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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概論 

一、 OPEN ERP基本介紹 

    Open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簡稱 ERP系統。是

一個以會計為導向的資訊系統，利用模組化的方式，用來接收、製造、

運送和結算客戶訂單所需的整個企業資源，將原本企業功能導向的組

織部門轉化為流程導向的作業整合，進而將企業營運的資料，轉化為

使經營決策能更加明快，並依據強調資料一致性、即時性及整體性的

有效資訊。系統提供較靈活的模塊架構，用戶可以直接從模塊庫中選

擇安裝適用模塊，或進行模塊卸載、升級的管理操作。最初被定義為

應用軟體，但迅速為全世界商業企業所接用，現在已經發展為現代企

業管理立論之一。 

二、 ERP 功能介紹 

1.基本資料與管理維護 

    主要是針對各個模組中共用的基本資料作統一的管理與資料

維護，通常公用的參數設定、權限的檢核設定、使用者管理等資料

的建立與查詢都集中於此，使管理維護者更了解整個系統的結構與

可用的作業。 

2.採購進貨管理 

    針對企業的採購流程進行廠商管理、採購作業、跟催作業、收

http://www.dsc.com.tw/Product_Solution/Solution/tabid/537/Default.aspx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5%9D%97


貨驗收，提供完善且自動化的處理作業。 

3.庫存管理 

    存貨不足或過度皆會影響企業的營運績效，而庫存管理的基本

工作，除了記錄存貨進出入外，更重要是要即時提供各種相關報表，

以供管理者瞭解庫存狀況，以作出適當的採購或存貨處分等決策。 

 4.配銷管理 

     針對企業的訂單處理及出貨作業流程，如訂單製作處理、價

格管理、調價處理、客戶信用額度、交易記錄、更新資料登錄等

提供自動化的處理作業，以強化企業對於銷售狀況的掌握與回

應。 

5.生產管理 

  其功能包括產品結構管理、製令托外管理、物料需求管理、批

次需求計畫、製程管理及成本計算等系統功能，以達到生產彈性與

產能最佳化。 

6.財務管理 

    會計循環始於日常交易之發生，此系統能根據原始憑證編寫傳

票，登錄日記帳，過入分類帳，定期編製各種財務報表，至期末再

將各帳戶予以結轉。透過此功能則可迅速掌握企業的營運成本及財

務相關決策。 



7.人事管理 

   主要是藉由資訊系統的管理，以減少人工時間及作業錯誤率的

發生。人事薪資管理可便於處理出勤資料及各項津貼，查出勞健保

費、所得稅扣繳金額等薪資計算及保存。固定資產管理主要提供企

業針對生產設備及其他固定資產設備等資產的資料管理，以避免資

產折舊計算發生錯誤影響生產成本之正確性、資產記錄不全造成資

產盤點與管理不易等問題。 

8.決策資源管理 

    以分析為導向，通常以存貨、營業、財務、薪工及生產等構面

出發，輕易獲得多方位完整分析資訊，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 

三、 初步設定 

（一）、 申請帳號 

至 OPEN ERP官網點選 15天免費試用申請，使用個人 E-mail申

請一個公司。

 



（二）、 安裝應用模塊 

可針對本身所需之功能安裝基本應用程式。

 

（三）、 語言設定 

在設定頁面知左下角點選「導入一個翻譯」，選擇「中文(TW)/正

體字」。導入後在頁面右上角名稱欄點選「偏好設定」，選擇正體

字。

 



 

（四）、 網站設定 

在此可選擇是否管理多個公司，並設置客戶入口網站、網址及其

他入口網站之存取。 

 

 

 

 

 

 

 



（五）、 公司資料設定 

至設定之一般設定點選「設定貴公司資料」，點選「編輯」，此介

面可編輯公司基本資料和銀行帳號。點選其中之「設定」，可編

輯所要使用的貨幣別及採購前置時間。

 

 

 

 



點選其中之「逾期付款」，可針對為付款知客戶編輯所要告知的

訊息。 

 

（六）、 銷售基本設定—在設定頁面點選「銷售」。 



 

 

1. 社群網路整合--可選擇從社交網路網站匯入連絡人或自行編

輯。發票程序—可選擇開立發票之時機，例如依照銷售順序

或依照運送順序事後開立……等。 

2. 報價單與銷售訂單—可針對客戶及銷售特點選擇訂單處理模

式。例如基於不同顧客特性可編輯不同價格、可因購買數量

限制或特殊狀況配置訂單、發票及運送地點可輸入不同地址

或顯示邊際效益……等。 

3. 合約管理—使用合約管理，能夠在客戶的同一合約內之多種

發票管理服務。 

4. 售後服務—管理客戶售後需求。 

5. 銷售團隊--將不同銷售任務配置到銷售團隊中。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4%BE%E4%BA%A4%E7%B6%B2%E8%B7%AF%E6%9C%8D%E5%8B%99


6. 電子郵件整合—可選擇與 Thunderbird或 Outlook之外掛程

式結合信件資料，因此就可以使用平常的電子信箱收發信

件。 

（七）、 採購基本設定—在設定頁面點選「採購」。 

1. 發票程序—依照採購順序或收或順需產生發票順序。 

2. 採購單—管理供應商價格表及供應商特殊需求、請購單管理

或分析產品成本價格。

 

 

 

 

 

 

 



（八）、 倉庫基本設定—在設定頁面點選「倉庫」。 

1. 異動記錄—可選擇追蹤產品序列號和追蹤物流單元的序列

號。 

2. 會計—可選擇每產品異動後產生會計分錄和完成送貨後開立

發票。 

3. 地點&倉庫—可根據物流設置多個倉庫地點並規畫路線、設定

不同包裝方式和根據不同產品單位開立發票。 

 

 

 

 



（九）、 會計基本設定 

1. 會計及財務—除了在一般設定內設定，在此也可設定貨幣別。

另外在此設定稅務計算知小數點、管理資產及預算、完整的

會計功能。 

2. 電子發票及付款作業—分別設置對客戶及供應商的稅額或發

票號碼設定。

 

3. 銀行&現金--除了在一般設定內設定，在此也可設定銀行帳號。

另外在此可選擇是否開放線上付款及客戶發票權限給員工，

如果沒有勾選此選項，則付款及發票功能只限於門戶使用

者。 

 



4. 輔助核算會計—可使用多功能分析會計工具各別針對銷售及

採購進行分析。

 

（十）、 公司設定 

除了從一般設定內可設定公司基本資料外，在此也可編輯並建立

多公司資料。 

 

 

 

 



（十一）、 用戶設定 

 

除了一開始的超級使用者，也可創立不同使用模塊及不同權限的

使用者。 

貳、 模塊功能介紹 

一、銷售 

    銷售的完整過程包括銷售、訂單、回款、售後服務……等等。銷

售人員進一步跟踪客戶，了解客戶需要什麼，什麼時候需要，有無預

算，並向客戶展示產品，根據客戶需樣提出合適方案；訂單處理，為

贏得客戶訂單，協採購部門、物流部門等及時供貨，協調財務部門及

銷售人員及時催收帳款；售後服務，記錄客戶的問題，及時轉發相關

部門處理，回訪客戶反饋意見，售後服務的關鍵在於，及時處理客戶

問題，像是最常發生的退換貨問題，處理得好，將能獲得客戶高滿意

度，留住客戶並提高客戶回購率。 



其基本功能有以下幾點: 

1. 我們可以設置客戶，包括客戶的基本資料，在主客戶的地方也可

以多增加備註的部分，偏好或是興趣，因此可以有效達到顧客關

係維護。

 

2. 報價單的功能在於下游廠商向我們上游廠商購買時所要報給他們

的價錢，因此需要先開立一張報價單給他們。 

3. 確認購買之後，銷售部門會開立銷售單，系統自動通知倉庫的銷

售出庫工作；另一方面，系統根據銷售訂單自動完成銷售收款單，

會立即通知財會部門開立發票、收款、及記帳工作；再者，如果

銷售的出庫引起庫存降低，如果低於安全庫存，系統自動通知採

購部門補貨工作。 

4. 輸入產品的資訊，建立公司產品品項，能夠有效地知道自己公司

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給客戶，並知道其詳細內容。 



二、會計 

    功能選項包含客戶、供應商、銀行、會計憑證、表……等等。此

系統自動生成絕大部分的會計憑證，包括採購、銷售、退貨、報銷、

收付款、入庫、出庫、盤盈、盤虧等業務操作時候，系統就會自動做

出相對應業務的會計核算，生成對應會計憑證，並開立各類收據及發

票，對客戶的收款，及對供應商的付款，之後，基於會計憑證，系統

製做各種財務報表，包括科目一覽表、稅一覽表、現金流量表、資產

負債表、利潤表、銀行對帳單……等等。

 

三、採購 

    採購的發起常見的有以下三種模式，像是因某庫存產品低於系統

設定的安全庫存，系統自動產生採購訂單，提交採購。這種情況，採

購數量是設定好的最大庫存數量減去現有庫存數量；Make to Order

的產品，因銷售訂單的需要，系統自動產生採購訂單，提請採購。這



種情況，採購數量和對應的銷售訂單數量一致；手工填製採購訂單，

根據實際需要，可以手工填製採購訂單，採購需要的產品。 

 

 

其基本功能有以下幾點: 

1.先向供應商發送詢價單，確認訂單價錢及款項。 

2.採購訂單，經確認之後，系統自動基於該採購訂單生成對應的採購

入庫單。 

3.供應商貨物送到之後，倉庫驗貨入庫，系統庫存增加。 

4.通常基於入庫數量在系統中開具供應商發票。 

5.財務收到供應商稅務發票之後，和系統中的供應商發票核實無誤，

審核系統發票。 

6.系統根據系統中的發票金額自動生成應付賬款會計憑證出納採購

付款，並核銷對應的應付帳款憑證。 



四、庫存  

    首先，OpenERP是透過記錄產品在庫存間的移動，來了解庫存數

量。 因此OpenERP的數據庫中，並沒有庫存數量的資訊，它的庫存數

量是利用它記錄的是庫存移動，實際計算得來的。也就是說，庫存管

理不記錄庫存數量，而是利用庫存移動記錄表(Stock Move)中貨品的

進出，算出存貨。也就是，採購進貨時，入庫單上的每一條進貨明細，

可以對應庫存移動記錄表中的一條記錄，記錄該貨物移動的源庫位、

目標庫位、數量、移動日期以及移動狀態。欲求得產品庫存時，會先

匯總該產品庫存移動記錄表的資料， 將入庫減掉出庫的搬運數量，

即得該產品的總庫存。  

    庫存管理的部分其動作簡單可以分進與出，而貨品的部分也可分

為物料與商品，因此系統會呈現的資料有: 進料單、領料單、入庫單、

領貨單…等單據，而這些單據可以清楚記錄不同場合和的用途的詳細

資料，經由這些記錄，可以讓庫存有效的控管。 

    當銷售訂單確認時候，若有庫存商品，系統會自動生成對應的出

庫單。若無庫存的情況，則會進入生產階段。而此時要對應的是製程

單和用料明細，倘若有無原料庫存，就會發出採購清單，與供應商購

買原料，等待原料進貨，方能開始製成。 



 

其基本功能有以下幾點: 

1.業務單據：業務部門開具業務單據，如銷售訂單、採購訂單。 

2.出/入庫單：系統一般會基於銷售訂單或採購訂單，自動生成入庫

單或出庫單。 也可手動新建出/入庫單。 

3.修改出/入庫單：根據實際接收或發送的貨物，修改出/入庫單。 

4.處理出/入庫單：實際出/入庫後，處理出/入庫單。 

5.倉庫會計處理：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是否開具系統內部發票，根據業

務決定是否實施記錄庫存移動的會計分錄。 

而在出/入庫單中都會包含： 

1.業務夥伴(Partner)：如果是入庫單，通常是供應商，如果是出庫

單，通常是客戶。 

2.參考資料(Reference)：裝箱單名稱（編號）。 



3.採購訂單(Purchase Order) ：指明本裝箱單是由哪個採購訂單引

起的。 

4.時間(Time) ：裝箱單生成時間。 

5.計劃時間(Scheduled Time) ：根據前期系統計算出庫存移動的時

間。 

6.來源(Source Document) ：指明本裝箱單是由哪些單據引起的。 

7.票管理(Invoice Control) ：有無效、待開票和已開票三總選項。 

8.多公司中間庫位：多公司時候，用於庫存移動時候的中間庫位。 

9.產品信息(Status) ：可能的狀態有，草稿、等待可用、準備收貨、

已接收和已取消。 

-草稿，新建單據之後確認單據之前。 

-等待可用，確認單據後，庫存移動數量大於產品在手數量。 

-準備收貨，確認單據後，庫存移動數量小於等於在手數量。 

-已接收，產品入庫或出庫後。 

-已取消，取消單據後，草稿、等待可用、準備收貨狀態下才可

進行“取消”操作。  

10.送貨方式(Delivery Method) ：指定貨物是分批發送，還是一次

全部送貨。  



11.接收日期(Date of Reception) ：貨物實際發出或接收的日期。 理

論上，系統是以入庫、出庫的操作日作為出入庫日期。但在實際

業務中，貨物出入庫之後，不一定當天就在系統中做出入庫操作。

這種情況下，需要手動輸入實際的出入庫日期，系統會將此日期

記錄出、入庫對應的庫存移動（Stock Move）上。 

以下是介紹不同情況產生不同表單： 

 建立進貨單時：在輸入進貨明細時，每筆進貨明細,會產生一筆

進料庫存單，其中並附帶原始採購單號。 

 製程用料需求：在核准製程時，會依用料明細單的需求產生領料庫

存單及採購單。 

 製程入庫時：製程有完工的產品時，就可由入庫的動作產生入庫庫

存單，可能分批入庫，並在製作上註明已入庫數量。 

 建立出貨單時：出貨單中每新增一筆出貨明細，同時就建立一筆領

貨庫存單；因為出貨明細可能由同一張訂單多次轉出而建立，也

就是分批出貨。 

 建立退出貨：出貨遭退貨時，在新增退貨明細的時候同時建立一筆

出貨退回的退貨庫存單 



 建立退進貨：進貨遭退貨時，在新增退貨明細時同時建立一筆進貨

退回的退貨庫存單修正庫存量時：在盤點時若存量不合，太少 或

太多皆需輸入庫存庫存調整單，以修正為正確的庫存量。 

除了以上單據會造成庫存量的變動，盤點數量也會有所異動，然而這

樣才能準確地掌握倉庫的狀態。除了了解庫存的流動，也要了解訂貨

時需要訂購多少數量，對於Make to Stock的產品，系統是根據安全

庫存確定什麼時候需要訂購該物品，訂購數量多少。系統會每天檢查

一遍安全庫存，低於安全庫存的產品，系統會自動生成採購訂單。 

以下為安全庫存設定的項目： 

 名稱 ：再訂購規則名稱，通常以OP開頭，後面帶上本條規則的

產品編碼。 

 產品 ：本條規則適用的產品。 

 倉庫 ：本條規則適用的倉庫。 

 庫位 ：本條規則適用的庫位。 

 最小數量 ：如果低於該數量，則自動補貨（採購或生產）。 

 最大數量 ：啟動補貨時候，應補到的數量。 

 數量倍數 ：補貨數量必須是“數量倍數”的整數倍。 

 最近需求：本規則所引發的最近補貨單 



五、生產 

一般來說，製造企業有四種生產計劃方式：訂單設計，訂單生產，

訂單裝配和庫存生產。 

1.訂單設計（Engineer to Order，ETO）：這種方式主要是針對高度

客製化的產品，通常是單件銷售，企業接到訂單後，作業大致順序

是，設計產品，訂定產品規格，開立物料清單，採購物料，開始生

產，交貨。 

2.訂單生產(Make to Order,MTO)：接到訂單後，產品設計是現成的，

但需要按客戶要求生產。OEM生產廠商基本上都屬於這種方式。 

3.訂單裝配(Assemble to Order,ATO)：銷售產品的零部件是通用的，

零部件預先生產好存放在倉庫中，接到訂單後，立即組裝成客戶需

要的產品。 

4.庫存生產(Make to Stock,MTS)：客戶按計劃生產好，接到訂單後

立即從倉庫出貨交付客戶。 



 

其基本功能有以下幾點: 

1. 製造單計劃，依據訂單需求去做計劃。 

2. 生產訂單，依客戶需求及庫存狀況來製作。 

3. 確認生產訂單後，再依生產什麼樣的產品，來添購所需原物料，

因此需製做一份物料清單。 

4. 設置物料清單組件，其功能可以把所需產品的原物料做一個詳細

的彙整，因此我們可以清楚知道，哪些原物料缺貨少，該去做採

購來製造所需產品。 

 

六、人力 

一般企業裡，和人力資源相關的工作有以下八種: 

1.人力資源管理（Human Resources）     



  員工檔案管理，主要管理員工兩類資料，一個是員工基本資料，                 

像是姓名、年齡、地址、身份證號等。另一類則是像，基本薪資、

進公司的起止日期、職位、試用期起止日期等。系統裡對應的會有

兩個表單，Employees和Contracts，則就是分別管理這兩類資料。 

2.招聘管理（Recruitment）     

  招聘管理，主要管理職位和人員招聘。職位管理，系統裡是表單Job 

Positions，記錄職位名稱、職責描述、職位要求描述等。人員招

聘，在系統裡是表單Applicants，記錄應聘人員基本資料，以及應

聘過程及結果的管理。每一個人員應聘的處理都有初試、複試、錄

用等不同階段，每一階段都要記錄面試結果等信息。實際應用上，

如果要開發外部的窗口，從LINKEDIN等網站上自動拉下應聘簡歷，

就會產生系統的Applicants，公司內部的招聘過程通過Applicants

進行管理，那麼，招聘管理功能就更加完善了。 

3.員工薪資計算（Payroll） 

  員工薪資計算一般原理是，在合約確定的基本薪資的基礎上，加上

各種津貼（Allowance），並減去保險、個人所得稅等各種扣款項目

（Deduction），得出應付工資。此外，還要計算保險等的減項，哪

些是由公司承擔部分（Company Contributions）。 



    不同地區，不同職位所扣款的項目不同，同一項目的算法不同，

也會因人而異，因此工資的計算是相當複雜的。因此要清楚瞭解。 

 Basic Salary：基本工資，在合約上明定的基本工資。 

 Salary Structure：工資結構，或者工資類型。不同的職位，工

資項目不同，如業務員有通勤補貼，一定職位以上才有交通補貼，

不同員工適用不同的Salary Structure。員工的Salary 

Structure在員工合約內會清楚規定有關社會保險等項目的規則

(Salary Rules)。 

 Employee Pay slip：個人薪資條，每個月都需要為每個員工創

建一張薪資條。創建薪資條時候，系統會自動根據員工的Salary 

Structure，列出員工的基本工資、各個津貼扣款等工資項目。 

 Payroll Register：公司工資表，每個月需要創建一張薪資表，

工資表包含了當月所有員工的薪資條，工資表上的每一行是一個

員薪資條。 Payroll Register有一個審批過程，如果安裝了系

統的HR payroll account，系統會自動生成工資表的會計賬務。 

4.員工考勤（Attendances）     

  系統有Sign in / Sign out 按鈕，用於簽到簽退。實際應用中，

如果開發一個到公司大門系統的接口，自動收集簽到簽退的數據，

考勤功會更加完善了。 



5.員工休假管理（Holidays）     

  包括個人休假申請（Leave Requests）及審批、公司統一休假

（Allocation Requests），休假報表匯總表（Leaves Summary）。 

6.績效評估（Evaluations）     

  員工績效評估，通常做法是，人資部制定評估計劃和評估表格，主                

管或人資部按計劃，根據評估表格定期對員工作績效評估。評估計

劃的主要內容包括，計劃名稱、開始時間（月份）、期間、評估過

程。評估表格，系統裡是用問卷調查表實現的，即人資部擬定一些

問題（評估項目），評估者對每個評估項目打分。在員工基本信息

裡，為每個員工設定適用的績效評估計劃，當計劃的評估時間到了，

系統會自動提出評估要求，並以E-Mail通知相關人員進行評估。評

估者和被評估者進入系統，填寫評估結果。 

7.員工核銷（Expenses）     

  員工新建核銷單，填寫要報核銷的事項，核銷金額、時間、原始單 

  據號碼等信息，提交主管審批。主管審批後，再進入財務審批及付 

  款。 

8.員工日報（Time Tracking） 

  員工在Timesheets裡，每天填寫工作內容（Description），工作時

數。系統自動統計員工工作時間和項目成本。 



七、顧客關係管理 

    簡稱 CRM(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客戶關係管理，

了解企業活動內長期的客戶關係，以求提升企業成功的管理方式，其

目的之一是要協助企業管理銷售循環：新客戶的招徠、保留舊客戶、

提供客戶服務及進一步提升企業和客戶的關係，並運用市場營銷工具，

提供創新的客戶服務，輔以相應的資訊系統或信息技術如數據挖掘和

數據庫來協調所有公司與顧客間在銷售、營銷以及服務上的交互。也

就是企業將焦點放在企業營運最重要的核心─顧客之上，試著與顧客

間建立一種「學習關係」，從顧客對企業所提供產品與服務之表現，

來學習如何加強提供更佳的產品與服務品質，進而以顧客為中心，訂

定有效的經營管理與營運目標，以建立企業與顧客間之關係。 

OpenERP 中的客戶及銷售服務的全過程包括：銷售線索、商機、售後

服務。 線索(Leads)，是通過營銷活動，獲得大量銷售信息。例如：

透過博覽會、廣告活動、購買客戶資料等方式。這一階段的資料，客

戶資料不完整，也不知道是否有需求。將此資料彙整，讓員工，通過

電話、Email等方式，獲得完整的客戶資料，判斷客戶有無潛在需求。

如有潛在需求，則將線索轉化為商機，並指派銷售人員進一步跟蹤。 

若成功從商機轉換成顧客，系統會根據線索上的客戶信息，自動創建

客戶信息（Partner），並將線索關聯到新創建商機上。在OpenERP



系統內，還可以指定線索優先級，方便按重要性分級處理。線索的管

理，關鍵在於，能否將來自Excel、Email、電話、網站等不同管道的

資料自動導入系統，再分給其他處理人員。 商機(Opportunity)，銷

售人員進一步追蹤客戶，了解客戶需要什麽，什麽時候需要，是否有

預算。有需要實將商品展示給客戶，根據客戶需要，提出合適的方案，

並可以談判價格及合約等細節等，直到成交完成。 訂單(Sales 

Order)，贏得客戶訂單後的關鍵在於，協調各部門，按時為客戶提供

高質量的服務和產品。   

以下截圖為商機管理的頁面，有六種階段可以直接拖動線索到不同階

段，還可以設置線索的顯示顏色。 

 

 新創建的商機，尚待核實客戶近期是否有需求。 

 已經核實對方近期有需求，並有預算安排，正在爭取向客戶建議方

案的機會。 



 客戶願意了解我們的方案，正在準備客戶方案，並向客戶演示和講

解方案，爭取方案入圍客戶的選擇範圍。 

 價格談判階段，客戶已經接受了方案，正在談判價格，及合同細節，

爭取成交。 

 簽訂了合同，達成了交易，下一步將進入銷售訂單處理階段。 

 雙方未達成一致意見，交易未成。 

    售後服務，記錄客戶的問題，及時轉發相關部門處理，回訪客戶

反饋意見。售後服務的關鍵在於，及時處理客戶問題，獲得客戶高滿

意度，留住客戶並提高客戶回購率。   

 

八、POS(Point Of Sale) 

    POS系統就是銷售時點信息管理系統，係利用一套光學自動閱讀

與掃瞄的收銀機設備，以取代過去傳統式的單一功能收銀機，除了能

夠迅速精確的計算商品貨款外，並能分門別類的讀取及收集各種銷售、

進貨、庫存等數據的變化情形，資料經所連結的電腦處理、分析後，

列印出各種報表，提供給管理階層作為決策的依據。當門市有了 POS

系統後，管理者可以更明確地掌握各類商品銷售狀況、即時回報庫存

量、明列每位會員的消費明細、發票管理、查詢訂進、退貨明細、完

整的盤點清查單品庫存等等。其中，完整的經營統計分析報表及圖表，



可以讓經營者更加了解，門市每日營收、毛利、消費價格分析、消費

高峰期、產品供應商等多種交叉分析報表，讓經營者時時掌握最新銷

售狀況，以利最好最佳的行銷管理。 

POS系統的效益 

 前台收銀作業系統：經由掃描器的輸入可以提昇效率與降低錯誤

率，縮短結帳時間，進而提高服務品質，增進商店形象。 

 銷售管理系統：經由銷售管理系統，不僅可對暢銷或滯銷品加以

分析管理，亦可藉由客戶數的掌握，進行客戶管理作業，確保營

業額和利潤，並且可編製各種銷售分析報表，以調整行銷策略及

經營方向，建立正確經營目標。 

  庫存管理系統：藉由庫存管理系統的建立，可以減少缺貨與存

貨積壓，進而降低庫存成本、減少耗損，倉儲空間利用更為有效。 

  進貨管理系統：可以使得訂貨流程系統化，減少訂貨人員因主

觀意識而產生的偏差，達成適時適量的即時化進貨需求。 

OpenERP POS系統 

 可以在很多工具上工作，如桌上型電腦，筆記本電腦或 ipad。 

 快速搜尋：瀏覽產品，搜索分層目錄，可以從所有產品目錄中快

速搜索，找到需要的資訊 

 存貨管理一體化：及時鞏固您所有的銷售渠道：門市或網拍。對



庫存實時管控，同時在採購管理上有一個精確的預測。  

 來店後的交貨服務（維修，擔保，交貨等）：通過集成店內的客

戶服務系統，讓商家有更多的管理經驗。 

 票據 & 財務的集成：簡單的操作就可以替客戶制定單據。及時

對銷售情況和現金進行掌控，並且 OpenERP強大的報表功能可幫

助您做出最佳決策並提高店鋪的效率。不需要顧慮是否要集成其

他軟件：系統可以自動進行銷售和庫存的操作。 

 自動查詢的界面：通過減少收銀員的人數，則可以控制成本。利

用這個自動查詢功能模塊可以讓客戶瀏覽產品並且根據簡單的

界面自行支付。  

 統一所有店鋪的數據：使統一產品、價格、客戶十分簡單，在所

選店鋪中可以自動獲取到新產品信息、價格表和相應的促銷活

動。 

 全方位了解客戶：成功的品牌需要能夠將他們所有的銷售渠道的

客戶關系統整起來，當客戶在店鋪內或者在網上決定購買時，可

以獲取客戶精確的資料並且提供管道，達到清楚的溝通。用

OpenERP將會得到一個全方位的客戶視角，包括跨平平台的銷售，

過去的交易資料，聯絡資訊漢紀錄等等。 

進入 POS系統的版面：可以輸入金額，選擇產品。 



 

 

在輸入顧客付現的金額，再點選validate 

 

 



就可以自動產生收據 

 

 

 

 

 

 

 

 

 

 

 

 



參、 B2B個案流程演練 

一、基本流程與設定 

此案例為:B2B口罩製造商 

客戶:康是美 

供應商:織品供應商、鐵線供應商 

安裝模塊：銷售、會計、採購、倉儲、生產 

 

  



銷售商品:平面耳掛式口罩 

採購原料:短纖布、不織布、鼻樑線、鬆緊帶

 

採安全存量的生產及採購模式，共兩個倉庫分別為物流中心及工廠倉

庫。口罩製作完成後接送至物流中心等待配送，原料則儲存在工廠倉

庫。康是美為長期客戶故設置其物流中心，不過為不盤點之虛擬庫位，

其功能為方便倉進行分析管理。 

 

  



因採安全存量的方式生產及採購需在產品基本設定中的採購點，輸入

最低庫存及最高庫存量。 

 

當全部產品及原料都輸入後，再訂購規則會出現所有產品的最低庫存

及最高庫存量。倉儲部門運行計畫時，即以此為根據。

 



二、作業流程 

   （單線為資訊流；雙線為物流）  



三、作業流程說明及貨物流動說明 

（一）、 作業流程說明 

1.0銷貨單製作 

1.1當客戶向我們詢價時，製作報價單草稿。 

 

 

1.2用 email發送報價單，確認價格與訂單。 

 

 

 



1.3確認後生成銷售訂單。 

 

 

5.0產品物流中心 

5.1物流中心產品庫存確認。 

 

 

 

 



 

5.2確認有貨後，倉儲部門進行送貨。

 

 

5.3確認送貨。 

 

 

 

 

 



5.4送貨成功，自動生成送貨單。

 

 

 

 

 

 



2.0申請開立銷貨發票 

2.1送貨後，銷售部門向會計部門申請開立發票。

 

 

3.0開立銷貨發票、收款 

3.1會計部門確認無誤後，使草稿發票生效。 

 

 

 

 



 

3.2確認正式發票。

 

 

3.3發送發票向顧客請款。

 

 

 

 



3.4待客戶付款後，會計部門輸入相關資料，確認收款。 

 

3.5收款成功。 

4.0記帳 

 

 

 

  



 

4.1銷貨發票開立後自動生成銷貨分錄。

 

 

4.2確認收款後，自動生成付款分錄。

 

 

5.0產品物流中心 

安全存量不足時，運行計畫後，會將小於最低庫存的產品向生產部



門下訂生產單生產至最高庫存，小於最低庫存的原料則向採購部門

發送請購單請購至最高庫存。 

（*Open ERP的再訂購計畫是不分倉庫的，因此計畫的運行會牽扯

到案例中的物流中心(產品倉庫)及工廠倉庫） 

 

10.0向原料供應商詢價、下單 

10.1採購部門自動生成的原料請購單 

 

 



可依相同供應商合併成一張請購單 

 

10.2一開始只會生成訂單草稿

 

 

 

 

 

 



10.3發送預設好的範例 email向廠商詢價及下單，生成的詢價單

不包含價格。 

 

 

10.4價格確認後，與最初產品設定的成本價相同即不用修改，採

購訂單生成。 

 

 

 



9.0工廠原料倉庫 

9.1採購訂單生成後，倉儲部門會收到入庫通知。

 

 

9.2當採購後的原料入庫即可確認收貨。 

 

 

 



11.0開立採購發票、付款 

11.1收貨後會計部門生成發票草稿。 

 

 

11.2確認生成發票後，則進行付款。

 

  



 

11.3付款後，輸入付款相關資料。 

 

 

4.0記帳 

4.3採購單發票產生後，自動生成採購分錄。 

 

 

 



4.4付款後，自動生成分錄。

 

4.5過帳後生成資產負債表 

 

4.6過帳後生成損益表 

 

  



7.0接收生產訂單 

7.1依倉儲部門運行在訂購計畫後，因不足安全庫存所生成的生產

訂單。 

 

 

7.2須確認原料後投料，如原料不足需等倉儲部門收貨後才可進行

投料。 

 



9.0工廠原料倉庫 

9.1如原料未抵達可使用之庫位，倉儲部門會收到庫存調撥的通

知。 

 

 

9.2倉儲部門可利用內部調撥，將商品移至可投料之庫位。

 

  



8.0執行製造計畫 

8.0待倉儲部門調撥庫存後，即可進行投料。 

 

 

8.1確認投料後的產出商品，此案例為單一商品產出。 

 

 

 

 



 

8..2確認生產。

 

 

8.3生產完成，此案例將成品庫位設置為物流中心/庫存，故完成

後帳上會直接增加物流中心/庫存的庫存。 

 

  



（二）、 貨物流動說明 

  



倉儲部門可進行公司內部物流之追蹤及調撥 

1. 原料流動： 

A. 採購:供應商庫位->工廠倉庫/庫存(入庫庫位) ->工 廠

倉庫/庫存(庫存庫位)  

B. 生產:工廠倉庫/庫存(出庫庫位)->產品 

2. 產品流動： 

A. 送貨:物流中心/庫存(庫存庫位) ->物流中心/庫存(出庫

庫位) >客戶倉庫 

  



肆、 B2C個案流程演練 

一、 基本流程與設定 

此案例為：a la sha店面零售店 

客戶：小安妹 

供應商：A la sha 

商品：兔子好心情短裙，分成 S、M兩種尺寸 

交易模式：現金交易，若商品無庫存，則先結帳，貨到再通知

顧客領貨 

訂貨模式：安全存量法，小於四件則訂貨，最大存貨為八件 

安裝模塊：銷售點、倉儲、會計、銷售、與採購模塊 

 

 

 



 

產品初設定完成，產品庫存數量為零，倉儲部門需要自動排程。 

 



  自動排程後，其產品預測數量則為產品設定的最大存量，也會自

動於採購部門產生採購詢價單，進行採購作業，待採購作業完成且倉

儲部門收貨後，產品庫存便達到設定的最大存量，而詳細的採購與收

貨流程將於之後詳細說明。 

 



 

二、 作業流程 

三、 作業流程說明 

1.0銷售部門－POS銷貨：進入 POS系統後，開啟一個新的 Session，

出現銷售畫面後則可進行銷售作業 

 

 

 



點選顧客欲購買的商品，點擊的次數則代表購買的量，若有

促銷，點選數字鍵旁的 Disc，則可輸入折扣百分比，輸入購

買資訊後，按 Cash鍵則可輸入顧客的付款，以下圖示為購買

兩件 M號短裙，並打九折收取顧客付款時，輸入的收款金額

不得小於消費金額，若是收款金額大於消費金額，會自動顯

示該找的零錢數，金額輸入完畢則可驗證，按下 Validate

驗證鍵，即可列印收據 

 

 

 

 

 

 



 

 

 

 

 

 

銷售完成後，回到產品資訊可看出，存貨減少了 

 



若點入產品，並選擇 Moves則出現商品數量的增減變化；

若選擇 Purchase，則可得知訂單情況 

  



而 POS系統裡的 Order則儲存每筆交易記錄 

若消費者事後對購買的商品不滿意，要退貨的話，選擇欲退貨的交易，

點 Return Product，將商品退回按下退貨鍵後，其數量與價格的地

方則變成負數，即可將款項退還給消費者 

 



款項退還給消費者後，還必須生成發票，通知會計部門 

 

 

 

 

 

 



2.0銷售部門－POS結帳 

當一天的營業結束時，需要關閉 Session，按下 Close 

Session，驗證所有記錄後按下上方得 Validate Closing & 

Post Entries 

 

關閉 Session後，事後店長要檢查員工有沒有偷懶提早結

束營業，可至 All Session，裡頭揭露開始跟結束的時間 



3.0會計部門－銷售日記帳過帳 

結束 POS系統後，雖然在關閉 Session時已登記過帳，但

仍須會計部門確認才實際過帳，過帳後便形成銷售分錄 

 

銷售多種產品的銷售分錄 

 



4.0倉儲部門－產品倉庫 

而倉儲部門只要自動排程，當商品小於最低存貨量時，自動

生成採購詢價單，交由採購部門採購商品

 

 

採購動作完成後，再由倉儲部門收貨，並開立發票至會計

部門 



若廠商寄來的商品有瑕疵，則點選左上方的退貨鍵，進行退貨，並產

生退貨單 

 

 

 

 

 



最後將產品交回給供應商，並開立發票通知會計部門，並由會計部門

收回款項 

 

5.0倉儲部門－直接交貨： 

POS系統裡可直接看到商品的庫存資料，商品有貨可直接出

售；若商品沒貨，則給顧客訂購單，之後取貨 



6.0採購部門－向供應商採購 

由倉儲部門自動生成的詢價單，確認後則變成採購訂單，

待供應商欲送貨時，點選 Receive Products，後便交回由

倉儲部門收取商品 

 

 

 

 

 



7.0會計部門－生效供應商發票與付款、記帳 

倉儲部門收貨後於會計部門的供應商發票形成採購發票草稿 

 

使其生效後、付款，並過帳後，則形成分錄 

 



若倉儲部門退貨，則於供應商折讓中產生折讓單，生效後

則可收款，過帳後則形成分錄 

收到的款項即為負數的付款金額 

  



8.0會計部門－報表 

(1) 總分類帳（節錄） 

(2) 損益表 

  



(3) 資產負債表 

  



伍、 結論 

  OpenERP設計概念就是有多樣的模塊可以進行選擇，這固

然是個優點，公司可以選擇符合內部需求的模塊來使用。但

模塊與模塊的連結卻無法彈性設定，造成作業流程的僵化，

無法配合公司實際內部流程。用戶的設定也過於制式，每個

模塊皆有預設的三種授權，無法逐項設定。不同模塊用戶之

間的分工也不夠明確，造成流程重覆，譬如:銷售經理及倉

儲經理皆可進行貨品的收貨。以上缺點皆可歸納成 OpenERP

配套式的系統流程，雖使一般用戶能輕易上手，但同時設定

過於制式較無法彈性調整。 

  使用 OpenERP的過程中也讓我們反思當部分能力可以外包

給電腦時，我們剩下的核心價值是什麼?在設定好的系統下，

按部就班跟隨指示，我們的功能是否淪為成虛與實的橋梁。

許多工作是可被電腦完全取代甚至超越的，在這樣的時代下

如要找到一席之地應該去做電腦沒辦法作的事、去解決電腦

所無法解決的問題，才不至於在這樣的趨勢下被迫淘汰。 

  



陸、 組員心得 

A. 戴維慧 

  第一次摸索 ERP系統，剛開始覺得蠻難用的，很多東西都

要自己設，而且不能只用超級使用者，我們想知道真正公司

會有的運作流程，因此我們設置了權限，讓各部門只能管理

到自己部門相關的事，因此會有很多步驟要探討，看這一個

部門做完這個步驟，會自動觸發到哪一個部門，試了很多次，

也開了好多家公司去做設定，另外也嘗試 POS系統的公司，

流程也會有稍許的不同，B2B和 B2C的流程也不太一樣，所

以我覺得從設置這家公司開始，就是一個重點，先定位好自

己的公司到底是做什麼的?才可以對每一個部門逐項設訂。

藉由摸索這個軟體，有比較清楚公司運作的基本流程，萬一

以後任職的公司有在用 ERP系統的話，也不至於那麼陌生。 

  



B. 王妙蓮 

在分組報告要試用系統的開始，我們這組選擇了先試 Open 

Bravo，然後每個人在安裝或初步的使用上都遇到很多不知

道如何解決的問題，即使有看了他們提供的說明書，也沒有

提供到我們所遇到的困難。因此後來大家就覺得換一個軟體

做。換成 Open ERP之後，發現了兩個有明顯的差異, Open ERP 

不需要下載到自己電腦也不需要一堆程式碼，只要簡單的登

入網址，在上面直接組裝所需要的模板就可以了，即使是初

次使用的我們也很快就上手了，也因為 Open ERP會在介面

的上方，提供每一個程序的流程，我們也可以清楚的看懂表

單的走向。雖然下載安裝部分，還蠻容易上手的，但是由於

我們從來沒有實際把上課學的採購、會計、物流…等已經修

完的課程運用，所以在許多地方都會卡關，有時候也會有實

務上跟運用上的差異，和許多不太和我們邏輯的步驟。但整

體來說，Open ERP提供了一個簡明的工具，可以讓企業整合

公司的運作。也讓我們體驗了實務的操作。 

 

 

 



C. 何芷瑄 

  雖然已經企管系三年級，但缺乏實務經驗，因此對於企業

流程也只是一知半解，不同於教課書上的內容，透過實際操

作，確實更了解企業的運作，而且從設定、採購、銷售、會

計整個跑完，還要把所有跑的資料都組織成一個有系統的流

程；因為 OpenERP可以彈性化的設定，使不同類型的公司都

可以使用，也因此在基礎設定時，對企業的定義就需要下得

很精確，才不會運做到一半，就會發現部門間的權限可能有

衝突等的狀況；企管系所學相關科目中，其中我最喜歡的就

是會計，一直沒有更深入研究，透過這次的作業，更了解實

際的會計作業，並不是像平常考試需要自己記分錄、報表等

等；而這次的作業，並不像以往的報告，可以在短時間內有

很大的進展，需要長時間慢慢仔細研究，鑽研不同的基本設

定會牽連多少不同的結果，再透過小組的分工合作，扮演不

同部門，才可以知道每個部門的權限到哪，雖然整個過程進

度緩慢，常常一個地方卡住就停擺很久，所以成就感很低，

覺得很折磨，但實際回想起來，確實是收穫很多，也佩服可

以開發出這一套系統的開發者。 

  



D. 寇先潤 

  從一開始使用 OpenBravo到 OpenERP，可以明顯查覺到兩

個系統有著很大的不同。OpenERP不管是介面還是操作都相

當平易近人，採取引導的方式讓從人基本設定到作業流程都

可以循序漸進的慢慢上手。反觀 OpenBravo從最基本設定系

統完全都沒有任何提示，一切皆仰賴官網繁複的說明書。其

實我個人對此次 ERP系統的作業感到相當好奇，起源於目前

在小型的會計師事務所工讀而最近客戶委託我們幫忙採購

助理的工作。主要是下訂單、追貨、聯絡供應商、物流等等，

因公司規模不大皆一切資料都記錄在一個 excel 表裡。工作

皆是一些繁瑣的文書處理，總覺如果有資訊系統輔助應該可

以節省出錯機率及人力資料也可以進行進一步的分析。不過

在接觸 OpenERP系統後發覺資訊系統與實務的結合是有許多

困難點的，有些老師上課已提到的就不在論述。個人覺得 ERP

系統的設計必定是以能配合各種公司為目的，這或許是優點

但反而造成系統功能及流程都過於繁瑣，老實說許多步驟對

於某些公司來說是沒有意義的，但 OpenERP系統似乎也未提

供刪減流程的選項。而 OpenBravo在系統的設計上是更彈性

的，然因彈性反造成一般人不知從何設定。兩者剛好做了套



裝 ERP系統設計理念的對比，OpenERP是給予較制式的流程

使一般公司能直接套用上手，而 OpenBravo則給予使用者很

大的彈性去配合公司需求，我想兩者的缺點都是公司在引進

ERP系統是所遇到瓶頸。 

 

E. 劉慶苡 

  一個線上軟體，不用花太大的功夫去安裝到電腦裡，也因

為網站提供 15天免費試用，所以可以讓一般企業貨所需之

人在有一定的期間內研究軟體內容。看似簡單的一些基本功

能操作起來卻不是這麼得心應手，畢竟第一次使用這類軟體。

首先都把部門別設定好後我們整組試驗整個從訂單到出貨

的流程，其中遇到一些障礙導致無法每個人都順利跑完，例

如一開始不知道如何付款或有些部門權限不分明。但在多次

試驗後有慢慢釐清一些頭緒，雖然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還是無

法將 Open ERP 徹底了解，還是從試驗中學到很多部門跟部

門間的連繫關係及流程順序，往後如果有機會需要使用到這

些功能，也會利用 Open ERP 作輔助。 

  



柒、 參考資料 

https://www.openerp.com/ 

http://www.oscg.com.hk/tc/ 

http://www.openerpchina.org/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

3&extra=page%3D1 

http://www.openerp-china.org/index.php?page=welcom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