 如果修改資料庫檔案位置，系統不會搬移資料到新目錄，也不會刪除原位置的

資料。 

 

2.2.4 刪除公司資料 

 
刪除公司資料的功能可以讓系統刪除公司資料的註冊內容，但基於安全理由，系統

不會刪除原位置的資料。如果要徹底刪除實質的資料檔案，就要自行用操作系統的

功能來刪除，如檔案總管。 

 

如果刪除公司資料後(沒有刪除資料目錄的情況下)，想讓系統可以重新讀取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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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新增一個公司資料，把資料位置重新指到原來的目錄便可。 

 

2.2.5 瀏覽示範公司資料 

 
系統安裝時附帶了一套示範資料，用以提供示範性資料。按此按鈕便可進入此帳目

瀏覽或試用。 

 

 

2.3 退出系統 

 
退出的方法有兩個：直接用滑鼠按下功能區上的退出圖示或者在交易管理菜單中選

擇退出。 

 

*請注意：在關掉電腦之前，請先退出本系統。在本系統未關閉前，強行關掉電腦或

不正常的終止，都有可能會對資料庫造成破壞。 

 

 

2.4 系統功能 

 
系統中有兩個途徑可以使用各種功能：下拉式菜單及快速功能區。下拉式菜單是

比較傳統的方式，除了一般的使用者都會很熟悉其使用方法外，還包含了系統的

所有功能。而快速功能區則可以讓使用者很快的選用比較常用的功能，一些少用

的功能就沒有包括在內。下面會以下拉式菜單介紹各種功能。 

 
2.4.1 交易管理菜單 

 

交易管理菜單中集中了所有與交易有關的功能。 

 
2.4.1.1 多公司管理 

 
建立新公司資料  建立新公司的帳目。 

 

開啟公司資料  開啟其他公司的帳目。 

 

 
 

圖 2-3 多公司管理菜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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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2 銷售管理 

 
報價單輸入 執行報價單功能，以便進行查閱、新增、修改及刪除報價單

的工作。 

 

銷售訂單輸入 方便記錄客戶訂貨資料。 

 

銷售發票輸入 執行銷售發票功能，以便進行查閱、新增、修改及刪除發票

的工作。 

 

銷售退貨發票輸入 方便管理客戶退貨資料。 

 

送貨單輸入 用以管理送貨資料，內容與銷售發票不同，可以由銷售發票

抄錄。 

 

客戶對貨品上次銷售價檔案 用以顯示或修改客戶對貨品的上次售價。 

 

 
 

圖 2-4 銷售管理菜單畫面 

 
2.4.1.3 購貨管理 

 

採購訂單輸入 用以向供應商訂購貨物。 

 

供應商發票輸入 用以輸入供應商的發票，以便處理增加存貨及應付帳的工作。 

 

購貨退貨輸入 方便管理向供應商退貨的資料。 

 

供應商對貨品上次入貨價檔案 用以顯示或修改供應商對貨品的上次入貨價。 

 

 
 

圖 2-5 購貨管理菜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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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4 存貨調整單輸入 

 

提供增加或減少個別貨品數量的功能。 如因損耗、失竊等等原因造成的實際貨量與

電腦記錄不同時，便需使用此功能。 

 

2.4.1.5 總帳管理 

 

轉帳傳票輸入 執行轉帳傳票，以便進行查閱、新增、修改及刪除傳票的工作。 

 

銀行帳戶核對表 執行帳戶核對表，以便核對銀行帳戶的往來。 

 

應收帳付款 應收帳付款輸入可記錄客戶對個別發票的付款情況。同時對沖

了客戶的應收帳款，以便發出月結單及進行應收帳分析。 

 

應付帳付款 記錄對供應商發票的付款情況，同時對沖了應付帳款。 

 

 
 

圖 2-6 總帳管理菜單畫面 

 
2.4.1.6 其他功能 

 

語  言 在語言菜單中，系統提供三項選擇：英文 (English)，繁體中文

(Traditional Chinese)及簡體中文(Simplified Chinese)。 

 

本系統無論是用戶介面還是資料庫，都是採用 Unicode - UTF8（統

一碼、萬國碼、單一碼、標準萬國碼）處理文字，這樣可以使用戶無

論選擇繁體還是簡體中文，系統都可以正常顯示。而用戶輸入的文

字只要是 Unicode 字體，無論是哪一國文字也都可以正常顯示。所

以，請確認所使用的 MS Windows 是有支援 Unicode 的功能。 

 

設定預定語言 如果需要每次進入本系統時都用目前的語言介面，可執行此功能。 

 

退出系統 此功能可使程式完全關閉並釋放所使用的記憶體。按下功能條上的

退出按鈕也有相同的功能。 

 

2.4.2 報表中心菜單 

 

報表菜單下有多類詳細報表，可以提供從多方面分析公司營運狀況的資料。請參考

報表示範。其中包括：會計總帳報表菜單、應收帳報表菜單、應付帳報表菜單、貨

品報表菜單、銷售分析報表菜單、購貨分析報表菜單、報價單報表菜單、銷售訂單

報表菜單、採購訂單報表菜單、工程報表菜單及列印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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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報表中心菜單畫面 

 
2.4.3 檔案維護菜單 

 

檔案維護菜單下集中了所有系統的主檔案的輸入及維護介面。在開始輸入各類交

易前，要先完成這些檔案的輸入工作。 

 

 
 

圖 2-8 檔案維護菜單 

 

2.4.4 系統工具菜單 

 

資料備份 此功能是用來把資料壓縮之後放到安全的地方。備份的目標磁

碟可以是任何操作系統可以辨認的可寫媒體。  

 

資料還原 此功能是要把已經備份到磁碟上的資料放回到目前的目錄中。

這樣做會把目前目錄中的資料完全覆蓋掉，請小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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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核算 當資料庫受損或電腦發生問題後，會計科目、客戶、供應商或

貨品的結餘可能出現錯誤，本功能可以修復此類錯誤。 

 

年    結 提供每年結轉的功能。 

 

資料庫工具 提供三個功能：檢查及修正資料庫錯誤、清除交易記錄及刪除

所有記錄。 

  

匯出資料至其他格式   

   此功能可以把本系統的檔案資料轉換成其他檔案格式，方便

  做其他用途，支援多達 17種通用檔案格式。 

 

 
 

圖 2-9 系統工具菜單畫面 

 
2.4.5 幫助菜單  

 

目    錄  在這裡可以看到線上幫助的主目錄，用戶可按需要選擇適當的題目。 

 

如何使用幫助  

 教使用者如何使用線上幫助的的說明，內容是由操作系統提供的。 

 

財慧網上資訊   

 提供財慧網上的最新資訊，包括：瀏覽財慧網站、查看最新版本、網

上常見問題解答及網上購買財慧軟件等功能。 

 

關於… 此視窗是用以宣告軟體名稱、版本、版權、本公司的名稱及聯絡方法。 

 
2.4.6 快速功能區 

 
在主目錄畫面的一排按鈕，是為了方便用戶直接進入所需功能而設的。只要用滑

鼠指著按鈕，系統會顯示有關此按鈕功能的提示。請參考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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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快速按鈕畫面 

 
 

2.5 選擇和尋找記錄 

 
在系統中，有許多地方為了簡化及準確起見，均採用了下拉的方式讓用戶選擇所需

要的內容。在此，我們舉三個例子：選擇日期、下拉式選擇及尋找對話窗。 

 

2.5.1 選擇日期 

 
在系統中，凡日期欄位的右邊均有一個月曆的圖示。只要按下月曆圖示，系統就

會顯示出一個月曆，按下日期左側的箭頭可向前跳一個月，右邊的箭頭可向後跳

一個月，然後在想選的日期上用滑鼠按一下便可。 

 

 
 

圖 2-11 月曆畫面 

 
2.5.2 下拉式選擇 

 
下拉式選擇多數會用在只允許按編號查詢的選項。用法很簡單，只要按下右側的箭

頭，所需內容就會顯示出來，用戶便可用滑鼠選取想要的記錄。用戶也可以直接在

本欄位鍵入想要的內容，系統會自動跳到與輸入內容最近似的記錄。如果輸入不存

在的內容，系統會詢問是否要把此內容加入到相應的檔案中，如果選擇是的話，此

內容會被儲存，方便下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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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下拉式選擇畫面 

 
2.5.3 尋找對話窗 

 

選擇對話窗多用於允許用戶以多種索引尋找記錄的地方，如尋找發票、客戶或貨

品等等。 

 

查找記錄時，只須在“尋找字符”欄位輸入適當的內容，系統就會自動跳到與輸

入內容最近似的記錄。本系統採用了遞增式的尋找方法，如輸入 AB，系統就會跳

到 AB 開頭的記錄上。也就是說，輸入的內容越多，找到的記錄越近似。 

 

如果要查尋的欄位與要求的不同，如尋找貨品時想按名稱查找，可按下索引一欄

選取適當的欄位。 

 

 
 

圖 2-13 尋找對話窗畫面 

 
 

2.6 功能鍵 

 
功能鍵是為了方便用戶直接進入所需功能而設的。只要用戶在鍵盤上按下功能

鍵，系統便會執行此功能。 

 
F1  在任何介面下按[F1]，都可叫出所在介面的操作說明。 

 

F2 在瀏覽模式下按[F2]可新增記錄；在輸入/修改模式下按[F2]可儲存記

錄。 

 

F6 在各類交易介面中，如果想加入新的主要檔案記錄，無需離開輸入

畫面便可叫出檔案維護下主要檔案的畫面。方法是先選擇適當的欄

位，如客戶編號、貨幣或負責人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

應檔案的輸入畫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

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抄到交易中。 

 

 F8  在列印對話窗中按[F8]便可執行修改報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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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0  在各類交易的瀏覽模式下按[F10]可叫出列印介面。 

 

F12  經電郵發送報表。 

 

Ctrl-Del 在輸入項目時，同時按下[Ctrl]及[Del]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整筆

記錄。 

 

 Ctrl-E  選擇英文介面語言。 

 

 Ctrl-B  選擇繁體中文介面語言。 

 

 Ctrl-S  選擇簡體中文介面語言。 

 
 

2.7 用電郵傳送報表功能 

 

在財慧 3000 Pro 中，所有報表都可以用電郵傳送給其他人。只要在列印報表畫面

按[F12]鍵或按滑鼠的右鍵選擇電郵傳送報表功能，系統就會把報表內容製作成

JPG 格式檔案，並附在電郵中。這個過程的速度要看報表的內容有多少，系統會顯

示其進度。 

 

當系統製作完 JPG 格式檔案後，系統會使用 MS Windows 預設的電郵軟件來建立

和傳送電郵，如圖 2-15。這時，您可以選擇收件人、填上主旨及信件內容，然後

按[傳送]按鈕發出電郵。請注意，不同的電郵軟件的用戶介面和使用方法可能會有

差異。 

 

 
 

圖 2-14 列印報表畫面 

 

 
 

圖 2-15 新郵件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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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通用檔案的管理 
 

在系統中，有許多檔案是共享的，部分檔案的內容更是對整個系統影響深遠。為了

未讓用戶先對系統有一個整體的了解，我們在本章節中會集中討論多個被共用檔案

的使用要點。在介紹各交易輸入的章節中，這些檔案出現的地方會被逐一指出。 

 
 

3.1 公司檔案 

 

公司檔案的內容包括了用戶的基本資料：公司名稱、地址、電話、傳真及電郵等等。

本檔案的所有欄位都可以留空不填，但是由於大部份報表會把公司名稱欄位印在表

頭，以便其他人知道報表內的資料來自哪間公司，所以公司名稱欄位不宜留空。 

 

公司檔案的使用方法很簡單，只要把內容填到適當的欄位，退出時系統會詢問是否

儲存資料，按[是(Y)] 按鈕便可儲存資料。 

 

 
 

圖 3-1 公司檔案畫面 

 

 
3.2 貨幣檔案 

 

貨幣檔案分為本位貨幣及外幣兩部份。本位貨幣是指用戶所在地使用的貨幣，也是

公司財務報告所採用的貨幣，其匯率為 1。外幣部份則需輸入包括本位貨幣在內的

貨幣資料：編號、匯率及說明。 

 

編    號  是貨幣的縮寫或簡稱，長度為 4 個字符。 

 

匯    率 貨幣的匯率，本位貨幣的匯率為 1，其它貨幣的匯率則是此貨幣一元

等值的本位貨幣。如當本位貨幣是港幣時，而美元一元可換取 7.8 元

港幣，那麼美元的匯率就是 7.8 了。 

 

 初次使用本檔案時，應先填好貨幣部份，然後在本位貨幣一欄中選出

本位貨幣。要注意的是，如果選擇的貨幣匯率不等於 1，系統會把此貨

幣的匯率改為 1，其它貨幣的匯率也會調整到適當的值。 

 

說    明  貨幣名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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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貨幣檔案畫面 

 
 

3.3 交易編號檔案 

 
交易編號檔案的目是為了記錄各種交易的起始編號，例如：想下一張發票號碼為

I2012/00080，只要在發票號碼欄位填上 I2012/00080 便可。 

 

 
 

圖 3-3 交易編號檔案畫面 

 

所有的交易編號都隨著交易的發生而自動遞增。 

 

*請注意：不同的交易編號要區分開來，最簡單的方法是在編號前加上英文字母。如

發票號碼前加 SI，送貨單前加 DN等等。 

 

 

3.4 會計科目檔案 

 
如果在系統第一次執行時，選擇了使用系統預設的會計科目，在此應該看到一系列

由系統建立的會計科目。用戶可以按需要增加、修改及刪除會計科目。 

 

 科目編號  會計科目的代號，可容納最多 20 個字符。 

 

類    別 分應收帳、應付帳、銀行帳及普通帳。應收帳及應付帳類的

科目可以在客戶及供應商檔案中被選用。銀行帳類的科目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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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銀行帳戶核對表中使用。而普通帳類則可以在不屬於

以上三種類別的交易中使用。 

 

科目名稱  會計科目的名稱，可容納 60 個英文或中文字。 

 

明細科目 屬於明細的科目可以在各類交易中使用，但不可以有子科

目。而非明細科目是用來做上層科目的，可以有子科目，但

不可以在各類交易中使用。 

 

 
 

圖 3-4 會計科目畫面 

 
層    次 會計科目的層次。第一層是最高一級的科目，而第六層是最

低一級的科目。 

 

上層科目 本會計科目的上層科目。如果本科目的層次不是第一層的

話，就必須填寫上層科目。而本科目的分類應該與上層科目

的分類一樣。 

 

分    類 會計科目的類別，用於分辨會計科目在財務報表的位置。如果

弄錯分類，財務報表的內容也會出錯。 

 

期初結餘 會計科目的本年度的開始金額，借方金額以正數代表，貸方

金額則以負數代表。 

 

最新結餘 期初結餘加本年度所有相關交易的總結餘。 

 

備    註 會計科目的附加說明。  

 

建檔日期 第一次建立此科目的日期，可以自行修改。 

 
  

3.5 會計期間 

 
會計期間是指會計年度的範圍，可以是大於一的任何數字，預設值為十二個月份，

如圖 3-6。 

 

當系統被初始化的時候，系統會現示圖 3-6 要求確定會計年度的起始日期，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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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則是系統按起始日期加會計年度範圍來決定的。系統是允許提前年結的。 

 

當使用系統工具清除交易資料或刪除所有資料後，系統也會要求重新設定會計期間。 

 

凍結欄是可以限制用戶可否在某會計期間進行新增、修改或刪除各種交易。若用戶

選擇了凍結欄的 ✓(見圖 3-5)，這樣便不可以新增、修改及刪除任何在此期間的交易

了。 

 

 
 

圖 3-5 會計期間檔案畫面 

 

 
 

圖 3-6 設定會計期間畫面 

 
 

3.6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 

 
為了配合進銷貨交易及製作各類財務報表，需要建立帳目之間資料流動的關係，

本檔案就是為此目的而設。當用戶設好會計科目後，便要在這裡告訴系統什麼科

目是應收帳、應付帳，哪個是累積盈餘等等。因此，雖然每個人所設訂的會計科

目表不同，但帳目之間資料流動的關係是一樣的。 

 

如果用戶使用的是系統預設的會計科目表，就不需要修改這裡的設定了。 

 

3.6.1 銷售相關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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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銷貨收入 預設的貨品銷售科目。不能辨認類別的銷售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非存貨銷售收入 非貨品銷售科目。由於銷售發票允許用戶以備註形式輸入不存在

於貨品檔案中銷售項目，此類的銷售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運費收入 銷售發票中的運費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其他收費 銷售發票中的其他收費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銷售按金 銷售發票中的按金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銷售折扣 銷售發票中的總折扣 1 及 2 的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銷 售 稅 銷售發票中的銷售稅金額會登錄入此科目。 

 

預設銷售退回 預設的貨品銷售退回科目。由銷售退貨發票產生的貨品退回金額

會借入此科目。 

 

 
 

圖 3-7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銷售相關科目)畫面 

 

預設應收帳 當客戶檔案中的應收帳號留空時，與客戶有關的交易會被登錄至

此科目內。否則有關的金額會被借入客戶檔案中的應收帳科目中。 

 

預設收款科目 在應收帳付款中，允許用戶用不同的付款方法付款，所以應該在付

款方法檔案中預先設置了相應的會計科目。但如果此欄沒有設定，

系統會自動使用收款科目中所填的科目。 

 

3.6.2 採購相關科目 

 
非存貨購貨 非貨品類的購貨科目。供應商發票允許用戶以備註形式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購買項目，此類的購買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運費支出 供應商發票中的運費支出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其他收費 供應商發票中的其他費用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購貨按金 供應商發票中的按金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購貨折扣 供應商發票中的總折扣 1 及 2 的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購 貨 稅 供應商發票中的稅金會登錄入此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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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應付帳 當供應商檔案中的應付帳號留空時，與供應商有關的交易會被登

錄至此科目內。否則有關的金額會被貸入供應商檔案中的應付帳

科目中。 

 

預設付款科目 在應付帳付款輸入中，允許用戶用不同的付款方法付款，所以應

該在付款方法檔案中預先設置了相應的會計科目。但如果此欄沒

有設定，系統會自動使用付款科目中所填的科目。 

 

 
 

圖 3-8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採購相關科目)畫面 

 

3.6.3 貨品相關科目 

 

與貨品有關的科目共有四類：成品類、服務類、半成品類及原料類。是與貨品檔案

中的貨品類別有關聯的。其中服務類與資產無關，所以不需要填寫存貨資產科目及

存貨調整科目。 

 

銷售收入科目 貨品的銷售收入科目，銷售金額會貸入此科目。 

 

銷售成本科目 貨品的銷售成本科目，銷售發票的成本金額會借入此科目，

   屬於損益表中銷售成本的類別，影響毛利金額。銷售發票的

   成本是按貨品銷售成本計算方法(在系統選項檔案中設定)計

   算得來的。 

 

 
 

圖 3-9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貨品相關科目)畫面 

 

存貨資產科目 貨品的資產科目，屬於資產負債表中流動資產的類別。 

 

存貨調整科目 當使用貨品調整時，貨品數量的改變必然影響流動資產及銷

   售成本，所以需要此科目，其性質與銷售成本科目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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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其他相關科目 

 

累積盈餘 儲存歷年盈餘的科目。當執行年結後，本年度損益會轉至此科目。 

 

匯價損益 保留外匯折換成本地貨幣所產生的損益的科目。 

 

 
 

圖 3-10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其他相關科目)畫面 

 
 

3.7 稅務檔案 

 
 本系統支援多個國家的多種稅制，下圖是中國增值稅的例子。 

 

 編    號  稅的簡稱。 

 

稅    率  稅的百分比數，只需填數字，百分比符號會自動顯示。 

 

名    稱 稅的名稱。 

 

國    家 有關稅制的國家或地方。如果選擇沒有，可以選其他國家，

然後按自己的需要設定。 

 

折扣前計稅 如果稅款是按發票折扣前的金額計算，請選取此欄。如加拿

大的稅。 

 

 
 

圖 3-11 稅務檔案畫面 

 
累 積 稅 當一張發票被徵收超過一種稅，而後徵收稅款是按發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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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之前稅款的基礎上計算的，請選取此欄。 

 

預設稅 1&2 預設稅 1 對應各類單據的銷售稅 1，預設稅 2 對應銷售稅 2。

一般來說，預設稅 1 是指地方稅，而預設稅 2 是國家稅。如

在美國，預設稅 1 指州稅，預設稅 2 指聯邦稅。如果沒有銷

售稅，可以把預設稅 1 及 2 留空。 

 
 

3.8 付款方法檔案 

 
付款方法可以容納 4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其會計科目的作用是當發票中有付款的

情況下，系統會優先採用此付款方法中的會計科目，否則就會使用預設會計科目檔

案中的科目。 

 

 
 

圖 3-12 付款方法檔案畫面 

 

3.9 分類檔案 

 
分類可以容納 4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圖 3-13 分類檔案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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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客戶檔案 

 

用以記錄與客戶有關的資料。分瀏覽頁及編輯頁，在瀏覽頁中可用編號、名稱或電

話尋找客戶；在編輯頁則可以修改客戶檔案的內容。 

 

在瀏覽頁中，用滑鼠雙擊所選客戶或按新增/修改按鈕都可以進入編輯頁。 

 

3.10.1 資料輸入 

 

聯絡資料 

 

客戶編號 此欄位允許輸入長達 20 個字符。在新加的狀態下，客戶編號是可

以被修改的，但客戶記錄被儲存後，此欄位就不可以修改了。 

 

 為了有效的管理客戶檔案，我們建議在編號前加上適當的英文字

母作為簡單的分類，以便查找。例如：公司名稱縮寫是 CA 的就用

CA0001，下一個縮寫是 CA 的就用 CA0002。 

 

 
 

圖 3-14 客戶聯絡資料畫面 

 

貨    幣     客戶主要使用的貨幣，各種交易會自動引用此貨幣。 

 

分    類 用以分辨客戶的類別。 

 

凍    結 當某客戶被終止服務後，請啟動此欄的 ✓。這樣就不可以向此客

戶開發票了。由於此記錄可能與其他的交易(如發票)有關，所以在

年結前不可刪除此記錄。 

 

客戶名稱 客戶的名稱，可容納 6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客戶地址  可容納多行內容，按[Enter]鍵可以增加空行。 

 

城市、省、國家、郵政編碼 可按需要填入適當內容。 

 

聯 絡 人 客戶主要聯絡人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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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線電話 可以直接聯繫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客戶的總機號碼。 

 

傳    真 客戶的傳真機號碼。 

 

電    郵 客戶或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如本公司技術支援部的電郵地址

是：support@accpower.com。 

 

網    址 客戶的網址。如本公司的網址是：http://www.accpower.com。 

 

銷售資料 

 

付款條件 要求客戶何時付款的條件，開發票時會按其內容自動計算應付日

期，發票上的應付日期可以臨時修改。 

 

結 帳 日 計算付款日期的起始日期。分三種：發票日期、每月十五號和每月

月底。這三個日期是用以配合後面的天數計算每張發票的應付日

期的。例如，天數是十五天帳期，如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話，應付日

期是發票日加十五天; 如按每月十五號計算，應付日期則是下一個

十五號加十五天；按每月月底號計算，應付日期會是月底加十五天。 

 

加 X 天  用以配合結帳日來計算發票的應付日期。應付日期在發票上是可

以臨時修改的。 

 

銷售折扣 此折扣會自動填到銷售發票的總折扣 1 上，整張發票會按此折扣

率計算折扣。 

 

應收帳號 如果有需要不同的客戶使用不同的應收帳科目，可以在此指定。這

裡只會顯示設為應收帳類的會計科目。 

 

信用狀態 用以分辨客戶的可信任程度。 

 

付款方法 客戶常用的付款方法，開發票時此欄內容會自動填到發票上，但也

可以臨時修改。 

 

預設貨品售價 當沒有客戶對貨品的上次售價時，系統會按此設定決定貨品的單

價。 

送貨方式 客戶預定的送貨方式。 

 

營 業 員 負責此客戶的職員，會自動填到各種交易中的營業員一欄。 

 

地    區 客戶所在的銷售分區。 

 

信 貸 額 客戶最大的欠款金額。當客戶的總結欠(應收帳)大於信貸額時，系

統會按用戶的權力決定拒絕再開發票或訂單，或只是提出警告。 

 

期初結餘 客戶本年度的期初所欠金額，一般是系統從上一年的資料帶下來

的。如果是初次使用本系統，請參考下一節[客戶期初結餘輸入]。 

mailto:support@gtcl.com.hk
http://www.acc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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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客戶銷售資料畫面 

 

目前結餘 是包括期初結餘在內的客戶欠款。 

 

銀行帳號     客戶公司的主要來往銀行帳號。 

 

稅務編號 客戶的稅務編號。 

 

應 課 稅     用來分辨此客戶是否要付銷售稅。 

 

聯絡記錄 

 

聯繫記錄是用來記錄與客戶之間各種聯繫的資料，可以增加或刪減。用滑鼠雙擊內

容欄，就可以叫出內容編輯介面來查看或修改其內容。 

 

 
 

圖 3-16 客戶聯絡記錄畫面 

 

備註資料 

 

備    註 用以填寫此客戶的補充資料。 

 

發票提示 其內容會自動填到發票的備註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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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檔日期 此欄會被自動填入當天的日期。如果要修改建檔日期，可以直接鍵

入或用滑鼠按此欄的倒三角圖示叫出日曆選擇適當的日期。 

 

3.10.2 客戶期初結餘輸入 

 
在本系統中，客戶期初所欠金額並非只是一個數字而已。它應該包括產生期初金

額的發票內容，如發票號碼、發票日期、發票金額及已付金額。其目的是當客戶

付款時有相應的發票記錄。用戶應該輸入所有的未付發票記錄，但也可以用一張

總結式的發票來代表，如有十張發票共欠尚 10,000.00 元，可用發票 BAL020001，

發票金額 10,000.00 來代表。在新增或修改客戶資料的模式下，用滑鼠雙擊期初

結餘欄位或按右側圖示，便可見到下圖。 

 
發票號碼  發票號碼可以容納 20 位的數字或文字，不允許重覆。 

 

發票日期 此欄為發票日期，請填上開立發票的日期。 

 

應付日期 此欄為發票付款日期，會影響帳齡分析報表。 

 

貨    幣 是發票所使用的貨幣。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被存於貨幣檔案中。如果想

改變預設的匯率，就要到貨幣檔案中修改，否則只需要改變此欄的

值便可。 

 

營業員編號 營業員的編號。用戶可用滑鼠點此欄的倒三角圖示，然後選取營業

員的編號。 

 

發票金額 發票減去折扣的總金額。 

 

已付金額 已經付款的金額。 

 

結    餘 發票總金額減去已經付款的金額，由系統自行計算。 

 

 
 

圖 3-17 客戶期初結餘輸入畫面 

 
 

3.11 供應商檔案 

 

用以記錄與供應商有關的資料，其內容與使用方法與客戶檔案非常類似。 

 

3.11.1 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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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資料 

 

 
 

圖 3-18 供應商聯絡資料畫面 

 

供應商編號 此欄位允許輸入長達 20 個字符。在新加的狀態下，供應商編號是

可以被修改的，但供應商記錄被儲存後，此欄位就不可以修改了。 

 

 為了有效的管理供應商檔案，我們建議在編號前加上適當的英文

字母作為簡單的分類，以便查找。例如：公司名稱縮寫是 CA 的就

用 CA0001，下一個縮寫是 CA 的就用 CA0002。 

 

貨    幣     供應商主要使用的貨幣，各種交易會自動引用此貨幣。 

 

分    類 用以分辨供應商的類別。 

 

凍    結 當不再與某供應商來往時，請啟動此欄的 ✓。這樣就不可以用此

供應商開發票了。由於此記錄可能與其他的交易(如發票)有關，所

以在年結前不可刪除此記錄。 

 

供應商名稱 供應商的名稱，可容納 6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供應商地址  可容納多行內容，按[Enter]鍵可以增加空行。 

 

城市、省、國家、郵政編碼  可按需要填入適當內容。 

 

聯 絡 人 供應商主要聯絡人的姓名。 

 

直線電話 可以直接聯繫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 供應商的總機號碼。 

 

傳    真 供應商的傳真機號碼。 

 

電    郵 供應商公司或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如本公司技術支援部的電

郵地址是：support@accpower.com。 

 

mailto:support@gtcl.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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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    址 供應商的網址。如本公司的網址是：http://www.accpower.com。 

 

採購資料 

 

付款條件 供應商要求何時付款的條件，開發票時會按其內容自動計算應付

日期，發票上的應付日期可以臨時修改。 

 

結 帳 日 計算付款日期的起始日期。分三種：發票日期、每月十五號和每月

月底。這三個日期是用以配合後面的天數計算每張發票的應付日

期的。例如，天數是十五天帳期，如按發票日期計算的話，應付日

期是發票日加十五天; 如按每月十五號計算，應付日期則是下一個

十五號加十五天；按每月月底號計算，應付日期會是月底加十五天。 

 

加 X 天  用以配合結帳日來計算發票的應付日期。應付日期在發票上是可

以臨時修改的。 

 

採購折扣 此折扣會自動填到供應商發票的總折扣 1 上，整張發票會按此折

扣率計算折扣。 

 

應付帳號 如果有需要不同的供應商使用不同的應付帳科目，可以在此指定。

這裡只會顯示設應付帳類的會計科目。 

 

付款方法 供應商最常要求的付款方法，開發票時此欄內容會自動填到發票

上，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送貨方式 供應商預定的送貨方式。 

 

負 責 人 負責此供應商的職員，會自動填到各種交易中的職員一欄。 

 

信用狀態 被供應商信任的程度。 

 

信 貸 額 供應商允許的最高欠款金額。當總結欠(應付帳)大於信貸額時，系

統會提出警告。 

 

期初結餘 本年度的期初欠供應商的金額，一般是系統從上一年的資料帶下

來的。如果是初次使用本系統，請參考下一節[供應商期初結餘輸

入]。 

 

目前結餘 是包括期初結餘在內的欠款。 

 

銀行帳號     供應商的主要來往銀行帳號。 

 

稅務編號 稅務編號。 

 

應 課 稅     用來分辨與此供應商交易是否要付銷售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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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供應商採購資料畫面 

 

聯絡記錄 

 

聯繫記錄是用來記錄與供應商之間各種聯繫的資料，可以增加或刪減。系統會預設

顯示以當天計前後 7 天(共 14 天)的聯繫記錄，如有需要可以自行設定日期範圍，聯

繫記錄的內容會隨之改變。 

 

用滑鼠雙擊內容欄，就可以叫出內容編輯介面來查看或修改其內容。 

 

 
 

圖 3-20 供應商聯絡記錄畫面 

 

備註資料 

 

備    註 用以填寫此供應商的補充資料。 

 

發票提示 其內容會自動填到發票的備註欄上。 

 

建檔日期 此欄會被自動填入當天的日期。如果要修改建檔日期，可以直接鍵

入或用滑鼠按此欄的倒三角圖示叫出日曆選擇適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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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供應商期初結餘輸入 

 
在本系統中，供應商期初所欠金額並非只是一個數字而已。它應該包括產生期初金

額的供應商發票內容，如發票號碼、發票日期、發票金額及已付金額。其目的是當供

應商付款時有相應的發票記錄。用戶應該輸入所有的未付發票記錄，但也可以用一

張總結式的發票來代表，如有十張供應商發票共欠尚 2,800.00 元，可用供應商發票

BAL980001，金額 2,800.00 來代表。在新增或修改供應商資料的模式下，用滑鼠雙

擊期初結餘欄位或按右側圖示，便可見到下圖。 

 

發票號碼  供應商發票號碼可以容納 20 位的數字或文字。 

 

發票日期 此欄為供應商發票日期。 

 

應付日期 此欄為供應商發票付款日期。 

 

貨    幣 是供應商發票所使用的貨幣。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被存於貨幣檔案中。如果想

改變預設的匯率，就要到貨幣檔案中修改，否則只需要改變此欄的

值便可。 

 

營業員編號 營業員的編號。用戶可用滑鼠點此欄的倒三角圖示，然後選取營業

員的編號。 

 

發票金額 供應商發票減去折扣的總金額。 

 

已付金額 已經付款的金額。 

 

結    餘 供應商發票總金額減去已經付款的金額，由系統自行計算。 

 

 
 

圖 3-21 供應商期初結餘輸入畫面 

 
 

3.12 貨品檔案 

 

用來記錄貨品的資料。如果有些常用的非存貨項目，也可以儲存在貨品檔案中。其

類別選擇為服務類後，系統就不會加減此項目的數量了。 

 

貨品檔案的介面分為五部份：基本資料、銷售資料、購貨資料、備註及貨品圖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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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基本資料 

 

貨品編號 此欄位允許輸入長達 30 個字符。在新增的狀態下，貨品編號是可以

被修改的，但貨品記錄被儲存後，此欄位就不可以修改了。 

 

 為了有效的管理貨品檔案，貨品編號的設定應該令使用者容易記憶，

最好不要用條碼作為貨品編號。 

 

 
 

圖 3-22 貨品檔案基本資料畫面 

 

凍    結 當不再買賣某種貨品時，請啟動此欄的 ✓。由於此貨品可能與其他

的交易(如發票或購貨)有關，所以在年結前不應刪除此記錄。 

 

貨品名稱 貨品的名稱，可容納 6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類    別     貨品的類別主要是用來配合總帳系統使用的，選擇不同的類別會借/

貸不同的會計科目，請參考[3.6 預設會計科目檔案]一章的內容。系

統不會為選擇成為服務類的貨品加減存倉量。 

 

貨品單位 用以表達貨品數量的單位名稱。可選擇已經輸入的單位或直接鍵入

新的單位名稱。可容納 8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條    碼 貨品的條碼內容，如 4899628434108。 

 

顏    色 貨品的顏色。 

 

分    類 貨品的類別。 

 

包    裝 貨品的包裝。如 32X45X88 等等。 

 

尺    寸 貨品的尺寸。 

 

毛    重 貨品連包裝的重量。 

 

淨    重 貨品的淨重量。 

  

安全存量 貨品最少存量。當貨品存量少於此數時，系統會自動提供警告。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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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從向供應商買貨到收到貨物需要一段時間，而這段時間又可以

賣出一些貨品。如果存貨量太低，會產生缺貨現象；但存貨量太高，

又會浪費儲存空間及積壓資金，故用戶應在此填上適當的最低存貨

量。 

 

銷售訂貨量 是指客戶訂單未交貨數量。 

 

採購訂貨量 是指採購訂單未收貨數量。 

 

期初數量 最初使用本系統或上年帶來的貨品存量。 

 

現有存量 現在最新的貨品存量。此欄由系統自動產生，用戶無法修改。 

 

3.12.2 銷售資料 

 

銷售價 分標準售價、零售價、批發價、推廣價、最高價及最低價六種銷售

價。其中如果實際的售價超出最高價及最低價的範圍，系統會提出

警告。 

 

數量折扣 每種貨品允許多達四重數量折扣，如：超過 10 件有 2% 折扣，超

過 20 件有 5% 折扣，超過 50 件有 10% 折扣及超過 100 件有 15% 

折扣。 

 *注意：若在貨品檔案中輸入了此數量折扣，在開發票時會自動採

用標準售價，而且不會顯示上次銷售價。 

 

應 課 稅     用來分辨此貨品的銷售是否要付銷售稅。 

 

 
 

圖 3-23 貨品檔案銷售資料畫面 

 
3.12.3 購貨資料 

 

上次入貨價 最新的購貨價，由系統於購貨時自動更新。 

 

平均成本 由貨品購貨價計算的平均成本。當開供應商發票時，此欄會被自動

計算填寫。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請自行填寫，否則會有錯誤的計算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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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成本 貨品的自定成本，必須自行更新。 

 

應 課 稅     用來分辨購買此貨品是否要付銷售稅。 

 

供應商貨號   供應商的貨品編號。如果供應商的貨品編號與用戶的不同時，可以把

供應商的貨品編號填在此欄。用戶可以自行修改採購訂單格式，填

上供應商的貨品編號，以免供應商看錯貨品。 

 

 
 

圖 3-24 貨品檔案購貨資料畫面 

 
3.12.4 備註 

 

用以填寫此貨品的補充資料。 

 

3.12.5 貨品圖像 

   

貨品的圖片。本系統支援 JPG、JPEG、BMP、ICO、EMF 及 WMF 六種圖像格式。

要注意的是，由於報表編輯器不會自動分辨圖像格式，需要修改報表時指定圖像格

式，所以最好所有圖像都用同一種格式。 

 

建檔日期 此欄會被自動填入當天的日期。如果要修改建檔日期，可以直接鍵

入或用滑鼠按此欄的倒三角圖示叫出日曆選擇適當的日期。 

 
 

3.13 職員檔案 

 

職員編號 此欄位允許輸入長達 20 個字符。在新加的狀態下，編號是可以被修

改的，但記錄被儲存後，此欄位就不可以修改了。 

 

為了有效的管理檔案，我們建議在編號前加上適當的英文字母作為

簡單的分類，以便查找。 

 

凍    結 當不再使用記錄時，請啟動此欄的 ✓。 

 

英文姓名 職員的英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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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職員的中文姓名。 

 

住宅地址 可容納多行內容，按[Enter]鍵可以增加空行。 

 

城市、省、國家、郵政編碼 可按需要填入適當內容。 

 

 
 

圖 3-25 職員檔案畫面 

 

性    別 職員的性別，可選擇男或女。 

 

身份證號碼 職員的身份證明文件號碼。 

 

流動電話 職員的手提電話號碼。 

 

住宅電話 職員的住宅電話號碼。 

 

電    郵 職員的電子郵件地址。 

 

網    址 職員的個人網頁地址。 

 

備    註 用來填寫此職員的補充資料。 

 

生    日 職員的出生日期，可以直接鍵入或用滑鼠選取月曆圖叫出月曆選擇

適當的日期。 

 

加入日期 職員的入職日期，可以直接鍵入或用滑鼠選取月曆圖叫出月曆選擇

適當的日期。 

 

佣 金 率 職員所得的佣金率。 

 

建檔日期 此欄會被自動填入當天的日期。如果要修改建檔日期，可以直接鍵

入或用滑鼠選取月曆圖叫出月曆選擇適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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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工程檔案 

 

工程檔案是把各類交易分類的核心檔案。在各類交易中選擇工程編號後，就可以以

工程為中心分析每一個工程的收入、支出及盈利。 

 

工程編號 此欄位允許輸入長達 20 個字符。在新加的狀態下，編號是可以被修

改的，但記錄被儲存後，此欄位就不可以修改了。 

 

 為了有效的管理檔案，我們建議在編號前加上適當的英文字母作為

簡單的分類，以便查找。 

  

凍    結 當不再使用記錄時，請啟動此欄的 ✓。 

 

工程名稱 工程的名稱。 

 

地    址 可容納多行內容，按[Enter]鍵可以增加空行。 

 

城市、省、國家、郵政編碼   

 可按需要填入適當內容。 

 

電    郵 工程的電子郵件地址。 

 

網    址 工程的網址。 

 

聯 繫 人 工程的負責人。 

 

直線電話 可以直接聯繫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電    話 工程地點的總機號碼。 

 

傳    真 工程地點的傳真機號碼。 

 

 
 

圖 3-26 工程檔案畫面 

 

開始日期 工程開始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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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日期 工程完成的日期。 

 

完 成 率 工程已經完成的百分比。 

 

備    註 用來填寫此工程的補充資料。 

 

建檔日期 此欄會被自動填入當天的日期。如果要修改建檔日期，可以直接鍵

入或用滑鼠選取月曆圖叫出月曆選擇適當的日期。 

 
 

3.15 用戶保安管理 

 

用戶保安管理是用來管理系統功能的使用權限，此功能可以限制用戶可否對某種功

能進行查看、新增、修改或刪除。 

 
執行用戶保安管理功能，便可以看到下圖畫面。按下[新增用戶]按鈕，系統就會要

求提供用戶名稱及密碼。當加入新用戶後，系統會把所有的功能列出來。當然，

所以的功能都會被預定為不能執行 – 未打勾。如果允許此用戶執行某項功能，只

需在此功能的位置上用滑鼠擊兩下便可。 

 

 查  看 允許用戶進入或執行某種功能。 

 

 新  增 允許用戶加入新資料。 

 

 修  改 允許用戶修改已有資料。 

 

刪  除 允許用戶刪除資料。 

 

如果要刪除一個用戶，只要按下用戶名稱旁的向下三角，然後選取所要的用戶名

稱，再按[刪除用戶]按鈕便可。 

*請注意：ADMIN 及正在使用中的用戶是不可以刪除的。 

 

 
 

圖 3-27 用戶保安管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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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6 系統選項檔案 
 

3.16.1 一般 

 

儲存後是否列印  

當儲存各種交易(如銷售發票)後，系統會檢查此選項，如果本欄有✓

的話，系統會產生列印動作，否則[是否詢問列印]及[顯示列印對話

窗]的設定均不會起作用。 

 

是否詢問列印 系統產生列印動作時檢查此選項，如果本欄有✓的話，系統會先詢問

使用者是否列印，否則會直接列印。 

 

顯示列印對話窗  

如果本欄有✓的話，系統在列印前會先顯示列印對話窗，方便使用者

臨時修改打印機設置。另外，由於把報表匯出其他格式的選項在此

介面中，所以要顯示此介面才能使用報表匯出的功能。 

 

預設格式 本欄的設定決定了列印時所預設的格式。 

 

紙張大小 本欄的設定決定了列印時所預設的紙張尺寸，使用者可以在列印對

話窗中臨時修改紙張大小，如果用戶曾修改報表格式，其紙張大小

會依儲存時的大小列印，而不受本設定影響。 

 

貨品銷售成本方法   

 計算貨品銷售成本的方法，分平均成本、標準成本及上次購貨價共

三種。 

 

 
 

圖 3-28 系統選項(一般)畫面 

 

3.16.2 尋找方法/顯示格式 

 
銷售介面 

 

以條碼尋找客戶  

 選擇此項時，銷售介界的客戶編號欄不會自動按用戶輸入的資料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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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最近似的記錄，而會等用戶按下[Enter]鍵後，以用戶輸入的資

料來尋找客戶。如找不到的話，會有提示。 

 

以條碼尋找貨品  

 選擇此項時，銷售介界的貨品編號欄不會自動按用戶輸入的資料來

尋找最近似的記錄，而會等用戶按下[Enter]鍵後，以用戶輸入的資

料來尋找貨品。如找不到的話，會有提示。 

 

預設尋找客戶方法  

 用來設定使用遞增式尋找介面時，預設的尋找欄位，可選擇客戶編

號、電話、客戶名稱。 

 

選擇多個貨品 此選項允許使用者使用遞增式尋找介面時，可以同時選擇多個貨

品。按下[Shift]鍵可用滑鼠選擇多個相連的貨品；按下[Ctrl]鍵可用

滑鼠選擇多個不相連的貨品。貨品會按被選擇的次序逐一加入到交

易中，數量預設為 1，單價則會按次序選用數量折扣價、上次銷售

價或標準售價。 

 

購貨介面 

 

以條碼尋找供應商  

 選擇此項時，購貨介界的供應商編號欄不會自動按用戶輸入的資料

來尋找最近似的記錄，而會等用戶按下[Enter]後，以用戶輸入的資

料來尋找供應商。如找不到的話，會有提示。 

 

以條碼尋找貨品  

 請選擇此項時，購貨介界的貨品編號欄不會自動按用戶輸入的資料

來尋找最近似的記錄，而會等用戶按下[Enter]後，以用戶輸入的資料

來尋找貨品。如找不到的話，會有提示。 

 

預設尋找供應商方法  

 用來設定使用遞增式尋找介面時，預設的尋找欄位，可選擇供應商

編號、電話、供應商名稱。 

 

選擇多個貨品 此選項允許用戶使用遞增式尋找介面時，可以同時選擇多個貨品。

按下[Shift]鍵可用滑鼠選擇多個相連的貨品；按下[Ctrl]鍵可用滑鼠

選擇多個不相連的貨品。貨品會按被選擇的次序逐一加入到交易

中，數量預設為 1，單價則會按次序選用上次入貨價或標準售價。 

 

顯示格式 

 

貨品單價 用以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位，預設值是小數點後兩位，最多支援小

數點後四位。用戶可以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圖示選取其一便可。

  

 

貨品數量 用以設定貨品數量的小數位，預設值是整數，最多支援小數點後六

位。用戶可以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圖示選取其一便可。 

 

顯示格式 財慧軟件使用與 MS Windows 相同的顯示格式，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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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代表有數字便顯示，如果沒有數字或是零的話，就不顯示。 

b) 0 代表有數字便顯示，如果沒有數字或是零的話，就以 0 來顯示。 

c) 不被顯示的數位會以四捨五入的方法進位。 

d) 分號前是正數的顯示格式，分號後是負數的顯示格式。如：

#,0.00;(#,0.00)表示負數要用小括號表示，-1234.56 會顯示成為 

(1,234.56)。 

e) #,0.00 表示千位要用逗號分隔，0 就會以 0.00 來顯示。 

f) #,0 表示千位要用逗號分隔，並只顯示整數，小數則會四捨五入

進位。 

g) #,0.#### 表示千位要用逗號分隔，如果有小數的便顯示，沒有數

字或是零的話就不顯示。如：123.1200 及 456.7890 會顯示成為 

123.12 及 456.789。 

 

 要留意的是，顯示格式只是限制數字的顯示形式，而系統依然按來

 輸入的數值計算。如：用 #,0.00  顯示 123.456，用戶看到的是 

 123.46，但是系統會以 123.456 計算。 

 

 
 

圖 3-29 系統選項(尋找方法/顯示格式)畫面 

 
 

3.17 客戶對貨品上次銷售價檔案 
 

用戶可在此處查閱售予不同客戶相應貨品的上次銷售價，方便處理對客戶的報

價或銷售工作。 

 

用戶選擇好需要查看客戶的編號，系統便會自動顯示所有曾經售予此客戶的貨

品資料。包括貨品編號、貨品名稱、貨幣、單價、折扣率、單據編號、單據日期

及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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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客戶對貨品上次銷售價檔案畫面 

 

 

3.18 供應商對貨品上次入貨價檔案 
 

用戶選擇好需要查看供應商的編號，系統便會自動顯示所有曾經從此供應商購

入的貨品資料。包括貨品編號、貨品名稱、貨幣、單價、折扣率、單據編號、單

據日期及數量。 

 

用戶可在此處查閱從不同供應商購入相應貨品的上次入貨價，方便處理對供應

商的購貨工作。 

 

 
 

圖 3-31 供應商對貨品上次入貨價檔案畫面 

 

 

3.19 其他系統檔案 
 
3.19.1 信用狀態檔案 

 

用以記錄常用的信用狀態分類，可容納 4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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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2 送貨方法檔案 

 

用以記錄常用的送貨方法分類，可容納 4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圖 3-32 送貨方法檔案畫面 

 
3.19.3 地區檔案 

 

用以記錄常用的銷售分區分類，可容納 40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3.19.4 單位檔案 

 

用以記錄常用的貨品或重量分類，可容納 8 個英文或中文字符。 

 

 
 

圖 3-33 單位檔案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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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轉帳傳票輸入 
 

轉帳傳票輸入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4.1 標題 

 
標題包括了一張轉帳傳票的基本內容，如交易編號、日期、會計期間及參考號。 

 

交易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傳票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如銷售發票)相同。如

果想改變下一張傳票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傳票日期，開新傳票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需

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圖示叫出月曆選取便

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要，

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會計期間 會計期間是系統按傳票日期自動計算的，不可自行修改。 

 

參 考 號 用以輔助傳票編號，可以輸入 20 個數字或文字。 

 

 

4.2 內容 

 

每張傳票的內容必須借貸平衡才可儲存。內容分為以下欄位﹕科目編號、科目名稱、

借方、貸方、支票號碼、工程編號及備註。 

 

科目編號 用戶自行輸入科目編號或由下拉的選項中選擇。如果輸入不完整的

科目編號，系統會自動跳到最近似的科目編號上。注意，只有明細

類的會計科目才可以出現在下拉表中。 

 

科目名稱     會計科目被選取後，會計名稱會被抄錄到會計名稱欄上。會計名稱

不可在此處修改。 

 

借方/貸方 每一行中，這兩個欄位只允許其一被填上金額。如果借方有金額，而

又在貸方填上數字，或相反，系統會自動計算兩者的差額。 如果結

果是正數，系統會把結果填在借方; 如果是負數，系統會把結果化

成正數填在貸方。 

 

 如果加新項目時有未平金額，系統會自動把未平金額填在適當位置。 

 

支票號碼 此傳票的支票號碼。 

 

工程號碼 如果填上工程編號，此交易會按會計科目的類別歸類至工程分析報

表。 

 

備註 1 及 2 此備註是為標示每一個項目而設的,並會自動覆製到下一個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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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及刪除一行內容  

 如果想加入一筆記錄，請按[Insert]鍵或在最後一行按向下箭嘴鍵便

可。同時按下[Ctrl]及[Del]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整行記錄。 

 
 

4.3 總計 

 
總計部份包括借方、貸方總金額及未平金額三個內容，全是由系統自動計算的。 

 

 
 

圖 4-1 轉帳傳票輸入畫面 

  

備    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傳票的說明，可輸入多行的內容。 

 

 

4.4 列印傳票 

 
當儲存傳票的時候，系統會詢問是否列印傳票。如果選擇不列印的話，以後可以在

瀏覽模式下按[F10]、列印按鈕或滑鼠的右鍵列印傳票。傳票的預設尺寸為 A5 紙橫

印，如果要修改傳票的大小或內容，請在列印對話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執行

修改報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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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銀行帳戶核對表 
 

核對表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5.1 標題 

 
標題包括了一張核對表的期間及會計科目。  

 

欄位說明如下： 

 

由日期至日期 此欄為核對表的期間。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

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選取便可。 

 

科目編號 用戶自行輸入有關銀行帳戶的科目編號或由下拉的選項中選擇。如

果輸入不完整的會計科目，系統會自動跳到最近似的科目編號上。 

 

科目名稱     會計科目被選取後，會計名稱會被抄錄到會計名稱欄上。會計名稱

不可在此處修改。 

 
 

5.2 內容 

 
內容共分為六個欄位﹕已核、日期、傳票號碼、支票號碼、金額及備註 1/2。 

 

已    核 當此交易已核對無誤後，請在此欄加上✓號。所有的交易都會被預定

為未核實 – 未打勾。如果所有交易已經核對無誤，只需在此「已核」

的位置上用滑鼠擊兩下便可。 

 

日    期 傳票的日期。 

 

傳票號碼 有關此交易的傳票編號。 

 

支票號碼 此傳票的支票號碼。 

 

金    額 此交易的往來金額。 

 

備註 1 / 2 此備註是每一張傳票所輸入的備註。 

 

 

5.3 總計  

 
總計部份包括科目期初、本期金額、科目結餘、未兌現金額及銀行結餘五個內容，其

內容是由系統自動計算的。 

 

科目期初 此銀行帳戶的期初結餘。 

 

本期金額 在此期間的淨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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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結餘 是科目期初加上本期金額所得的結餘。 

 

未兌現金額 此期間未兌現的總金額。 

 

銀行結餘 銀行月結單的結餘，等於科目結餘減去未兌現金額。 

 

 

5.4 列印銀行帳戶核對表 

 
用戶只需按下列印鍵便可列印核對表。核對表的預設尺寸為標準信紙大小，如果

要修改列印核對表的大小或內容，請在列印對話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執行修

改報表功能。 

 

 
 

圖 5-1 銀行帳戶核對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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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應收帳付款輸入 
 

應收帳付款輸入介面是專為輸入發票付款而設，並不需要用戶懂得會計知識。因此，

用戶可以利用此介面輕輕鬆鬆地完成應付帳付款的資料輸入。 

 

應收帳付款輸入介面分為標題及付款內容兩部份。 

 

 

6.1 標題 

 
交易編號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日    期 交易發生的日期。系統自動提供當天的日期，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

或用滑鼠點此欄的倒三角圖示，然後在月曆中選取。 

 

貨    幣 此欄的預設值為本位貨幣。如果貨幣被改變，匯率也會被改為被選

貨幣與本位貨幣相應的找換率。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被存於貨幣檔案中。如果想

改變預設的匯率，就要到貨幣檔案中修改，否則只需要改變此欄的

值便可。 

 

參 考 號 輔助編號，可以輸入 20 個數字或文字。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尋找客戶。 

 

客戶名稱 此欄是客戶名稱，只顯示與客戶編號欄相應的名稱，不允許修改。 

 

備    註 此欄供用戶填寫與此交易有關的詳細內容，可容納 60 個字。 

 

支票號碼 用以填寫客戶付款支票的號碼。 

 

付款方法 此次客戶付款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輸入了會計科目，本次

付款的金額就會借付此科目中。 

 

總 付 款 按傳票貨幣計算的總付款金額。用戶可自行輸入客戶付款的總金額，

系統便會根據發票的先後次序做付款。也可以在內容中自行選擇發

票付款，系統會自動計算總付款金額。 

 

匯價損益 是本傳票中所有發票付款匯價差異的總和。 

 
 
6.2 付款內容 

 

發票號碼 用戶在此欄可以找到所有客戶未付清款項的發票，請在此選擇一張

要付款的發票。 

 

貨    幣 所選發票的貨幣，不可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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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    率 所選發票的匯率，不可以修改。 

 

總 金 額 此金額是發票總金額。 

 

已    付 包括按金在內本發票以前的所有已付款，以發票貨幣計算。 

 

付    款 包括以發票貨幣計算的本次付款金額。 

 

匯價損益 付款金額與發票金額之間的匯價損益。 

 

本次付款 是在本傳票中對此發票所付的款項，以傳票貨幣計算。 

 

 *請注意，本次付款金額的貨幣與傳票貨幣相同。例如，傳票貨幣為

港幣，此欄輸入的金額就是港幣金額。 

 

 
 

圖 6-1 應收帳付款輸入畫面 

 
 

6.3 列印收據 

 

 在瀏覽模式下按[F10]或滑鼠的右鍵可列印收據。收據的預設尺寸為 A4 紙大小

 的一半，如果要修改收據的大小或內容，請在列印畫 面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

 執行修改報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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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應付帳付款輸入 
 

應付帳付款輸入介面是專為輸入供應商發票付款而設，並不需要用戶懂得會計知識。

因此，用戶可以利用此介面輕輕鬆鬆地完成應付帳付款的資料輸入。 

 

應付帳付款輸入介面分為標題及內容兩部份。 

 

 

7.1 標題 

 
交易編號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日    期 交易發生的日期。系統自動提供當天的日期，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

或用滑鼠點此欄的倒三角圖示，然後在月曆中選取。 

 

貨    幣 此欄的預設值為本位貨幣。如果貨幣被改變，匯率也會被改為被選

貨幣與本位貨幣相應的找換率。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被存於貨幣檔案中。如果想

改變預設的匯率，就要到貨幣檔案中修改，否則只需要改變此欄的

值便可。 

 

參 考 號 輔助編號，可以輸入 20 個數字或文字。 

 

供應商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供應商編號尋找供

應商。 

 

供應商名稱 此欄是供應商名稱，只顯示與供應商編號欄相應的名稱，不允許修

改。 

 

備    註 此欄供用戶填寫與此交易有關的詳細內容，可容納 60 個字。 

 

支票號碼 用以填寫付款支票的號碼。 

 

付款方法 此次應付帳付款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輸入了會計科目，本

次付款的金額就會借入此科目中。 

 

總 付 款 按傳票貨幣計算的總付款金額。用戶可自行輸入應付帳付款的總金

額，系統便會根據發票的先後次序做付款。也可以在內容中自行選

擇發票付款，系統會自動計算總付款金額。 

 

匯價損益 是本傳票中所有發票付款匯價差異的總和。 

 

 

7.2 內容 

 
發票號碼 用戶在此欄可以找到所有未付清款項的供應商發票，請在此選擇一

張要付款的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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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    幣 所選發票的貨幣，不可以修改。 

 

匯    率 所選發票的匯率，不可以修改。 

 

總 金 額 此金額是發票總金額。 

 

已    付 包括按金在內本發票以前的所有已付款，以發票貨幣計算。 

 

付    款 包括以發票貨幣計算的本次付款金額。 

 

匯價損益 付款金額與發票金額之間的匯價損益。 

 

本次付款 是在本傳票中對此發票所付的款項，以傳票貨幣計算。 

 

 *請注意，本次付款金額的貨幣與傳票貨幣相同。例如，傳票貨幣為

港幣，此欄輸入的金額就是港幣金額。 

 

 
 

圖 7-1 應付帳付款輸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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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報價單輸入 
 

報價單輸入的介面共分為三部份：主頁、送貨資料及備註。 

 

8.1 主頁 

 
 報價單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8.1.1 標題 

 
報價單標題包括了一張報價單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先輸

入好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入新

的記錄，無需離開報價單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選擇適

當的欄位，如客戶編號、貨幣或營業員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應檔案的

輸入畫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抄到

報價單中。 

 

報價單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報價單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下

一張報價單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報價單日期，開新報價單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

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

選取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

需要，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客戶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有關的工程的編號，可以留空不填。 

 

營 業 員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報價單的營業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客戶檔案。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8.1.2 內容 

 

報價單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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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報價單項目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銷售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8-1 報價單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報價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銷售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8.1.3 總計  

 

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及結餘等內容。 

 

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檔案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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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欄位

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扣金

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總金額減除總折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用以輸入收取客戶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用以輸入向客戶收取的其他費用。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扣 1、

2。 

 
 

8.2 送貨資料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如客戶訂單編號或自己公司的採購訂單

編號。 

 

 

8.3 備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報價單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8.4 其它功能 

 

列印報價單 當報價單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

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報價單，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按鈕

叫出列印報價單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報價單範圍後按列印

鍵列印至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報價單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

表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報價單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

表編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報價單 要找一張指定的報價單可以在報價單編號旁的按鈕上用滑鼠按一

下，或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報價單功能便可叫出尋找報價單視

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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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他報價單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報價單抄錄，把其他報價單的內容抄

錄到新增的一張報價單內。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

位，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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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銷售訂單輸入 
 

銷售訂單輸入的介面共分為三部份：主頁、送貨資料及備註。 

 

9.1 主頁 

 
銷售訂單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9.1.1 標題 

 
銷售訂單標題包括了一張訂單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先輸

入好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入新

的記錄，無需離開銷售訂單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選擇

適當的欄位，如客戶編號、貨幣或營業員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應檔案

的輸入畫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抄到

銷售訂單中。 

 

訂單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不超過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

許重覆。 

 

 *請留意，應盡量避免讓訂單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

下一張訂單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銷售訂單日期，開新訂單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

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

選取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

需要，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客戶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有關的工程的編號，可以留空不填。 

 

營 業 員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訂單的營業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客戶檔案。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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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內容 

 

銷售訂單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編

號、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銷售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9-1 銷貨訂單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銷售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9.1.3 總計  

 

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及結餘等內容。 

 



第九章 銷售訂單輸入 

 

9-3 

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欄位

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扣金

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總金額減除總折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用以輸入收取客戶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用以輸入向客戶收取的其他費用。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扣 1、

2。 

 

 

9.2 送貨資料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如自己公司的採購訂單編號。 

 

報價單編號 報價單的編號。 

 
 

9.3 備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銷售訂單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9.4 其它功能 

 

列印銷售訂單 當銷售訂單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

中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銷售訂單，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

按鈕叫出列印訂單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範圍後按列印鍵列

印至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銷售訂單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

報表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銷售訂單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

行報表編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銷售訂單 要找一張指定的銷售訂單可以在訂單編號欄上用滑鼠連按兩下，或

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銷售訂單功能便可叫出尋找訂單視窗。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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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按訂單編號或客戶編號尋找銷售訂單。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功能把其他銷售訂單或報價

單的內容抄錄到新一張的訂單中。 

 

改變銷售訂單狀態 

 當一張銷售訂單未完全交貨時，可以用此功能把銷售訂單設成完成

的狀態。用此功能設成已完成狀態的銷售訂單，也可以用此功能再

還原成未完成狀態。如果銷售訂單已經完全抄錄到銷售發票中，此

銷售訂單會自動被設為已完成狀態，就不可以自行改變其狀態。而

在銷售發票中抄錄銷售訂單時，只會顯示未完成狀態的銷售訂單。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位，

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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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銷售發票輸入 
 

發票輸入的介面共分為三部份：主頁、送貨資料及備註。 

 

10.1 主頁 

 
發票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發票標題、發票內容和總計。 

 
10.1.1 標題 

 
發票標題包括了一張發票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先輸入好

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入新的記

錄，無需離開發票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選擇適當的欄

位，如客戶編號、貨幣或營業員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應檔案的輸入畫

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抄到發票中。 

 

發票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發票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下一

張發票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發票日期，開新發票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需

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選取

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要，

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客戶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營 業 員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發票的營業員，以便分析營業員的銷售能力或計

算佣金。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客戶檔案。 

 

到 期 日 應收帳到期的日期，由系統按付款條件計算出來，也可以自行修

改。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填有會計科目，而發票中又有付款，

該付款會被借入此會計科目中。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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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內容 

 

發票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編號、貨

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發票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銷售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10-1 銷售發票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銷售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10.1.3 總計  

 

發票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按金及結餘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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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發票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

欄位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

扣金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發票總金額減除總折

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有關此批貨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任何有關此批貨的費用。 

 

按    金  此欄供用戶輸入客戶已付的金額。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發票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

扣 1、2 及付款。此金額會被放入客戶的應收帳中。 

 
 

10.2 送貨資料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報價單號 向客戶報價的報價單編號。若銷售發票是由報價單抄錄，此報價單

的編號會自動被填上。 

 

銷售訂單編號 銷售訂單的編號。若銷售發票是由銷售訂單抄錄，此訂單的編號會

自動被填上。 

 

客戶採購單編號 客戶的採購單編號。 

 

 

10.3 備註 

 

發票備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發票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總帳備註 在此輸入的內容會被帶到總帳中，共兩行，每行可容納 60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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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其它功能 

 

列印發票 當發票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的

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發票，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按鈕叫出

列印發票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發票範圍後按列印鍵列印至

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發票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表

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發票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表編

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發票 要找一張指定的發票可以在發票編號旁的按鈕上用滑鼠按一下，或

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發票功能便可叫出尋找發票視窗。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報價單、銷

售訂單或其他發票）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銷售發票中。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位，

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數量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數量的小數位，

最多至小數點後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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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銷售退貨發票輸入 
 

銷售退貨發票輸入的介面共分為三部份：主頁、送貨資料及備註。 

 

11.1 主頁 

 
發票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 

 
11.1.1 標題 

 
發票標題包括了一張發票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先輸入好

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入新的記

錄，無需離開發票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選擇適當的欄

位，如客戶編號、貨幣或營業員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應檔案的輸入畫

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抄到發票中。 

 

發票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發票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下一

張發票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發票日期，開新發票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需

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選取

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要，

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客戶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營 業 員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發票的營業員，以便分析營業員的銷售能力或計

算佣金。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客戶檔案。 

 

到 期 日 應收帳到期的日期，由系統按付款條件計算出來，也可以自行修

改。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填有會計科目，而發票中又有付款，

該付款會被借入此會計科目中。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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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內容 

 

銷售退貨發票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

品編號、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發票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銷售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11-1 銷貨退貨發票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銷售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11.1.3 總計  

 

發票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按金及結餘等內容。 

 

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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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發票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

欄位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

扣金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發票總金額減除總折

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有關此批貨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任何有關此批貨的費用。 

 

按    金  此欄供用戶輸入客戶已付的金額。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發票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

扣 1、2 及付款。此金額會被放入客戶的應收帳中。 

 

 

11.2 送貨資料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報價單號 向客戶報價的報價單編號。若發票是由報價單抄錄，此報價單的編

號會自動被填上。 

 

銷售訂單編號 銷售訂單的編號。若發票是由銷售訂單抄錄，此訂單的編號會自動

被填上。 

 

客戶採購單編號 客戶的採購單編號。 

 
 

11.3 備註 

 

發票備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發票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總帳備註 在此輸入的內容會被帶到總帳中，共兩行，每行可容納 60 個字。 

 
 

11.4 其他功能 

 

列印發票 當發票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的

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發票，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按鈕叫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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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發票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發票範圍後按列印鍵列印至

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發票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表

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發票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表編

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發票 要找一張指定的發票可以在發票編號旁的按鈕上用滑鼠按一下，或

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發票功能便可叫出尋找發票視窗。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其他銷售

退貨發票等）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銷售退貨發票中。特別要注

意的是，如果由銷售訂單抄過來的話，系統會自動增加相應銷售訂

單的未付運數量。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

位，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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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送貨單輸入 
 

送貨單的介面分為兩部份：主頁及備註。 

 

12.1 主頁 

 
送貨單主頁分為：標題、內容及總計。其功用是為用戶提供一個快速的送貨輸入

介面。 

 
12.1.1 標題 

 

送貨單標題包括了除貨品內容外的大部份內容。  

 

送貨單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送貨單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下

一張送貨單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送貨日期，開新送貨單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

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選

取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

要，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客戶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客戶編號、名稱或

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送貨地址 用戶可以在此直接修改送貨地址。 

 

聯 繫 人 客戶公司主要聯絡人的姓名。 

 

電    話 客戶的電話號碼。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客戶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營 業 員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送貨單的營業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客戶檔案。 

 

到 期 日 應收帳到期的日期，由系統按付款條件計算出來，也可以自行修

改。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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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圖 12-1 送貨單輸入畫面 

 
12.1.2 內容 

 

送貨單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送貨單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銷售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銷售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第十二章 送貨單輸入 

 

12-3 

12.1.3 總計  

 

總 數 量  所有貨品數量的總計。 

 

總 件 數  此欄供用戶輸入貨品被包裝成多少件，方便點貨 

 

折 扣 1 此折扣是按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 分比或金額

 欄位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

 扣金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折 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總金 額減除總折

 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總金額減總折扣 1、2。 

 

 

12.2 備註 
 

備    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送貨單的說明，可輸入多行的內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若此送貨單是由送貨單抄錄，此欄會自動被填上被抄錄的送貨單編

號。 

 若此送貨單是由銷售發票抄錄，此欄會自動被填上被抄錄的銷售發

票編號。 

 

報價單號 向客戶報價的報價單編號。 

 

銷售訂單編號 銷售訂單的編號。 

 

客戶採購單編號 客戶的採購單編號。 

 
 

12.3 其它功能 

 

列印送貨單 當送貨單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

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送貨單，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按鈕

叫出列印送貨單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送貨單範圍後按列印

鍵列印至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送貨單格式 

 在列印送貨單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表

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送貨單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表

編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送貨單 要找一張指定的送貨單可以在送貨單編號欄上用滑鼠連按兩下，或

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送貨單功能便可叫出尋找送貨單視窗。 

  



財慧 3000 Pro 

 

12-4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銷售發票、

送貨單等）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送貨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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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採購訂單輸入 
 

採購訂單輸入畫面分主頁和備註。 

 
 

13.1 主頁 

 

 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13.1.1 標題 

 
採購訂單標題包括了一張採購訂單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

先輸入好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

入新的記錄，無需離開採購訂單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

選擇適當的欄位，如供應商編號、貨幣或負責人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

應檔案的輸入畫面。 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

記錄抄到採購訂單中。 

 

訂單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應盡量避免讓採購訂單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

改變下一張採購訂單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採購訂單日期，開新採購訂單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

期。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月曆的圖示叫出月

曆選取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

有需要，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供應商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供應商編號、名稱

或電話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供應商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負 責 人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採購訂單的職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供應商檔案。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13.1.2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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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訂單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編

號、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訂單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購貨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13-1 採購訂單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的購貨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13.1.3 總計  

 
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及結餘等內容。 

 

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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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欄位

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扣金

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總金額減除總折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有關此批貨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任何有關此批貨的費用。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扣 1、

2。 

 
 

13.2 備註 
 

備    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採購訂單的說明，可輸 入多行的內

容。 

 

交貨日期 要求供應商供貨的日期。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客戶訂單編號 客戶的採購單編號。 

 

供應商報價單編號 供應商的報價單編號。 

 
 

13.3 其它功能 

 

列印採購訂單 當採購訂單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

中的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採購訂單，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

按鈕叫出列印採購訂單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採購訂單範圍

後按列印鍵列印至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採購訂單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

報表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採購訂單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

行報表編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採購訂單 要找一張指定的採購訂單可以在採購訂單編號欄上用滑鼠連按兩下，

或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功能便可叫出尋找採購訂單視窗。用戶可

按供應商編號、訂單號碼及參考號尋找採購訂單。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其他採購

單等）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採購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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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採購訂單狀態 

 當一張採購訂單未完全交貨時，可以用此功能把採購訂單設成完成

的狀態。用此功能設成已完成狀態的採購訂單，也可以用此功能再

還原成未完成狀態。如果採購訂單已經完全抄錄到供應商發票中，

此採購訂單會自動被設為已完成狀態，就不可以自行改變其狀態。

而在供應商發票中抄錄採購訂單時，只會顯示未完成狀態的採購訂

單。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

位，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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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供應商發票輸入 
 

供應商發票輸入畫面分為主頁和備註。 

 

14.1 主頁 

 
發票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 

 
14.1.1 標題 

 
標題包括了一張供應商發票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先輸入

好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入新的

記錄，無需離開供應商發票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

選擇適當的欄位，如供應商編號、貨幣或負責人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

應檔案的輸入畫面。 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

記錄抄到供應商發票中。 

 

發票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應盡量避免讓供應商發票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

想改變下一張發票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發票日期，開新發票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需

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月曆的圖示叫出月曆選取便

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要，

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供應商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供應商編號、名稱

或電話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供應商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負 責 人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供應商發票的職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供應商檔案。 

 

應付日期 應付帳到期的日期，由系統按付款條件計算出來，也可以自行修

改。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填有會計科目，而發票中又有付款，

該付款會被貸入此會計科目中。 

 

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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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內容 

 

供應商發票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品

編號、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發票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購貨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14-1 供應商發票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的購貨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14.1.3 總計  

 

發票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按金及結餘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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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發票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

欄位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

扣金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發票總金額減除總折

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有關此批貨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任何有關此批貨的費用。 

 

按    金  此欄供用戶輸入已付的金額。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發票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

扣 1、2 及付款。此金額會被放入應付帳中。 

 

 

14.2 備註 
 

備    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發票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採購單編號 採購訂單的編號。 

 

客戶訂單編號 銷售訂單的編號。 

 

供應商報價單號 向供應商報價的編號。 

 
 

14.3 其它功能 

 
列印發票 當發票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的

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發票，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按鈕叫出

列印發票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發票範圍後按列印鍵列印至

印表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發票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表

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發票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表編

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發票 要找一張指定的發票可以在發票編號旁的按鈕上用滑鼠按一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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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發票功能便可叫出尋找發票視窗。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採購訂單

或其他供應商發票）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供應商發票中。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

位，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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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購貨退貨發票輸入 
 

購貨退貨發票輸入的介面共分為主頁及備註。 

 

 

15.1 主頁 

 
發票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發票標題、內容和總計。 

 
15.1.1 標題 

 
購貨退貨發票標題包括了一張發票的大部份內容，而且絕大部份的內容都可以從預

先輸入好的檔案中選出來。如果在下拉條中無法找到適當的記錄或者想在檔案中加

入新的記錄，無需離開發票輸入畫面便可叫出相關檔案的輸入畫面。方法是先選擇

適當的欄位，如供應商編號、貨幣或負責人欄位等，然後按[F6]鍵，便可叫出相應檔

案的輸入畫面。當完成記錄輸入後，按退出鍵便可關閉此畫面，同時會把當前記錄

抄到發票中。 

 

發票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發票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變下一

張發票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改。 

 

日    期 此欄為發票日期，開新發票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日期。如需

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出月曆選取

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如有需要，

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供應商編號 用滑鼠按下此欄可叫出尋找記錄的對話窗，可按供應商編號、名稱

或電話號碼尋找記錄。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所選供應商的預設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與本交易有關的工程。 

 

負 責 人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購貨退貨發票的職員。 

 

付款條件 賒帳的天數，詳情請參考供應商檔案。 

 

應付日期 應付帳到期的日期，由系統按付款條件計算出來，也可以自行修

改。 

 

付款方法 記錄付款方法，如果付款方法中填有會計科目，而發票中又有付款，

該付款會被貸入此會計科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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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貨方式 用以記錄此批貨物的運送方法。 

 
15.1.2 內容 

 

購貨退貨發票的內容可以是貨品或是自行輸入的註解。共分為八個欄位﹕項目、貨

品編號、貨品名稱/摘要、數量、單位、單價、折扣率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發票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

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如果用戶要輸入不存

在於貨品檔案中的購貨項目，可在此欄中輸入其名稱便可。 

 

 
 

圖 15-1 購貨退貨發票輸入畫面 

 

數    量 貨品的數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的購貨單價。 

 

折 扣 率 項目折扣是預設為百分比的，故不必輸入百分比號，請直接輸入折

扣的百分數便可。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再減去折扣金額。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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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 總計  

 

發票總計包括銷售稅、兩項總折扣、運費、其他收費、付款及結餘等內容。 

 

銷售稅 1&2 銷售稅金額是按用戶預先設好的方法計算出來的，詳情請參考稅務

檔案一章。 

 

總折扣 1 此折扣是按發票總金額來算的。用戶可以在總折扣的百分比或金額

欄位輸入所需的數值，此兩欄位是互相影響的，例如﹕修改了總折

扣金額，總折扣百分比會自動計算，反之亦然。 

 

總折扣 2 這個折扣是累積折扣，意思是說這個折扣會在發票總金額減除總折

扣 1 後的金額上計算的。 

 

運    費 有關此批貨的運輸費用。 

 

其他收費 任何有關此批貨的費用。 

 

按    金  此欄供用戶輸入已付的金額。 

 

結    餘 此欄也是自動計算的，等於發票總金額加運費及其他收費再減總折

扣 1、2 及付款。此金額會被放入應付帳中。 

 
 

15.2 備註 

 

備    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發票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交貨日期 交貨的日期。用戶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

叫出月曆選取便可修改。 

 

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採購單編號 採購訂單的編號。 

 

客戶訂單編號 銷售訂單的編號。 

 

供應商報價單號 向供應商報價的編號。 

 
 

15.3 其它功能 

 

列印發票 當發票在瀏覽模式下，按滑鼠的右鍵可叫出一個功能目錄。其中的

第一個功能就是列印發票，用戶也可以按[F10]鍵或按列印叫出列印

發票視窗。使用方法很簡單，選好發票範圍後按列印鍵列印至印表

機或按預覽鍵在螢光幕預視列印效果。 

 

修改格式 在列印發票視窗中，按[F8]或滑鼠的右鍵可叫出報表編輯器。報表

編輯器會直接修改列印發票視窗中所選的格式，所以，執行報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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輯器前，請先選擇所要修改的格式。 

 

尋找發票 要找一張指定的發票可以在發票編號旁的按鈕上用滑鼠按一下，或

按滑鼠右鍵再選擇尋找發票功能便可叫出尋找發票視窗。 

 

由其他單據抄錄 

 用戶可按滑鼠右鍵選擇由其他單據抄錄，把其他單據（如其他購貨

退貨發票等）的內容抄錄到新增的一張購貨退貨發票中。特別要注

意的是，如果由採購訂單抄過來的話，系統會自動增加相應採購訂

單的未付運數量。 

 

單價小數位 用戶可以在檔案維護的系統選項檔案中自行設定貨品單價的小數

位，最多至小數點後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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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存貨調整單輸入 
 
 存貨調整單輸入是為調整某一個別貨品在貨倉中的數量而設。 

 
 

16.1 主頁 

 
存貨調整單主頁畫面分為三部份：標題、內容和總計三部分。 

 
16.1.1 標題 

 

存貨調整單號碼   

 此編號可容納不超過 20 個字符，用來分開每一筆的交易記錄，不允

許重覆。 

 *請留意，要避免讓存貨調整單編號與其它交易編號相同。如果想改

變下一張存貨調整單的編號，應該到檔案維護的交易編號檔案中修

改。 

 

日    期 此欄為發生存貨調整單的日期，開新單時會被自動填上當天的系統

日期。如需修改可直接鍵入新日期或用滑鼠點一下倒三角的圖示叫

出月曆選取便可。日期的格式是按 MS Windows 所設定的格式顯示，

如有需要，請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修改。 

 

 
 

圖 16-1 存貨調整單輸入畫面 

 

說    明  用以描述記錄調整存貨單的原因。 

 

貨    幣 此欄會被填上本位貨幣，但也可以臨時修改。 

 

匯    率 匯率是被選貨幣與本位貨幣的找換率，系統會以此匯率把外幣金額

轉為本位貨幣金額入帳。 

 

工程編號 有關的工程的編號，可以留空不填。 

 

負 責 人 此欄可記錄負責此單的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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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號 允許自行輸入內容的欄位。 

 

16.1.2 內容 

 
存貨調整單的內容必須是貨品。共分為七個欄位﹕項目、貨品編號、貨品名稱/摘要、

數量、單位、單價及金額。 

 

項    目 此欄的目的是讓用戶輸入內容的序號，但也可以輸入其他內容。 

 

貨品編號 用戶可以在此按下有…標記的按鈕或直接在此欄輸入貨品編號。 

 

貨品名稱/摘要 當適當的貨品被選取後，貨品名稱會被抄錄到貨品名稱/摘要欄上。

如果用戶此時想修改貨品的名稱，可以直接在此修改便可。要留意

的是，貨品名稱的改變只發生在此筆記錄中。 

 

數    量 貨品的數量，正數是增加存貨量，負數是減少存貨量。 

 

單    位 貨品的單位，可以選擇已存在的單位或臨時輸入。 

 

單    價 貨品的單價。 

 

金    額 此金額是系統自動計算的，用戶是無法也無需修改的。其金額等於

數量乘單價。 

 

刪除整行 同時按下[Ctrl]及[Delete]鍵可刪除游標所在位置的記錄。 

 

16.1.3 總計  

 
總 數 量 所有貨品數量的總和。 

 

總 金 額   此欄是自動計算的，等於所有貨品金額的總和。 

 
 

16.2 備註 

 

此備註供用戶輸入有關整張存貨調整單的說明，可輸入多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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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系統工具 
 

17.1 資料備份  

 

此功能被選取後，會出現圖 17-1 的畫面。選擇目標磁碟機及子目錄後，按[確定]鍵

便開始備份資料。為免備份了有問題的資料，請先用資料庫工具檢查資料庫，再做

備份。 

 

開    始  按下此鍵開始進行備份工作。 

 

退    出 退出備份畫面。 

 

使用此功能請註意以下幾點： 

 

1. 系統允許選擇的磁碟機及目錄是 MS Windows 提供的，如果要選擇磁碟機或

目錄不存在，請檢查 MS Windows 的設置。 

2. 選擇磁碟機前，請先確認該目標位置可以被寫入。 

3. 如果要把資料備份至硬盤的話，請選擇與資料不同的硬盤。否則，如果硬盤有

問題的話，資料及備份檔案可能會同時受損。 

4. 備份檔案的名稱是 aps4bak 開頭，再加上公司簡稱及當天的日期，最後以.zip

做副檔案名稱。例如公司簡稱為 ABC2022，當天是 2022 年 1 月 1 日，就會是

abc2022_20220101.zip。 

 

 
 

圖 17-1 資料備份畫面 

 

*注意：在備份資料前，系統會檢查是否有其他人在使用本系統，只有在無其他人

使用本系統的情況下，此功能才能被執行。另外，請製做多於一套備份，以防萬一。 

 
 

17.2 資料還原  

 

此功能是要把已經備份到磁碟上的資料放回硬盤中。請先選擇來源磁碟機及目錄，

然後按[確定]鍵開始放回資料。系統會在指定的磁碟機及目錄尋找備份檔案：以

aps4bak 開頭及 zip 結尾的檔案。如果系統找到備份檔案的話，系統就會把備份檔案

解壓並放會到系統目前的資料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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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放回備份資料前，系統會檢查是否有其他人在使用本系統，如有其他人在使用本

系統開啟資料庫的情況下，此功能會被拒絕執行。 

 

另外，此功能會把目標目錄中的資料完全覆蓋，敬請小心使用。如果在中途強行終

止放回資料，會導致硬盤中的資料不完整。 

 

 
 

圖 17-2 資料還原畫面 

 
 

17.3 交易核算 

 
由於某些記錄(如客戶、供應商或存貨結餘)會因電腦故障等原因，與實際交易所計

算出來的數值有出入。本系統特設此功能按交易記錄重新計算各類記錄的結餘。 

 

 
 

圖 17-3 交易核算畫面 

 
 

17.4 年結  

 

年結功能提供每年資料結轉的功能：清除所有交易的詳細內容及將資產表項目的

結餘帶到新年度。系統會引導用戶建立新帳來處理年結後的資料，不會刪除本年

度的資料。使用步驟如下: 

 

年結步驟： 

1. 執行年結功能後，會看到圖 17-4 的畫面 

2. 確認年節日期是否正確 

3. 填寫新年度的公司簡稱。此公司簡稱會做為目錄名稱使用，需要符合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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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 對目錄的要求。 

4. 確認資料目錄是否正確，有需要可以更改。 

5. 確認新的會計年度的會計期間及開始日期是否正確。 

6. 按[開始]按鈕執行年結功能。 

7. 完成年結功能後，系統會按[公司簡稱]建立新年度帳套，正常使用即可。 

 

注意事項： 

1. 此功能可以在任何一部裝有財慧系統的電腦上執行，但在主機/伺服器(存放

資料的電腦)上的執行速度最快。 

2. 此功能會建立一盤新帳，不會在舊帳中修改或刪除任何資料。但是，無論如

何都應該在做[年結]功能前對相關的帳套做[資料備份]，以防有意外。 

3. 年結前請先檢查相關帳套的內容，並確認財務資料及報表正確。 

4. 執行結後，舊年度的帳目如需調整，請在舊帳中處理，再更正新年度的期初

金額。 

 

 
 

圖 17-4 年結畫面 

 
 

17.5 資料庫工具  

 

資料庫工具提供檢查及維修資料庫、清除交易記錄及刪除所有記錄的功能。 

 
17.5.1 檢查及維修資料庫 

 
目前，市面上的任何一種資料庫軟件，都會因硬件故障或突然停電等原因，造成資

料庫的損壞。因此，系統特別提供了檢查及維修資料庫的功能。 

 

檢  查 檢查所有資料庫檔案，並將結果寫在檢查結果的文字框中。如資料庫

檔案有損壞，請執行維修功能來修正資料庫的錯誤。 

 

維  修 維修功能會先檢查所有資料庫，只有被發現問題的才會被自動維修。

維修結果會被寫在檢查結果的文字框中。 

 

儲  存 此功能可以把檢查或維修的結果寫成文件檔，預設名稱為 result.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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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  出 退出至主畫面。 

 

17.5.2 清除交易記錄 

 
此功能會刪除所有交易的記錄，如銷售發票、供應商發票、付款記錄及存貨調整等

等。但檔案維護目錄下的各類檔案的資料就會保留下來。 

 

17.5.3 刪除所有記錄 

 

此功能會刪除所有記錄，包括發票、付款記錄、存貨調整及檔案維護目錄下的各類

檔案的資料。此功能完成後，所有資料庫都會變為空白，就等於剛剛安裝好系統時

一樣。 

 

 

17.6 由其他格式檔案匯入資料 

 
系統可以把指定格式檔案內的原始內容匯入至財慧軟件的資料庫中。可以匯入外

部檔案的檔案有會計科目檔案、客戶檔案、供應商檔案、貨品檔案、職員檔案、

貨幣檔案、付款方法檔案、分類檔案、信貸狀態檔案、地區檔案、常用單位檔

案、工程檔案和稅務檔案。支援的外部檔案格式有：Paradox 檔案、dBase 檔案、

文字檔案、HTML 檔案、MS Excel 檔案、MS Word 檔案、Lotus 1-2-3 檔案、

QuattroPro 檔案、XML 檔案、MS Access 資料庫檔案及可用 ADO 連接的檔案。 

 

匯入資料時需要留意以下兩點： 

1. 讀取 MS Access 資料庫檔案及可用 ADO 聯接的檔案必須先安裝相關

的資料庫引擎或元件。而其他格式的檔案就可以直接讀取而不需要有

相關的軟件，例如，匯入 MS Excel 檔案並不需要有 MS Excel 應用程

式的存在。 

2. 使用者需要對資料庫及所使用的外部檔案格式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否

則可能無法正確的匯入資料。 

 

 
 

圖 17-5 由其他格式檔案匯入資料畫面 

 

匯入檔案的步驟如下： 

 

1. 先選擇需要匯入資料的檔案，如客戶檔案，然後按[開始(S)]按鈕便可。 

2. 在此畫面選擇外部檔案的格式後，請按[下一步] 按鈕。如果需要套用以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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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檔案的設定，可以按[設置]按鈕讀入之前的設定內容。 

3. 系統會再次確認檔案目錄及名稱，可以在此時進行修改。 

4. 接下來的步驟會與所選的檔案格式有關，使用者必須清楚有用格式特性，並

準確地填寫。如果正確的話，按[下一步]按鈕就會見到[檔案預覽]的畫面。如

果有問題的話，請按[上一步]按鈕重選檔案格式的選項。 

5. 接著的步驟就是要進行欄位對應，需要把外部檔案的欄位與財慧資料庫的欄

位做對應。完成後請按[下一步]按鈕。 

6. 這時，系統會顯示欄位對應後的結果。如果要過濾來源資料的話，請選擇[讀

入 – 當條件符合]或[跳過 –如條件符合]，並填上適當的條件。旁邊的按鈕可

以叫出[計算方程式產生器]，協助產生過濾條件。 

7. 最後一步是選擇匯入模式，選擇所需模式後，按[執行]按鈕便可開始匯入。如

果需要把這次匯入的選項儲存起來，可以按[設置]按鈕然叫出設置畫面，後再

按[儲存]按鈕來儲存設定。 

 

當完成匯入工作後，系統會顯示匯入記錄的統計數字，請進行核對。 

 
 

17.7 匯出資料至其他格式檔案 

 
為了加強系統資料的可攜性，系統允許用戶把指定的檔案內的原始內容轉換成其

他常用的檔案格式，如：純文字檔案、HTML 檔案、MS Excel 檔案、MS Word 檔

案、Symbolic Link 檔案、DIF 檔案、Lotus 1-2-3 檔案、QuattroPro 檔案、SQL 描

述檔案、XML 檔案、MS Access 資料庫檔案、Rich Text 檔案、SPSS 檔案、PDF

檔案及 LDAP 檔案。這樣就可以讓其他程式讀取本系統的資料。 

 

 
 

圖 17-6 匯出資料至其他格式檔案畫面 

 

17.7.1 檔案名稱 

  

畫面左側列有可以匯出的檔案名稱，分主要檔案及交易檔案兩部份，每次可以選

擇一個檔案。用滑鼠選擇要匯出的檔案名稱後，其全部內容就會在右側的內容區

內顯示。然後就可以用篩選條件來限制匯出的資料範圍。 

 

17.7.2 資料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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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選擇了要匯出的檔案名稱後，會顯示可以選擇的條件，如客戶編號、貨品編

號、日期範圍或各類交易編號等等。按需要選擇好適當的範圍後，按下執行按

鈕，就可以在內容區內看到其結果。 

 

17.7.3 匯出選項 

 

匯出所有列出的內容   

 選擇此選項會把所有顯示在內容區內的記錄匯出。如果要限制匯出

的內容，請使用資料篩選條件。 

 

只匯出選擇的內容   

 在內容區內，按住[Ctrl]鍵，可以用滑鼠隨意選擇個別記錄，不一定

是連續的。如果要只會出所選的記錄，請選擇此選項。 

 

零數值轉換成空白   

 如果選擇此選項，系統會把屬於零的內容轉換成空白匯出。 

 

與已存在的檔案合併   

如果選擇此選項，當匯出檔案名稱已存在的情況下，系統會把新的

內容加入到此檔案中。否則就會覆蓋原有的檔案，只會保留本次匯

出的資料。 

 

顯示欄位標題 選擇此選項時，系統會在匯出檔案中的第一行，加上匯出資料的欄

位名稱。 

 

17.7.4 開始匯出 

 

按下[開是匯出]按鈕後，系統便正式開始資料匯出程序。其間系統會按所需格式的

特色，要求用戶回答一系列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只與用戶所需的格式有關，需

要用戶按自己的需要回答，所以就不一一說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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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如何提升財慧 3000 Pro 的運行效能? 

 
影響財慧 3000 Pro 運行效能的主要因素是中央處理器及硬盤的速度和記憶體的多

少。中央處理器越快，系統的運行速度就越快。但是，由於系統經常要讀寫資料，

所以改善硬盤讀寫資料的速度比改善中央處理器的速度重要。至於記憶體方面，財

慧要求除去操作系統的需要外，有 64MB 記憶體就足夠運行；但預覽或列印報表會

用佔用更多的記憶體，視報表頁數而定。 

 

要改善讀寫資料的速度，請留意以下幾點： 

 

1. 防病毒軟件：由於防病毒軟件會自動掃描系統所讀/寫的資料，所以會減慢系統讀

寫資料的速度。請在運行財慧期間暫時關閉防病毒軟件，或者在防病毒軟件的排除

名單中，加入財慧資料庫檔案的副檔名(*.edbtbl, *.edbidx, *.edbblb, *.edbcfg, *.edblog, 

*.edbcat)。 

 

2. 系統還原功能：由於 MS Windows 的系統還原功能有可能把財慧資料庫檔案的包

括在內，導致每當資料庫有讀/寫操作時，MS Windows 會先備份資料庫檔案，結果

減低財慧的工作效率。解決方法有兩個： 

a) 關閉系統還原功能。 

b) 建立一個獨立的磁碟分區(partition)來擺放財慧的資料庫檔案。 

 

3. 硬盤的速度：硬盤的讀寫速度直接影響財慧 3000 Pro 的運行效能，所以請選用速

度較快的硬盤，並且定期檢查及重組硬盤。SSD 硬盤的高速讀寫效能可以大幅提高

系統的運作速度，推薦使用。 

 

4. 網絡的速度：如果財慧 3000 Pro 的資料庫檔案放在伺服器上，網絡的速度就會成

為速度的樽頸位。由於改善網絡的速度牽涉的範圍很廣，請向系統管理員或供應商

查詢。我們在這裡簡單建議幾點： 

a) 使用較快的網絡卡：如 1000MB、2.5GB 或 10GB 網絡卡 

b) 使用較快的集線器：如果可以的話，選用比 HUB 更快的 Switch 

c) 注意網卡及集線器的質量：個別牌子產品的質量很參差，如果通訊中途有問題的

話，就要浪費時間重新傳送，更甚者是有可能令資料庫檔案損壞。 

d) 使用合乎標準的網絡線、插頭及工具：各類型的網絡都會有自己的國際標準，如

Ethernet 1000MB 網絡要求使用符合類五(Cat. 6)或更高標準的網絡線及插頭。 

 

 

18.2 用電郵傳送報表的注意事項 

 

18.2.1 對電郵軟件的要求 

 
財慧會使用操作系統預設的電郵軟件，而這個電郵軟件必須可以使用 MAPI 指令。

如 MS Outlook。請向您的電郵軟件供應商查詢，您的電郵軟件是否符合 MAPI 的要

求。至於您想用的電郵軟件是否是操作系統預設的電郵軟件，可以到 MS Windows

的控制台中打開[網際網絡選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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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2 需要網絡連線及電郵帳戶 

 

如果要郵件立即送出的話，就必須先建立適當的網絡連線，並且已經有電郵帳戶。

否則，郵件就會存放在[寄件匣]中等候處理或無法處理。 

 

18.2.3 郵件不會立即送出 

 

如果郵件不會立即送出，請檢查以下三點： 

a) 檢查網絡連線是否已經接通 

b) 確認電郵軟件可以正常收發電郵：嘗試用電郵軟件發一封郵件給自己。如果無法

正常收發電郵，就請檢查網絡連線及電郵帳戶的設定。 

c) 如果使用 MS Outlook，請檢查[工具]/[選項]/[郵件設定]內的[連線時立即傳送]選

項是否已經啟動 

 

 

18.3 與 Linux 有關的資料 

 

如果使用 Linux 作為檔案伺服器的話，請留意以下幾點： 

 

a) 要開放資料目錄的讀、寫、建立檔案的權力給使用者。如使用 chmod 指令把

資料目錄的權限改為 755。 

b) 要確定 Samba 是 2.22 或以上的版本。 

c) 為避免潛在資料庫損壞的問題，可以按以下的內容修改 smb.conf： 

 

oplocks = false 
locking = on 

level2 oplocks = on 

 

 

18.4 常見問題解答 

 
18.4.1 財慧系統可以同時顯示或記錄繁體及簡體或其他國家的文字嗎? 

 
 可以。由 4.0 版起，財慧系統採用 Unicode(UTF8)標準處理文字。所以，只要所使

用的 MS Windows 支援 Unicode 字體的顯示和輸入，財慧系統就可處理任何

Unicode 標準的文字，包括日文、泰文和韓文等等。 

 

如果有些文字用方格顯示，就說明財慧系統預設的字體(Arial)不支援該語言，需要

使用支援該語言的字體。方法如下： 

1. 在財慧系統的安裝目錄下(預設為 c:\aps3000prov4)，開啟 aps4.ini 

2. 在[Common]下加一行，用 Font=開頭，等號後填字體的名稱，例如： 

   [Common] 

   Font=新明體 

 如果用 Font=Default，系統會自動使用 MS Windows 的預設字體，例如，MS 

Windows 7 的預設字體是 Tahoma。 

 
18.4.2 列印傳票或電腦紙發票時，只可以印左邊一小部分，是何問題呢? 

 
這是由於驅動程序不支援自訂紙張大小的結果，驅動程序會自動選擇近似大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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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支援的紙張，所以有部分內容沒法列印。這個情況是因為大部分MS Windows 的

預設驅動程序都不支援自訂紙張大小的功能。解決的方法有幾個： 

a) 最好的解決方法是向你的打印機供應商索取有自訂紙張大小功能驅動程序 

b) 把你的報表改成打印機支援的紙張大小 

c) 新增紙張格式，適用於MS Windows XP、Vista、7、8及10 

 i) 先在印表機和傳真機中用滑鼠點選印表機名稱 

 ii) 在主目錄中選擇[檔案]中的[伺服器內容] 

iii) 選取[新增格式]，然後填上新格式的名稱及大小 

iv) 選擇[確定]離開 

v) 進入報表編輯器，選擇使用此名稱的新紙張格式便可 

 

18.4.3 為什麼在多功能打印機中列印報表時，打印機沒有反應? 

這是由於部份多功能(掃描器、傳真、打印機等幾合一)打印機的驅動程序不支援信

紙大小(Letter Size)的紙張。只需要在[系統設置]的[一般]中，把紙張大小改為[A4]

就可以解決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