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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歡迎使用《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 One View Reporting 使用手冊》。

1. 對象
本手冊的適用對象為負責製作 One View Reports 的一般使用者。

2. 說明文件可存取性
如需有關 Oracle 對可存取性的承諾資訊，請造訪 Oracle Accessibility Program (Oracle
可存取性方案) 網站，網址為：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
ctx=acc&id=docacc。

存取 Oracle Support
已購買支援的 Oracle 客戶可以透過 My Oracle Support 存取電子支援。如需相關資訊，請造
訪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若為有聽覺障礙的使
用者，則請造訪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3. 相關文件
您可以從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Release Documentation
Overview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版本說明文件概述) 頁面存取相關文件。您可以搜尋文
件 ID (1308615.1)，或是使用下列連結，來存取主要說明文件的概述頁面：

https://support.oracle.com/CSP/main/article?cmd=show&type=NOT&id=1308615.1

如要從 My Oracle Support 首頁導覽至此頁面，請按一下 Knowledge (知識) 頁籤，然後依序按
一下 Tools and Training (工具和訓練) 選單、JD Edwards EnterpriseOne、Welcome Center
(歡迎中心)、Release Information Overview (版本資訊概述)。

4. 慣例
本文件使用以下的文字慣例：

慣例 意義

粗體 表示欄位值。

斜體 斜體類型表示書籍標題、強調或您可以填入特定值的佔位符號變數

等寬 等寬類型表示在段落、URL、範例中程式碼、畫面上顯示的文字或您輸入之文字中的指
令。

> 教學課程 表示所描述功能之錄製視訊的連結。這些錄製視訊為 MP4 格式，因此請確定您已經安裝
適當的播放器。存取這些錄製視訊需要有效的 Oracle 帳戶。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info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trs
https://support.oracle.com/CSP/main/article?cmd=show&type=NOT&id=1308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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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瞭解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Oracle BI Publisher 與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 One View Reporting 概述
• One View 報表處理

1.1. Oracle BI Publisher 與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與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Publisher 進行了三次整合。
每次整合都滿足一項特定報告需求：產生客戶使用的文件、讓一般使用者可自行建立可作業的
報表，以及提供 power user 與 IT 工作人員建立複雜與特別報表的能力。本節概述每次整合並
提供每次整合的一般使用案例。

• 適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的內嵌 BI Publisher：將 UBE 的輸出轉換為客戶使用的
文件 (完美像素)。內嵌 BI Publisher 搭配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的一般使用個案包括
發票、對帳單、揀料單及支票。

• One View Reporting：可讓一般使用者直接從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
式建立和執行自己的個人化報表。這些報表通常專屬於需要每日、每週或其他定期方式執
行以作為其一般活動一部分的使用者或角色。對於此類型的報表，使用者需要與資料選擇、
排序、包含的資料欄以及資料視覺化 (圖表、表格、圖形) 高度相關的個人化。這些一般使
用者報表讓使用者更清楚檢視作為標準日常業務處理程序中的作業資料，因而提升使用者
產能。One View Reporting 讓使用者能夠選取資料欄位，並從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內執行特定資料選擇，然後利用 BI Publisher 內的版面配置功能來定義報表輸出格
式。常見使用個案可能是銷售報表、客戶報表、供應商報表及員工報表。

• 特別報表：允許 power user 和 IT 工作人員建立強大的查詢功能，以針對特別情況查詢資
料。建立此類型的報表通常是為了符合一般業務處理程序以外的特定業務需求，而且只處
理一或兩次。這些報表通常需要使用者建立 SQL 陳述式以擷取資料 (查詢建置器)。查詢
通常由 IT 部門或瞭解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資料綱目的 power user 所建立。建立
查詢後，IT 使用者或 power user 將會建立含表格和圖表的報表版面配置以顯示資料 (範本
建置器)。此整合利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JDBC 驅動程式和 Oracle BI Publisher
Enterprise 版。此整合一般稱為「互動式報告」。依據定義，並沒有通用的使用個案。

備註:

若您在存取 Oracle BI Publisher 伺服器時收到憑證無效的訊息，請聯絡系統管理員，並要求其在
EnterpriseOne 和 Oracle BI Publisher 之間設定 SSL 連線。

1.2. One View Reporting 概述
Oracle 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Reporting 提供直覺且簡單好用的方法，讓您
使用 Oracle BI Publisher 存取資料和產生報表。



One View Reporting 概述

20

您可以輕鬆執行現有報表或建立包含表格、圖形及圖表的新報表，並以 PDF 文件、HTML 及
Excel 試算表等格式檢視報表。此外，還有許多報表可讓您以互動方式篩選報表資料，以供日
後分析。

One View Reporting 使用標準和自訂的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以尋找報表資料。9.1 版還導入
One View 應用程式，可使用結合的業務視圖來存取多個表格中的記錄。One View 尋找瀏覽畫
面格式合併了先前無法使用的業務交易和主檔資料組合，您可以在所選擇的 BI Publisher 版面
配置中檢視這些資料組合。您也可以使用「資料瀏覽器」來尋找報表資料和產生 One View 報
表。

One View Reporting 的優點包括：

• 排除大部分報告需要的 IT 支援，以降低開發和維護報表的成本。
• 排除協力廠商報告產品的需求，以提高擁有權總成本。
• 資訊存取簡單即時，提升一般使用者的滿意度。
• 提供低成本資訊存取，以利業務決策的制定。
• 降低或排除檢視資料或產生報表所需的自訂應用程式，以降低系統升級成本。

1.2.1.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資料模型和報表

雖然您可以從標準和自訂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建立和執行 One View
報表，One View Reporting 解決方案仍包含專用的 One View 應用程式、資料模型及報表，例
如「取得的價值」、「成本分析」及「客戶帳戶結餘」。這些報表可視需要修改，而且不需要
IT 支援即可定義額外報表。一般使用者不會接觸到資料模型、表格結合及業務視圖的複雜性，
可確保以下各功能區域的直覺式報表體驗：

• 財務管理
• 製造管理
• 採購與轉包合約管理
• 庫存管理
• 銷售單管理
• 不動產管理
• 資本資產管理
• 專案管理
• 薪資管理
• 人力資源管理
• 服務管理
• 運輸管理
• 倉儲管理
• 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
• 租賃管理

1.2.2. 資料瀏覽器

除了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外，您可以使用「資料瀏覽器」建立 One View 報表。如果您無法從現
有應用程式取得報表需要的資料，您可以在「資料瀏覽器」中查詢表格或業務視圖，然後從查
詢結果建立資料集。選取報表所需的資料項目後，您可以使用那些資料項目設計報表版面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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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您使用「資料瀏覽器」設計的報表會作為選擇項目顯示在「資料瀏覽器」的 One View 選
單中。

1.3. One View 報表處理
尋找要包含在報表中的資料後，您可以按一下按鈕，在 BI Publisher 中產生報表。

您可以從下列產生 One View 報表：

•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尋找瀏覽畫面格式。
• 標準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尋找瀏覽畫面格式。
• 自訂尋找瀏覽畫面格式。
• 資料瀏覽器

1.3.1. 執行 One View 報表
以下是執行報表的高階步驟：

1. 在您的處理程序中存取您要使用的應用程式 (One View 應用程式、尋找瀏覽畫面格式或資
料瀏覽器)。

2. 決定資料集的選擇準則。
3.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 One View 報表。
4. 檢視自動顯示在瀏覽器視窗中的報表。

1.3.2. 修改 One View 報表
建立報表後，您可以編輯下列報表元件：

• 報表版面配置
• 報表或版面配置屬性
• 報表定義

您自行修改或設計的報表是個人報表。有多個選項可用來管理個人報表，包括將個人報表轉換
成共用報表的要求。公司中的其他人都可使用共用報表。

1.3.3. 建立新 One View 報表
您透過複製現有報表然後進行變更，或者透過新增全新的報表來建立新報表。您從尋找瀏覽畫
面格式或從「資料瀏覽器」複製或新增報表。

若要新增全新的報表，您要選取範本，然後建立報表版面配置。尋找瀏覽畫面格式表格或業務
視圖提供您用來設計版面配置的資料項目。您可以在報表開發期間預覽報表及進行調整，然後
再儲存最終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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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e View Reporting 基礎知識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One View Reporting 的主要功能
• 共用與個人報表
• One View 報表元件
• 報表輸出類型

2.1. One View Reporting 的主要功能
Oracle 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可讓您在各種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中運用搜尋
準則，產生適用於標準或自訂尋找瀏覽畫面格式或「資料瀏覽器」的 One View 報表。

決定好報表的資料後，您可以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Publisher 使用個別瀏覽器視窗處理和顯示報表。

One View 報表具有下列功能：

• 任何含有「尋找」按鈕的尋找瀏覽畫面格式都可存取報表。
• 報表可以轉譯成多種格式，例如 Microsoft Word、Adobe Reader 及 Oracle 的 Interactive

Viewer。
• 報表的資料是各個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提供的執行時期資料。
• 報表版面配置是以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的資訊為依據定義在「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

2.2. 共用與個人報表
One View 報表可分類成共用或個人。除非受到權限設定限制，否則整個系統都可使用共用報
表。您建立的報表會分類為個人報表並顯示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個人報表僅
供您個人使用。不過，您可以選擇將個人報表提升為共用報表，儘管升級要求必須獲得系統管
理員核准。如果要求獲得核准，報表將不再以個人報表的方式顯示，而是做為 One View 選單
上的共用報表。

2.3. One View 報表元件
One View Reporting 結合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和 BI Publisher 的元件以產生 One
View 報表。這些元件為：

• 報表定義
• 資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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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 Publisher 報表
• 報表版面配置

報表定義
One View 報表的報表定義包含的資訊包括資料模型中選取哪些欄、命名慣例、列集合設定，
以及報表名稱等等。

資料模型
資料模型是一種物件，其中包含一組指示供 BI Publisher 擷取和建構報表的資料。資料模型包
含方格資料範例、畫面格式層級資訊以及資料來源的參照。

BI Publisher 報表
BI Publisher 報表元件包括資料模型的參照、報表版面配置、報表屬性以及翻譯。

報表版面配置
BI Publisher 報表版面配置定義資料在報表中的呈現方式。版面配置由範本檔案及轉譯該檔案
的一組屬性所組成。BI Publisher 支援從各種來源建立的範本

您也可以藉由建立資料模型、選取範本及設計報表版面配置來設計自訂 One View 報表。必要
的話，報表可以包含一組翻譯，以便產生多種語言的報表。

2.4. 報表輸出類型
當您執行 One View 報表時，從搜尋準則取得的資料將和報表版面配置合併以產生報表輸出。
有多種可用的輸出類型：

• Adobe Reader (PDF)
• Microsoft Word (RTF)
• Microsoft Excel 2007
• 逗號分隔值 (CSV)
• Microsoft PowerPoint
•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7
• XML
• 互動式檢視器

「互動式檢視器」可提供蹦現圖表明細、可捲動表格、表格篩選、表格排序，以及跨越不同
報表元件傳送篩選。例如，如果報表顯示「未結發票」表格，您可以篩選結果，以便僅顯示
餘額超過某個金額的發票，或者以遞增或遞減順序顯示所有未結發票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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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 One View 報表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執行 One View 報表簡介
• 定義 One View 報表的資料
• 執行時期選項
• 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 從 JD Edwards 標準或自訂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 從資料瀏覽器執行 One View 報表

3.1. 執行 One View 報表簡介
您可以從任何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自訂尋找瀏覽畫面格式或從「資料瀏覽器」執
行 One View 報表。決定好報表的資料後，您可以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版面配置。如果
需要，您可以修改多個執行階段選項，例如選取不同的輸出類型。當您執行報表時，結果會自
動出現在個別的瀏覽器視窗。

執行 One View 報表的基本步驟：

1.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2. 選取或定義查詢。
3.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
4. 修改執行階段選項 (選擇性)。
5. 執行報表。

3.2. 定義 One View 報表的資料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或在「資料瀏覽器」中，請選取或定義查詢，以找出您希望出現在報表
的資料。在您定義資料之後，請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報表會自動處理，然後出現在蹦
現視窗。如果您將報表設定為使用目前的方格資料，則必須按一下「尋找」按鈕，以在執行報
表前顯示資料。

3.2.1. 建立查詢

查詢可讓您選取欄位和 QBE (依範例查詢) 欄，然後新增條件以縮小搜尋結果。如此，該資料
會比單從篩選欄位和「依範例查詢」欄得到的搜尋結果來得詳細。例如，除了在發票日期依範
例查詢欄中輸入 >120111 表示 2011 年 12 月 1 日的日期之外，有一個查詢可讓您指定日期範
圍，例如在 2011 年 12 月 1 日和 2011 年 12 月 31 日之間。查詢功能可讓您重新定義資料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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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來使報表僅顯示符合您的需求的記錄。系統會結合篩選欄位中定義的條件、依範例查詢行
及查詢本身似擷取想要的記錄。

以下範例顯示指定發票日期之日期範圍的查詢：

圖 3.1. 以日期範圍查詢

您可以儲存常用的查詢以方便擷取，並修改您希望在報表中出現的資料。

如需更多關於查詢的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基礎系統手冊》的〈瞭解查詢
控制〉。

3.3. 執行時期選項
執行 One View 報表時，您可以根據需求變更多項預設值。執行時期選項包括：

• 選取各種資料選項，例如變更您希望在報表顯示的記錄數目。
• 選取不同的報表輸出類型。

或許預設輸出類型為 PDF，但您卻希望在 Excel 試算表中檢視輸出，您可以將輸出變更為報
表可用的任何類型。

• 選取不同的報表版面配置。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標準 One View 報表的每個報表有一種版面配置，但您可以視需
要建立其他版面配置。執行報表時，您可以選取不同的版面配置 (如果有的話)。

3.3.1. 版面配置頁籤

「版面配置」頁籤可讓您變更多種執行時期選項。要存取這些選項，請使用 One View 選單中
的「管理報表」選項選取報表。「版面配置」頁籤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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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版面配置」頁籤

下列的表格說明在「版面配置」頁籤顯示的資訊與選項。

版面配置選項 說明

類型 兩種報表類型為：

• 個人

位於「我的報表」資料夾中的 One View 報表為個人報表。個人報表為
使用者所擁有。使用者可以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狀態，但升級要求
必須由系統管理員核准。如果要求獲得核准，報表將不再顯示為個人報
表，而是顯示為 One View 選單上的共用報表。

• 共用

共用 One View 報表為公用報表，這表示貴公司的其他人也能夠使用。
您無法直接修改共用報表。除非受到權限設定限制，否則整個系統都可
使用共用報表。

名稱 報表名稱。

命名慣例 新增報表時，您可以從以下兩個選項中選取一個：

• 使用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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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配置選項 說明
對具有一種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一般使用者在設計報表時通常喜
歡使用欄標題。如果欄標題能精確說明資料項目，則會比資料辭典項目
名稱更容易理解。

• 使用資料辭典名稱

對有一種以上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開發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的
新報表是較受歡迎的方法。以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為基礎的報表通常較易
轉換。

狀態 報表可能有三種狀態：

• 編輯 (02)：此報表為個人報表，擁有者可進行修改。
• 待處理升級 (07)：個人報表的擁有者已選取「升級報表」選項，將個人

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在系統管理員核准或拒絕升級要求前，該升級要
求都會維持「待處理升級」狀態。

• 共用 (08)：所有其他使用者皆可存取此報表。

可用的版面配置 如果報表定義了一種以上的版面配置，請從下拉清單選取版面配置。

選取列集合 用於報表的方格資料可以使用三種列集合選項：

• 擷取記錄計數

即使有較多的指定記錄數目符合查詢條件，報表最多只顯示指定記錄數
的資料。擷取記錄計數 = 500 為預設值，除非貴公司另外設定此數值。
當您執行報表或新增報表時，您可以置換預設值。

備註：若系統限制低於本欄位中的值，資料記錄數量將以系統限制的定
義為限。

• 使用方格中的目前資料

報表將顯示目前出現在方格中的資料。
• 擷取所有記錄

報表將顯示所有符合目前查詢條件的資料。

使用工具 9.1 版更新 5，若報表資料因為此設定而受限，無論是依欄位值、
系統限制或方格記錄的數量，執行此報表的使用者將收到下列蹦現警告：
「警告！已超過報表的最大記錄數目。查詢發現 xx 列結果，但報表上限為
yy 列。」Xx 代表擷取的總列數，而 yy 代表「擷取記錄計數」欄位值。使
用者必須在警告上按一下「確定」才能顯示報表。

格式 視報表使用的範本而定，BI Publisher 將以下列格式建立輸出：

• Adobe PDF
• Microsoft Word (RTF)
• Interactive Viewer
• Microsoft Excel 2007
• CSV
• Microsoft PowerPoint
•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7
• XML

3.3.1.1. 輸出格式

 Oracle BI Publisher 能將 One View 報表轉譯為多種格式。儘管每個報表都有預設的輸出格
式，但「版面配置」頁籤上的輸出圖示能讓您以任何針對報表建立的格式檢視報表。不論報表
為共用或個人，您都可以變更輸出格式，以任何可用的格式檢視報表。

下列表格說明輸出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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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出圖示 說明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Adobe Reader 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Microsoft Word RTF 格式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用 BI Publisher Interactive Viewer 檢視報表。

互動式報表可能包括蹦現式圖表明細、可捲動表格、表格篩選、表格排
序，以及跨越不同報表元件傳送篩選。您可以用以下的方式修改標準報表
版面配置：新增或移除欄、定義資料的排序方式、新增分隔設定、計算欄
總數，以及變更資料在報表中的顯示方式；例如，顯示為方格、圖形或圖
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Microsoft Excel 2007 格式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CSV 格式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Microsoft PowerPoint 格式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Microsoft PowerPoint 2007 格式的報表。

使用此選項可以檢視 XML 格式的報表。

變更報表輸出格式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如果要找到報表的資料，請選取或建立查詢。
2.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3. 從「管理報表」選單，選取共用或個人報表。

此時會出現「管理報表」側邊面板。
4. 在「版面配置」頁籤上，選取想要的輸出格式。

BI Publisher 會處理選取輸出格式的報表，並顯示在個別的視窗。

3.4. 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儘管您可以從任何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但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
是專門針對報表設計的。One View Reporting 尋找瀏覽畫面格式的業務視圖包含每個表格中
的大部分欄並結合多個表格，這造成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中，
每個記錄的資料會比顯示的資料多。此外，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還包含其他計算與
處理。因此，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可以從作為本身基礎的表格衍生更多資訊。因為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包括更多資料、計算和邏輯，所以能產生其他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無法使用的報表。

以下範例顯示「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 (P03B2022) 的尋找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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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尋找瀏覽畫面格式

3.4.1. 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中的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包含您可以執行的預先定義 One View 報
表。您可以輕易地建立自行擁有的個人化報表，來從其他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若要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1. 使用查詢或在篩選欄位及尋找瀏覽畫面格式的依範例查詢欄輸入值，以擷取報表的資料。
2.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

BI Publisher 會處理報表，然後將報表顯示在個別視窗中。
3. 如果報表輸出格式設成互動式，請篩選資料以顯示特定資訊。

3.5. 從 JD Edwards 標準或自訂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您必須先依據從應用程式取得的資料新增自訂報表，才能夠從標準或自訂 JD Edwards 尋找瀏
覽畫面格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建立報表後，請遵循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中相同的
程序執行報表。

請參閱  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執行 One View 報表。

3.6. 從資料瀏覽器執行 One View 報表
如果尋找瀏覽畫面格式或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沒有您要提供給 One View 報表的資
訊，您可以使用「資料瀏覽器」建立表格或業務視圖的查詢，然後選取報表所需的資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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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輕易地建立自行擁有的報表，來從「資料瀏覽器」執行 One View 報表。決定資料項目
後，您可以設計報表版面配置。

如需更多關於資料瀏覽器的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基礎系統手冊》的〈建
立個人搜尋查詢以搜尋檔案與業務檢視中的資料〉。

3.6.1. 從資料瀏覽器執行 One View 報表
存取資料瀏覽器。

1. 在查詢選取器畫面格式上，輸入表格或業務視圖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2. 在「資料瀏覽器」畫面格式上，尋找報表所需的記錄。
3.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報表。

BI Publisher 會處理報表，然後將報表顯示在個別視窗中。
4. 如果報表輸出格式設成互動式，請篩選資料以顯示特定資訊。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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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改 One View 報表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修改 One View 報表簡介
• 尋找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 (9.1 版更新)
• 修改個人報表
• 修改共用報表
• 啟用小數格式功能 (9.1 版更新)
• 使用逐級返回功能 (9.1 版更新)
• 修改報表的考量事項

4.1. 修改 One View 報表簡介
One View 選單上的「管理報表」選項可以讓您以各種方式修改報表。依照變更項目的不同，
您可能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或在 Oracle BI Publisher 進行修改。

您可能想變更以下事項：

• 變更報表預設輸出格式。
• 新增或刪除欄。

您可以依自身需求從報表資料模型新增欄。例如，如果資料模型包括「種類代碼 1」欄，但
您的公司用的是「種類代碼 2」，您可以變更報表定義以新增「種類代碼 2」。

• 變更圖表類型、新增表格或變更字型。

如果您偏好不同的圖表類型、色彩或字型，您可以依需求變更報表版面配置。
• 新增公司或部門商標。

除了變更輸出格式之外，共用與個人報表的報表修改程序也有不同。

共用與個人報表

修改報表前，您必須先判定修改是針對個人偏好或是適用於整個組織。如果公司的其他人要複
製共用報表並進行類似的變更，則變更共用報表會帶來助益。修改共用報表的決定可能要視修
改報表能否提升對組織的價值而定。

備註:

Oracle 建議您每次要修改 JD Edwards 提供的報表時，應該先將報表複製為新的名稱，並在該副本進行修
改。如果您遵循此程序，則當 JD Edwards 提供報表更新時，您做的任何修改就不會遭到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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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報表的選項如下：

• 將共用報表複製到個人報表，並修改個人報表。修改報表後，您可以將其保留為自己使用的
個人報表，或是將其升級為共用報表。

備註:

升級要求必須由系統管理員核准後，個人報表才能變成共用報表。

• 將個人報表複製到其他個人報表，並修改複製的報表。修改複製的報表後，您可以將其保留
為自己使用的個人報表，或是將其升級為共用報表。

• 保留共用報表。當您保留共用報表時，系統會在您的相同名稱的個人報表中建立報表副本。
然後您就可以修改報表的個人報表版本並將其升級。當升級要求獲得核准時，系統將以修改
的版本取代共用報表，並移除個人報表版本。

當您從 One View 選單中的「管理報表」選取報表時，會出現側邊面板。側邊面板具有「版面
配置」頁籤和「報表定義」頁籤。出現在「版面配置」和「報表定義」頁籤的圖示視使用者的
權限層級和報表為共用或個人而定。

One View Reporting 權限
系統管理員可以依個人或角色設定權限記錄，以依個人使用者或角色限制特定 One View
Reporting 功能的存取。

如需更多關於功能授權的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 One View 管理手
冊》中的〈設定 One View Reporting 的功能授權〉。

備註:

若要修改或建立 One View 報表，使用者必須取得 One View Reporting 功能授權以及關聯的 Oracle BI
Publisher 使用者 ID。如需進一步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 One View 管理手冊》
中的〈安裝與配置 One View Reporting〉。

4.2. 尋找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 (9.1 版更新)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位於側邊面板的「版面配置」和「報表定義」頁籤中。您可以
按一下「關於 One View 報表」圖示來檢視 One View 應用程式、版本和作為報表基礎的
畫面格式。此外，One View 報表資訊還包含報表查詢 ID，可讓您將報表作為任務新增至
EnterpriseOne 選單、EnterpriseOne 頁面及捷徑啟動器中。

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系統管理手冊》中的〈新增 One View Reporting
(OVRs) 至 EnterpriseOne 頁面〉。

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系統管理手冊》中的〈在 Web 用戶端中建立工
作〉。

若要尋找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

1. 導覽至 One View 報表所在的應用程式。
2.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3. 從下拉式清單選取報表。

會顯示側邊面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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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版面配置」或「報表定義」頁籤上，按一下「關於 One View 報表」圖示。

One View Reporting 資訊顯示在「關於」視窗中。

4.3. 修改個人報表
因為您對個人報表所做的變更只適用於您，出現在個人報表「版面配置」與「報表定義」頁籤
的選項會比共用報表上的多。您可以複製現有的共用或個人報表，或新增新報表，以建立個人
報表。

如果要從現有報表建立個人報表，請將共用或個人報表複製到不同名稱的新報表。複製的報表
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中的「我的報表」下。

報表命名準則

命名報表時，請遵循以下的準則：

• 請勿使用以下的特殊字元：~`/'!@#$%ˆ{ENT:*()+={[}]|/}:"<,>.?/
• 請以不同名稱命名每個應用程式內的報表。

在應用程式範圍內或「資料瀏覽器」內，每個擁有者的報表名稱都必須是唯一。
• 最多使用 50 個字元。

4.3.1. 從現有報表建立個人報表

若要從現有報表建立個人報表：

1.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2.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管理報表」，然後選取共用或個人報表。
3. 在「報表定義」頁籤上，按一下「複製」圖示。
4. 在「輸入副本的名稱」欄位中，輸入報表的名稱。

重要事項:

除非您已保留要修改的共用報表，Oracle 建議您不要將個人報表命名為和共用報表相同的名稱。

當您保留共用報表時，系統會為您建立可修改並升級至共用狀態的個人副本。如果個人報表的名稱與
共用報表相同，您做的變更將在升級要求核准時複寫前版的共用報表。

您也可以新增不以現有報表為基礎的全新報表。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5 章 新增 One View
報表 。

4.3.2. 個人報表的版面配置頁籤

您可以在報表範本中使用報表版面配置整理物件，如資料項目和欄。報表可以有多個版面配
置，包括您自己建立的版面配置。如果希望將個人報表轉為共用報表，您可以升級報表。如果
升級要求獲得核准，個人報表就會轉為共用報表。

「版面配置」頁籤能讓您為報表選取不同的版面配置、選取列集合選項，以及變更輸出格式。
「編輯版面配置」圖示出現在個人報表的「版面配置」頁籤。因為您能夠在不影響其他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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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下變更個人報表的報表版面配置，所以「編輯版面配置」圖示出現在「版面配置」頁籤
上。

個人報表的「版面配置」頁籤範例：

圖 4.1. 個人報表的「版面配置」頁籤

如需關於版面配置選項的其他資訊，請參閱 版面配置頁籤。

4.3.2.1. 編輯報表版面配置
您可以使用 Oracle 的「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建立及修改 One View 報表版面配置。
以下的範例顯示您可能會對報表版面配置所進行的變更：

• 將種類代碼對應至圖表。
• 新增圖表。
• 變更圖表類型。
• 使用工具 9.1 版更新 5，在符合報表準則的記錄數目超過報表顯示的記錄數目時新增警告。
• 使用工具 9.1 版更新 5，為報表顯示選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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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以下表格顯示「編輯版面配置」圖示並說明其使用方法：

編輯版面配置圖示 說明

按一下此圖示編輯個人報表的版面配置。當您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
示時，「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就會出現，讓您能夠變更報表版面
配置或新增版面配置。

如果要進行其他類型的報表修改，例如從資料模型新增或刪除欄，請參閱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
頁籤。

4.3.2.2. 修改個人報表版面配置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版面配置」頁籤上，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
4. 在「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修改現有報表版面配置或新增版面配置。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如需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 Oracle® Fusion
Middleware 報表設計人員手冊》的〈編輯報表〉。

4.3.3. 為個人報表的報表版面配置新增選擇準則 (工具 9.1 版更新 5)
若希望顯示用於取得報表結果的選擇準則，您可以在報表上新增此資訊。

備註:

您必須先保留報表，才能將選擇準則新增至報表版面配置。若要在 Oracle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
使用選擇準則節點，您至少必須保留報表一次。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版面配置」頁籤上，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
4. 在 BI Publisher 中，為您的報表選取「編輯」選項。
5. 在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在您希望於報表中顯示選擇準則的位置插入一個清

單。
6. 從「Grid01/準則」資料夾的「資料來源」窗格選取「報表準則」或「含表格名稱的報表準

則」，並拖曳至您剛才建立的清單方塊中。

兩個選項都會顯示報表準則。但是，第二個選項也會為特定報表準則顯示表格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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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視需要格式化清單。
8. 您必須移除篩選條件，以免影響報表上的資料。若要移除篩選條件，請在清單方塊外按一

下此選項，然後在「互動功能」中選擇「設定事件」。此對話方塊可供核取或取消核取篩
選條件。取消核取篩選條件來將其關閉，然後按一下「確定」。

9. 選取「儲存」。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 Oracle® Fusion
Middleware 報表設計人員手冊》的〈編輯報表〉。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4.3.4. 為個人報表的報表版面配置新增報表警告 (工具 9.1 版更新 5)

當使用者執行報表時，報表最多只顯示「擷取記錄計數」欄位中指定或系統限制記錄數的資
料，以較低者為準。若報表資料受限，互動執行報表的使用者將收到一個蹦現警告。但您可能
想將此報表警告加入報表本身。

存取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表單。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版面配置」頁籤上，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
4. 在 BI Publisher 中，為您的報表選取「編輯」選項。
5. 從「Grid01」資料夾的「資料來源」窗格中選取「報表警告」，並拖曳至您希望顯示的報

表區域中。
6. 選取「儲存」。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 Oracle® Fusion
Middleware 報表設計人員手冊》的〈編輯報表〉。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4.3.5.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

報表定義包含關於 One View 報表的資訊，例如從資料模型選了那些欄、採用的命名慣例、列
設定和報表名稱等等。您可以使用報表定義側邊面板建立或修改報表定義。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範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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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

「報表定義」側邊面板的「選取欄」部分顯示為報表選取的欄。按一下欄，您可以從報表定
義加以移除。如果要將其他欄加入報表定義中，請按一下具有加 (+) 號的「依範例查詢」欄標
頭。此外，頁籤上的圖示可讓您執行以下任務：

• 變更報表的資料模型。
• 複製現有報表。
• 複製具樣本資料的現有報表。
• 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
• 將報表同步到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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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資料模型中的所有欄新增至報表定義。
• 將資料模型中的所有欄從報表定義移除。
• 刪除報表。

以下的表格說明報表定義選項：

報表定義選項 說明

類型 兩種報表類型為：

• 個人

位於「我的報表」資料夾中的 One View 報表為個人報表。個人報表為
使用者所擁有。使用者可以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狀態，但升級要求
必須由系統管理員核准。如果要求獲得核准，報表將不再顯示為個人報
表，而是顯示為 One View 選單上的共用報表。

• 共用

共用 One View 報表為公用報表，這表示貴公司的其他人也能夠使用。
您無法直接修改共用報表。除非受到權限設定限制，否則整個系統都可
使用共用報表。

名稱 報表名稱。

命名慣例 新增報表時，您可以從以下兩個選項中選取一個：

• 使用欄標題

對具有一種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一般使用者在設計報表時通常喜
歡使用欄標題。如果欄標題能精確說明資料項目，則會比資料辭典項目
名稱更容易理解。

• 使用資料辭典名稱

對有一種以上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開發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的
新報表是較受歡迎的方法。以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為基礎的報表通常較易
轉換。

狀態 報表可能有三種狀態：

• 編輯 (02)：此報表為個人報表，擁有者可進行修改。
• 待處理升級 (07)：個人報表的擁有者已選取「升級報表」選項，將個人

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在系統管理員核准或拒絕升級要求前，該升級要
求都會維持「待處理升級」狀態。

• 共用 (08)：所有其他使用者皆可存取此報表。

選取列集合 用於報表的方格資料可以使用三種列集合選項：

• 擷取記錄計數

即使有較多的記錄符合查詢條件，報表最多只顯示指定記錄數的資料。
擷取記錄計數 = 500 為預設值，除非貴公司另外設定此預設值。當您執
行報表或新增報表時，您可以置換預設值。

• 使用方格中的目前資料

報表將顯示目前出現在方格中的資料。
• 擷取所有記錄

報表將顯示所有符合目前查詢條件的資料。

選取的欄 針對報表從資料模型選取的欄。

4.3.5.1.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圖示
這些圖示出現在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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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定義圖示 說明

您想取代資料模型同時保留報表版面配置時，請使用「儲存報表」選項儲
存報表。當您選取此選項時，「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會自動啟
動，供您視需要在版面配置中新增或刪除欄。

使用「另存為報表」選項可讓系統將現有報表的報表定義和報表版面配置
連同新資料模型及範例資料一起儲存到新報表。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使用「複製報表」選項可將報表的範例資料、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
版面配置複製到新報表。新報表顯示在「我的報表」下。

雖然您不可以對新報表使用和複製的報表相同的名稱，但是如果有報表和
您為新報表輸入的名稱同名，則該報表會被所複製的報表的範例資料、報
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置覆寫。

使用「升級報表」選項，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

系統管理員可以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如果您設計或修改您要和其
他人共用的個人報表，而且您有發佈權限，則可以起始升級要求。

您按一下「升級報表」圖示後，報表狀態會從「編輯」變更為「待處理升
級」。如果升級要求獲得核准，報表會變成共用報表，並從 One View 選
單中的「我的報表」移除。如果升級被拒絕，報表狀態會從「待處理升
級」變更回「編輯」，報表保留為個人報表。

「同步報表」是進階選項，用於將報表和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同步。使
用「同步報表」功能可賦予報表多種語言。

「同步報表」會將使用欄標題命名慣例的報表轉換為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命
名慣例的新報表。

使用「新增所有欄」選項可將資料模型中的所有欄新增至報表定義中。

使用「移除所有欄」選項從報表定義移除資料模型中的所有欄。

使用「刪除報表」選項以刪除個人報表。

備註:

Oracle 建議您每次要修改 JD Edwards 提供的報表時，應該先將報表複製為新的名稱，並在該副本進行修
改。如果您遵循此程序，則當 JD Edwards 提供報表更新時，您做的任何修改就不會遭到覆寫。

變更報表的資料模型

「儲存報表」功能可讓您取代現有報表的資料模型與範例資料，同時保留報表定義和報表版面
配置。使用此選項可保留現有報表版面配置同時使用新資料模型的欄位進行修改。

若要建立新資料模型及範例資料，請使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尋找您要提供給報表的資料，然後
選取「儲存報表」選項。系統進行變更之前，將會要求您確認是否只要取代資料模型。由於只
取代資料模型可能會要求您從報表版面配置新增或刪除欄，因此「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
器」會自動啟動，以供您複查版面配置並進行任何必要的變更。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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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現有報表以使用另存為功能建立新報表
當您選取「另存為報表」時，系統會使用您指定的名稱，將現有報表的報表定義和報表版面配
置儲存到新個人報表，但會以顯示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中的資料取代資料模型與範例資料。

如果您不要取代資料模型與範例資料，您應該使用「複製報表」選項而不是「另存為報表」選
項。

複製含有範例資料的現有報表
「複製報表」選項會使用您指定的名稱，將報表的範例資料、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
配置複製到新的個人報表。如果相同名稱的報表已經存在，複製的報表會覆寫該報表。

如果您不要複製範例資料，您應該使用「另存為報表」選項而不是「複製報表」選項。

將個人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
「升級報表」選項可起始要求，將個人報表轉換為共用報表。升級要求必須經過系統管理員核
准。如果個人報表已升級為共用狀態，將不再顯示為個人報表。

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如果您的組織使用多個語言，則您可能會屬意在報表版面配置中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
資料辭典項目名稱會依據使用者的語言喜好設定進行翻譯。欄標題可能不會依相同方式翻譯。

使用同步選項的結果如下：

• 具有欄標題命名慣例的報表會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轉換成新報表。報表版面配置中的
欄標題也會變更。

• 方格中目前的資料會變成新報表的範例資料。

將方格中的所有欄新增至報表
除了個別新增欄到報表外，您可以同時將方格中的所有欄新增到報表中。

如果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在方格中只有少數欄，或者您的自訂方格只有少數選取的欄但報告需
要所有的欄，您可能要使用此選項。當所有方格欄都顯示時，Oracle 建議您避免在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中使用此選項。

從報表移除資料模型中的所有欄
除了從資料模型個別移除欄外，您也可以從資料模型刪除所有欄。

刪除報表
您可以使用此選項刪除您不再需要的個人報表。「刪除報表」選項會刪除報表定義、資料模型
及報表版面配置。報表刪除後，將不再顯示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共用報表必
須由系統管理員刪除。

4.3.6. 使用新資料模型儲存報表
「儲存報表」選項會取代現有報表的資料模型，同時保留報表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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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尋找新報表的資料。
4. 在「報表定義」頁籤中，按一下「儲存報表」圖示。

將會顯示「是否要在取代資料模型時保留報表和版面配置？」訊息。
5. 按一下「確定」以取代資料模型。

將會顯示「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
6. 如有必要，請編輯報表版面配置以符合新資料模型。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如需關於 Oracle 的「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之資訊，請參閱《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 Oracle® Fusion Middleware 報表設計人員手冊》的
〈編輯報表〉。

4.3.7. 使用另存為報表
「另存為報表」選項會以和現有報表相同的報表定義和報表版面配置以及新的資料模型建立新
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尋找新報表的資料。
4. 在「報表定義」頁籤中，按一下「另存為報表」圖示。
5. 在「輸入另存為的名稱」欄位中，輸入新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4.3.8. 複製個人報表
「複製報表」選項可將現有的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置複製到新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複製報表」圖示。
5. 在「輸入副本的名稱」欄位中，輸入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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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新增不是以現有報表為基礎的新報表。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5 章 新增 One View
報表 。

4.3.9. 升級個人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備註:

如果個人報表的名稱和共用報表相同，則您必須在起始升級要求之前保留共用報表。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升級報表」圖示。

報表狀態會從「編輯」變更為「待處理升級」。

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 One View 管理手冊》中的〈升級
One View 報表〉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4.3.10. 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尋找報表的資料。
4.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5. 按一下「僅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圖示。
6. 在「輸入要同步的名稱」(僅限「資料辭典項目」) 欄位中，輸入新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

下「確定」。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4.3.11. 新增選取的欄至個人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尋找報表的資料。
4.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5.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按一下任何有具有加號 (+) 的「依範例查詢」欄標頭以新增至報

表定義中。

您選取的項目會顯示在「選取的欄」清單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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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若要以原始名稱儲存報表，請按一下「儲存報表」圖示。

將會顯示「是否要在取代資料模型時保留報表和版面配置？」訊息。
7. 若要取代資料模型，請按一下「確定」。

將會顯示「可能需要針對報表定義中的任何欄變更調整版面配置。」訊息。如果您按一下
「確定」，將會顯示「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供您將新欄新增至報表版面配置。

8. 若要以不同名稱儲存報表，請按一下「另存為」圖示，然後在「輸入另存為的名稱」欄位
中輸入新名稱。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備註:

小數欄位中的小數位數會依客戶實作而不同。「單價」便是一個範例。若要確定報表格式符合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式小數欄位的格式，您應該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指派欄的小數精確度。

4.3.12. 新增所有欄至個人報表
備註:

如果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在方格中只有少數欄，或者您的自訂方格只有少數選取的欄但報表需要所有的欄，
您可能要使用此選項。當所有方格欄都顯示時，Oracle 建議您避免在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中使用
此選項。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選取方格格式。
2.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3.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4.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尋找報表的範例資料。
5.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6. 按一下「新增所有欄」圖示。

所有欄將新增至報表定義中並顯示在「選取的欄」之下。
7. 按一下「儲存報表」或「另存為報表」圖示以儲存變更。

備註:

「儲存報表」選項會取代現有報表的資料模型，同時保留報表定義及報表版面配置。

「另存為報表」選項會使用新的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置建立新報表。

4.3.13. 從個人報表移除選取的欄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在「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從報表移除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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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中，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管理報表」。
3.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4.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定義報表的資料。
5.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6. 在「選取的欄」下，按一下您要從資料模型移除的項目。

您選取的項目隨即從「選取的欄」清單中移除，然後顯示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中同時附上
加號 (+)。

7. 若要以原始名稱儲存報表，請按一下「儲存報表」圖示。

將會顯示「是否要在取代資料模型時保留報表和版面配置？」訊息。
8. 若要取代資料模型，請按一下「確定」。

將會顯示「可能需要針對報表定義中的任何欄變更調整版面配置。」訊息。如果您按一下
「確定」，將會顯示「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供您刪除出現在報表版面配置中的
欄。

9. 若要以不同名稱儲存報表，請按一下「另存為」圖示，然後在「輸入另存為的名稱」欄位
中輸入新名稱。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4.3.14. 從個人報表移除所有欄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清除所有欄」圖示。

所有欄隨即從「選取的欄」清單移除。
5.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按一下任何有具有加號 (+) 的「依範例查詢」欄標頭以新增至報

表定義中。
6. 按一下「儲存報表」或「另存為報表」圖示以儲存變更。

備註:

「儲存報表」選項會使用與現有報表的報表版面配置但不同的資料模型建立新報表。

「另存為報表」選項會使用新的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置建立新報表。

4.3.15. 刪除個人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報表定義」頁籤中，按一下「刪除」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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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顯示下列訊息：「確定要刪除選取的報表？如果相關報表已保留，則將解除保留鎖
定。」

4. 按一下「確定」以刪除報表。

4.4. 修改共用報表
修改共用報表的程序和您用來修改個人報表的程序並不相同。若要修改共用報表，您必須先保
留報表，以便在您進行變更時其他人不可以編輯報表。當您保留共用報表時，系統會將該報表
複製到個人報表，以便您可以使用和編輯其他個人報表相同的方式修改該報表。修改完畢後，
您要將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如果系統管理員核准升級要求，修改的報表會取代現有共用報
表。

修改共用報表的基本步驟如下所示：

1. 保留報表。

當您保留報表時，系統會在「我的報表」下建立本機副本。共用報表變成個人報表。
2. 修改共用報表的個人副本。
3. 修改完畢後，升級報表。

升級要求獲得核准後，個人報表會取代舊版共用報表。

當您從 One View 選單的「管理報表」選取共用報表時，將會顯示側邊面板。側邊面板具有
「版面配置」頁籤和「報表定義」頁籤。出現在這些頁籤的圖示視使用者的權限層級和報表為
共用或個人而定。

4.4.1. 共用報表的版面配置頁籤
共用報表在「版面配置」頁籤上不會有「編輯版面配置」圖示，這一點和個人報表不同。對於
共用報表，您要使用「報表定義」頁籤上的圖示來啟動修改程序，其中包括變更報表版面配
置。

「版面配置」頁籤顯示下列資訊及選項：

• 類型
• 名稱
• 命名慣例
• 狀態
• 可用的版面配置
• 選取列集合
• 格式

如需有關這些選項的說明，請參閱 版面配置頁籤。

4.4.2. 共用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
共用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顯示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例如：從資料模型選取哪些
欄、命名慣例、列設定、報表名稱，以及報表狀態。頁籤上的圖示可讓您：

• 複製報表。
• 保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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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報表同步到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圖 4.3. 共用報表的「報表定義」頁籤

以下的表格說明報表定義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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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定義選項 說明

類型 兩種報表類型為：

• 個人

位於「我的報表」資料夾中的 One View 報表為個人報表。個人報表由
個人擁有。使用者可以將個人報表提升為共用報表，儘管升級要求必
須經過系統管理員核准。如果要求獲得核准，報表將不再顯示為個人報
表，而是變成 One View 選單中的共用報表。

• 共用

共用 One View 報表為公用報表，這表示貴公司的其他人也能夠使用。
您無法直接修改共用報表。除非受到權限設定限制，否則整個系統都可
使用共用報表。

名稱 報表名稱。

命名慣例 新增報表時，您可以從以下兩個選項中選取一個：

• 使用欄標題

對具有一種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一般使用者在設計報表時通常喜
歡使用欄標題。如果欄標題能精確說明資料項目，則會比資料辭典項目
名稱更容易理解。

• 使用資料辭典名稱

對有一種以上語言喜好設定的公司來說，開發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的
新報表是較受歡迎的方法。以資料辭典項目名稱為基礎的報表通常較易
轉換。

狀態 報表可能有三種狀態：

• 編輯 (02)：此報表為個人報表，擁有者可進行修改。
• 待處理升級 (07)：個人報表的擁有者已選取「升級報表」選項，將個人

報表升級為共用報表。在系統管理員核准或拒絕升級要求前，該升級要
求都會維持「待處理升級」狀態。

• 共用 (08)：所有其他使用者皆可存取此報表。

選取列集合 用於報表的方格資料可以使用三種列集合選項：

• 擷取記錄計數

即使有較多的記錄符合查詢條件，報表最多只顯示指定記錄數的資料。
擷取記錄計數 = 500 為預設值，除非貴公司另外設定此預設值。當您執
行報表或新增報表時，您可以置換預設值。

• 使用方格中的目前資料

報表將顯示目前出現在方格中的資料。
• 擷取所有記錄

報表將顯示所有符合目前查詢條件的資料。

選取的欄 針對報表從資料模型選取的欄。

4.4.2.1. 共用報表的報表定義圖示

以下是顯示在共用報表「報表定義」頁籤上的圖示：

報表定義圖示 說明

使用「複製報表」選項複製報表。

當您複製報表時，系統會將範例資料、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
置複製到新的個人報表，該報表會顯示在「我的報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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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定義圖示 說明

使用「保留報表」選項保留共用報表。

您必須先保留共用報表，然後才能夠進行修改。當報表已保留，則只有一
個人可以進行變更。報表會保留到升級或保留鎖定移除為止。當您保留報
表時，它的狀態會變更為共用 (依使用者 ID 保留)。

「同步報表」是進階選項，用於將報表和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同步。使
用「同步報表」功能可賦予報表多種語言。

「同步報表」會將使用欄標題命名慣例的報表轉換為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命
名慣例的新報表。

複製報表
複製共用報表會建立您可以進行修改以符合需求的個人報表。您對複製的報表進行的任何變更
只有您自己才可取用。若要修改共用報表，您必須先保留報表並採用不同的程序讓您的組織中
的其他人可使用該報表。

當您複製報表時，不可以將新報表指定為和複製的報表相同名稱。不過，如果有現有報表和新
報表同名，則現有報表會覆寫成新報表的範例資料、報表定義、資料模型及報表版面配置。如
果您嘗試以現有報表的名稱作為報表名稱，系統會發出通知，以便您確認或取消複製作業。

保留報表
共用報表必須先保留才能夠修改。您需要有發佈權限以保留報表。如果另一個使用者已經保留
報表，則您必須在狀態從「保留」變更為「共用」後才能夠保留該報表。

當您保留報表時，系統會在「我的報表」下建立本機副本。系統還會針對您的使用者 ID 儲存
「保留」狀態。當您保留時，共用報表會複製成個人報表，因此具有同名的個人報表將會被共
用報表取代。因此，如果您嘗試保留和個人報表同名的共用報表，系統將會通知您，以便您可
以在不想覆寫現有報表時取消保留。

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如果您的組織使用多個語言，則您可能會屬意在報表版面配置中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
資料辭典項目名稱會依據使用者的語言喜好設定進行翻譯。欄標題可能不會依相同方式翻譯。

使用同步選項的結果如下所示：

• 具有欄標題命名慣例的報表會使用資料辭典項目名稱命名慣例轉換成新報表。報表版面配置
中的欄標題也會變更。

• 方格中目前的資料會變成新報表的範例資料。

4.4.3. 複製共用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選取共用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複製報表」圖示。
5. 在「輸入副本的名稱」欄位中，輸入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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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新增不是以現有報表為基礎的新報表。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第 5 章 新增 One View
報表 。

4.4.4. 保留共用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選取共用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保留報表」圖示。

系統將保留的報表複製成設成「編輯」狀態的個人報表 (在「我的報表」之下)。保留的共
用報表會顯示「共用」狀態 (被使用者 ID 保留)。

4.4.5. 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選取共用報表。
3. 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定義報表的資料。
4.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5. 按一下「僅將報表同步至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圖示。
6. 在「輸入要同步的名稱」(僅限「資料辭典項目」) 欄位中，輸入新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

下「確定」。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4.5. 啟用小數格式功能 (9.1 版更新)
在導入 Oracle BI Publisher 11.1.1.7 後，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在 One View 報表管理
小數格式方面已大幅改進。One View Reporting 最初是使用 Oracle BI Publisher 11.1.1.5 發
行。BI Publisher 11.1.1.5 版並未提供根據交易與公司貨幣動態格式化 JD Edwards 小數金額
的功能。由於這個限制，EnterpriseOne One View Reporting 初始版本使用手動小數遮罩以便
一律顯示有兩位小數的金額。對於其他貨幣，客戶必須套用不同的小數遮罩修改 One View 報
表，以顯示正確的小數位數。

Oracle BI Publisher 11.1.1.7 能夠根據交易與公司貨幣動態格式化 JD Edwards 小數金額。無
小數之貨幣資料會顯示沒有小數的金額，有兩位小數的貨幣資料則顯示有兩位小數的金額。在
導入 BI Publisher 11.1.1.7 以及這種動態小數支援後，手動小數遮罩已經從 One View 報表移
除。

BI Publisher 11.1.1.7 的動態格式遮罩功能會建立額外的小數遮罩資料並傳送給 Oracle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系統會針對資料集中的每個小數欄自動建立遮罩資料。您可以在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編輯資料項目的預設小數格式，以便在報表上顯示不同的小數格式。

樞紐分析表
BI Publisher 11.1.1.7 不針對彙總資料提供動態格式遮罩。由於樞紐分析表僅顯示彙總金額，
因此它們是動態格式遮罩的例外。在 BI Publisher 11.1.1.7 中，樞紐分析表金額欄的預設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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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一個小數位數且沒有千位分隔逗號的方式顯示金額，如以下範例所示：123456.1。這不是
理想的格式，因為沒有千位逗號分隔符號的大數字不容易閱讀，而且大多數的貨幣都具有不止
一個的小數位數。

為了提升可讀性，JD Edwards 選擇使用手動小數遮罩在 One View 報表內顯示有兩個小數位
數的樞紐分析表。對於不止一位小數位數的貨幣，JD Edwards 提供的 One View 報表會以顯
著的差異顯示資料表格和樞紐分析表。例如，對於無小數的貨幣，數字 123456 在樞紐分析表
中會顯示為 123,456.00，在資料表格中則顯示為 123,456。如果您的公司不是使用兩位小數位
數的貨幣，您只要變更小數遮罩，便能夠輕易地個人化所提供之 One View 報表內的樞紐分析
表以顯示所要的小數。

請參閱  手動指派列與欄遮罩。

4.5.1. 啟動小數格式功能
若要啟動新的小數格式功能，您必須在 One View Reporting BI Publisher 非固定編碼記錄中新
增特性。

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 One View 管理手冊》中的〈建立非固定編碼記
錄〉。

4.5.2. 更新 One View 報表中的小數格式
啟動小數格式後，您必須手動轉換為新的 11.1.1.7 小數格式，使用 Oracle BI Publisher 11.1.1
.5 所建立的報表才會以所要的小數位數顯示金額。小數格式會您在 One View 應用程式的「報
表定義」頁籤上選擇某些選項時自動更新。

對於個人報表，小數格式會在您選取現有報表並使用「報表定義」頁籤上的「儲存」、「另存
新檔」、「複製」、「升級」或「同步」選項時更新。

對於共用報表，小數格式會在您選取現有報表並使用「報表定義」頁籤上的「複製」、「保
留」和「同步」選項時更新。

選取這些選項中的任一個後，系統會對資料集中的每個小數欄建立欄遮罩或列遮罩。當您選取
「儲存」「另存新檔」、「複製」、「升級」、「同步」或「保留」時，將會自動產生欄與列
遮罩，並且和「Oracle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的個別小數欄關聯。通常，建立欄或
列遮罩並不需要使用者介入。

若要變更系統建立的預設格式遮罩，您可以編輯「版面配置編輯器」之「特性」>「資料格
式」資料夾下的「格式遮罩」特性。

4.5.3. 列與欄遮罩
報表更新至 BI Publisher 11.1.1.7 後，「版面配置編輯器」的「資料來源」窗格會對資料集中
的每個小數欄顯示欄遮罩或列遮罩。遮罩欄包含小數格式資料，供您和報表中的小數欄建立關
聯。

遮罩有兩種類型：

• 欄遮罩

針對非貨幣欄建立的欄遮罩，方格中所有列的小數位數會保持相同。「行號」和「數量」便
是欄遮罩的範例。

• 列遮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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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貨幣欄建立的列遮罩，每個方格列的小數位數可能各不相同。「金額」、「餘額」和
「外幣金額」便是列遮罩的範例。

以下範例顯示列與欄遮罩如何顯示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此欄會顯示「欄遮罩」資料夾，
而列遮罩顯示在「列集合」資料夾中。

4.5.3.1. 欄遮罩

針對方格中所有列的小數位數保持相同的欄建立欄遮罩。這些欄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表格中一律為非貨幣欄位。小數位數由作為欄之基礎之資料項目的資料辭典特性決定。

遮罩欄遵循命名慣例 <欄名稱> 遮罩。例如，如果資料集具有小數欄「單價」，則對應的遮罩
欄為「單價遮罩」。「版面配置編輯器」的「資料來源」窗格顯示「欄遮罩」資料夾中的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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罩欄。此外，如果報表的資料表格包含小數欄，則「特性」>「資料格式」窗格上的「格式遮
罩」特性會顯示每個小數欄的小數格式遮罩。

只有在需要欄遮罩的原始資料集中有欄時，才會列示遮罩欄。

4.5.3.2. 列遮罩
每個方格列的小數位數可能各不相同的欄時，會建立列遮罩。這些欄位是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表格中的貨幣欄位。貨幣欄位的小數位數由 EnterpriseOne 軟體中的貨幣觸發
程式決定。「版面配置編輯器」的「資料來源」窗格顯示「列集合」資料夾中的列遮罩。

如果您在 One View 應用程式中對資料集選取的欄沒有小數格式，將不會在「版面配置編輯
器」中建立欄或列遮罩。如果資料集包含貨幣欄，那些欄將建立為列遮罩而不是欄遮罩。

報表之資料集中的欄只能和一個遮罩類型關聯。

4.5.4. 手動指派列與欄遮罩
建立新 One View 報表時，您可以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手動指派列與欄遮罩。建立表格
後，請將「格式遮罩」欄指派給表格中的個別欄位。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4.6. 使用逐級返回功能 (9.1 版更新)
逐級返回可讓您以無縫且直觀的方式存取 One View 報表的相關資訊。它提供 One View 報表
與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之間的端對端可追溯性。

逐級返回功能可讓您透過從 One View 報表表格中特定的列逐級返回至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中的來源交易來追蹤和調查交易。可能的範例包括從「One View 客戶
分類帳」報表上的特定過期商業發票逐級返回至「商業發票輸入」應用程式內的同一個交易，
或者從該商業發票逐級返回至「客戶主檔」應用程式中的特定客戶。One View 報表資料的逐
級返回功能可提供使用者調查和導覽系統的能力，以採取明智的決策及最佳行動方針。

將您將游標移至 One View 報表中的欄上方時，如果發現具有逐級返回能力的欄，游標會變成
手形符號。

在 Oracle BI Publisher 11.1.1.7 版，One View 報表具有「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可讓您指
定相關詳細資訊所在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若要定義逐級返回連結，您要
定義下列：

•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式。

指定和報表資料關聯的應用程式名稱。
• 畫面格式名稱。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式可包含多個畫面格式。選取您要在應用程式啟動
時顯示的畫面格式。

使用工具 9.1 版更新 5，若您選取尋找/瀏覽畫面格式，啟動應用程式時會自動執行尋找，使
用者不需要選取「尋找」按鈕，即可在應用程式中查看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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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部分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式有多個版本。請選取要啟動的適當版本。
• 報表欄位。

指定報表中需要存取應用程式中之詳細資訊的欄位。您可以透過啟動互動式應用程式並記下
需要填入詳細畫面格式的欄位來驗證必填欄位。您通常不需要對應畫面格式上的所有欄位。

您選取在報表和互動式應用程式之間傳遞資料的欄位。

4.6.1. 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

「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位於 One View Reporting 側邊面板的「報表定義」頁籤中。展開
「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區段顯示定義逐級返回 URL 時必要的欄位。

若要建立新的逐級返回 URL，請展開「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對於「逐級返回連結」欄位，
請從下拉式清單選取 (新增連結)。指定和報表資料關聯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
式。輸入應用程式名稱後，應用程式的畫面格式名稱會顯示在「畫面格式」欄位的下拉式清單
中。當您選取畫面格式時，將會列示畫面格式上的欄位以及每個資料項目的下拉式清單。下拉
式清單顯示具有與資料項目相同資料類型的報表欄位。您可以將資料項目保留為空白，或者對
應至報表的某個方格欄或報表中的自訂變數。

儲存逐級返回資訊後，當您關閉 One View 應用程式時便會自動產生逐級返回 URL。若要存取
URL，請開啟應用程式然後展開「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逐級返回連結顯示在「逐級返回連
結編輯器」側邊面板的底端，如以下範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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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逐級返回 URL 後，您必須將它從「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複製然後貼到「BI Publisher 版
面配置編輯器」中，以實作逐級返回功能。以下範例顯示報表版面配置中「售貨地址」欄之特
性中的逐級返回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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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 為版面配置的一部分後，當您以互動模式執行報表時，按一下任何定義為逐級返回 URL
的報表欄位即可顯示詳細資訊。逐級返回 URL 會將詳細資訊傳送給 One View 報表。

4.6.2. 建立逐級返回 URL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加號 (+) 以展開「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
5. 從「逐級返回連結」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新增連結)。
6. 在「新增連結名稱」欄位輸入新連結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7. 在「應用程式」欄位中，輸入和報表資料關聯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
8. 從畫面格式下拉式清單中，選取畫面格式名稱。使用工具 9.1 版更新 5，若您選取尋找/瀏

覽畫面格式，系統會在使用者使用逐級返回連結存取應用程式時自動執行尋找。
9. 如果應用程式有多個版本，請從「版本」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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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根據您要逐級返回資料之報表欄位對應適當的資料項目。

備註:

您只能夠對應選取為報表欄位的資料項目。

11. 複製「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底端的逐級返回 URL。

備註:

針對每個 One View 報表所儲存的逐級返回資訊是應用程式名稱、畫面格式名稱及版本。當您根據報
表欄位對應資料項目時，將會自動產生逐級返回 URL。由於對應選擇不會被儲存，您必須建立整個對
應以修改逐級返回 URL。

12. 按一下「儲存」圖示。
13. 按一下側邊面板中的「版面配置」頁籤。
14. 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以啟動「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
15. 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按一下「編輯」連結。
16. 選取報表中您要實作逐級返回功能的欄。
17. 展開「特性」資料夾。
18. 展開「雜項」資料夾，將逐級返回 URL 貼至 URL 欄位中。
19. 按一下「儲存」圖示。
20. 按一下右上角「X」關閉「版面配置編輯器」以返回至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應用程式。
21. 關閉 One View 應用程式。

4.6.3. 修改逐級返回 URL
使用內含逐級返回 URL 的 One View 報表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加號 (+) 以展開「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
5. 在「逐級返回連結」欄位中，從下拉式清單選取預先定義的連結。

將會顯示逐級返回連結資訊。
6. 視需要變更資料項目對應選擇。

備註:

針對每個 One View 報表所儲存的逐級返回資訊是應用程式名稱、畫面格式名稱及版本。當您根據報
表欄位對應資料項目時，將會自動產生逐級返回 URL。由於對應選擇不會被儲存，您必須建立整個對
應以修改逐級返回 URL。

7. 複製「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底端的逐級返回 URL。
8. 按一下「儲存」圖示。
9. 按一下側邊面板中的「版面配置」頁籤。
10. 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以啟動「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
11. 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按一下「編輯」連結。
12. 選取報表中您要變更逐級返回 URL 的欄。
13. 展開「特性」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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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展開「雜項」資料夾，將逐級返回 URL 貼至 URL 欄位中。
15. 按一下「儲存」圖示。
16. 按一下右上角「X」關閉「版面配置編輯器」以返回至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應用程式。
17. 關閉 One View 應用程式。

4.6.4. 刪除逐級返回 URL
使用內含逐級返回 URL 的 One View 報表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1. 從 One View 選單中，選取「管理報表」。
2. 從「我的報表」選取報表。
3. 在側邊面板中，按一下「報表定義」頁籤。
4. 按一下加號 (+) 以展開「逐級返回連結編輯器」。
5. 在「逐級返回連結」欄位中，從下拉式清單選取預先定義的連結。
6. 按一下「刪除連結」圖示以刪除逐級返回 URL。

「逐級返回連結」欄位會變成 (重設)。
7. 按一下「儲存」圖示。
8. 按一下側邊面板中的「版面配置」頁籤。
9. 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圖示以啟動「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
10. 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按一下「編輯」連結。
11. 選取報表中您要刪除逐級返回功能的欄。
12. 展開「特性」資料夾。
13. 展開「雜項」資料夾，按鍵盤上的 Delete 或 Backspace 鍵從 URL 欄位刪除逐級返回

URL。
14. 按一下「儲存」圖示。
15. 按一下右上角「X」關閉「版面配置編輯器」以返回至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應用程式。
16. 關閉 One View 應用程式。

>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4.7. 修改報表的考量事項
當您修改報表時，請考量下列事項：

從資料模型移除欄
如果您從資料模型移除欄是被報表版面配置參考的欄，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會顯示
警告訊息。此訊息表示您可能要依據對資料模型進行的變更調整版面配置。Oracle 的「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接著會自動啟動並顯示欄替代精靈，供您指定替代遺漏欄的項
目。

可採取的因應措施是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從資料模型移除欄之前，先使用「版面
配置編輯器」從報表版面配置移除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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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
表。

在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檢視輸出格式
您在「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中一次只能檢視一個輸出格式。若要檢視不同的格式，
請使用檢視清單 選項，然後從「輸出格式」下拉式清單選取格式。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
表。

在互動式檢視器中檢視所有記錄
BI Publisher 設計成可顯示互動式報表中的有限列數。請使用互動式報表中的垂直捲軸來查看
其餘資料。

其他輸出格式如 PDF 則沒有此限制。

變更現有報表
當您使用「儲存報表」選項儲存對現有報表進行的變更時，將會取代 BI Publisher 資料模型和
One View 報表的報表定義，報表版面配置則會被保留。

請參閱 個人報表的報表定義圖示，以取得詳細資料。

空白數值資料
在部分實例中，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方格欄中的空白數值資料在 BI Publisher 報表中會
顯示為 0 (零)。資料辭典項目 SHPN (P4210 中的出貨號碼) 便是一個範例。如果是因為資料辭
典中的設定方法而變成零，則 SHPN 不會顯示值。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上，根據資料辭典項目
而具有此顯示規則的欄將為空白，如果值為零的話。

為了啟用資料計算，方格欄中的空白數值會被視為零傳送至 BI Publisher 伺服器以啟用資料計
算。因為這個原因，儘管 EnterpriseOne 方格欄為空白，One View 報表仍會顯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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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增 One View 報表

本章包含下列主題：

• 新增 One View 報表簡介
• 新增 One View 報表

5.1. 新增 One View 報表簡介
除了修改現有報表外，您可以建立全新的 One View 報表以符合業務需求。您使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和 BI Publisher 的元件建立新報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報表定義
當您新增報表時，要使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或「資料瀏覽器」來建立報表定義。報表定義包
含要對資料模型選取哪些欄、命名慣例、列集合設定、報表名稱等資訊。資料模型包含一組指
示，供 BI Publisher 擷取和建構報表的資料。資料模型包含範例資料、畫面格式層級資訊及資
料來源參照。

BI Publisher One View 報表版面配置
完成建立必要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View 報表定義後，您可使用 Oracle 的「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來設計報表版面配置。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資料模型中的
資料項目顯示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而且欄說明和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畫面格式
中欄說明相同。因此，您可以輕易識別它們以新增到報表版面配置中。

BI Publisher 報表版面配置定義如何在報表中呈現資料。版面配置由範本檔案及轉譯該檔案的
一組屬性所組成。範本提供通用版面配置結構以及已新增的特定元件，例如圖表或表格。當您
建立 One View 報表時，您可以從許多預先定義樣式的範本進行選擇，也可以建立包含其他設
計元素 (例如公司標誌) 等的範本。

若要設計版面配置，請從資料模型選取資料項目，然後放入報表範本的元件中。舉例來說，您
可以將「帳戶結餘」的資料項目加到報表版面配置做為圖表元件或表格欄。

您完成報表版面配置後，「版面配置編輯器」可先讓您預覽報表及進行調整，然後再儲存最終
結果。

備註:

若要修改或建立 One View 報表，使用者必須取得 One View Reporting 功能授權以及關聯的 Oracle BI
Publisher 使用者 ID。如需進一步資訊，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工具 One View 管理手冊》
中的〈安裝與配置 One View Reporting〉。

5.2. 新增 One View 報表
存取已啟用 One View Reporting 的畫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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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查詢或者在尋找瀏覽畫面格式的篩選欄位和「依範例查詢」欄標頭輸入值，以定義報
表的範例資料。

2. 在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畫面格式上，按一下任何有具有加號 (+) 的「依範例查詢」
欄標頭以加到報表的資料模型中。

3. 從 One View 選單選取「新增報表」。
4. 在側邊面板的「報表定義」頁籤中，選取資料模型的命名慣例。
5. 選取預設列集合選項。
6. 按一下「尋找」以植入方格。
7. 在「報表定義」頁籤中，按一下「儲存」圖示。
8. 輸入新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隨即顯示在蹦現視窗中。
9. 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按一下「新增版面配置」。

「建立版面配置」頁面顯示範本選擇。
10. 選取報表的範本。
11. 在「報表標題」欄位中，輸入報表的標題。
12. 視需要輸入報表其他區段的標題，例如圖表和表格。
13. 在「資料來源」側邊面板中，從「列集合」區段選取欄，然後拖曳至想要的報表區域。

備註:

小數欄位中的小數位數會依客戶實作而不同。「單價」便是一個範例。若要確定報表格式符合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互動式應用程式小數欄位的格式，您應該在「版面配置編輯器」中指派欄的
小數精確度。

14. 按一下「儲存」圖示。

隨即顯示「儲存版面配置」視窗。
15. 在「版面配置名稱」欄位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
16. 必要的話，按一下「互動式預覽」圖示以檢視報表。
17. 按一下右上角「X」關閉「版面配置編輯器」以返回至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One。

備註:

請勿按下「登出」連結，否則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必須手動登入 BI Publisher 才能執行 One View
報表。

新報表會出現在 One View 選單的「我的報表」下。

教學課程:

按一下此處即可檢視此功能的錄製視訊。

如需關於 Oracle 的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輯器的資訊，請參閱《適用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的 Oracle® Fusion Middleware 報表設計人員手冊》的〈建立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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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適用財務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6.1,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 節 6.2,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P09217)」
• 節 6.3, 「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22)」
• 節 6.4,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 (P03B720)」
• 節 6.5,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 節 6.6,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 (P04720)」

6.1.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請在「會計查詢」(G0914) 選單中存取「One View 總帳查詢」應用程式 (P09219)。您可以
使用「One View 總帳查詢」來分析總帳交易。「One View 總帳查詢」會使用「One View
總帳查詢」(F0911-F0901-F0006) 業務視圖 (V09219)，該業務視圖包含「科目分類帳」檔案
(F0911)、「科目主檔」(F0901) 及「業務單位主檔」(F000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
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300 個資料欄中進行
選擇，來依明細帳 (例如，客戶、供應商、資產或料品)、業務單位、公司、科目、科目範圍或
業務單位及科目種類代碼分析總帳。除了隨附此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值報表外，您也可以使
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範例包括「費用科目分析」、「收入科目 - 依業務單
位」、「庫存科目 - 依區域」、任何已選總帳交易的完整分析，以及其他各種分析。同時還提
供關聯說明，因此您可以選擇檢視代碼、說明或兩者。範例包括：公司、客戶、供應商、資
產、料品、種類代碼、單據、批次、總帳、明細帳、明細帳類型、貨幣、過帳代號，以及其
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總帳交易 - 依客戶與業務單位」、
「總帳交易 - 依帳戶、業務單位詳細資料」以及「總帳交易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
表，您可以檢視客戶和業務單位的交易金額。您也可以依帳戶、業務單位 - 依日期，或單據類
型檢視這些報表。「總帳交易分析」互動式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業務單位、會計科目、明
細帳、單據類型、已過帳或未過帳及科目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
交易。

6.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1.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指定用於「One View 總帳查詢」畫面格式的「轉換」貨幣代碼。設定「轉換」貨幣代碼
時，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中的匯率以及「匯率日期」處理選項中的日期重新計算
「轉換」金額 (欄) 下的本幣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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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總帳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轉
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在畫面格式上直接輸入此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用於在「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擷取匯率的結束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1.1.2. 版本

1. One View 客戶總帳查詢 (P03B2022)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P03B202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P04202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P09217)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帳戶結餘」(P09217)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總帳查詢：

• 如果您在標頭或處理選項中進行相關指定，則會提供「轉換貨幣」轉換。
• 提供「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P03B2022)、「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及「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P09217) 的畫面格式功能表。您可以指定要在處
理選項中呼叫這些應用程式的哪些版本。

6.1.3. 報表

「One View 總帳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總帳交易 - 依客戶與業務單位
• 總帳交易 - 依帳戶
• 業務單位詳細資料
• 總帳交易分析

6.1.3.1. 總帳交易 - 依客戶與業務單位

此報表可讓您依明細帳與業務單位檢視總帳活動，這在複查收入、費用或庫存科目時非常有
用，如果您將客戶、供應商或料號儲存在明細帳欄位中的話。您可以針對單一公司或業務單位
複查這些帳戶，或者選取多個公司、業務單位或兩者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也可以選擇針對
特定客戶、供應商、料品或資產顯示各總帳科目的所有交易。您還擁有靈活性，可複查多個年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第 6 章 適用財務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65

度、期間或兩者。此報表專用於客戶與收入帳戶，因為它會回轉交易的記號，以便將圖表和圖
形轉譯為正數。如果您複查不應該回轉記號的帳戶 (例如費用帳戶)，您可以輕易地修改報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交易總計 - 依客戶 (明細帳) (水平長條圖)
• 交易總計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交易 - 依客戶 (明細帳) (明細表格)

6.1.3.2. 總帳交易 - 依帳戶

此報表可讓您依日檢視每個選取帳戶的交易，並提供有價值的指定期間帳戶活動波動相關資
訊。如果您想知道一個月中哪幾天帳戶活動最活躍， 則這些趨勢非常實用。此資料在您追蹤
整月銀行帳戶交易時非常有用，因為它可以協助您依據收款活動來做出大型付款最佳時間的決
策。您可以從多個公司和業務單位，也可以從您最關心的一個公司或業務單位產生報表。此報
表還可依單據類型提供您交易相關資訊。您可以藉此查看哪些交易類型活動最活躍，以及此活
動為傳票付款或是發票收據。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交易總計 - 依日期與帳務 (長條圖)
• 交易總計 - 依單據類型 (長條圖)
• 交易 - 依帳戶 (明細表格)

6.1.3.3. 業務單位詳細資料

此報表可讓您依日期檢視特定業務單位的交易。您可以選取要檢視的特定帳戶與期間。請選取
業務單位的庫存科目以查看某季的交易量逐日變化。檢視此趨勢可協助您判斷該季中哪個時間
範圍最忙碌。另外還有一個依單據類型顯示的交易圖表。您可以判定哪些庫存異動類型發生
最頻繁、是否就是發料、轉倉或履行訂單。您可以對多種不同的帳戶類型使用此報表 (例如，
「收入」、「費用」、「應付帳款」或「應收帳款」)。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交易總計 - 依日期 (長條圖)
• 交易總計 - 依單據類型 (長條圖)
• 業務單位詳細資料 (表格)

6.1.3.4. 總帳交易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依多種方式分析一組交易。請用此報表分析「應收帳款」、「應付帳款」、「收
入」或任何數量的科目種類。此報表還允許您以不同方式查看交易，以協助您完整分析活動。

此報表提供依「總帳日期」、「已過帳/未過帳交易」及「業務單位」進行篩選，可讓您完全控
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帳交易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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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帳交易 - 依科目帳戶 (長條圖)
• 總帳交易 - 依明細帳 (水平長條圖)
• 總帳交易 - 依單據類型與過帳代號 (水平長條圖)
• 總帳交易 - 依帳戶 (水平長條圖)
• 總帳交易詳細資料 (前面圖表的基礎表格)

以下是針對公司 00001 與業務單位 1、3、4、5 與 9 選取 2011 年會計年度第 1 期的「應收帳
款銀行」、「收入」、「沖銷」、「呆帳」及「折扣」科目所產生的報表。其中是以廣義角度
顯示該期間所有應收帳款活動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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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總帳交易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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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P09217)
請從「會計查詢」(G0914) 選單存取「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應用程式 (P09217)。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來製作帳戶結餘的報表。「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會使用「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業務視圖 (V09217)，該業務視圖包含「帳戶結餘」檔案
(F0902)、F0901 及 F000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靈活，可產生各種
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250 個資料欄中進行選擇，來依會計年度、期間、業務單
位、公司、科目、科目範圍、業務單位與科目種類代碼，以及明細帳 (例如，客戶、供應商、
資產或料品) 檢視您的「帳戶結餘」報表。除了隨附此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值報表外，您也可
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範例包括「應付帳款或應收帳款貿易科目結餘 -
依業務單位」分析、「預算與實際 - 依公司比較」、「每季費用帳戶結餘」複查、任何數量的
帳戶結餘分析，以及其他各種分析。同時還提供關聯說明，因此您可以選擇檢視代碼、說明或
兩者。範例包括公司、業務單位、科目、分類帳類型、明細帳類型、種類代碼、貨幣，以及其
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總帳帳戶結餘」、「區域第一季銷
售 - 依商店」、「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試算表」、「帳戶結餘趨勢」、「毛利」及
「帳戶結餘分析」。您可以使用這些隨附的報表查看您的帳戶結餘在明細帳、種類代碼及商店
的分攤狀況、依據多種準則分析預算與實際、查看帳戶結餘的趨勢，以及查看構成圖表與圖形
的資料。「帳戶結餘分析」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公司、業務單位、種類代碼、會計科目及
明細帳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交易。此報表還顯示預算與實際資
訊。

6.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2.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指定用於「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畫面格式的「轉換」貨幣代碼。設定「轉換」貨幣
代碼時，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中的匯率以及「匯率日期」處理選項中的日期重新
計算「轉換」金額 (欄) 下的本幣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在畫面格式上直接輸入此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用於在「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擷取匯率的結束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2.1.2. 版本
1.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版本
請使用此選項選取要使用的「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2.2. 特殊處理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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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保留空白，開始和截止期間編號預設由公司 00000 的目前期間提供。
• 產生期間號碼，每個期間有一個包含「金額淨過帳」和「金額淨借項過帳」的個別記錄顯示

在方格中。
• 偍供「比較分類帳」處理。
• 以「收入」、「利潤」與「虧損」科目的 GLG 範圍為基礎顯示期初餘額。
• 可使用「轉換貨幣轉換」。
• 「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版本在處理選項中指定。
• 必要的話，可隱藏餘額為零的記錄。

6.2.3. 報表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總帳帳戶結餘
• 區域第一季銷售 - 依商店
•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
• 試算表
• 帳戶結餘趨勢
• 毛利
• 帳戶結餘分析

6.2.3.1. 總帳帳戶結餘

此報表可讓您依明細帳和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檢視您的帳戶結餘。如果您使用明細帳追蹤客
戶、供應商、資產或料品，此報表提供可提供這些項目非常詳盡的結餘檢視。請選取「應收帳
款」帳戶以檢視客戶結餘、「應付帳款」帳戶以檢視供應商結餘，或者庫存科目以檢視料品結
餘。One View 是以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值為基礎。視您如何在組織中設定此種類代碼而定，
您可以使用此報表檢視特定區域或部門的帳戶結餘。您可以針對想檢視的任何公司或業務單位
組合的任何帳戶或時間範圍組合執行此報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帳戶結餘 - 依明細帳 (水平長條圖)
• 帳戶結餘 - 依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長條圖)
• 帳戶結餘 (明細表格)

6.2.3.2. 區域第一季銷售 - 依商店

此報表顯示 One View Reporting 的靈活程度。此報表的設計為使用業務單位做為商店及業務
單位種類代碼 2 做為區域，來針對您的「商店銷售」帳戶結餘執行。它可針對您要的任何期
間執行。如果您沒有「商店銷售」帳戶，仍可以用來檢視其他帳戶群組，例如「收入」或「費
用」，並將焦點置於業務單位。報表可顯示指定時間範圍的帳戶結餘趨勢及不同業務單位的圖
表。您可以選取多個業務單位、帳戶群組及時間範圍進行檢視。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第一季銷售 - 依商店 (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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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店銷售趨勢 (線條圖)
• 銷售 - 依商店 (明細表格)

6.2.3.3.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您的帳戶在使用者指定的時間範圍內的預算與實際結餘。您要在程式中輸入
您的預算分類帳做為比較分類帳。報表可提供您判定所選帳戶是否超過或未超過預算，以及預
算與實際隨著時間演變的趨勢所需的資訊。您可以選取所有具有預算的帳戶來查看組織如何進
行追蹤，也可以只選取特定的帳戶群組，例如租金或電費。您要選擇所要檢視的粒度 (最小單
位) 等級。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預算與實際 (圓餅圖)
• 預算與實際 - 依期間 (長條圖)
•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會計科目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科目，公司，分類賬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試算表 - 依科目 (P092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92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2.3.4. 試算表

此報表可讓您以多種方式檢視試算表。請選取您要包含在報表中的公司、帳戶與期間。您接著
可以依「科目」、「業務單位」、「會計科目」、「明細帳類型」、「明細帳與會計科目」，
以及「會計科目」、「明細帳類型」和「明細帳」來查看試算表。您選取的帳戶結餘顯示在所
有四個檢視中。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試算表 - 依科目 (樞紐分析表)
• 試算表 - 依業務單位 (樞紐分析表)
• 試算表 - 依會計科目 (樞紐分析表)
• 試算表 - 依明細帳類型、明細帳與會計科目 (樞紐分析表)
• 試算表 - 依會計科目、明細帳類型與明細帳 (樞紐分析表)
• 試算表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試算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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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會計科目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科目，公司，分類賬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試算表 - 依科目 (P092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92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2.3.5. 帳戶結餘趨勢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帳戶結餘趨勢。請選取所要時間範圍的任何帳戶群組來依「業務單位」和
「會計科目」查看趨勢。此外亦包含顯示「期初金額」、「借項金額」、「貸項金額」及「餘
額」資料的樞紐分析表。這些樞紐分析表「結餘 - 依帳戶」及「結餘 - 依帳戶與明細帳」格式
顯示相關資訊。此報表在分析「應收帳款」、「應付帳款」或需要此類型分析之其他任何群組
的趨勢時非常有用。您要選取公司、業務單位、科目的範圍，以及要顯示的時間範圍。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趨勢 - 依業務單位 (線條圖)
• 趨勢 - 依會計科目 (線條圖)
• 結餘 - 依帳戶 (表格)
• 結餘 - 依帳戶與明細帳 (表格)
• 帳戶結餘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帳戶餘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會計科目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帳戶 ID (帳號輸入 - 模式不明)

呼叫的應用程式 帳戶結餘 - 依月份 (P0902P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902P1D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2.3.6. 毛利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您選取包含在報表中以收入及銷貨成本科目為基礎的毛利。此報表使用帳戶
種類代碼 43 來判定哪一個帳戶是收入以及哪一個帳戶是貨物成本。您可以依業務單位來檢視
毛利、收入和貨物成本。樞紐分析表會依期間顯示這些金額。您以對任何公司、業務單位或者
帳戶種類代碼 43 中具有特定值的帳戶集合執行此報表來取得此類型的資訊。您還可以選取要
檢視的時間範圍。您可以使用此報表來比較多種類型的帳戶 (例如所有收入與所有費用帳戶) 以
判定整體利潤，或者只和銷貨成本帳戶比較的銷售收入。

備註:

如果「收入」與「貨物成本」沒有此分類的種類代碼 43，您可以在 UDC 中新增值然後將帳戶分類，或者
複製此報表然後使用您要和此分類一起使用的其他任何種類代碼。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P09217)

72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毛利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收入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貨物成本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毛利 - 依期間 (表格)
• 帳戶結餘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帳戶餘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會計科目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帳戶 ID (帳號輸入 - 模式不明)

呼叫的應用程式 帳戶結餘 - 依月份 (P0902P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902P1D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2.3.7. 帳戶結餘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分析一組帳戶結餘。可依業務單位、公司、業務單位種類代碼、所選期間的
業務單位趨勢、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前 10 項明細帳及預算與實際 - 依會計科目來檢視
帳戶結餘。您可以選取帳戶群組 (例如收入、費用或資產帳戶) 來進行完整分析。您可以對多個
公司和業務單位執行此報表，也可以僅對一個特定業務單位執行此報表。請對年、季或任何個
數的期間執行。

備註:

若要在此報表中查看預算金額，您必須在應用程式標頭的「比較分類帳」欄位中輸入值。

此報表提供依期間及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進行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
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帳戶結餘 - 依業務單位 (量表)
• 帳戶結餘 - 依公司 (圓餅圖)
• 帳戶結餘 - 依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業務單位趨勢 (線條圖)
•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項明細帳 - 依帳戶結餘 (長條圖)
• 預算與實際 - 依會計科目 (水平長條圖)
• 帳戶結餘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帳戶餘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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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科目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科目，公司，分類賬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試算表 - 依科目 (P092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92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公司 00001 與 00200 及業務單位 3、5、9、M10 和 M30 選取 2011 年會計年度第
四期到第六期、分類帳類型 AA 及比較分類帳 BA 的應付帳款費用帳戶所產生的報表。其中是
以廣義角度顯示各期間應付帳款費用帳戶結餘與預算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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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帳戶結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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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22)
請從「應收帳款查詢」(G03B17) 選單存取「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
(P03B202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來分析客戶分類帳交易。「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業務視圖 (V03B11I)，該業務視圖包
含「客戶分類帳」檔案 (F03B11) 及「客戶主檔 - 依業務範圍」檔案 (F03012) 的資料欄。此應
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500 個資
料欄中進行選擇，來依期間、會計年度、折扣資訊、帳齡種類、催收或信用經理人員、任何數
量的種類代碼以及其他分析您的「客戶分類帳」。除了隨附此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值報表外，
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範例包括「已付與未結發票 - 依催收經理
人員」、「貸項憑單 - 依業務單位」、「前 10 位客戶」、「應收帳款分析 - 依業務單位或區
域」，以及許多其他報表。同時還提供關聯說明，因此您可以檢視代碼、說明或兩者。範例包
括公司、客戶、種類代碼、貨幣、付款狀態以及其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未結發票」、「客戶結餘」、「未結
發票 - 含過期」，以及「客戶帳戶結餘分析」。您可以使用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依未結發票查
看前 10 位客戶、查看未結發票如何分攤到所有客戶，以及依信用經理人員與區域 (客戶主種
類代碼 1) 追蹤帳齡。「客戶分類帳分析」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區域 (客戶主種類代碼 1)、催收
與信用經理人員、帳齡 - 依客戶及期間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交
易。

6.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3.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指定用於「One View 總帳查詢」畫面格式的「轉換」貨幣代碼。設定「轉換」貨幣代碼
時，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中的匯率以及「匯率日期」處理選項中的日期重新計算
「轉換」金額 (欄) 下的本幣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上植入「轉換」
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用於在「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擷取匯率的結束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3.1.2. 帳齡規格
1. 應收帳款公司常數
指定系統是否從「應收帳款」常數或「帳齡」處理選項中擷取帳齡規格。值為：

空白：使用「帳齡」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

1：使用「應收帳款」常數中指定的值。如果應收帳款常數中的「帳齡基準日期」欄位為空
白，系統會使用目前的日期。

2. 日期類型
指定系統用來決定帳齡種類而位於發票上的日期。系統會比較您指定給「基準日期」應用
程式控制值中的日期以決定發票過期天數。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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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使用發票到期日。

1：使用發票日期。

2：使用總帳日期。

3：使用對帳單日期。

3. 帳齡方法 (1、2、3)
指定系統用來指派發票的帳齡種類。系統會使用「基準日期」應用程式控制中指定的日期
和「日期類型」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計算每個發票的帳齡，然後指派給此代碼指定的帳
齡種類。值為：

空白或 1：帳齡天數。系統將發票指派為「帳齡種類 1」至「帳齡種類 8」處理選項中指定
的帳齡種類。帳齡種類由使用者定義。

2：會計期間。系統根據指派給公司記錄的日期模式，使用此日期模式所定義的會計期間作
為帳齡種類。

3：行事曆。系統使用每一個行事曆月作為帳齡種類。

4. 帳齡種類 1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2」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指定系統用於未來及目前帳齡
種類的間隔。

5. 帳齡種類 2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1」和「帳齡種類 3」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目前及第一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6. 帳齡種類 3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2」和「帳齡種類 4」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第一個和第二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7. 帳齡種類 4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3」和「帳齡種類 5」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第二個和第三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8. 帳齡種類 5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4」和「帳齡種類 6」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第三個和第四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9. 帳齡種類 6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5」和「帳齡種類 7」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第四個和第五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10.帳齡種類 7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6」和「帳齡種類 8」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
於第五和第六個帳齡種類的間隔 (請重新檢查軟體以解決文字問題)。

11.帳齡種類 8
使用此處理選項以及「帳齡種類 7」處理選項中指定的值，決定系統用於第六個帳齡種類
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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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3. 版本
1.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 (P03B702)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P03B702) 版本。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
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
用版本 ZJDE0001。

6.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具有下列特殊處理：

• 客戶主檔資訊依顯示在發票中的客戶擷取並依「業務範圍」完成。如果「客戶主檔」中未指
定公司，系統使用預設公司 00000。根據此特殊處理，所有「客戶主檔」資料欄在「依範例
查詢」中都不可用。

• 可使用「基準處理」。如果輸入「基準日期」，系統不會顯示未結金額為零的記錄。
• 可使用「帳齡」處理。
• 可使用「轉換貨幣」轉換。
• 提供「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P03B720) 與「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的畫

面格式功能表。版本在處理選項中指定。

6.3.3. 報表
隨附「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程式提供的報表如下：

• 客戶結餘
• 未結發票
• 未結發票 - 含過期
• 客戶帳戶結餘分析

6.3.3.1. 客戶結餘
此報表可讓您查看客戶的未結餘額。當您從客戶分類帳選取所有單據類型時，可以看到您的客
戶未結餘額的全貌，因為它會考量所有類型的發票、扣除追索款，以及其他。催收和信用經理
人員在只選取自己的客戶來製作報表時，會發現此報表特別有用。您也可以選取多個公司或業
務單位的資料，來檢視組織的結餘。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客戶餘額 (水平長條圖)
• 客戶餘額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客戶餘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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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20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3.3.2. 未結發票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未結發票金額相關資訊。其中提供前 10 個客戶的相關資訊以及依類別代碼
提供的未結金額相關資訊。如果您想粗略查看前 10 位最高未結發票金額的客戶，此報表非常
有用。您可以查看特定會計年度、特定期間、公司、業務單位、信用經理人員、催收經理人員
或兩者，或以客戶種類代碼為基礎的客戶類型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位客戶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未結金額 - 依客戶 (表格)
• 未結金額 - 依客戶主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未結發票 (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商業發票」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20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3.3.3. 未結發票 - 含過期
此報表可讓您依信用經理人員與區域 (客戶主種類代碼 1 表示區域) 檢視發票帳齡。此報表在判
定哪些信用經理人員遇到發票過期問題或者特定區域的過期發票是否和其他區域不一樣時非常
有用。您可以針對一組特定的公司、業務單位、客戶或信用經理人員來檢視此資料。請使用此
報表來完整檢視組織的發票帳齡。

您必須在應用程式標頭選取「帳齡」核取方塊及輸入「基準日期」(如果空白，將使用今天的日
期)，才能夠正確計算此報表的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過期未結金額 - 依信用經理人員 (水平長條圖)
• 過期未結金額 - 依區域 (長條圖)
• 未結發票 - 含過期 (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商業發票 - 含帳齡」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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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20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3.3.4. 客戶帳戶結餘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深入分析客戶帳戶未結餘額。這種未結金額的分析可透過許多屬性來完成。這些
屬性包括信用經理人員、催收經理人員、區域 (客戶主種類代碼 1)、付款人、客戶、期間、帳
齡種類，以及總金額與未結金額。請檢視選取期間的多個公司或業務單位資料，來查看應收帳
款工作人員及處理程序的績效。

您必須在應用程式標頭選取「帳齡」核取方塊及輸入「基準日期」(如果空白，將使用今天的日
期)，才能夠正確計算此報表的資料。

此報表提供依「區域」(客戶主種類代碼 1) 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
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逾期金額 - 依催收經理人員 (量表)
• 未結金額 - 依區域 (圓餅圖)
• 前 10 位付款人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位客戶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過期未結金額 - 依催收經理人員 (水平長條圖)
• 未結金額 - 依信用經理人員 (圓餅圖)
• 總金額與未結金額- 依期間 (長條圖)
• 過期未結金額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未結發票 (表格)

9.1 版更新

「過期未結金額 - 依客戶」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20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啟動「帳齡」和「基準」處理產生的報表。選取的資料為公司
00001 會計年度 11 期間四到期間六的大型客戶群組。其中是以廣義角度顯示各期間客戶帳戶
結餘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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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客戶帳戶結餘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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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 (P03B720)
請從「應收帳款查詢」(G03B17) 選單存取「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應用程式
(P03B72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來查詢收據/票據交易。「One View
收據/票據查詢」會使用「One View 收據票據查詢」業務視圖 (V03B720)，該業務視圖包含
「收款明細」檔案 (F03B14)、「收據標頭」檔案 (F03B13) 及「客戶主檔」(F03012) 的資料
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
過 300 個資料欄中進行選擇，來依期間、會計年度、催收或信用經理人員、任何數量的種類代
碼以及其他分析您的「收據」和「票據」。除了隨附此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值報表外，您也可
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您可以分析「沖銷」、「扣除」、「追索款」與
「折扣」、或者依期間以及其他複查客戶收據。同時還提供關聯說明，因此您可以選擇檢視代
碼、說明或兩者。範例包括公司、客戶、付款人、父系、種類代碼、貨幣、付款方式，以及其
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收據交易」、「收據記錄趨勢」、
「應收帳款沖銷」及「收據分析」。您可以使用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查看各業務單位、催收經
理人員之間收款結餘狀態以及其他值；依會計年度與期間、催收經理人員查看收款趨勢以及其
他值；以及依原因代碼、客戶及催收經理人員複查應收帳款沖銷狀態。「收據分析」報表可提
供相同資料但以區域、業務單位、客戶、付款人、催收經理人員及期間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
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交易。

6.4.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4.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使用此處理選項指定用於「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畫面格式的「轉換」貨幣代
碼。設定「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中的匯率以及「匯率日期」
處理選項中的日期重新計算「轉換」金額 (欄) 下的本幣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畫面格式上植
入「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用於在「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擷取匯率的結束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4.1.2. 版本
1. One View 客戶總帳查詢 (P03B2022)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P03B2022) 版本。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
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版本
指定要使用的「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
用版本 ZJDE0001。

6.4.2. 特殊處理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具有下列特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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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主檔資訊依收據的付款人進行擷取並依「業務範圍」完成。如果「客戶主檔」中未指定
公司，將使用預設公司 00000。根據此特殊處理，所有「客戶主檔」資料欄在「依範例查
詢」中都不可用。

• 可使用「轉換貨幣」轉換。
• 提供「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P03B2022) 與「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的畫面

格式功能表。版本在處理選項中指定。
• 所有報表圖表和表格上「收據金額」已乘以 -1 以顯示正號。這將符合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顯示此值的方式。

6.4.3. 報表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收據交易
• 收據記錄趨勢
• 應收帳款沖銷
• 收據分析

6.4.3.1. 收據交易
此報表可讓您複查您的所有收據交易。您可以依業務單位、客戶、付款人、催收經理人員及付
款人的種類代碼 1 值進行檢視。您可以使用此報表來複查哪些客戶或付款人擁有最高和最低的
收款金額。您可以在各業務單位或催收經理人員之間比較收款。可針對特定時間範圍、業務單
位、公司或付款人的種類代碼 1 值檢視此資訊。此資訊非常靈活，可運用許多不同的屬性來讓
您深入了解收款交易活動。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收據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收據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收據 - 依付款人 (長條圖)
• 收據 - 依催收經理人員 (圓餅圖)
• 收據 - 依付款人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收據交易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收據交易」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收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收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收據明細 (P03B103)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103B

呼叫的版本 無

6.4.3.2. 收據記錄趨勢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任何選取時間範圍的收款趨勢。可依催收經理人員、付款人和客戶來檢視這
些趨勢。您可以檢視整個組織或所選業務單位、客戶、催收經理人員或其他許多組合的趨勢。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 (P03B720)

第 6 章 適用財務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83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收據記錄趨勢 (線條圖)
• 收據趨勢 - 依催收經理人員 (線條圖)
• 收據趨勢 - 依付款人 (線條圖)
• 收據趨勢 - 依客戶 (表格)

6.4.3.3. 應收帳款沖銷

此報表可讓您依原因代碼、催收經理人員和客戶檢視沖銷。此報表對於了解沖銷來源及其原因
非常有價值。您可以檢視特定時間範圍、催收經理人員、業務單位、公司或由這些構成的組合
的沖銷資訊，以協助了解來源。此資訊可協助您了解沖銷的趨勢，以及提供您加強客戶關係與
改善應收帳款處理程序所需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應收帳款沖銷 - 依原因代碼 (長條圖)
• 應收帳款沖銷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應收帳款沖銷 - 依催收經理人員 (圓餅圖)
• 應收帳款沖銷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應收帳款沖銷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收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收據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收據明細 (P03B103)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103B

呼叫的版本 無

6.4.3.4. 收據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分析您的收據交易。您可以依催收經理人員、區域 (客戶主種類代碼 1)、業
務單位、付款人及客戶檢視收據交易。您可以分析整個組織，也可以專注於少數幾個業務單
位、客戶、區域或催收經理人員。您要選擇時間範圍及要加到分析的收據交易群組。

此報表提供依「區域」(客戶主種類代碼 1) 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
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收據金額 - 依催收經理人員 (量表)
• 收據金額 - 依區域 (圓餅圖)
• 收據金額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前 10 個付款人 - 依收據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客戶 - 依收據金額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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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催收金額 - 依催收經理人員 (水平長條圖)
• 其他催收金額 - 依付款人 (水平長條圖)
• 收據趨勢 (線條圖)
• 收據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收款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收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付款 ID

呼叫的應用程式 標準收據輸入 (P03B1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3B1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公司 00001 會計年度 11 期間四到期間六選取大型客戶群組所產生的報表。其中是
以廣義角度顯示各期間收款活動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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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收據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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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請從「應付帳款查詢」(G0415) 選單存取「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
(P04202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來分析供應商分類帳交易。「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會使用「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業務視圖 (V042022)，該業
務視圖包含「應付帳款分類帳」檔案 (F0411)、「供應商主檔」檔案 (F0401) 及「通訊錄」檔
案 (F01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
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300 個資料欄中進行選擇，來依期間、會計年度、折扣資訊、供應商、受款
人、核准者、任何數量的種類代碼以及其他分析您的供應商分類帳。除了隨附應用程式提供的
高價值報表外，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範例包括「總金額與未結
金額 - 依核准者」、「前 10 個供應商」、「應付帳款分析 - 依業務單位或區域」，以及許多
其他報表。同時還提供關聯說明，因此您可以選擇檢視代碼、說明或兩者。範例包括公司、供
應商、種類代碼、貨幣、付款狀態，以及其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未結傳票」、「30 天內到期的付
款」、「逾期付款」、「交易量 - 依付款項目」以及「供應商帳戶結餘分析」。您可以使用這
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查看傳票在各供應商的分攤狀況以及未來 30 天有哪些付款。您可以依業務
單位追蹤您的逾期付款。「供應商分類帳分析」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區域 (供應商主種類
代碼 1)、核准者、業務單位、單據類型、到期日及期間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
角度檢視您的交易。

6.5.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5.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指定系統顯示在「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畫面格式之「轉換貨幣代碼」欄位上的
「轉換」貨幣。如果您指定「轉換」貨幣代碼值，系統會依據本幣金額以及使用「轉換」
貨幣代碼中的匯率以及「匯率日期」處理選項中的日期進行計算，並將值顯示在畫面格式
上的「轉換」金額欄位中。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畫面格式上植
入「轉換貨幣代碼」欄位。不過，您可以在畫面格式上直接輸入此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用於在「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擷取匯率的結束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5.1.2. 版本

1.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 (P04720) 版本
指定系統使用的「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程式 (P04720)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版本
指定系統使用的「One View 總帳查詢」程式 (P09219)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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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5.2. 特殊處理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具有下列特殊處理：

• 不會顯示調整記錄，因為已經套到用原始付款項目中。
• 可使用「基準處理」。
• 如果輸入「基準日期」，將不會顯示未結金額為零的記錄。
• 可使用「轉換貨幣」轉換。
• 提供「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P04720) 與「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的畫面格

式功能表。版本在處理選項中指定。

6.5.3. 報表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未結傳票
• 30 天內到期的付款
• 逾期付款
• 交易量 - 依付款項目
• 供應商帳戶結餘分析

6.5.3.1. 未結傳票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未結傳票金額相關資訊。其中提供依供應商、通訊錄種類代碼 1 及核准者的
未結金額相關資訊。此報表在您嘗試粗略查看哪些供應商或核准者擁有最高未結金額時非常有
用。在此報表中包含種類代碼可協助您依特定供應商屬性展開檢視。有一個表格含有依種類代
碼 1、核准者和供應商顯示的金額。此表格用來查看依這些種類細分的特定供應商金額非常有
用。您可以依據供應商種類代碼來查看特定會計年度、特定期間、公司、業務單位、核准者或
供應商屬性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未結傳票 - 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未結傳票 - 依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未結傳票 - 依核准者 (長條圖)
• 未結傳票 - 依種類代碼 1、核准者與供應商 (表格)
• 未結傳票詳細資料 - 依供應商 (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傳票詳細資料 - 依供應商」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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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5.3.2. 30 天內到期的付款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將在未來 30 天內到期的所有付款。您有權限依供應商、業務單位和核准者
存取金額相關資訊。還有可用於這些付款的折扣額外資訊。這些圖表和表格包含非常珍貴的資
訊 ，可用來判斷應該在哪幾天付款以獲得最大折扣、哪些核准者和業務單位具有要完成的最高
金額，以及搭配圖表的詳細資料。您可以針對整個公司檢視此資訊，也可以細分至核准者或業
務單位層級。您可以視需要變更報表，以檢視將在未來 10、60、90 天或以上到期的付款。

備註:

若要在此報表上查看精確可用的資訊，您必須根據報表的天數從到期日選取特定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到期付款 (水平長條圖)
• 到期付款 - 依供應商 (表格)
• 可用折扣 - 依折扣到期日 (長條圖)
• 到期付款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到期付款 - 依核准者 (圓餅圖)
• 30 天內到期的付款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30 天內付款到期」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5.3.3. 逾期付款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和您的逾期付款關於的所有資訊。可依供應商、業務單位、核准者及到期
日複查此資訊。此報表用來判斷過期金額數量、對其付款的供應商以及誰負責核准付款非常有
用。您可以針對整個組織查看此資訊，也可以專注於特定公司、業務單位或核准者。如果您認
為有些付款在今天以後過期，請變更日期選擇以包括其他日期。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逾期付款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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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期付款 - 依供應商 (表格)
• 逾期付款 - 依到期日 (長條圖)
• 到期付款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到期付款 - 依核准者 (圓餅圖)
• 逾期付款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逾期付款」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5.3.4. 交易量 - 依付款項目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每一供應商的平均付款項目處理數目以及每一發票的平均總金額。您可以查
看每一發票具有高付款項目數目的供應商。此資訊可協助您了解每個發票的處理時間以及協助
您改善付款處理程序。您可以針對特定期間、公司、供應商群組或核准者檢視此資訊並取得更
詳細的層級，以制定決策。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供應商結餘與付款項目數 (長條圖與線條圖)
• 供應商結餘 - 付款項目的平均結餘值 (表格)
• 傳票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傳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5.3.5. 供應商帳戶結餘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深入分析您的供應商帳戶結餘。這種未結金額的分析可透過許多屬性來完成。這
些屬性包括核准者、區域、業務單位、單據類型、到期日、受款人、供應商、期間及總金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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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結金額。檢視選取期間的多個公司或業務單位資料，來查看應付帳款工作人員及處理程序的
績效。

備註:

必須輸入「基準日期」，此報表才能夠提供精確的資訊。

此報表提供依「區域」(通訊錄種類代碼 1) 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
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未結金額 - 依核准者 (量表)
• 未結金額 - 依區域 (圓餅圖)
• 前 10 位受款人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未結金額與折扣金額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未結金額 - 依單據類型 (圓餅圖)
• 總金額與未結金額 - 依期間 (長條圖)
• 未結金額 - 依到期日 (長條圖)
• 未結傳票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傳票」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以 2011 年 6 月 30 日啟動「基準」處理產生的報表。選取的資料為公司 00001 會計年
度 11 期間四到期間六的大型供應商群組。其中是以廣義角度顯示各期間供應商帳戶結餘的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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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供應商帳戶結餘分析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 (P04720)

92

6.6.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 (P04720)
請從「應付帳款查詢」(G0415) 選單存取「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應用程式 (P0472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來查詢供應商付款交易。「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
詢」使用「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業務視圖 (V04720)，該業務視圖包含「付款明細」檔
案 (F0414)、「付款標頭」檔案 (F0413)、F0401 及 F01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
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超過 300 的資料欄的業務視圖中進行選擇，
依期間、會計年度、核准者、任何數量的種類代碼以及其他分析您的供應商付款。除了隨附此
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值報表外，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您可以依
許多因素分析「損失與已計折扣」，或者依期間以及其他複查付款。同時還提供關聯說明，因
此您可以選擇檢視代碼、說明或兩者。範例包括公司、供應商、受款人、父系、種類代碼、貨
幣、付款方式，以及其他。

此應用程式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付款」、「付款趨勢」、「付款折
扣」及「付款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付款在業務單位、供應商及銀
行帳戶間的分攤狀況；依業務單位、供應商、銀行帳戶和種類代碼查看付款趨勢；以及依供應
商、業務單位及種類代碼查看折扣資訊。「付款分析」互動式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區域、
核准者、業務單位、銀行帳戶及期間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付款
與折扣。

6.6.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6.6.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
指定系統顯示在「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畫面格式之「轉換貨幣代碼」欄位上的
「轉換」貨幣。如果您在此處理選項中指定值，系統會使用和「轉換」貨幣代碼關聯的
匯率及「匯率日期」處理選項中的日期計算本幣金額。系統將金額顯示在畫面格式的「轉
換」金額欄位上。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欄位。不過，您可以在畫面格式上輸入值。

2. 匯率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則會使用系統日期。

6.6.1.2. 版本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版本
指定系統使用的「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程式 (P04202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One View 總帳查詢版本
指定系統使用的「One View 總帳查詢」程式 (P09219)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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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特殊處理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具有下列特殊處理：

• 可使用「轉換貨幣」轉換。
• 提供「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P042022) 與「One View 總帳查詢」(P09219) 的畫

面格式功能表。版本在處理選項中指定。
• 所有報表圖表上「付款金額」已乘以 -1 以顯示正號。

6.6.3. 報表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付款
• 付款趨勢
• 付款折扣
• 付款分析

6.6.3.1. 付款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付款在許多不同實體 (例如業務單位、供應商、銀行帳戶及種類代碼) 間的分
攤狀況。您可以複查多個公司的付款，來查看您的所有業務單位中有多少活動，或者一次僅專
注於一個公司。您也可以針對特定會計年度/期間或多個會計年度/期間進行檢視。此報表包含
「種類代碼 1」，以便您依據其值檢視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付款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付款 (水平長條圖)
• 付款 - 依供應商 (表格)
• 付款 - 依銀行帳戶 (圓餅圖)
• 付款 - 依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付款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付款」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付款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受款人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手動付款 (P0413M)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3M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6.3.2. 付款趨勢
此報表可讓您跨越業務單位、供應商、銀行帳戶及種類代碼檢視多個會計年度與期間的付款趨
勢。請使用此報表來了解您的一般處理程序如何影響付款趨勢，或者查看特定供應商和業務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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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趨勢。您可以利用這些趨勢制定和供應商關係相關的明智決策，以及變更業務處理程序來
提升「應付帳款」處理程序效率。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付款趨勢 - 依業務單位 (線條圖)
• 付款趨勢 - 依供應商 (線條圖)
• 付款趨勢 - 依銀行帳戶 (線條圖)
• 付款趨勢 - 依種類代碼 1 (線條圖)
• 付款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付款」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付款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受款人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手動付款 (P0413M)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3M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6.3.3. 付款折扣

此報表可讓您檢視您得到或失去的多少折扣好處的資訊。您可以依供應商、業務單位及種類代
碼 1 檢視此資訊。使用此報表可讓您取得必要資訊判斷您的付款程序是否讓您從供應商取得最
大的折扣好處。您可以針對多個公司、業務單位或供應商檢視此資訊。查看更寬廣檢視角度的
資訊後，您可以修改資料選擇，也可以僅包括您想專注的公司、業務單位或供應商。此報表包
含「種類代碼 1」，以便您同時依據其值檢視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折扣 - 依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已計折扣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損失的折扣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已計折扣 - 依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損失的折扣 - 依種類代碼 1 (圓餅圖)
• 付款 (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付款」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付款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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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受款人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手動付款 (P0413M)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3M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6.6.3.4. 付款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分析付款。您可以依「核准者」、「區域」(通訊錄種類代碼 1)、「業務單
位」、「受款人」、「供應商」及「銀行帳戶」分析您的付款。您可以查看已計折扣或損失折
扣資訊，以及某一段期間的付款趨勢的資訊。請使用此報表徹底了解付款過程如何影響您的業
務。可檢視多個公司和業務單位的資料，或者專注於單一業務單位或區域。可對多個會計年
度、期間或兩者執行此分析。

此報表提供依「區域」(地址種類代碼 1) 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和表格中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付款金額 - 依核准者 (量表)
• 付款金額 - 依區域 (圓餅圖)
• 付款金額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前 10 位受款人 - 依付款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付款金額 (水平長條圖)
• 付款金額 - 依銀行帳戶 (圓餅圖)
• 已計折扣與損失的折扣 - 依期間 (長條圖)
• 付款趨勢 (線條圖)
• 付款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付款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付款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受款人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手動付款 (P0413M)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3M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公司 00001 會計年度 11 期間四到期間六選取大型供應商群組所產生的報表。其中
是以廣義角度顯示各期間付款活動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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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付款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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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適用人力資本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7.1, 「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 (P080110)」
• 節 7.2, 「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 (P07136)」
• 節 7.3,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 (P7713)」
• 節 7.4,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 (P07146)」
• 節 7.5,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862)」
• 節 7.6,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902)」
• 節 7.7, 「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 (P08234)」
• 節 7.8, 「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 (P080120)」

7.1. 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 (P080110)
請從「員工查詢」(G05BEEI1) 選單存取「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應用程式 (P08011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來產生員工與通訊錄資訊的報表。「One View 員工
通訊錄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員工資訊通訊錄」業務視圖 (V080110A)，該業務視圖包含
「員工主檔資訊」檔案 (F060116)、「通訊錄主檔」檔案 (F0101) 及「通訊錄 - 人名錄」檔案
(F0111) 的資料欄。此外，「通訊錄 - 電話號碼」檔案 (F0115)、「電子地址」檔案 (F01151)
及「地址 - 依日期」檔案 (F0116) 的資料欄也會包含在此應用程式中。

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超過 350 個資料欄進
行選擇，來產生包含員工詳細資料、地址、電話、電子郵件及聯絡資訊在內的員工與通訊錄資
訊報表。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
部分其他報表的範例包括「員工 - 依公司與業務單位」以及「員工 - 依通訊錄種類代碼」。

「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員工 - 依國家/地
區」、「員工聯絡資訊 - 依主管」及「緊急聯絡人」。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存取
重要的員工與通訊錄資訊供作業或分析之用。

7.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7.1.1.1. 電話詳細資料
1. 使用預設電話類型
指定是否使用「使用者定義碼」(01/PH) 中的預設電話類型值。當此處理選項設成 "1" 時，
請將「最多輸入 3 個電話類型」處理選項第一個電話類型欄位保留空白。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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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白：不要使用預設電話類型值。

1：使用預設電話類型值。

2. 最多輸入 3 個電話類型
指定最多三個表示電話號碼位置或使用該電話號碼的使用者定義碼 (01/PH)。

包括下列值：

空白：業務電話號碼

FAX：傳真電話號碼

HOM：住家電話號碼

7.1.1.2. 電子郵件詳細資料
1. 輸入最多 3 個電子地址類型
指定最多三個表示電子地址類型的使用者定義碼 (01/ET)。

值為：

E：電子郵件地址 (name@domain)

I：網際網路位址 (統一資源定位器，或 URL)

W：內部位址 (工作中心)

7.1.2. 特殊處理
根據預設，此應用程式包含員工地址、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詳細資料。您可以使用「僅顯示」
核取方塊來只包含核取項目的資訊。

7.1.3. 報表
「One View 員工地址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緊急聯絡人
• 員工聯絡資訊 - 依主管
• 員工 - 依國家/地區

7.1.3.1. 緊急聯絡人
此報表包含內含員工及其緊急聯絡人資訊的表格。

7.1.3.2. 員工聯絡資訊 - 依主管
此報表包含以表格格式呈現的依主管的員工聯絡資訊。報表包含員工電話號碼與電子郵件資
訊。

9.1 版更新
此表格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 (P080110)

第 7 章 適用人力資本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99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通訊錄 (P010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10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1.3.3. 員工 - 依國家/地區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數 - 依國家/地區 (圓餅圖)
• 員工名單 (明細表格)

以下是查詢組織的有效員工產生的報表。

圖 7.1. 員工 - 依國家/地區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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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 (P07136)
請從「美國記錄查詢」(G07BUSP14) 選單存取「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應用程式。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來分析摘要稅務記錄。「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會使
用「One View 稅務記錄」業務視圖 (V06136C)，該業務視圖包含 F060116 及「員工稅務記
錄」檔案 (F0613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
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大約 300 個資料欄中進行選擇，來依稅務 ID、公司、業務單位、稅區
及課稅類型等元素分析稅務記錄。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還可
提供各式各樣的報表以分析稅務記錄。

「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年累計 (YTD) 薪資
與稅賦登記」、「稅務記錄 - 依季度」及「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季度」。這些隨附提供的報
表包含季度與年累計結餘 (依稅區與課稅類型) 等的稅務資訊。

7.2.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2.2. 特殊處理

「稅務記錄」應用程式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應用程式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
• 針對每筆稅務歷史記錄，應用程式計算每個月的應課稅總額：「總薪資」減「排除額」和

「超出額」。
• 針對每筆稅務歷史記錄，應用程式會計算季度和年累計「總薪資」、「排除額」、「超出

額」、「應課稅總額」和「稅額」。

7.2.3. 報表

「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季度
• 稅務記錄 - 依季度

7.2.3.1.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年累計與稅賦登記」報表包含完整的年累計員工薪資與稅務資訊，涵蓋所有稅區與稅區類型
(依年度、公司及稅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年累計員工支付稅額 (長條圖)
• 年累計僱主已付稅額 (長條圖)
• 年累計聯邦稅額 (圓餅圖)
• 年累計州稅額 (圓餅圖)
•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 - 依公司 (表格)
•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摘要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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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課稅類型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年度，公司，稅務 ID，稅務記錄類型，員工編號，稅區，課
稅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稅務記錄 (P07092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0920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2.3.2.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季度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季度」報表包含員工薪資與稅務資訊的季度總計，涵蓋「社會安全與
醫療」課稅類型 (依年度、公司及稅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長條圖)
• 員工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長條圖)
•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公司 (表格)

9.1 版更新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公司」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課稅類型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年度，公司，稅務 ID，稅務記錄類型，員工編號，稅區，課
稅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稅務記錄 (P07092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0920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2.3.3. 稅務記錄 - 依季度

「稅務記錄 - 依季度」報表包含員工薪資與稅務資訊的季度總計，涵蓋所有稅區及稅區類型
(依年度、公司及稅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聯邦稅趨勢 - 依季度 (長條圖)
• 州稅趨勢 - 依季度 (水平長條圖)
• 稅務記錄 - 依公司 (表格)
• 稅務記錄摘要 (表格)

9.1 版更新

「稅務記錄 - 依公司」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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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稅務記錄 (P07092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0920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所有員工以及所有稅區與課稅類型，查詢特定年度的稅務記錄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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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2. 稅務記錄 - 依季度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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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 (P7713)
請從「加拿大記錄查詢」(G77BCAP14) 選單存取「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應用程
式 (P7713)。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來分析摘要稅務記錄。「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F7713-F060116) 業務視圖
(V7713B)，該業務視圖包含 F060116 及「稅務記錄」檔案 (F0713)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
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大約 300 個資料欄中進
行選擇，來依稅務 ID、公司、業務單位、稅區及課稅類型等元素分析月、季及年等各種期間的
稅務記錄。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還提供各式各樣的報
表以分析聯邦與省稅務的稅務記錄。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隨附提供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加拿大年累計薪
資與稅賦登記」及「加拿大稅務記錄 - 依季度」。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包含員工已付與僱主已
付稅額的季度與年累計結餘等的稅務資訊。

7.3.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會執行下列特殊處理：

•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
• 針對每筆稅務歷史記錄，應用程式計算每個月的應課稅總額：「總薪資」減「排除額」和

「超出額」。
• 針對每一筆稅務歷史記錄，應用程式會計算季度和年累計「總薪資」、「排除額」、「超出

額」、「應課稅總額」和「稅額」。

7.3.3. 報表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加拿大稅務記錄 - 依季度
• 加拿大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7.3.3.1. 加拿大稅務記錄 - 依季度
「加拿大稅務記錄 - 依季度」報表包含所有稅區與課稅類型依年度、公司及稅務記錄的員工薪
資與稅務資訊季度總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聯邦稅趨勢 - 依季度 (長條圖)
• 省稅賦趨勢 - 依季度 (長條圖)
• 稅務記錄 - 依公司 (表格)
• 包含「稅區」、「課稅類型」及「州法代碼」說明表格的「稅務記錄摘要」(表格)

7.3.3.2. 加拿大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加拿大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報表包含完整的年累計員工薪資與稅務資訊，涵蓋所有稅區
與課稅類型 (依年度、公司及稅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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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累計員工支付稅額 (長條圖)
• 年累計僱主已付稅額 (長條圖)
• 年累計聯邦稅額 (圓餅圖)
• 年累計省稅額 (圓餅圖)
•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 - 依公司 (表格)
• 包含「稅區」、「課稅類型」及「州法代碼」說明表格的「年累計薪資與稅賦摘要」(表格)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稅區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與稅額 - 依月份 (P7799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779901D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所有公司的員工以及特定年度的所有稅區與課稅類型進行稅務記錄查詢產生的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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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3. 加拿大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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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 (P07146)
請從「美國記錄查詢」(G07BUSP14) 選單或「加拿大記錄查詢」(G77BCAP14) 選單存取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應用程式 (P07146)。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來分析薪資類型、扣除、福利及應計的摘要記錄
(PDBA)。「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會使用「One View 薪資、扣除、
福利與應計記錄」業務視圖 (V06146D)，該業務視圖包含 F060116、「員工異動記錄」檔案
(F06146) 及「薪資異動常數」檔案 (F06911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
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180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來依公司、業
務單位及 PDBA 編號等元素分析您的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還提供各式各樣的報表以分析薪資類型、扣
除、福利及應計的摘要記錄。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
「年累計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摘要記錄」、「年累計 401K 報表」及「應付餘額」報表。
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包含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資訊 (例如，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編
號、員工與僱主年累計 401k 提撥及員工應付結餘的每月與年累計結餘)。

7.4.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4.2. 特殊處理
從「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與「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

對於每筆記錄，應用程式會計算 1、2、3 與 4 季總計以及總薪資與工時的年累計總計。這些計
算顯示在季與年累計總計欄中。

7.4.3. 報表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年累計 401K 報表
• 年累計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摘要記錄
• 應付餘額

7.4.3.1. 年累計 401K 報表
年累計 401K 報表提供 401k 員工扣除與僱主福利的年累計摘要，其中包括員工年累計總計及
依扣除、福利與應計進行的總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提撥 - 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 (長條圖)
• 提撥 - 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 (表格)
• 員工與僱主提撥百分比 (圓餅圖)
• 提撥 - 依員工 (表格)

9.1 版更新
「提撥 - 依員工」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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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公司，年度，稅
務記錄類型，稅務 ID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4.3.2. 年累計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摘要記錄

「年累計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摘要記錄」報表可提供含每月結餘與年累計總計的薪資類
型、扣除、福利及應計 (依年度與公司) 年累計摘要。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年累計金額 - 薪資類型 (長條圖)
• 薪資類型 (表格)
• 年累計金額 - 扣除 (長條圖)
• 扣除 (表格)
• 年累計金額 - 福利 (長條圖)
• 福利 (表格)
• 年累計金額 - 應計 (長條圖)
• 應計 (表格)

9.1 版更新

「應計」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公司，年度，稅
務記錄類型，稅務 ID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4.3.3. 應付餘額

「應付餘額」報表是一個針對具有到期金額之員工依扣除、福利與應計產生的報表。此報表包
含下列元件：

• 應付餘額 - 依公司 (表格)
• 前 10 位員工 - 含到期金額 (長條圖)
• 到期總金額 - 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 (長條圖)
• 到期總金額 - 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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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應付總金額 - 依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公司，年度，稅
務記錄類型，稅務 ID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特定年度查詢所有員工的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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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4. 應付餘額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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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862)
請從「美國記錄查詢」(G07BUSP14) 選單或「加拿大記錄查詢」(G77BCAP14) 選單存取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應用程式 (P07186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薪資記錄
詳細資料查詢」來分析工時卡記錄異動。「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會使用「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F0618-F060116) 業務視圖 (V0618T)，該業務視圖包含 F060116
及「員工異動記錄」檔案 (F0618)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
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250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來依公司、業務單位、主
管、工作日期或薪資類型等元素分析您的工時卡記錄。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其他報表的範例包括「薪資記錄趨
勢」、「外包請款分析 - 依工作」及「加班狀況 - 依主管」。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收入 - 依
業務單位」、「收入 - 依薪資類型」、「休假趨勢」、「加班費」及「薪資記錄分析」。藉由
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薪資收入在公司、業務單位及薪資類型間的分配狀況。您也
可以查看薪資類型 (例如加班和有給薪休假) 發生於何時和何處，以便分析成本和觀察趨勢。
「薪資記錄分析」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公司、業務單位及薪資類型細分，以及薪資類型
(例如加班和休假) 的比較和趨勢來提供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異動。

7.5.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5.2. 特殊處理

對於「薪資類型乘數」大於一的加班費工時表，應用程式包含兩個額外的計算欄位，將「總薪
資」分成「一般加班費」和「超時加班費」。在計算中，屬於大於一的乘數的薪資部分可考量
為超時加班費。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

7.5.3. 報表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收入 - 依業務單位
• 收入 - 依薪資類型
• 加班費
• 休假趨勢
• 薪資記錄分析

7.5.3.1. 收入 - 依業務單位

此報表包含內含員工詳細資料 (依工作日期) 的收入 (依業務單位)。其中包含下列元件：

• 收入總計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收入百分比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詳細收入 - 依業務單位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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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所得明細 - 依業務單位」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 ID，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年度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5.3.2. 收入 - 依薪資類型

此報表包含內含員工詳細資料 (依薪資類型與工作日期) 的收入 (依薪資類型)。其中包含下列元
件：

• 收入總計 - 依薪資類型 (長條圖)
• 收入百分比 - 依薪資類型 (圓餅圖)
• 薪資類型收入摘要 - 依業務單位 (表格)
• 詳細收入 - 依薪資類型 (表格)

9.1 版更新

「所得明細 - 依薪資類型」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年度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5.3.3. 加班費

此報表包含內含員工詳細資料 (依加班類型與工作日期) 的加班費。其中包含下列元件：

• 加班 - 一般與超時 (長條圖)
• 加班 - 一般與加班的百分比 (圓餅圖)
• 加班 - 正常加班與超時加班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加班 - 正常加班與超時加班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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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年度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7.5.3.4. 休假趨勢

此報表包含依星期幾的休假次數，並以時數和百分比表示休假，同時附加含有工作日期和休假
類型的員工詳細資料做為支援。其中包含下列元件：

• 總休假時數 - 依星期 (長條圖)
• 休假時數百分比 - 依星期 (圓餅圖)
• 休假時數摘要 - 依星期 (表格)
• 休假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休假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休假趨勢查詢 (P076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6310A

呼叫的版本 無

7.5.3.5. 薪資記錄分析

此報表提供完整的薪資詳細資料分析，其中包含依公司、業務單位及薪資類型分析收入的總計
與百分比等元素。「薪資記錄分析」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收入總計 - 依公司 (長條圖)
• 收入百分比 - 依公司 (圓餅圖)
• 收入總計 - 依薪資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收入百分比 - 依薪資類型 (圓餅圖)
• 前 10 個業務單位 - 依收入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業務單位 - 一般與加班 (水平長條圖)
• 加班 - 一般加班費與超時加班費 (水平長條圖)
• 加班 - 一般加班費與超時加班費的百分比 (圓餅圖)
• 休假天數 - 依休假類型 (量表)
• 休假時數百分比 - 依星期 (圓餅圖)
• 休假趨勢 - 依星期 (線條圖)
•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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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年度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所有公司與薪資類型查詢特定時間期間 (例如月、季或年) 的薪資記錄所產生的報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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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5. 薪資記錄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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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902)
請從「美國記錄查詢」(G07BUSP14) 選單或「加拿大記錄查詢」(G77BCAP14) 選單存取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應用程式」(P07190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程式(P071902) 來分析扣除、福利及應計 (DBA)
異動的詳細記錄。「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程式會使用「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記錄詳細資料」(F0719-F060116-F069116) 業務視圖 (V0719K)，該業
務視圖包含 F060116、「扣除、福利與應計異動詳細資料記錄」檔案 (F0719) 及「薪資異動常
數」檔案 (F06911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
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150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來依公司、業務單位及扣除、福利與應計
編號等元素分析您的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扣除、福
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還可提供各式各樣的報表以滿足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記錄詳細
資料報告的需求。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
為「401K 報表」、「醫療與福利報表」、「工資扣減」及「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
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會強調重要的扣除、福利與應計資訊，例如員工與僱主 401k 提撥以及到
期工資扣減 - 依供應商。「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公司、業務
單位及扣除、福利與應計編號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交易。

7.6.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6.2. 特殊處理

您可以使用「彙總」核取方塊，依據「員工號碼」、「薪資期間結束日期」、「扣除、福利與
應計編號」及「檢查控制編號」將扣除、福利與應計彙總為一筆記錄。在薪資處理期間，福利
與應計會依據工時卡工作日期按比例進行分配，這會導致對單一扣除、福利與應計產生多個異
動。此外，對於跨月份的轉移薪資期間，扣除可能分配到兩個月。取消核取「彙總」方塊，將
會包含未彙總的扣除、福利與應計異動詳細資料。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有可用的畫面格式功能表。

7.6.3. 報表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隨附應用程式提供的報表如下：

• 401K 報表
• 醫療與福利
• 工資扣減
•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

7.6.3.1. 401K 報表

401K 報表包含內含員工詳細資料 (依檢查日期) 的員工與僱主 401k 提撥 (依扣除、福利與應計
代碼)。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401K 的扣除、福利與應計趨勢 - 檢查日期 (線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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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與僱主 401K 分配 (圓餅圖)
• 401K 員工與僱主提撥詳細資料 (表格)

7.6.3.2. 醫療與福利

「醫療與福利」報表包含「醫療與福利扣除、福利與應計」(例如醫療、牙科與眼科) 的員工與
僱主成本 (依公司與福利群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醫療與福利成本 - 依員工總公司 (長條圖)
• 醫療與福利成本百分比 - 依員工總公司 (圓餅圖)
• 醫療與福利成本 - 依福利群組 (長條圖)
• 醫療與福利成本 - 依員工總公司 (表格)

7.6.3.3. 工資扣減

「工資扣減」報表包含內含員工詳細資料 (依檢查日期) 的工資扣減金額 (依供應商和扣除、福
利與應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工資扣減 - 依供應商/扣除、福利與應計
• 扣除、福利與應計的趨勢 - 依檢查日期 (線條圖)
• 員工工資扣減清單 (表格)

7.6.3.4.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報表是一個完整的扣除、福利與應計詳細資料分析報表，其中
包含扣除、福利與應計 - 依公司、百分比 - 依扣除、福利與應計及前 10 個扣除、福利與應計 -
依業務單位與金額等元素。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福利與扣除 - 依公司 (長條圖)
• 應計 - 依公司 (長條圖)
• 前 10 個業務單位 - 扣除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項扣除 - 依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業務單位 - 福利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項福利 - 依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業務單位 - 應計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項應計 - 依基準或工時 (水平長條圖)
• 百分比 - 依扣除 (圓餅圖)
• 百分比 - 依福利 (圓餅圖)
• 百分比 - 應計 (圓餅圖)
•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扣除、福利與應計項目記錄詳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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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 (P07995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79951D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針對所有公司與扣除、福利與應計的特定時間期間 (例如月、季或年) 進行扣除、福利與
應計記錄查詢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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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6.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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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 (P08234)
請從「福利管理」然後「日常處理」(G08BB1) 選單存取「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應用程
式 (P08234)。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來查詢員工福利詳細資料。「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員工福利」業務視圖 (V08234)，該業務視圖包含「員工登
記」檔案 (F08330)、「員工受扶養人/受益人計畫交互參照」檔案 (F08336) 及「員工主檔」
(F060116) 的資料欄。此外，還會從「參與者檔案」(F08901) 擷取詳細資料。此應用程式可讓
您利用接近 250 個欄位的視圖建立報表，以分析員工的登記及其參與人員 (受扶養人或受益人)
的詳細資料。

7.7.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7.7.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包含下列特殊處理：

• 在標頭中，您可以指定會計或行事曆做為年度類型。會計年度模式依輸入在標頭中的年及員
工的公司進行計算。

• 在應用程式方格中，當您使用任一 F08336 依範例查詢資料欄中的值搜尋時，結果會包含
F08336 中的相符記錄以及 F08330 中不相符的記錄。這是因為 F08330 和 F08336 使用左
外部結合進行結合。這是透過「依範例查詢」搜尋的代碼處理，而不是增強查詢的代碼，因
為系統無法將它們識別為 QC 欄位，也無法驗證它們。

• 選取「員工與受扶養人/受益人」選項時，將會擷取員工及其參與人員 (受扶養人或受益人)
的記錄。只選取「員工」時，將只會在方格中顯示員工記錄。

• 根據預設，會選取「僅員工」與「行事曆」選項。員工的計畫成本依據您在標頭選取的日期
進行計算。

7.7.3. 報表
「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登記人員統計
• 員工登記資料快照
• 有效登記
• 員工與參與人員的有效登記
• 員工福利分析

7.7.3.1. 登記人員統計
此報表包含依年齡群組、年資、薪資範圍及性別分類的員工登記。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登記 - 依年齡群組 (長條圖)
• 登記 - 依年資群組 (長條圖)
• 登記 - 依薪資範圍 (長條圖)
• 登記 - 依性別 (雙長條長條圖)
• 登記人員統計 - 依員工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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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2. 員工登記資料快照
此報表包含員工登記詳細資料。「員工登記資料快照」報表包含這些元件：

• 登記 - 依業務單位總部 (長條圖)
• 福利登記摘要 (表格)

7.7.3.3. 有效登記
此報表可顯示所選年度的有效登記。「有效登記」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登記 - 依月份 (長條圖)
• 登記總計百分比 - 依月份 (圓餅圖)
• 員工登記 (表格)

7.7.3.4. 員工與參與人員的有效登記
此報表顯示員工登記及其參與人員的登記。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與參與人員登記 (長條圖)
• 登記詳細資料 (表格)

7.7.3.5. 員工福利分析
「員工福利分析」報表是一個完整的員工登記詳細資料分析報表，其中包含員工登記 - 依公
司、總成本百分比、前 10 個計畫 - 依員工登記，以及登記趨勢 - 依月份等元素。報表包含這
些元件：

• 員工登記 - 依公司 (長條圖)
• 登記百分比 - 依公司 (圓餅圖)
• 總成本 - 依公司與計畫 (長條圖)
• 總成本百分比 (圓餅圖)
• 前 10 個計畫 - 依員工登記 (水平長條圖)
• 員工與參與人員登記 (長條圖)
• 登記趨勢 - 依月份 (線條圖)
• 登記 - 依年齡群組 (長條圖)
• 員工福利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員工福利詳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資格登記 (P0833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8334A



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 (P08234)

122

功能 值

呼叫的版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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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7. 員工福利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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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 (P080120)
請從「員工查詢」(G05BEEI1) 選單存取「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應用程式
(P08012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來建立「員工主檔」檔案以及「工
作主檔」、「薪資等級/薪資範圍」、「業務單位主檔」及「通訊錄」等檔案的相關資訊的報
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F060116-F060117-
F0101-F08001-F0006) 業務視圖 (V060116X)，該業務視圖包含 F060116、F0101、「員工
主檔 - 國際資料」檔案 (F060117)、「業務單位主檔」(F0006)、「工作資訊」檔案 (F08001)
及「員工主檔其他資訊」檔案 (F060120) 的資料欄。P080120 還包含「員工主檔 - 國際資
料」檔案 (F060117)、「地址 - 依日期」檔案 (F0116)、「通訊錄 - 電話號碼」檔案 (F0115)、
「電子地址」檔案 (F01151)、「員工主檔 - 國際標籤」檔案 (F060117A)、「工作資訊」檔案
(F08001)，「薪資等級/薪資範圍」檔案 (F082001) 及「職位主檔」(F08101) 的資料欄。

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 500 個資
料欄進行選擇，來依公司、業務單位、工作、薪資等級、僱用分類，以及報告與種類代碼分析
員工資訊。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
表。其他報表的範例包括「員工 - 依公司與業務單位」、「郵寄標籤」及「員工 - 依通訊錄種
類代碼」。

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員工名冊」、「員
工名冊 - 含地址」、「員工年資報表」、「員工薪酬複查」及「員工基本資料分析」。透過這
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檢視當前的人力資訊，以及依約當全職人數、年資及薪資範圍等因
素分析您的人力。「員工基本資料分析」互動式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公司、業務單位、約
當全職人數、薪資類別、年資及年齡群組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
人力。

7.8.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7.8.1.1. 電話詳細資料

1. 使用預設電話類型
指定是否使用「使用者定義碼」(01/PH) 中的預設電話類型值。當此處理選項設成 "1" 時，
請將「最多輸入 3 個電話類型」處理選項第一個電話類型欄位保留空白。

值為：

空白：不要使用預設電話類型值。

1：使用預設電話類型值。

2. 最多輸入 3 個電話類型
指定最多三個表示電話號碼位置或使用該電話號碼的使用者定義碼 (01/PH)。

包括下列值：

空白：業務電話號碼

FAX：傳真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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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住家電話號碼

7.8.1.2. 電子郵件詳細資料

1. 輸入最多 3 個電子地址類型
指定最多三個表示電子地址類型的使用者定義碼 (01/ET)。

值為：

E：電子郵件地址 (name@domain)

I：網際網路位址 (統一資源定位器，或 URL)

W：內部位址 (工作中心)

7.8.2. 特殊處理

根據預設，應用程式包含員工地址、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詳細資料。您可以使用「僅顯示」核
取方塊來只包含核取項目的資訊。

應用程式包含員工年資 (依據「到職日期」) 與年齡群組 (依據「年齡」) 的計算。

7.8.3. 報表

「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員工名冊
• 員工名冊 - 含地址
• 員工年資報表
• 員工薪酬複查
• 員工基本資料分析

7.8.3.1. 員工名冊

若要取得有效的「員工名冊」報表，請確定「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
中僅核取「電子郵件」和「電話」選項。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 - 依約當全職人數 (圓餅圖)
• 約當全職人數總計 - 依業務單位 (長條圖)
• 員工 - 依平等就業機會職務種類 (長條圖)
• 員工 - 依公司 (表格)

7.8.3.2. 員工名冊 - 含地址

若要取得有效的「員工名冊 - 含地址」報表，請確定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應用
程式的標頭中僅核取「地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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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 - 依國家/地區 (圓餅圖)
• 員工 - 依國家/地區與州/省 (長條圖)
• 員工名單 - 依公司 (表格)

7.8.3.3. 員工年資報表

若要取得最可用的「員工年資」報表，請確定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應用程式的
標頭中僅核取「地址」選項。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 - 依年資 (長條圖)
• 前 10 位員工 - 依年資 (長條圖)
• 員工 - 依年齡範圍 (長條圖)
• 員工 - 依到職日期 (表格)

7.8.3.4. 員工薪酬複查

若要取得最可用的「員工薪酬複查」報表，請確定在「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應用程
式的標頭中僅核取「地址」選項。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薪資均衡指數大於或等於 1 的員工 (長條圖)
• 薪資均衡指數小於 1 的員工 (長條圖)
• 員工 - 依層級/等級 (長條圖)
• 前 10 位員工 - 依薪資 (長條圖)
• 員工 - 依地區 (表格)

7.8.3.5. 員工基本資料分析

如果僅核取標頭上的地址選項，「員工基本資料分析」的執行速度會更快。

此互動式報表提供依提供報表各種元素進行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圖形及表格中
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員工 - 依國家/地區 (長條圖)
• 員工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員工 - 依年齡群組 (圓餅圖)
• 員工 - 依年資 (圓餅圖)
• 員工 - 依薪資類別 (水平長條圖)
• 員工 - 依平等就業機會職務 (水平長條圖)
• 員工 - 依約當全職人數 (圓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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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薪資均衡指數大於 1 的員工 (圓環圖)
• 前 10 位員工 - 依薪資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位員工 - 依服務時間 (水平長條圖)
• 員工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員工詳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員工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員工基本資料 (P06011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60116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查詢所有公司有效員工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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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8. 員工基本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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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適用庫存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8.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270)」
• 節 8.2,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 (P41271)」
• 節 8.3, 「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 (P41272)」
• 節 8.4,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

8.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270)
請從「庫存查詢」(G41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應用
程式 (P4127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來分析料品平
均成本。「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實際成本分析 -
F4111 與 F4101」業務視圖 (V41270A)，該業務視圖包含「料品分類帳檔案」檔案 (F4111) 與
「料品主檔」(F4101) 的資料欄。「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能夠以廣義
角度檢視同一公司內的料品平均成本。此資訊對於識別趨勢分析以及從料品分類帳及料品主檔
擷取資料並評估料品成本非常有用。

8.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8.1.1.1. 預設值

1. 單據公司
指定您要的單據公司，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和「料品主檔」行的預設值。

2. 分支工廠
指定您要的「分支工廠」，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和「料品主檔」行的預設
值。

3. 單據類型
指定您要的單據類型，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行的預設值。

8.1.1.2. 處理

1. 包含所有料品分類帳記錄
指定是否包含/排除已經更新至「料品基準」(F41112) 檔案的記錄。此處理選項只會包含
仍存在「料品分類帳」檔案中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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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值為：

空白：不包含已經更新至「料品基準」檔案的記錄。

1：包含已經更新至「料品基準」檔案的記錄。

8.1.1.3. 版本
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基準 (P41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基準」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基準」(41271)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 (P4127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評估分析」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P41271)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 (P41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料品使用追蹤」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P41273) 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8.1.2. 特殊處理
本節說明「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的部分功能。

「單據公司」是必要的篩選欄位。此欄位的處理選項可以空白，但是如果您未輸入有效的公司
然後在應用程式中用 Tab 鍵移出這個欄位時，將會收到「未輸入必要的篩選條件」錯誤。

含空白總帳日期的 F4111 記錄不會包含在平均成本計算中。這些記錄為：

• 已經出貨確認但未通過「銷售更新」的銷售單
• 已經發料或完成但未通過過帳程式的工單。

異動計量單位中的數量會依據料品計量單位轉換檔案或標準計量單位轉換檔案中指定的轉換係
數轉換為主計量單位。系統使用「標準計量單位轉換 (IFLA)」旗標來擷取轉換。以主計量單位
表示的數量顯示在「主要數量」欄位中。處理具有兩種計量單位的料品時，以次要異動計量單
位表示的數量會轉換成料品的次要計量單位。以次要計量單位表示的數量顯示在「主要數量次
要」欄位中。

如果未對料品定義轉換，在料品計量單位轉換檔案或標準計量單位轉換檔案中，「主要數量、
計量單位、主要數量次要」及「主計量單位次要」欄位會以紅色顯示。

與總帳日期對應的月份會顯示在「總帳月份」欄位中。例如，如果總帳日期為 01/15/2011，則
總帳月份欄位會包含 "1"。

8.1.3. 報表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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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成本分析 - 依分支工廠
•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批次序號
•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月份/總帳日期
• 平均成本分析

8.1.3.1. 平均成本分析 - 依分支工廠

此報表提供同一公司內各分支/工廠的料品平均成本檢視。您還能夠檢視跨越分支/工廠及數個
月份的平均成本波動。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工廠 (長條圖)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月份 (線條圖)
• 平均成本摘要 - 依月份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工廠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工廠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1.3.2.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批次序號

此報表提供以廣義角度檢視同一公司內各分支/工廠批次已控制/序列化料品的平均成本。您可
以藉此檢視跨越分支/工廠及數個月份的平均成本波動。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批次序號 (長條圖)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工廠 (長條圖)
• 平均成本摘要 - 依月份、分支工廠及批次序號 (表格)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與批次序號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與批次序號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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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1.3.3.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月份/總帳日期

此報表提供以廣義角度檢視識別的總帳日期範圍內的料品平均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平均成本/批次 - 依月份 (線條圖)
• 單月平均成本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平均成本摘要 - 依月份 (表格)
• 平均成本摘要 - 依月份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總帳日期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平均成本 - 依總帳日期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1.3.4. 平均成本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全控制量表、圖形、圖表及表格顯示的資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他
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累計視圖中，以便分析同一公司內的料品平均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成本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月份 (線條圖)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分支工廠 (水平長條圖)
• 料品平均成本 - 依批次序號 (長條圖)
• 料品平均成本/批次序號 - 依月份 (線條圖)
• 平均成本分析明細表 (表格)

當您執行此報表時，您需要在「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的處
理選項或標頭中指定單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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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1. 平均成本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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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 (P41271)
請從「庫存查詢」(G41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應用程式(P41271)。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來檢視整個公司的現有、延期交貨及未來供貨
庫存價值。「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業務視圖
(V41271A)，該業務視圖包含「料品儲位」檔案 (F41021) 與 F41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還
使用「料品成本」檔案 (F4105) 的成本來計算庫存價值 (例如，現有、延期交貨及未來供貨)。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可協助您更深入瞭解您的庫存在整個供應鏈中的價值層級。

8.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8.2.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要的「分支工廠」，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儲位」檔案與「料品主檔」的預設
值。

8.2.1.2. 處理

1. 成本計算方法 - 銷售/庫存
指定您要的內建成本方法，以供系統用來計算庫存價值並顯示在方格中。

2. 成本計算方法 - 銷售/庫存
指定您要的內建成本方法，以供系統用來計算庫存價值並顯示在方格中。

8.2.1.3. 版本

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 (P41270)
指定系統用於從「料品分類帳」應用程式存取「平均成本分析」的「One View 平均成本
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 (P41270)」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基準 (P41272)
指定系統用於從「料品基準」應用程式存取「平均成本分析」的「One View 平均成本分
析 - 從料品基準 (P41272)」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 (P41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料品使用追蹤」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P41273) 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8.2.2. 特殊處理

本節說明「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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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料品的預設「銷售/庫存成本」方法 (在 F4105 表格中 CSIN 值為 I) 來計算料品的庫存
價值 (例如，現有、延期交貨、未來供貨)。庫存價值的計算方法為將擷取自料品儲位檔案的數
量乘以成本。例如，料品 MEKEYBOARD 的庫存量為 1000，預設成本值為 5，表示現有庫存
價值為 5000 (1000 * 5)。

您可以在處理選項中指定以下九種內建成本方法中的任何兩種成本方法：

• 01 - 最後進貨
• 02 - 加權平均
• 03 - 憑單
• 04 - 目前
• 05 - 未來
• 06 - 批次
• 07 - 標準
• 08 - 採購 - 基準成本無新增
• 09 - 製造最後成本

和處理選項中指定的成本方法關聯的成本是從「料品成本檔案」(F4105) 擷取而來。庫存價值
的計算方法為成本乘以目前庫存層級。

基於效能理由，處理選項限用兩個成本方法。

8.2.3. 報表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庫存評估 - 依料品
• 庫存評估 - 依分支工廠
• 庫存評估 - 依位置
• 庫存評估分析

8.2.3.1. 庫存評估 - 依料品
此報表提供料品庫存價值層級的交叉檢視。擁有此資訊可讓您確保有足夠的料品來快速完成商
品的規劃與出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價值 (長條圖)
• 所有分支工廠最高成本料品的庫存價值百分比 (圓餅圖)
• 庫存價值摘要 - 依料品 (表格)
• 庫存值 - 依料品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庫存值 - 依料品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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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可供量 (P412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2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2.3.2. 庫存評估 - 依分支工廠
此報表提供各分支工廠料品庫存價值層級的交叉檢視。此資訊可讓您瞭解是否有足夠的料品以
快速完成商品的規劃與出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價值 (長條圖)
• 單一分支工廠最高成本料品的庫存價值百分比 (圓餅圖)
• 庫存價值摘要 - 依分支工廠 (表格)
• 料品庫存價值 - 依分支工廠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庫存價值 - 依分支工廠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可供量 (P412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2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2.3.3. 庫存評估 - 依位置
此報表提供料品庫存價值層級 - 依位置的交叉檢視。此資訊可讓您瞭解是否有足夠的料品以快
速完成商品的規劃與出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價值 - 依位置 (長條圖)
• 主要位置的最高成本料品庫存價值百分比 (圓餅圖)
• 庫存價值摘要 - 依位置 (表格)
• 料品庫存價值 - 依儲位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庫存價值 - 依儲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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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可供量 (P412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2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2.3.4. 庫存評估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
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累計視圖中，以便瞭解同一公司內的庫存價值等級。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延期交貨庫存 - 依分支/工廠 (量表)
• 現有與延期交貨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所有分支工廠料品的庫存價值百分比 (圓餅圖)
• 現有與延期交貨 - 依分支工廠 (長條圖)
• 單一分支工廠中的料品庫存價值百分比 (圓餅圖)
• 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價值 - 依位置 (長條圖)
• 庫存評估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庫存評估分析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庫存評估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儲位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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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庫存評估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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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 (P41272)
請從「庫存查詢」(G41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應用程式
(P4127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來檢視料品平均成本。
「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實際成本分析」業務視圖
(V41272A)，該業務視圖包含「料品 ASOF 檔案」檔案 (F41112) 及 F4101 的資料欄。「One
View 庫存平均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可依位置與批次，以廣義角度檢視某個會計期間各
分支/工廠的料品平均成本。此報表可讓您分析和比較整個公司是否可接受料品平均成本。此資
訊對於從「料品基準」及「料品主檔」檔案取得資料以評估料品的成本分析非常有用。

8.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8.3.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要的「分支工廠」，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基準」和「料品主檔」行的預設值。

8.3.1.2. 版本
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270)
指定系統用來從「料品分類帳」應用程式存取「平均成本分析」的「One View 平均成本
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270)」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 (P41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評估分析」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 (P41271)」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料品使用追蹤」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8.3.2. 特殊處理
方格中的「年度」欄位會將「會計年度」欄位轉換成四位數字。例如，如果「會計年度」欄位
為 "9"，則「年度」欄位為 "2009"。

方格包含「總淨過帳」和「淨數量」兩個欄位，是 14 淨過帳欄位值和 14 淨數量欄位值的彙
總。這兩個欄位都用於報表中。

8.3.3. 報表
「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位置與批次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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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基準成本分析

8.3.3.1.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此報表提供同一公司內各分支工廠的料品平均基準成本檢視。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摘要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表格)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 - 累計餘額 (P411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3.3.2. 平均基準成本 - 依位置與批次
此報表提供同一公司內各儲位與批次的料品平均成本檢視。您還可以藉此檢視跨越分支/工廠及
數個月份的平均成本波動。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位置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批次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摘要 - 依位置與批次 (表格)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位置與批次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平均基準成本 - 依位置與批次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批次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 - 累計餘額 (P411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3.3.3.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此報表依料品與會計年度提供料品的平均基準成本檢視。您還可以藉此檢視跨越分支/工廠及數
個月份的平均成本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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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處置百分比 - 依會計年度 (圓餅圖)
• 平均基準成本摘要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表格)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 - 累計餘額 (P411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3.3.4. 平均基準成本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
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累計視圖中，以便透過同一公司內的多個資料視圖來分析料品的平均
基準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處置百分比 - 依分支工廠 (圓餅圖)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位置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供應商 (長條圖)
•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長條圖)
• 總淨過帳成本與淨數量總計 - 依會計年度 (線條圖)
• 平均基準料品成本詳細資料 (表格)

9.1 版更新

「平均基準料品成本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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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3. 平均基準成本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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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
請從「庫存查詢」(G41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應用程式 (P41273)。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來詳細觀察庫存料品的移動。「One View 料品使
用追蹤查詢」會使用「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F41021/F4101) 業務視圖 (V41273A)，該業
務視圖包含 F41021 和 F41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可建立和執行以圖表顯示的入庫與出庫料
品的移動、延期交貨數量及移動貨品個別百分比的報表。這可針對某個期間 (例如，使用交易
日期、每週或每月) 進行跨分支/工廠擷取。此資訊對於識別趨勢分析以及透過從料品分類帳及
料品位置檔案取得資料以評估貨品的移動非常有用。

8.4.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8.4.1.1. 預設值
1. 單據類型
指定您要的單據類型，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行的預設值。

2. 單據公司
指定您要的單據公司，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和「料品儲位」行的預設值。

3. 分支工廠
指定您要的「分支工廠」，以供系統做為篩選「料品分類帳」和「料品儲位」行的預設
值。

8.4.1.2. 版本
1.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 (P41270)
指定系統用於從「料品分類帳」應用程式存取「平均成本分析」的「One View 平均成本
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 (P41270)」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 (P41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庫存評估分析」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P41271) 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基準 (P41272)
指定系統用於從「料品基準」應用程式存取「平均成本分析」的「One View 平均成本分
析 - 從料品基準 (P41272)」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8.4.2. 特殊處理
異動計量單位中的數量會依據料品計量單位轉換檔案或標準計量單位轉換檔案中指定的轉換係
數轉換為主計量單位。系統使用「標準計量單位轉換 (IFLA)」旗標來擷取轉換。以主計量單位
表示的數量顯示在「主要數量」欄位中。處理具有兩種計量單位的料品時，以次要異動計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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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表示的數量會轉換成料品的次要計量單位。以次要計量單位表示的數量顯示在「主要數量次
要」欄位中。

與交易日期對應的月份會顯示在「交易月份」欄位中。例如，如果交易日期為 01/15/2011，則
「交易月份」欄位包含 "1"。

以下數量僅對每個「料品」、「分支工廠」、「位置」及「批次」組合顯示一次：

• 延期交貨數量
• 庫存量
• 工單的指定供貨數量
• 專案指定供貨的主要數量
• 專案指定供貨的次要數量
• 借出製造的數量
• 暫定供貨數量
• 指定供貨數量
• 審查數量
• 作業中數量 1
• 作業中數量 2
• 在途數量
• 入庫數量
• 未來數量
• 其他數量 1
• 其他數量 2
• 其他採購單數量
• 採購單數量
• 工單收據數量
• 出庫數量
• 指定供貨次要數量
• 入庫次要數量
• 現有次要數量
• 採購單次要數量
• 工單收據次要數量
• 出庫次要數量
• 暫定供貨次要數量
• 次要工單指定供貨
• 次要工單暫定供貨

需要此項目以確保系統可以使用欄位在報表中顥示適當的資料。

8.4.3. 報表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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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與日期
• 料品使用追蹤 - 依週
• 料品使用追蹤分析

8.4.3.1.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分支

此報表提供各分支/工廠的料品入庫/出庫移動檢視。您還能夠藉此比較與對比各分支/工廠間這
些庫存料品的移動。「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的基礎是「料品」、「分支/工廠」、「位置與批
次」構成的組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庫存移動 - 依分支工廠 (長條圖)
• 庫存移動 - 依月份 (線條圖)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分支工廠 (表格)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月份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料品使用追蹤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4.3.2.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與日期

此報表提供料品入庫/出庫移動的檢視。您還能夠藉此依月份與交易日期比較與對比這些庫存料
品移動。「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的基礎是「料品」、「分支/工廠」、「位置與批次」構成的
組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庫存移動 - 依料品 (長條圖)
• 庫存移動 - 依月份 (線條圖)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料品 (表格)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月份與料品 (表格)
• 料品使用追蹤 - 依交易日期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 依交易日期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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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4.3.3. 料品使用追蹤 - 依週

此報表提供某個天數或週數範圍的料品入庫/出庫移動檢視。您還能夠藉此針對各分支/工廠及
交易日期比較與對比這些庫存料品移動。「現有與延期交貨庫存」的基礎是「料品」、「分支/
工廠」、「位置與批次」構成的組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庫存移動 - 依料品 (長條圖)
• 料品庫存移動 - 依分支工廠 (線條圖)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日期與料品 (表格)
• 庫存移動摘要 - 依日期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料品使用追蹤 - 依交易日期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 依交易日期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8.4.3.4. 料品使用追蹤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
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累計視圖中，以便協助分析一段期間內的庫存移動。「現有與延期交
貨庫存」的基礎是「料品」、「分支/工廠」、「位置與批次」構成的組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延期交貨庫存 (量表)
• 入庫與出庫庫存 - 依料品 (長條圖)
• 現有與延期交貨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入庫與出庫 - 依料品 (線條圖)
• 所有分支工廠料品入庫出庫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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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庫與出庫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 (長條圖)
• 入庫與出庫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 (線條圖)
• 料品使用追蹤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品，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1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

148

圖 8.4. 料品使用追蹤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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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適用銷售單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9.1,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 節 9.2,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 節 9.3,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P42272)」
• 節 9.4,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9.1.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請從「銷售單查詢」(G42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P42270)。您可以使用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來查詢未結銷售單以及建立包括來自「料品分支」與「客戶主檔
業務範圍」的相關資料的銷售單報表。「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會使用「One View 未結
銷售查詢」業務檢視 (V42270A)，該業務檢視包含「銷售單明細檔」檔案 (F4211)、「料品主
檔」(F4102) 及「客戶主檔 - 依業務範圍」檔案 (F03012) 的資料欄。它還會使用 V42270B 從
「銷售單標頭」(F4201) 提取資訊。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對目前的銷售單建立和執行包括客戶與料品資訊的報表，例如：未結銷售單
- 依客戶、未結工單的狀態、今天的出貨 - 依料品、未結銷售單 - 依料品、供貨 - 依料品，以及
目前的延期交貨 - 依分支。可透過允許產生報表的 (例如) 客戶和料品種類代碼，依銷售型錄代
碼或客戶區域來產生其他報表。

9.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9.1.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 明細
指定您要供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分支/工廠，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2. 下單公司 (訂單號碼)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下單公司，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3. 訂單類型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單據類型，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4. 狀態代碼 - 下一個開始
指定您要的「下一狀態 - 開始」的預設值，供系統用於篩選銷售單行。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使用「下一狀態 - 開始」值篩選要顯示的銷售單
行。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150

5. 狀態代碼 -下一個截止
指定您要的「下一狀態 - 截止」預設值，供系統用於篩選銷售單行。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使用「下一狀態 - 截止」值篩選要顯示的銷售單
行。

6.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貨幣代碼」的預設值，供系統用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

9.1.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數量的主計量單位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主計量單位
處理。

2. 執行轉換貨幣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金額的轉換貨幣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轉換貨幣處
理。

9.1.1.3. 版本

1.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P4227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累計銷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P42272) 的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銷售價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銷售價查詢」(P4227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9.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會將所有數量相關的方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UOM)。不過，如
果您不要在報表中使用數量欄位，您可以設定處理選項以略過主計量單位處理。

系統要求「公司」或「分支工廠」欄位要有值。系統使用此值建置「客戶主檔 - 依業務範圍」
的資料選擇。如果「分支工廠」要作為篩選條件，則系統會針對「分支工廠」擷取相關「公
司」。「公司」的篩選條件優先於任何「分支工廠」篩選條件。

9.1.2.1. 貨幣

貨幣相關金額以處理選項中輸入的通用貨幣、本幣及任何外幣表示。系統顯示所輸入的貨幣代
碼的值。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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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貨幣代碼
• 轉換單價
• 轉換總價
• 轉換單位成本
• 轉換總成本
• 累計已開發票金額 (轉換)

如果處理選項中關閉「貨幣處理」，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關欄位，並會隱藏標頭上的「轉
換貨幣」欄位。

9.1.2.2. 單價計算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及「主計量單位」來計算「單價 - 主要貨幣」和「單位成本 - 主
要貨幣」。如果您未設定「主計量單位」和「貨幣代碼」處理選項，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
關欄位。如果您設定其中一個處理選項，系統會使用比率 "1" 來計算遺漏的資訊 (例如，如果
您只要轉換主要貨幣，系統會使用貨幣比率 1.00)。

9.1.2.3. 利潤計算

利潤計算使用「轉換」金額來計算利潤率金額和百分比。如果您不使用「轉換」金額，系統會
使用本幣金額。利潤計算還包含用來計算百分比的利潤金額。可從各訂單行加總此金額，來取
得彙總利潤金額。

9.1.3. 報表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未結料品報表
• 未結客戶報表
• 狀態報表
• 供貨報表
• 未結銷售分析

9.1.3.1. 未結料品報表

「未結料品報表」可讓您依據料品資訊檢視未結銷售單明細記錄。「未結料品 - 依料號與分支
工廠」分組長條圖可讓您跨越不同分支比較料品的銷售。「未結料品 - 依子區塊」圓餅圖可讓
您依子區塊種類代碼檢視銷售百分比。您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料品
摘要 - 依子區塊與料品」表顯示用於圖表中的料品與子區塊的總計值。「未結料品明細表」顯
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銷售單明細記錄，並依「分支工廠」然後「子區塊」的順序排序。此表
格顯示每個料品及每個「子區塊」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未結料品 - 依料號與分支工廠 (長條圖)
• 未結料品 - 依子區塊 (圓餅圖)
• 料品摘要 - 依子區塊與料品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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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結料品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料品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1.3.2. 未結客戶報表

「未結客戶報表」可讓您依據客戶資訊檢視未結銷售單明細記錄。「未結料品 - 依客戶」分組
長條圖可讓您比較不同客戶的料品銷售。「未結訂單 - 依客戶」圓餅圖可讓您依客戶檢視銷售
百分比。「未結訂單摘要 - 依客戶與料品」表顯示圖表中所使用的料品和客戶的總計值。「未
結訂單 - 依客戶明細」表顯示用於依客戶順序建立圖表的所有銷售單明細記錄。此表格顯示每
個銷售單及每個客戶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未結料品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未結訂單 - 依客戶 (圓餅圖)
• 未結訂單摘要 - 依客戶與料品 (表格)
• 未結訂單 - 依客戶明細表 (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訂單 - 依客戶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1.3.3. 狀態報表

「狀態報表」可讓您依據銷售單行狀態檢視未結銷售單明細記錄。「訂單狀態 - 依客戶」分組
長條圖可讓您依客戶檢視每個狀態的未結銷售單行數。「目前訂單狀態」圓餅圖可讓您檢視銷
售單週期中每個狀態的訂單行百分比。「訂單行摘要 - 依客戶與狀態」表顯示圖表中所使用的
客戶的每個狀態的總行數。「狀態 - 依客戶明細表」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每個未結銷售單明細
記錄的狀態，並依客戶順序排序。此表格顯示每個客戶每個狀態的訂單行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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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訂單狀態 - 依客戶 (長條圖)
• 目前訂單狀態 (圓餅圖)
• 訂單行摘要 - 依客戶與狀態 (表格)
• 狀態 - 依客戶明細表

9.1 版更新

「狀態 - 依客戶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1.3.4. 供貨報表

「供貨報表」可讓您根據特定分支工廠內特定種類代碼 (SRP1) 中之料品的每個供貨儲存區中
的數量來檢視未結銷售單明細記錄。這個報表用於判斷哪些料品延期交貨非常有用。您可以針
對特定業務單位、料品的集合或者依供貨儲存區來檢視此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供貨 - 依料品 (長條圖)
• 供貨摘要 - 依料品 (表格)
• 供貨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供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料品可供量 (P412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2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1.3.5. 未結銷售分析

「未結銷售分析」可讓您使用區域資訊作為篩選來檢視未結銷售單。「延期交貨數量」刻度
盤顯示區域內延期交貨層級以及每個分支工廠的值。「總銷售 - 依客戶」長條圖可讓您比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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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區域內不同客戶的銷售量。「訂單行 - 依上一狀態」圓餅圖可讓您檢視銷售單週期中每個狀
態的訂單行百分比。「訂單數量 - 依料品」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區域中未結銷售單行上的料
品總數量。「供貨百分比 - 依料品」長條圖顯示包含在每個供貨類別中的料品未結總數量百分
比。「延期交貨數量百分比 - 依客戶」圓餅圖顯示每個客戶的延期交貨總數量百分比。「延期
交貨數量 - 依料品」長條圖可讓您檢視處於延期交貨的料品數量。「未結銷售單表格」顯示包
含在所選區域的銷售單明細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延期交貨數量 - 依分支工廠 (量表)
• 總銷售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訂單行 - 依上一狀態 (圓餅圖)
• 訂單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供貨百分比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延期交貨數量百分比 - 依客戶 (圓餅圖)
• 延期交貨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未結銷售單表格

9.1 版更新

「未結銷售單」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料號，訂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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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 未結銷售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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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請從「銷售單查詢」(G42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應用程式
(P42271)。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來查詢包括來自「料品分支」與「客
戶主檔業務範圍」的相關資料的未結銷售單。「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使用下列業務
視圖和表格：

業務視圖 表格

V42271A 「銷售單明細記錄」檔案 (F42119)、F4101 與 F03012

V42271B F4101

V42271C F03012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和執行包含客戶和料品資訊的歷來或已結銷售單報表，例如：平均銷售
- 依料品、總銷售 - 依客戶、主要客戶銷售 - 依料品、主要銷售 - 依分支工廠，以及目前的延期
交貨 - 依分支。可透過允許產生報表的 (例如) 客戶與料品種類代碼，依銷售型錄代碼、子區塊
或客戶區域來產生其他報表。

9.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9.2.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 明細
指定您要供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分支/工廠，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2. 下單公司 (訂單號碼)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下單公司，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3. 訂單類型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單據類型，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4.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貨幣代碼」的預設值，供系統用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

9.2.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數量的主計量單位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主計量單位
處理。

2. 執行轉換貨幣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金額的轉換貨幣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轉換貨幣處
理。

9.2.1.3. 版本

1.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結銷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P4227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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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P4227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累計銷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P42272) 的版
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銷售價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銷售價查詢」(P4227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9.2.2. 特殊處理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會將所有數量相關的方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不過，如果
您不要在報表中使用數量欄位，您可以設定處理選項以略過主計量單位處理。

系統要求「公司」或「分支工廠」欄位要有值。系統使用此值建置「客戶主檔 - 依業務範圍」
的資料選擇。如果「分支工廠」要作為篩選條件，則系統會針對「分支工廠」擷取相關「公
司」。「公司」的篩選條件優先於任何「分支工廠」篩選條件。

9.2.2.1. 貨幣

貨幣相關金額以處理選項中輸入的通用貨幣、本幣及任何外幣表示。系統顯示所輸入的貨幣代
碼的值。其中包括：

• 轉換貨幣代碼
• 轉換單價
• 轉換總價
• 轉換單位成本
• 轉換總成本
• 累計已開發票金額 (轉換)

如果處理選項中關閉「貨幣處理」，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關欄位，並會隱藏標頭上的「轉
換貨幣」欄位。

9.2.2.2. 單價計算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及「主計量單位」來計算「單價 - 主要貨幣」和「單位成本 - 主
要貨幣」。如果您未設定「主計量單位」和「貨幣代碼」處理選項，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
關欄位。如果您設定其中一個處理選項，系統會使用比率 "1" 來計算遺漏的資訊 (例如，如果
您只要轉換主要貨幣，系統會使用貨幣比率 1.00)。

9.2.2.3. 利潤計算

利潤計算使用「轉換」金額來計算利潤率金額和百分比。如果您不使用「轉換」金額，系統會
使用本幣金額。利潤計算還包含用來計算百分比的利潤金額。可從各訂單行加總此金額，來取
得彙總利潤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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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報表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歷來總銷售記錄報表
• 歷來平均銷售記錄報表
• 主要客戶報表
• 歷來銷售記錄分析

9.2.3.1. 歷來總銷售記錄報表
「歷來總銷售記錄報表」可讓您依據料品資訊檢視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銷售 - 依 SRP2 與
分支工廠」分組長條圖可讓您跨越不同分支比較子區塊種類代碼內料品的歷來銷售記錄。您也
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銷售 - 依種類代碼」圓餅圖可讓您依子區塊種
類代碼檢視歷來銷售百分比。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銷售摘要
- 依種類代碼」表顯示圖表中所使用的子區塊種類代碼和分支工廠內料品的歷來記錄值總計。
「分支銷售 - 依種類代碼與料品」明細表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並依
分支工廠然後種類代碼的順序排序。此表格顯示「子區塊」種類代碼和每個「分支工廠」的小
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銷售 - 依子區塊與分支工廠 (長條圖)
• 銷售百分比 - 依子區塊 (圓餅圖)
• 訂單數量摘要 - 依子區塊 (表格)
• 訂單銷售數量 - 依分支工廠與子區塊 (表格)

9.1 版更新
「訂單銷售數量 - 依分支工廠與子區塊」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2.3.2. 歷來平均銷售記錄報表
「歷來平均銷售記錄報表」可讓您依據料品資訊檢視歷來平均銷售單明細記錄。「銷售 - 依子
區塊與分支工廠」分組長條圖可讓您跨越不同分支比較子區塊種類代碼內料品的歷來平均銷售
記錄。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銷售百分比 - 依子區塊」圓餅圖可
讓您依子區塊種類代碼檢視歷來平均銷售百分比。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
代碼。「訂單數量摘要 - 依子區塊」表顯示圖表中所使用的子區塊種類代碼和分支工廠的歷來
平均值。「訂單銷售數量 - 依分支工廠與子區塊」明細表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歷來銷售單
明細記錄，並依「分支工廠」然後子區塊種類代碼的順序排序。此表格顯示每個子區塊種類代
碼及每個分支工廠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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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銷售 - 依子區塊與分支工廠 (長條圖)
• 銷售百分比 - 依子區塊 (圓餅圖)
• 訂單數量摘要 - 依子區塊 (表格)
• 訂單銷售數量 - 依分支工廠與子區塊 (表格)

9.1 版更新
「訂單銷售數量 - 依分支工廠與子區塊」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2.3.3. 主要客戶報表
「主要客戶報表」可讓您依據客戶資訊檢視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前 10 項客戶銷售 - 依料
品」分組長條圖可讓您比較前 10 位客戶的料品歷來銷售記錄。「總銷售百分比 - 依客戶」圓
餅圖可讓您依客戶檢視歷來總銷售記錄百分比。「主要客戶銷售摘要」表顯示圖表中所使用的
客戶的歷來總銷售金額記錄。「主要客戶明細表」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歷來銷售單明細記
錄，並依客戶然後料品的順序排序。此表格顯示每個客戶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項客戶銷售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總銷售百分比 - 依客戶 (圓餅圖)
• 主要客戶銷售摘要 (表格)
• 主要客戶明細表

9.1 版更新
「主要客戶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2.3.4. 歷來銷售記錄分析
「歷來銷售記錄分析」可讓您使用區域資訊作為篩選檢視未結銷售單。「總銷售 - 依客戶」長
條圖可讓您比較所選區域內不同客戶的歷來銷售量記錄。「總銷售百分比 - 依客戶」圓餅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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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依所選區域中的客戶檢視銷售百分比。「總銷售 - 依銷售型錄區塊」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每
個銷售型錄區塊種類代碼內料品的歷來總銷售記錄。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
類代碼。「總銷售百分比 - 依銷售型錄區塊」圓餅圖可讓您依銷售型錄區塊類別檢視歷來銷售
記錄的百分比。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平均銷售 - 依子區塊」長
條圖可讓您檢視每個子區塊種類代碼內料品的歷來平均銷售記錄。您也可以使用和料品記錄關
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平均銷售百分比 - 依子區塊」圓餅圖可讓您依子區塊種類代碼或者使
用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來檢視歷來銷售記錄百分比。「總訂單數量 - 依料品」長
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區域歷來已銷售的料品數量總計。「總銷售 - 依分支工廠」圓餅圖可讓您
依所選區域中的分支工廠檢視歷來銷售記錄的百分比。「歷來銷售記錄訂單表」顯示包含在所
選區域的銷售單明細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銷售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總銷售百分比 - 依客戶 (圓環圖)
• 總銷售 - 依銷售型錄區塊 (長條圖)
• 總銷售百分比 - 依銷售型錄區塊 (圓餅圖)
• 平均銷售 - 依子區塊 (水平長條圖)
• 平均銷售百分比 - 依子區塊 (圓環圖)
• 總訂單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總銷售 - 依分支工廠 (圓餅圖)
• 歷來銷售記錄表

9.1 版更新

「歷來銷售記錄」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料號，訂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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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2. 歷來銷售記錄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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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P42272)
請從「銷售單查詢」(G42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應用程式 (P42272)。您
可以使用「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來查詢未結與歷來銷售單。「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會使用「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業務視圖 (V42272A)，該業務視圖包含 F4211、F42119
及「會計日期模式」檔案 (F0008) 的欄。V42272B 會從 F03012 提取其他資訊。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和執行包含客戶和料品資訊的未結與歷來 (或已結) 銷售單報表，例如：
客戶銷售 - 依期間、料品銷售 - 依期間、銷售利潤 - 依期間、銷售價格 - 依期間、銷售成本 -
依期間、期間的平均利潤、銷售利潤 - 依客戶，以及銷售利潤 - 依料品。可透過允許產生報表
的 (例如) 料品和客戶種類代碼，依銷售型錄代碼、子區塊或客戶區域來產生其他報表。

(9.1 版更新) 此應用程式也可以建立及執行報表，以檢視與銷售機會相關的銷售單、收入、可
能收入和獲利資訊。

9.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9.3.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 明細
指定您要供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分支/工廠，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2. 下單公司 (訂單號碼)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下單公司，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3. 訂單類型
指定您要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單據類型，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4. 狀態代碼 - 下一個開始
指定您要的「下一狀態 - 開始」的預設值，供系統用於篩選銷售單行。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使用「下一狀態 - 開始」值篩選要顯示的銷售單
行。

5. 狀態代碼 -下一個截止
指定您要的「下一狀態 - 截止」預設值，供系統用於篩選銷售單行。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使用「下一狀態 - 截止」值篩選要顯示的銷售單
行。

6.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貨幣代碼」的預設值，供系統用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

9.3.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數量的主計量單位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主計量單位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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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轉換貨幣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金額的轉換貨幣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轉換貨幣處
理。

9.3.1.3. 版本
1.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結銷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P42270)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銷售價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銷售價查詢」(P4227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9.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會將所有數量相關的方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不過，如果您不
要在報表中使用數量欄位，您可以設定處理選項以略過主計量單位處理。

系統要求「公司」或「分支工廠」欄位要有值。系統使用此值建置「客戶主檔 - 依業務範圍」
的資料選擇。如果「分支工廠」要作為篩選條件，則系統會針對「分支工廠」擷取相關「公
司」。「公司」的篩選條件優先於任何「分支工廠」篩選條件。

系統會依據銷售單明細行上的「要求日期」來決定每個銷售單明細行的「會計期間」。

9.3.2.1. 貨幣
貨幣相關金額以處理選項中輸入的通用貨幣、本幣及任何外幣表示。系統顯示所輸入的貨幣代
碼的值。其中包括：

• 轉換貨幣代碼
• 轉換單價
• 轉換總價
• 轉換單位成本
• 轉換總成本
• 累計已開發票金額 (轉換)

如果處理選項中關閉「貨幣處理」，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關欄位，並會隱藏標頭上的「轉
換貨幣」欄位。

9.3.2.2. 單價計算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及「主計量單位」來計算「單價 - 主要貨幣」和「單位成本 - 主
要貨幣」。如果您未設定「主計量單位」和「貨幣代碼」處理選項，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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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欄位。如果您設定其中一個處理選項，系統會使用比率 "1" 來計算遺漏的資訊 (例如，如果
您只要轉換主要貨幣，系統會使用貨幣比率 1.00)。

9.3.2.3. 利潤計算

利潤計算使用「轉換」金額來計算利潤率金額和百分比。如果您不使用「轉換」金額，系統會
使用本幣金額。利潤計算還包含用來計算百分比的利潤金額。可從各訂單行加總此金額，來取
得彙總利潤金額。

9.3.3. 報表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客戶銷售報表
• 料品銷售報表
• 銷售利潤報表
• 累計銷售分析
• 依機會的銷售記錄 (9.1 版更新)
• 機會趨勢 (9.1 版更新)

9.3.3.1. 客戶銷售報表

「客戶銷售報表」可讓您依據客戶資訊檢視未結與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總銷售 - 依客戶與
期間」分組長條圖可讓您依期間比較客戶銷售。此圖表可協助您評估銷售週期的趨勢。「總客
戶銷售 - 依期間」圓餅圖依期間顯示客戶銷售百分比。「客戶銷售摘要 - 依會計期間」表顯示
圖表中所使用的每個客戶和期間的總銷售金額。「客戶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顯示用來建
立圖表的所有銷售單明細記錄，並依「客戶」、「會計年度」然後「會計期間」的順序排序。
此表格顯示每個客戶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銷售 - 依客戶與期間 (長條圖)
• 總客戶銷售 - 依期間 (圓餅圖)
• 客戶銷售摘要 - 依會計期間 (表格)
• 客戶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

9.1 版更新

「客戶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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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3.2. 料品銷售報表
「料品銷售報表」可讓您依據料品資訊檢視未結與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總銷售 - 依料品與
期間」分組長條圖可讓您依期間比較料品的銷售。此圖表可協助您評估銷售週期的趨勢。「總
料品銷售 - 依期間」圓餅圖依期間顯示料品銷售百分比。「料品銷售摘要 - 依會計期間」表顯
示圖表中所使用的每個料品和期間的總銷售金額。「料品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顯示用來
建立圖表的所有銷售單明細記錄，並依「會計年度」然後「會計期間」的順序排序。此表格顯
示每個料品與每個期間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銷售 - 依料品與期間 (長條圖)
• 總料品銷售 - 依期間 (圓餅圖)
• 料品銷售摘要 - 依會計期間 (表格)
• 料品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

9.1 版更新
「料品銷售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3.3.3. 銷售利潤報表
「銷售利潤報表」可讓您依據會計期間資訊檢視未結與歷來銷售單明細記錄。「總利潤 - 依會
計期間」長條圖可讓您比較每個期間的銷售。此圖表可協助您評估銷售週期的趨勢。「總銷售
與總成本 - 依會計期間」分組長條圖顯示每個會計期間的價格與成本。此報表可讓您比較不同
期間的獲利率。「平均利潤百分比 - 依期間」圓餅圖可讓您依期間比較平均銷售利潤百分比。
「利潤率摘要 - 依子區塊」表顯示用於圖表中的子區塊種類代碼的利潤率。「利潤率 - 依子區
塊明細表」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銷售單明細記錄，並依子區塊種類代碼然後「會計年度與
期間」的順序排序。此表格顯示每個子區塊的小計。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利潤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總銷售與總成本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平均利潤百分比 - 依期間 (圓餅圖)
• 利潤率摘要 - 依子區塊 (表格)
• 利潤率 - 依子區塊明細表
• 平均利潤率 - 依子區塊明細表

9.1 版更新
「利潤率 - 依子區塊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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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9.3.3.4. 累計銷售分析

「累計銷售分析」可讓您使用區域資訊作為篩選來檢視未結與歷來銷售單。「利潤率百分比」
刻度盤可讓您針對所選區域依據不同子區塊種類代碼比較銷售單上的利潤率。您也可以使用
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總銷售 - 依客戶」長條圖可讓您依所選區域中的客戶
檢視總銷售。「總銷售 - 依料品」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區域中料品的總銷售。「總利潤 - 依
客戶」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區域中每個客戶的銷售獲利率。「總利潤 - 依業務年度與期間」
圓餅圖可讓您依期間比較銷售利潤百分比。「銷售價格與成本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分組長條
圖顯示每個會計期間內的料品價格與成本。您可以比較不同期間的獲利率。「銷售成本 - 依客
戶」圓餅圖可讓您依客戶檢視銷售百分比。「累計銷售明細表」顯示包含在所選區域中的未結
與歷來銷售單明細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利潤率百分比 - 依子區塊 (量表)
• 總銷售 - 依客戶 (長條圖)
• 總銷售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總利潤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總利潤 - 依業務年度與期間 (圓環圖)
• 銷售價格與成本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長條圖)
• 銷售成本 - 依客戶 (圓餅圖)
• 累計銷售明細表

9.1 版更新

「累計銷售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售貨地址號碼，料號，訂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1C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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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3. 累計銷售分析報表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168

9.3.3.5. 依機會的銷售記錄報表 (9.1 版更新)
「依機會的銷售記錄」報表可讓您檢視根據銷售機會資料而產生的建立訂單數目、銷售收入和
可能收入之相關詳細資訊。

多個長條圖可讓您依據銷售機會和成本中心，檢視訂單、銷售收入和可能收入。

另外，「依機會的銷售摘要」摘要表也可讓您依成本中心和機會 ID 檢視銷售摘要。您也可以
使用「銷售機會明細表」，對機會產生的銷售分析相關詳細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依機會的銷售記錄 (長條圖)
• 依機會的銷售收入 (長條圖)
• 依機會之成本中心的銷售收入 (長條圖)
• 依機會的可能收入 (長條圖)
• 依機會之成本中心的可能收入 (長條圖)
• 依機會的銷售摘要 (摘要表)
• 銷售機會明細表

9.3.3.6. 機會趨勢報表 (9.1 版更新)
「機會趨勢」報表可讓您檢視根據銷售機會記錄而產生的銷售收入、利潤、利潤率和可能收入
之相關詳細資訊。

「機會總銷售 - 依期間」長條圖可讓您依機會檢視每個會計期間所產生的總收入。其他長條圖
可讓您檢視會計期間與機會相關之總利潤、平均利潤和利潤率。

另外，「機會利潤摘要 - 依會計期間」摘要表也可讓您依會計期間和機會 ID 檢視利潤摘要。
您也可以使用「機會利潤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對機會產生的利潤分析相關詳細資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機會總銷售 - 依期間 (長條圖)
• 機會總利潤 - 依期間 (長條圖)
• 機會平均利潤 - 依期間 (長條圖)
• 機會利潤率 - 依期間 (長條圖)
• 機會利潤摘要 - 依會計期間 (摘要表)
• 機會利潤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

9.4.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P42273)
請從「銷售單查詢」(G42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銷售價查詢」應用程式 (P42273)。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銷售價查詢」來建立料品定價報表。「One View 銷售價查詢」會使用下列
業務視圖和表格：

業務視圖 表格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 (V42273A) F4106、料品代碼 ID 主檔 (F40941) 及客戶代碼 ID 主
檔 (F4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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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視圖 表格

One View 客戶主檔 (V42273B) F03012

One View 料品主檔 (V42273C) F4101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使用客戶和料品資訊建立和執行銷售價格的報表，例如：價目表 - 依客戶、
料品價格表 - 依子區塊、料品價格表 - 依分支工廠、最高價格料品、料品價格 - 依區域及料品
價格表 - 依客戶群組。可透過允許產生報表的 (例如) 料品和客戶種類代碼，依銷售型錄代碼、
子區塊或客戶區域來產生其他報表。

9.4.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9.4.1.1. 預設值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要供系統作為預設值的分支/工廠，以篩選銷售單明細行。

2.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貨幣代碼」的預設值，供系統用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

9.4.1.2. 處理

1. 執行轉換貨幣轉換
指定是否略過訂單金額的轉換貨幣處理。如果此處理選項設成 '1'，將會略過轉換貨幣處
理。

9.4.1.3. 版本

1. 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 (P4227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結銷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結銷售查詢」(P42270)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歷來銷售記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歷來銷售記錄查詢」
(P4227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 (P42272)
請指定系統使用的「One View 累計銷售查詢」(P42272) 版本，以檢視已顯示訂單號碼的
其他銷售單明細。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9.4.2. 特殊處理

系統要求至少有一個標頭欄位有值，如此廣泛搜尋才不會阻礙效能。在下列其中一個欄位中輸
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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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號
• 分支工廠
• 料品價格群組
• 客戶號碼
• 客戶價格群組

如果 F4106 記錄包含料號和分支/工廠，「One View 銷售價查詢」會從 F4102 檔案擷取種類
代碼值。如果沒有分支/工廠，則會從 F4101 檔案擷取種類代碼值。如果 F4106 記錄包含客戶
號碼，「One View 銷售價查詢」會從 F03012 檔案擷取種類代碼值。如果記錄還具有分支/工
廠，系統會使用業務範圍邏輯來擷取 F03012 記錄。否則，應用程式會擷取公司 '00000' 的客
戶主檔。

9.4.2.1. 貨幣

貨幣相關金額以處理選項中輸入的通用貨幣、本幣及任何外幣表示。系統顯示所輸入的貨幣代
碼的值，其中包括：

• 轉換貨幣代碼
• 轉換單價
• 轉換總價
• 轉換單位成本
• 轉換總成本
• 累計已開發票金額 (轉換)

如果處理選項中關閉「貨幣處理」，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欄位，並會在標頭隱藏「轉換貨
幣」欄位。

9.4.2.2. 單價與單位成本計算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及「主計量單位」來計算「單價 - 主要貨幣」和「單位成本 - 主
要貨幣」。如果您未設定「主計量單位」和「貨幣代碼」處理選項，系統不會在方格式顯示相
關欄位。如果您設定其中一個處理選項，系統會使用比率 "1" 來計算遺漏的資訊 (例如，如果
您只要轉換主要貨幣，系統會使用貨幣比率 1.00)。

9.4.3. 報表

「One View 銷售價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客戶價格表報表
• 料品價格表報表
• 價格比較 - 依區域報表
• 銷售價格分析

9.4.3.1. 客戶價格表報表

「客戶價格表報表」可讓您檢視資料選擇中的每個客戶的料品目前基準價格。「客戶價格表明
細表」顯示每個客戶、客戶群組、料品群組、料品及分支工廠的單價。系統僅顯示以「生效日
期」與「截止日期」以及報表的建立日期為依據的目前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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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一個列出客戶價格表明細表的表格。

9.1 版更新

此報表的「客戶價格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客戶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基準價格修訂 (P410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06J

呼叫的版本 無

9.4.3.2. 料品價格表報表

「料品價格表報表」可讓您檢視料品目前基準價格。「前 5 項最高價格料品」長條圖可讓您
評估系統中最昂貴的料品。「料品價格表明細表」每個料品和分支工廠的單價。系統僅顯示以
「生效日期」與「截止日期」以及報表的建立日期為依據的目前價格。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5 項最高價格料品 (長條圖)
• 料品價格表明細表

9.1 版更新

「料品價格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基準價格修訂 (P410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06J

呼叫的版本 無

9.4.3.3. 價格比較 - 依區域報表

「價格比較 - 依區域報表」可讓您使用銷售區作為排序準則來檢視目前基準價格。您可以使用
和料品記錄關聯的另一個種類代碼來排序價格資訊。「價格比較 - 依區域」分組長條圖可讓您
依區域比較料品的銷售。此圖表可協助您評估銷售週期的趨勢。「價格比較 - 依區域明細表」
顯示用來建立圖表中所使用的每個料品單價記錄，並依區域種類代碼然後銷售型錄區塊種類代
碼的順序排序。系統僅顯示以「生效日期」與「截止日期」以及報表的建立日期為依據的目前
價格。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價格比較 - 依區域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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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格比較 - 依區域明細表

9.1 版更新

「價格比較 - 依區域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基準價格修訂 (P410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06J

呼叫的版本 無

9.4.3.4. 銷售價格分析

「銷售價格分析」可讓您使用區域資訊作為篩選來檢視目前基準價格。「料品價格 - 依客戶」
分組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區域內的客戶比較料品的單價。「料品價格 - 依客戶群組」分組
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區域內不同的客戶群組比較料品的單價。「料品價格 - 依分支工廠」分
組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區域內不同的分支工廠比較料品的單價。「料品價格 - 依料品價格群
組」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區域內不同料品價格群組的單價。「銷售價格明細表」顯示包含在
所選區域的所有基準價格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價格 - 依客戶 (長條圖)
• 料品價格 - 依客戶群組 (水平長條圖)
• 料品價格 - 依分支工廠 (水平長條圖)
• 料品價格 - 依料品價格群組 (長條圖)
• 銷售價格明細表

9.1 版更新

「銷售價格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料號，分支工廠

呼叫的應用程式 基準價格修訂 (P410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106J

呼叫的版本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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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4. 銷售價格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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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適用採購與轉包合約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0.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 節 10.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 節 10.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 節 10.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 節 10.5,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 節 10.6,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 節 10.7,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 節 10.8,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10.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上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 (P4326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來查詢採購單驗收明細。「One View 採購單驗收
查詢」使用「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 F43121/F4311/F4102」業務視圖 (V43260A)，該業
務視圖包含「採購驗收單檔案」(F43121)、「採購單明細」檔案 (F4311) 和「料品分支」檔案
(F4102) 的資料欄。F43121 也可僅用來擷取驗收記錄 (比對類型 = 1)。「One View 採購單驗
收查詢」依料品及依供應商提供一段期間之料品驗收、存貨和處置的品質分析。有了此記錄檢
視，您就可以使用一系列的篩選準則分析待開立傳票的金額。充足的資料可以協助採購/應付帳
款部門評估特定供應商的商品和財務給付的分析趨勢。

10.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1.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採購單驗收」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
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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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10.1.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0.1.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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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1.2. 特殊處理

本應用程式僅從 F43121 選取驗收記錄 (MATC=1)。從驗收日期決定會計年度、期間，以及世
紀。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格欄
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主要
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具有將所有金額
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才會
執行此貨幣轉換。

10.1.3. 報表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數量分析 - 依會計期間
• 數量分析 - 依料品
• 數量分析 - 依供應商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公司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會計期間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料品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供應商
• 採購單驗收分析

10.1.3.1. 數量分析 - 依會計期間

「數量分析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複查會計期間之存貨料品百分比。您也可以比較與分析
每一個會計期間的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 (退回數量、駁回數量、報廢數量、重
工數量，以及調整數量的總和)。其包含以下報表元件：

• 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數量處置百分比 - 依會計期間 (圓餅圖)
• 數量分析摘要 - 依會計期間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數量分析明細表 (此表格包含計算的欄位，即處置數量除以驗收數量的數量處置百分比。)

9.1 版更新

「數量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178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2. 數量分析 - 依料品

「數量分析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複查存貨料品百分比。使用此報表以比較與分析每一項料品
的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數量處置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數量分析摘要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數量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數量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3. 數量分析 - 依供應商

「數量分析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複查每個供應商提供之存貨料品的百分比。使用此報表以
比較與分析每一個供應商的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數量處置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數量分析摘要 - 依供應商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數量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數量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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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4.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公司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公司」報表可讓您複查公司層級之等待開立傳票的驗收金額百分
比。使用此報表以分析在分支層級之待開立傳票的金額與驗收金額。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
件：

• 驗收金額與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分支工廠 (長條圖)
• 未開立傳票的金額百分比 - 依公司 (圓餅圖)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摘要 - 依分支工廠與公司 (表格)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

9.1 版更新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5.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會計期間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複查每個會計期間之等待開立傳票的驗收金
額百分比。使用此報表以分析每一個會計期間之待開立傳票的金額與驗收金額。此報表包含下
列報表元件：

• 驗收金額與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未開立傳票的金額百分比 - 依會計期間 (圓餅圖)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摘要 - 依會計期間與公司 (表格)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

9.1 版更新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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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6.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料品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複查料品層級之等待開立傳票的驗收金額百分
比。使用此報表以分析在料品層級之待開立傳票的金額與驗收金額。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
件：

• 驗收金額與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料品 (長條圖)
• 未開立傳票的金額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摘要 - 依料品與公司 (表格)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

9.1 版更新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7.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供應商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複查供應商之等待開立傳票的驗收金額百分
比。使用此報表以分析每一個供應商之待開立傳票的金額與驗收金額。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
件：

• 驗收金額與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未開立傳票的金額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

9.1 版更新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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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1.3.8. 採購單驗收分析

「採購單驗收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在量表中選
取其中一個供應商以顯示與該特定供應商的相關資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
關鍵評量包含在數量分析及商品之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累計視圖中。「採購單驗收分析」報
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平均數量處置 - 依供應商 (量表)
• 含最高平均處置數量的 10 家供應商 (長條圖)
• 處置數量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驗收數量、庫存數量，以及處置數量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期間 (水平長條圖)
• 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料品 (圓餅圖)
• 處置數量 - 依分支工廠 (圓環圖)
• 驗收金額與未開立傳票的金額 - 依分支工廠
• 採購單驗收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驗收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第 3 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驗收 (P43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2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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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1. 採購單驗收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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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上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採購單查詢」來查看供應商預期在某個期間內收到的廣泛的料品視圖。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使用「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 F4311/F43121/F4301 結合」業務
視圖 (V43261A)，該業務視圖包含 F4311、F43121 以及「採購單標頭」檔案 (F4301) 的資料
欄。此應用程式可讓您根據實際驗收日期以及承諾交貨日期執行供應商的交貨分析。此分析協
助採購部門評估供應商趨勢以及貨物驗收的準時績效。

10.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2.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採購單」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採購單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轉
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時，
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10.2.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2. 隱藏承諾交貨日期早於驗收日期的記錄
指定是否要隱藏「承諾交貨日期」早於「驗收日期」的記錄，或「驗收日期」為空白的記
錄。

值為：

空白：不隱藏任何記錄。

1：隱藏「承諾交貨日期」早於「驗收日期」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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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2.2. 特殊處理

本應用程式僅從 F43121 選取驗收記錄 (MATC=1)。會計年度、期間和世紀是從承諾交貨日期
決定的。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格欄
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主要
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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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查詢」具有將所有金額相關
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才會執行
此貨幣轉換。

應用程式的「隱藏記錄」處理選項僅用來顯示驗收早於承諾的訂單行。

備註:

當您針對包含該名稱中記錄的應用程式執行 BI Publisher 報表時，必須設定「隱藏記錄」處理選項。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畫面格式標頭包含稱為「基準帳齡日期」的欄位。系統使用此欄位
中的值計算方格中的「預期驗收帳齡」。「預期驗收帳齡」是「承諾交貨日期」與「基準帳齡
日期」之間的天數。

10.2.3. 報表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
•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會計期間
•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料品
•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供應商
• 採購單分析

10.2.3.1.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報表可讓您比較並對照採購單建立期間的單位成本和驗收期
間的單位成本。您可以分析在驗收期間修改的成本，並決定由供應商提供之料品的成本差異。
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採購單與驗收單位成本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明細表

9.1 版更新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2.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會計期間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分析某個會計期間中之預期驗收數量的百分比。
您也可以比較會計期間的訂購數量、驗收數量，以及預期驗收 (來自客戶的預期出貨) 數量。此
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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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購數量、驗收數量，以及預期驗收數量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長條圖)
• 預期驗收數量摘要 - 依會計年度/ 期間與公司 (表格)
• 預期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會計年度/ 期間 (圓餅圖)
• 預期採購單驗收明細表

9.1 版更新

「預期採購單驗收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承諾日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3.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料品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分析每個料品的預期驗收數量的百分比，並比較每個
料品的訂購數量、驗收數量和預期驗收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訂購數量、驗收數量，以及預期驗收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預期驗收數量摘要 - 依料品與公司 (表格)
• 預期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預期驗收數量明細表

9.1 版更新

「預期驗收數量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4.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分析每個供應商的預期驗收數量的百分比，並依供
應商比較訂購數量、驗收數量和預期驗收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訂購數量、驗收數量與預期驗收數量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預期驗收數量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預期採購單驗收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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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明細表

9.1 版更新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5.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分析在承諾日期當日或之前驗收的百分比和訂單
數。此報表以完全驗收採購單為基礎，並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採購單記錄百分比 - 依會計年度 (圓餅圖)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6.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分析每個料品在承諾日期當日或之前驗收的百分比和
訂單數。此報表以完全驗收採購單為基礎，並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 (長條圖)
• 採購單歷史記錄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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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7.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供應商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分析來自供應商之每個料品在承諾日期當日或之前
驗收的百分比和訂單數。此報表以完全驗收採購單為基礎，並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主要供應商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 (長條圖)
• 主要供應商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主要供應商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明細表

9.1 版更新

「主要供應商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2.3.8. 採購單分析

「採購單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藉由選取報表中
的分支/ 工廠或供應商，您可以變更報表元件中顯示的資料。此報表將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關
鍵評量包含在累計視圖中，可讓您判定訂單履行時間，以通知客戶或提供員工已訂購料品的相
關資訊。此報表也提供承諾日期與驗收日期的比較。使用此報表以分析供應商如何根據其記錄
符合其出貨排程。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以供應商為基準的平均預期驗收數量 - 依分支/ 工廠 (量表)
• 採購單數量 - 依分支工廠 (水平長條圖)
• 預期採購單驗收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平均預期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以交貨分析為基準的前 10 個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預期驗收 - 依帳齡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預期驗收數量 (長條圖)
• 前 10 個預期驗收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採購單數量 - 依採購人員 (水平長條圖)
• 採購單分析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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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採購單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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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2. 採購單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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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存取「轉包合約查詢」(G43D112) 選單中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來分析含有保留一段時間之非零金額之轉包合約的服
務工單。「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使用「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業務視圖 (V43262A)，
該業務視圖包含「採購驗收單標籤檔案」(F43121T)、F43121、「應付帳款分類帳」檔案
(F0411)、F4301 以及 F431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執行原始轉包合約金額與來自轉包
商保留金額的分析。

10.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3.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轉包合約訂單」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
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將使用系統日期。

10.3.1.2.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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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3.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僅從 F43121T 選取「保留金額」不等於零的傳票記錄 (MATC=2)。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具有將所有金額相關方格
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才會執行此貨
幣轉換。

10.3.3. 報表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保留金額分析 - 依會計期間
• 保留金額分析 - 依轉包商
• 保留金額分析

10.3.3.1. 保留金額分析 - 依會計期間

「保留金額分析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比較一個會計期間的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
額與保留金額，讓「應付帳款」部門可以驗證一個會計期間所保留的金額。您也可以分析一個
會計期間所保留金額的百分比。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額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長條圖)
• 保留金額百分比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圓餅圖)
• 保留金額分析摘要 - 依會計期間與工作 (表格)
•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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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3.3.2. 保留金額分析 - 依轉包商

「保留金額分析 - 依轉包商」報表可讓您比較轉包商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
額，讓「應付帳款」部門可以驗證轉包商所保留的金額。您也可以分析轉包商所保留金額的百
分比。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額 - 依轉包商 (長條圖)
• 保留金額百分比 - 依轉包商 (圓餅圖)
• 保留金額分析摘要 - 依轉包商與工作 (表格)
•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3.3.3. 保留金額分析

「保留金額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的目的
是將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轉包合約服務工單分析的累計視圖中。此報表包含下
列報表元件：

• 保留金額 - 依供應商與依分支工廠 (量表)
• 前 10 個轉包商 - 依保留金額 (水平長條圖)
• 保留金額百分比 - 依轉包商 (圓餅圖)
• 保留金額百分比 - 依會計期間 (圓餅圖)
• 前 10 個會計期間 - 依保留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額 - 依工作 (長條圖)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額 - 依訂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待分配金額與保留金額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平均保留百分比 - 依公司 (圓餅圖)
• 轉包商保留金額 - 依到期日 (線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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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業務單位，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第 10 章 適用採購與轉包合約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195

圖 10.3. 保留金額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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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上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查詢」應用程式 (P43263)。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來檢視已驗收、已開立傳票與待付款的採購單
驗收。「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使用「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業務視圖
(V43263A)，該業務視圖包括 F43121、F0411 和「供應商主檔」(F04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
式提供建立與執行採購單收據上之報表的能力，讓「應付帳款」部門能夠迅速有效地分析採購
單傳票。

備註: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不是設計用來顯示已分割及支付的傳票。您可以使用「One View 供應
商分類帳查詢」(P042022) 來檢視這些記錄。

使用此應用程式時，請注意有一個「傳票比對」(P4314) 中的處理選項，可指定是否要在建立 F0411 記錄
時建立 F43121 記錄。如果未設定該處理選項建立 F43121 記錄，則不會對 F0411 中的記錄顯示任何資
訊。

10.4.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4.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採購單」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採購單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轉
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時，
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將使用系統日期。

10.4.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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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8.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應
用程式 (P042022) 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4.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僅從 F43121 選取未付清的傳票記錄 (MATC=2)。方格中的「支付金額」為「總金
額」(F0411 AG) 減去「未結金額」(F0411 AAP)。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
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
主要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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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具有將所有
金額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
才會執行此貨幣轉換。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畫面格式標頭具有一個名為「基準到期日」的欄位。此欄
位用來計算方格中的付款帳齡。「付款帳齡」為「到期日」(來自 F0411) 與「基準到期日」之
間的差異。系統使用「付款帳齡」來計算「期間 (以月計)」欄位，即「付款帳齡」除以 30。

備註:

使用者可在「供應商分類帳輸入」中新增記錄，例如未加入傳票記錄之僅供記錄的稅務。這些記錄未顯示
在此應用程式中。

此應用程式未指定顯示已分割與付款的傳票。為該用途使用「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P042022) 應
用程式。

10.4.3. 報表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會計期間
•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料品
•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供應商
•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

10.4.3.1.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會計期間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分析會計期間內待支付的金額百分比，並比
較會計期間內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金額。「應付帳款」部門可合併需要
在會計期間內支付的採購單傳票。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金額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長條圖)
• 待支付金額摘要 - 依會計年度/ 期間與公司 (表格)
• 待支付金額百分比 - 依會計年度與期間 (圓餅圖)
• 採購單傳票付款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傳票付款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傳票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4.3.2.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料品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分析每一個料品的待支付金額百分比，並比較在
該料品層級中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金額。「應付帳款」部門可合併需要
在該料品層級中支付的採購單傳票。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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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金額 - 依料品 (長條圖)
•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摘要 - 依料品與公司 (表格)
• 待支付金額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待支付金額明細表

9.1 版更新

「待支付金額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傳票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4.3.3.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供應商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分析待支付給供應商的金額百分比，並比較待
支付給供應商的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金額。「應付帳款」部門可合併需
要支付給供應商的採購單傳票。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支付金額，以及待支付給供應商的金額 (長條圖)
• 待支付金額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待支付金額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採購單傳票付款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傳票付款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傳票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4.3.4.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中顯示的資訊。
例如，藉由選取特定供應商，您可以變更待套用至該供應商的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中的資
訊。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付款時程分析的累計視圖中。此報
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平均付款帳齡 - 依供應商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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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到期的前 10 個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未結金額與折扣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待處理付款 - 依訂單類型 (圓餅圖)
• 未結金額 - 依會計期間 (水平長條圖)
• 待處理付款 - 依銀行帳戶 (圓餅圖)
• 已開立傳票的金額與未結金額 - 依分支工廠 (水平長條圖)
• 到期金額 - 依供應商 (以月計) (水平長條圖)
•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供應商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單據號碼，單據類型，單據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應付帳款標準傳票輸入 (P041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0411G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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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4.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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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中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來檢視各種等候從供應商
驗收的料品以及目前處於延期交貨的料品。「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使用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F4211/F4102」業務視圖 (V43264A)，該業務視圖包
含「銷售單明細表」(F4211) 與 F4102 的資料欄。V43264B 也用來在 F4311 上執行提取。此
應用程式可讓您對於採購與銷售部門獲得寶貴的見解，以更加瞭解貨物何時可以精確準時的方
式進行出貨。

10.5.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5.1.1. 預設

1.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植入轉
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將「銷售單基準貨幣」中的「銷售單金額」轉換成「轉換貨幣」，
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在此應用程式中，系統也會將「採購單基準貨幣」中的「採購
單金額」轉換成「轉換貨幣」，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畫面
格式上植入「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
貨幣」空白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2.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10.5.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0.5.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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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5.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僅從 F4211 選取「相關採購單」與「延期交貨數量」大於零的「銷售單記錄」。已
從 F4311 擷取「相關採購單」資訊。從「採購單承諾交貨日期」決定會計年度、期間，以及世
紀。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數量總和，「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
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
不使用主要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具有
將所有金額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
幣」值時才會執行此貨幣轉換。

標頭欄位「基準延期交貨帳齡日期」用於計算「延期交貨帳齡」。它是以銷售單上的「基準延
期交貨帳齡日期」與「要求日期」之間的天數差異來計算。只有在銷售單行上的「基準延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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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帳齡日期」晚於「要求日期」時才會計算該值。否則，如果日期相同，或如果「基準日期」
早於「要求日期」，則會得到零值。

10.5.3. 報表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會計期間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料品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供應商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分析

10.5.3.1.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會計期間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檢視需要在提供之會計期間內驗收的延期
交貨數量百分比，並比較會計期間內的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
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量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未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會計期間 (圓餅圖)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摘要 - 依分支工廠與會計期間 (表格)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銷售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訂單類型，下單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0

10.5.3.2.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料品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檢視需要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數量百分比，並
依料品比較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
件：

• 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量 - 依料品 (長條圖)
• 未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摘要 - 依分支工廠與料品 (表格)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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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銷售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訂單類型，下單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0

10.5.3.3.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供應商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檢視需要驗收的延期交貨數量百分比，並依
供應商比較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量。保持需求追蹤的銷售部門
可使用此報表確認來自供應商的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待處理數量。此報
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訂購數量、延期交貨數量、驗收數量，以及未驗收數量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未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供應商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摘要 - 依供應商與分支工廠 (表格)
•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銷售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訂單類型，下單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0

10.5.3.4.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分析

「驗收的延遲交貨料品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例
如，您可以從量表選取特定供應商，僅顯示與該供應商相關的資訊。此報表將一些來自其他報
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需要履行或驗收之延期交貨的累計視圖中。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平均延期交貨帳齡 - 依供應商 (量表)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平均延期交貨帳齡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延期交貨帳齡百分比 - 依分支工廠 (圓餅圖)
• 待驗收數量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延期交貨與未驗收數量 - 依分支工廠 (水平長條圖)
• 採購單 - 依訂單類型 (圓餅圖)
• 待驗收數量 - 依期間 (長條圖)
• 採購單 - 依下一狀態 (圓餅圖)
• 數量分析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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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銷售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訂單類型，下單公司

呼叫的應用程式 銷售單輸入 (P42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210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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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5.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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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上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來分析與研究採購單資料的大規模陣列。充足的資料可以
協助採購部門更好地發揮一段期間內採購單的趨勢與帳齡分析。「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使用「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業務視圖 (V43265A)，該業務視圖包含 F4311、「生產線類
型控制常數檔案」(F40205)，以及「採購單明細標籤檔案」(F4311T) 的資料欄。

10.6.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6.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採購單」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
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
統日期。

10.6.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0.6.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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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已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已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6.2. 特殊處理
從要求日期決定會計年度、期間，以及世紀。此方格包含標記為「付款帳齡」的欄，其為來自
畫面格式標頭之「承諾交貨日期」與「基準帳齡日期」之間的天數。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數量總和，「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格欄轉
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主要數
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具有將所有金額相
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才會執
行此貨幣轉換。

10.6.3. 報表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
• 保留金額分析 - 依供應商
•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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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易採購分析

10.6.3.1.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報表可讓您依在各種下一狀態的供應商分析未結清單數。您也
可以依會計期間分析採購單中的未結數量。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未結數量 - 依會計期間 (長條圖)
• 未結數量摘要 - 依公司與會計期間 (表格)
• 未結訂單數 - 依下一狀態與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

9.1 版更新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6.3.2. 保留金額分析 - 依供應商
「保留金額分析 - 依供應商」報表可讓您針對庫存型採購單分析來自供應商的保留金額與金額
百分比。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保留金額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保留金額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保留金額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保留金額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6.3.3.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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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結金額 - 依供應商與訂單類型 (圓餅圖)
• 未結金額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未結數量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明細表

9.1 版更新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6.3.4. 簡易採購分析

「簡易採購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將一些
來自其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採購標頭和明細資訊的累計視圖中。「簡易採購分析」包含下
列報表元件：

• 平均帳齡 - 依採購單類型 (量表)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訂單帳齡 (水平長條圖)
• 暫停訂單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取消訂單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採購單 - 依下一狀態 (圓餅圖)
• 前 10 個採購人員 - 依未結金額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預期驗收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採購單帳齡 - 依採購人員 (水平長條圖)
• 簡易採購分析明細表

9.1 版更新

「簡易採購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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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6. 簡易採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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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存取「採購查詢」(G43A112) 選單上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
(P43266)。您可以使用「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來分析整體成本與折扣。「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會使用「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業務視圖 (V43266A)，
該業務視圖包含 F4311 與 F4101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比較與對照採購單內所使用之各
種成本的能力。這也因此讓我們深入瞭解關於如何有效利用供應商型錄與料品成本。

10.7.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7.1.1. 預設
1. 分支工廠
指定您希望系統用做篩選用於「供應商成本分析」之「採購單」行預設值的分支工廠。

2. 轉換貨幣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供應商成本查詢」畫面格式上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白
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3.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

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10.7.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要訂單數
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0.7.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 (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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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未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之「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
用程式 (P43267)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7.2. 特殊處理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數量總和，「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
格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
主要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具有將所有
金額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
才會執行此貨幣轉換。

已根據料品、分支、儲位與批次從 F4105 擷取成本方法 (LEDG)。

10.7.3. 報表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成本分析 - 依料品
• 成本分析 - 依供應商
• 折扣分析 - 依供應商
• 供應商成本分析

10.7.3.1. 成本分析 - 依料品
「成本分析 - 依料品」報表可讓您在庫存總成本與採購單成本之間，以及置換成本與採購單基
準成本之間進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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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基準庫存總成本與實際總成本 - 依料品 (長條圖)
• 成本分析摘要 - 依料品與公司 (表格)
• 實際置換總成本與總成本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成本分析摘要 - 依料品與公司 (表格)
• 成本分析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成本分析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公司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7.3.2. 成本分析 - 依供應商
「成本分析 - 依供應商」報表提供下列比較：

• 介於供應商型錄價格和所有供應商層級採購單的採購單成本。
• 介於進階訂價調整成本和所有供應商層級採購單的採購單基準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基準供應商型錄總價與實際總成本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成本分析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實際調整總成本與基準總成本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成本分析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成本分析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成本分析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公司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7.3.3. 折扣分析 - 依供應商
「折扣分析 - 依供應商」報表說明提供最大折扣的供應商。可讓您驗證供應商提供的折扣百分
比並找出最佳的供應商。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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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調整總成本與基準採購單總成本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調整折扣金額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調整折扣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折扣分析摘要 - 依供應商與公司 (表格)
• 折扣分析明細資料表

9.1 版更新

「折扣分析明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0.7.3.4. 供應商成本分析

「供應商成本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您可以選取
特定供應商或分支/ 工廠，以查看其他報表元件中的特定資料。此報表的目的是將一些來自其
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數量分析及商品之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的累計視圖中。此報表包含下
列報表元件：

• 平均折扣 - 依供應商與分支工廠 (五個量表)
• 前 10 個供應商 - 依平均折扣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折扣百分比 - 依供應商 (圓餅圖)
• 基準總成本與實際調整總成本 - 依供應商 (水平長條圖)
• 基準供應商型錄總價與實際總成本 - 依供應商 (長條圖)
• 基準總成本與實際調整總成本 - 依料品 (長條圖)
• 基準供應商型錄總價與實際總成本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含成本置換的採購單百分比 - 依料品 (圓餅圖)
• 含成本差異的採購單百分比 - 依原因 (圓餅圖)
• 供應商成本分析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供應商成本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訂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分支工廠，訂單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採購單 (P431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310I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第 10 章 適用採購與轉包合約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217

圖 10.7. 供應商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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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 (P43267)
存取「每日處理」(G43E11) 選單上的「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 (P43267)。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來審核由委派使用者建立的請購單。「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使用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 -F43E01 加入 F43E11 業務視圖
(V43267A)，該業務視圖包含「請購單標頭」檔案 (F43E01) 與「請購明細表」(F43E11) 的資
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在供應商、料品與要求者層級之請購單的完整檢視。

10.8.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0.8.1.1. 預設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當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時，您希望系統使用為預設值的「轉換貨幣」代碼。當植入
「轉換」貨幣代碼時，系統會計算並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不會在「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畫面格式上植
入「轉換」貨幣代碼。不過，使用者可以直接在畫面格式中輸入此值。當「轉換貨幣」空
白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2.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間匯率所用的日期。若此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使用系
統日期。

10.8.1.2.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0.8.1.3. 版本

1. 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P43260)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驗收查詢」應用程
式 (P43260)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2. One View 採購單查詢 (P43261)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查詢」應用程式
(P43261) 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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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3. 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 (P43262)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轉包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43262)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4. 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P43263)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3)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5. One View 已驗收的延期交貨品查詢 (P43264)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已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已驗收的延期
交貨料品查詢」應用程式 (P43264)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6. 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 (P43265)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簡易採購查詢」應用程式
(P43265)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7.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價格比較查詢 (P43266)
指定系統用來存取「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的「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
詢」應用程式 (P43266) 的版本。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0.8.2. 特殊處理

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數量總和，「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具有將所有數量相關方格
欄轉換成主計量單位的功能。不過，如果要改善效能，您可以將處理選項設為當報表不使用主
要數量欄位時，忽略主計量單位處理。

此外，為提供各行間的報告與訂單金額總和，「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具有將所有金
額相關方格欄轉換成使用者指定之「轉換貨幣」的功能。只有使用者輸入「轉換貨幣」值時才
會執行此貨幣轉換。

此應用程式僅顯示交易發起人之通訊錄號碼與「要求者」通訊錄號碼不同的記錄。

10.8.3. 報表

「One View 請購自助服務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請購單 - 依料品與要求者料品
• 請購單 - 依要求者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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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購單自助服務分析

10.8.3.1. 請購單 - 依料品與要求者

「請購單 - 依料品與要求者」報表可以讓您分析要求者委派之訂單的百分比以及特定商品
(UNSPSC) 代碼請購單上地數量百分比。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未結數量 - 依 UNSPSC 代碼 (圓餅圖)
• 請購單上的數量 - 依料品 (圓餅圖)
• 請購單 - 依料品與要求者明細表

10.8.3.2. 請購單 - 依要求者與供應商

「請購單 - 依要求者與供應商」報表可以讓您分析要求者建立之訂單上的數量百分比以及未結
金額百分比。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未結數量 - 依要求者 (圓餅圖)
• 含未結金額的訂單 - 依要求者 (圓餅圖)
• 請購單 - 依要求者與供應商

10.8.3.3. 請購單自助服務分析

「請購自助服務分析」報表可讓您完整掌握量表、圖形、圖表與表格上顯示的資訊。此報表將
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包含在委派請購單的累計視圖中。委派的請購單可以在要求者、
供應商、UNSPSC 代碼及料品層級上進行分析。此報表包含下列報表元件：

• 未結金額 - 依要求者 (量表)
• 未結數量 - 依料品 (水平長條圖)
• 訂單 - 依交易發起人 (圓餅圖)
• 訂購數量、未結數量 - 依分支 (水平長條圖)
• 未結數量 - 依分支 (圓餅圖)
• 未結數量 - 依 UNSPSC 代碼 (水平長條圖)
• 請購單分析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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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8. 請購單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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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適用專案成本計算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下列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1.1, 「One View 工作查詢 (P51220)」

11.1. One View 工作查詢 (P51220)
請從「工作成本查詢」(G5112) 選單存取「One View 工作查詢」(P51220)。您可以使用
「One View 工作查詢」程式詳細觀察專案的各種層面。「One View 工作查詢」程式會使用
「One View 工作查詢」業務視圖 (V51220)，該業務視圖包含「科目主檔」(F0901)、「業務
單位主檔」(F0006) 及「擴充工作主檔」(F5108) 的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專案資訊，包括針對
工作成本分類帳類型 (AA、AU、JA、JU、HA、HU、PA、PU) 以及取得的價值與在製品的計
算金額，從「帳戶結餘」檔案 (F0902) 取得的月累計、年累計及工作累計金額。可以透過帳戶
或業務單位種類代碼來產生其他報告。例如，您可以依公司組織及依負責的專案經理人員執行
報表。

11.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1.1.1.1. 顯示
1. 使用者定義分類帳 1
指定要用於「One View 工作查詢」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僅輸入金額分類帳 (xA)。金額
分類帳 (xA) 和單位分類帳 (xU) 都將顯示在「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 (P51220)
中。

2. 使用者定義分類帳 2
指定要用於「One View 工作查詢」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僅輸入金額分類帳 (xA)。金額
分類帳 (xA) 和單位分類帳 (xU) 都將顯示在「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 (P51220)
中。
3. 使用者定義分類帳 3
指定要用於「One View 工作查詢」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僅輸入金額分類帳 (xA)。金額
分類帳 (xA) 和單位分類帳 (xU) 都將顯示在「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 (P51220)
中。
4. 使用者定義分類帳 4
指定要用於「One View 工作查詢」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僅輸入金額分類帳 (xA)。金額
分類帳 (xA) 和單位分類帳 (xU) 都將顯示在「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 (P51220)
中。
5. 使用者定義分類帳 5
指定要用於「One View 工作查詢」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僅輸入金額分類帳 (xA)。金額
分類帳 (xA) 和單位分類帳 (xU) 都將顯示在「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 (P5122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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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 WIP
1. 輸入人力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自動分錄設定 (AAI) 代表人力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在製品」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1)。

2. 輸入人力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人力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2)。

3. 輸入物料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物料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3)。

4. 輸入物料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物料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4)。

5. 輸入用品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用品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5)。

6. 輸入用品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用品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6)。

7. 輸入轉包商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轉包商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7)。

8. 輸入轉包商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轉包商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8)。

9. 輸入其他費用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其他費用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09)。

10. 輸入其他費用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ST AAI 代表其他費用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ST10)。

11. 輸入已結帳收入帳戶 - 開始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CA AAI 代表已結帳收入帳戶的開始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CA01)。

12. 輸入已結帳收入帳戶 - 結束的 AAI
識別哪一個 JCCA AAI 代表已結帳收入帳戶的結束範圍。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JCCA02)。

13. 輸入轉移到 P 與 L 帳戶的收入的 AAI
識別哪一個 BS AAI 代表轉移到 P&L 的收入的帳戶。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BS1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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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輸入轉移到 P 與 L 帳戶的費用的 AAI
識別哪一個 BS AAI 代表轉移到 P&L 的費用的帳戶。此值用於 WIP 報告。輸入完整的 AAI
(亦即 BS1380)。

11.1.2. 特殊處理
專案財務資訊依月累計、年累計及工作累計進行累計。金額與單位資訊將針對下列分類帳類型
從「帳戶結餘」檔案 (F0902) 提取：AA/AU、JA/JU、PA/PU 與 HA/HU。在處理選項中，您還
可以指定最多五個要顯示的使用者定義分類帳類型。

11.1.2.1. 取得的價值計算
下表說明取得的價值計算方式：

欄名稱 計算

取得的價值 完成時的預算 * 完成百分比

成本差異 取得的價值 - AA 工作累計

成本績效指標 取得的價值 / AA 工作累計

時程差異 取得的價值 - JA 工作累計

時程績效指標 取得的價值 / JA 工作累計

完成時的預估值 完成時的預算 / 成本績效指標

到完成的預估值 完成時的預估值 - AA 工作累計

完成時的差異 完成時的預算 - 完成時的預估值

狀態 (成本績效指標 + 時程績效指標) / 2

單位成本 AA 工作累計 / AU 工作累計

完成時的預算 計畫單位工作累計總計 * 單位成本

11.1.2.2. 在製品資訊
對於 WIP (在製品) 資訊，帳戶報表的基礎是指定的 AAI：

帳戶 規格

人工費用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物料費用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用品費用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轉包商費用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其他費用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總費用 人工費用、物料費用、用品費用、轉包商費用及其他費用的總計

已結帳收入 如果帳戶在 AAI 範圍內，= AA 工作累計

收入 P 與 L 如果帳戶 = AAI 帳戶，= AA 工作累計

費用 P 與 L 如果帳戶 = AAI 帳戶，= AA 工作累計

淨在製品 總費用、已結帳收入、轉移到 P&L 的收入及轉移至 P&L 的費用的總
計

11.1.2.3. 人力單位分析報表
如果您要在「人力單位分析」報表中顯示相關資料，您可能要篩選特定人力帳戶，或者依計算
方法 (通常為 H 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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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 報表
「One View 工作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工作狀態
• 取得的價值
• 在製品
• 人力單位分析

11.1.3.1. 工作狀態
「工作狀態」報表可用來詳細觀察和專案相關的各種金額與單位，包括預算、實際值、未結供
貨與預期最終金額，以及使用者定義分類帳類型的金額與單位。此資訊可協助分析和比較一個
或一組工作的高階狀態與進度。

「工作狀態」報表包含這些報表元件：

• 預算與實際 - 依成本代碼 (長條圖)
• 實際金額 - 依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工作金額 - 依區域與工作樞紐分析表
• 詳細工作預算差異資料

11.1.3.2. 取得的價值
「取得的價值」報表可用來同時查看成本和時程資訊以檢測專案的狀況。此報表可告訴您，依
據至今完成的工作量，專案是否符合進度以及在預算內。

「取得的價值」報表包含這些報表元件：

• 狀態 - 依成本代碼 (量表)
• 取得的價值 - 依區域與工作樞紐分析表
• 取得的價值 - 依工作與成本代碼樞紐分析表
• 取得的價值 - 依工作表格

11.1.3.3. 在製品
「在製品」報表為依公司或依工作。它包含這些報表元件：

• 費用比較 (圓餅圖)
• 在製品 - 依公司與工作樞紐分析表
• WIP 明細表

9.1 版更新
「在製品詳細資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作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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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作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作狀態查詢 (P5120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12000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1.1.3.4. 人力單位分析

「人力單位分析」報表包含人力工資率、金額與單位的相關資訊。它包含這些報表元件：

• 人力工資率 - 依工作 (長條圖)
• 人力工資率 - 依區域 (長條圖)
• 前 10 個單位 - 依實際單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個單位 - 依預算單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個單位 - 依未結承諾單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個單位 - 依預期最終單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項金額 - 依實際金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項金額 - 依預算金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項金額 - 依未結承諾金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前 10 項金額 - 依預期最終金額中的成本代碼 (圓餅圖)
• 人力工資率明細 (表格)
• 人力金額與單位 (表格)

9.1 版更新

「人力金額與單位」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作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作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作狀態查詢 (P5120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12000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選取工作種類代碼 2 等於 240 (中北美) 時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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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人力單位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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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適用資本資產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討論可用於「資本資產管理」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並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
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2.2,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 (P13400)」
• 節 12.3, 「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 (P13500)」
• 節 12.4, 「One View 工單分析 (P13560)」
• 節 12.5, 「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 (P13570)」
• 節 12.6, 「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 (P13230)」

12.1. 資本資產管理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以下是可用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可在行動裝置上用來管理設備工單資訊：

• 管理我的工單 (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 建立設備工單 (平板電腦)

這些應用程式需要系統管理員進行組態，才能夠提供給個別使用者使用。請聯絡系統管理員以
決定這些應用程式是否可以提供使用。

此外，請參閱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行動企業應用程式導入手冊 中的下列主
題：

• 管理我的工單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 建立設備工單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12.2.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 (P13400)
請從「設備資訊」(G1311) 選單存取「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應用程式」(P13400)。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來分析設備處於特定狀態的狀態記錄。One View 設備狀
態查詢會對「設備資訊」業務視圖 (V13400) 使用「F1201/F1217 結合」，該業務視圖包含
「資產主檔」(F1201) 及「設備主檔延伸」檔案 (F1217)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
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的 63 個欄以及方格中與狀態資訊
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進行選擇，以分析設備的狀態歷史記錄。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依「製造商」、「父系
設備」、「產品型號」及「產品系列」進行的分析。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隨附提供許多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設備狀態分析 -
依製造商」、「設備狀態分析 - 依父系設備」、「設備狀態分析 - 依產品系列」、「設備狀態
分析 - 依產品型號」及「設備狀態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您的設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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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日期範圍內的特定狀態記錄分析。日期範圍分析的資訊包括：設備處於與不處於指定代狀
態的天數、處於與不處於該狀態的時間百分比、處於與不處於該狀態的次數、處於與不處於該
狀態的平均天數、該狀態間的平均天數 (處於介於兩個指定狀態之間之不同狀態的平均天數，
又稱為狀態的平均間隔時間)，以及達到該狀態的平均天數 (從該狀態的開始到下一次該狀態的
開始的平均天數)。

12.2.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12.2.2. 特殊處理

使用「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時，您必須選取狀態進行分析。

系統使用「日期範圍」在指定的期間內尋找狀態記錄。如果您輸入未來日期做為「日期範圍」
結束日期，將會假設目前狀態將會一直持續並成為該日期的狀態。如果您將結束日期保留空
白，分析將進行到今天的日期。

植入到方格中的記錄是針對「要分析的設備狀態」中表示的狀態，每項設備的狀態歷史記錄的
總合。每項設備有一個方格列。

狀態資訊則是來自「狀態記錄」檔案 (F1307) 記錄的彙總加上來自 F1201 與 F1217 的其他相
關資訊。

計算處於特定狀態的天數時，會將設備視為處於狀態歷史記錄的「開始日期」但不處於狀態歷
來記錄的「結束日期」。(設備不能同一天內處於兩種不同的狀態。)

12.2.3. 報表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產品系列
• 設備狀態分析 - 依製造商
•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父系設備
•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產品型號
• 設備狀態分析

12.2.3.1.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產品系列

使用此報表可依產品系列分析設備的狀態，藉以比較不同的設備產品系列，以查看哪些製造商
比其他製造商更可靠 (「可用」狀態)。這在進行採購決策時非常實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摘要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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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料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9.1 版更新

「明細 - 依產品系列」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設備主檔修訂 (P17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2.3.2. 設備狀態分析 - 依製造商

使用此報表可依製造商分析設備的狀態，並比較不同的設備製造商以查看哪些製造商比其他製
造商更可靠 (「可用」狀態)。這在進行採購決策時非常實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摘要 - 依製造商 (表格)
• 詳細資料 - 依製造商 (表格)

9.1 版更新

「明細 - 依製造商」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設備主檔修訂 (P17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2.3.3.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父系設備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依父系設備彙總的設備狀態，藉以在父系層級比較設備。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水平長條圖)



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 (P13400)

232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摘要 - 依父系設備 (表格)
• 詳細資料 - 依父系設備 (表格)

9.1 版更新

「明細 - 依父系設備」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設備主檔修訂 (P17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2.3.4. 設備狀態分析 - 依產品型號

使用此報表可依產品型號分析設備的狀態，並比較不同的產品型號以查看哪些製造商比其他製
造商更可靠 (「可用」狀態)。這在進行採購決策時非常實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 (水平長條圖)
• 摘要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詳細資料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9.1 版更新

「明細 - 依產品模型」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設備主檔修訂 (P17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2.3.5. 設備狀態分析

「設備狀態分析」報表是一種摘要報表，可依製造商、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及父系來顯示設備
的狀態分析。對於每項設備，將會顯示「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及「正常狀態
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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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依父系設備編號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 依父系設備編號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依製造商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 依製造商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與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以下是選取 12/15/2008 到 04/15/2011 做為日期範圍及設備狀態「AV、可用 - 在工作地點」進
行分析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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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1. 設備狀態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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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深入瞭解方格資料欄中顯示的 16 種計算，以下以某項特定設備的狀態記錄為例進行說
明。在「One View 設備狀態查詢」應用程式中，狀態歷史記錄會總計到一個單一方格列並以
這些 16 個計算資料欄進行彙總，同時考量要分析的狀態及分析的時間範圍，如標頭中所表
示。

在下列範例中，將分析 9/01/2011 到 10/07/2011。在此期間，設備曾處於多種不同狀態。首
先，您必須瞭解要分析的天數。亦即 10/07/2011 減 9/01/2011 或 37 天。

(1) 總天數 = 37

分析的日期範圍：9/1/2011 至 10/7/2011

狀態 狀態開始日期 狀態結束日期 正常狀態的天數

AV 10/2/2011 OPEN 6

DN 9/30/2011 10/2/2011 2

AV 9/26/2011 9/30/2011 4

DN 9/24/2011 9/26/2011 2

AV 9/18/2011 9/24/2011 6

SB 9/16/2011 9/18/2011 2

DN 9/13/2011 9/16/2011 3

AV 9/5/2011 9/13/2011 8

SB 9/3/2011 9/5/2011 2

1S 9/1/2011 9/3/2011 2

如果這些狀態變更顯示成時間線，則看起來如以下所示，其中線中的每一點以 A、B、C … K
表示，數字則代表設備處於該狀態的天數：

若要分析「AV - 可用」狀態，您首先必須將狀態/時間區段分成兩個部分：正常狀態 (AV) 區段
和非正常狀態連續區段。以下是其圖解，其中「正常狀態」區段以綠色顯示，「非正常狀態」
連續區段以灰色顯示：

您可以看到，在總計 24 天 (8 + 6 + 4 + 6) 的分析期間，設備曾四次進入 AV 狀態。

(2) 狀態發生次數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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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正常狀態的區段數 = 4

(4) 非正常狀態的區段數 = 4

(5) 正常狀態的總天數 = (8+6+4+6) = 24

備註:

在大部分情況下，「狀態發生次數」和「正常狀態的區段數」相同。從技術角度看，「狀態發生次數」就
是「設備狀態記錄」的記錄筆數，其中狀態等於正在進行分析的狀態，「正常狀態的區段數」則是連續的
區段數，其中歷史記錄狀態等於正在進行分析的狀態。

它亦曾 4 次在非 AV 狀態，共 13 天 (2 + 2 + 3 + 2 + 2 + 2)。

(6) 非正常狀態的總天數 = (2+2+3+2+2+2) = 13

您也可以輕易計算設備在 AV 狀態與非 AV 狀態的平均天數。這是正常狀態 (或非正常狀態) 該
狀態的總天數除以區段數而得的值。在此範例中：

(7) 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 24/4 = 6

(8) 非正常狀態的平均天數 = 13/4 = 3.3

您知道正常狀態及非正常狀態的天數後，即可以輕易計算出正常狀態的百分比和非正常狀態的
百分比。您只要將天數除以分析總天數即可，在本例中為 37。

(9) 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24/37 或 65%

(10) 非正常狀態的天數百分比 = 13/37 或 35%

先前的圖顯示，有三個區段是前後為 AV 狀態的區段。這些區段分別為 DF、GH 和 IJ。若要計
算「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請將三個區段的天數加總再除以三，即出現前後為 AV 狀
態的區段數。

(11) 前後為正常區段的區段數 = 3

(12)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天數 = (3 + 2 + 2 + 2) = 9

(13) 正常狀態間的間隔平均天數 = 9/3 = 3

最後，您必須計算「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這樣可以測量設備達到狀態需花費的平
均天數 (範例中為「AV - 可用」)。在我們的範例中，它進入 AV 狀態四次。

• 在分析期間，第一次用了四天才進入 AV (A 點至 C 點，或 2 + 2 = 4 天)。
• 下一次進入 AV 狀態是在 F 點，而且需要 13 天 (C 點至 F 點，8 + 3 + 2 = 13 天)。
• 第三次則是八天 (F 點至 H 點，6 + 2 = 8 天)。
• 在分析期間最後一次進入 AV 狀態花了六天 (H 點至 J 點，4 + 2 = 6 天)。

將這些天數加總再除以進入 AV 狀態的次數可以得到：

(14) 達到正常狀態的區段 = 4

(15)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總天數 = (4 + 13 + 8 + 6)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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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達到正常狀態所需的平均天數 = 31/4 = 7.8

12.3. 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 (P13500)
請從「設備資訊」(G1311) 選單存取「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應用程式 (P1350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來分析已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執照和許可證及清
點指定時間的執照/許可證更新費用總金額。「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會對「One
View 設備許可證資訊」業務視圖 (V1206B) 使用「F1201/F1217/F1206 結合」，該業務視圖
包含 F1201、F1217 及「設備執照主檔」(F1206)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
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超過 64 的資料欄的業務視圖中進行選擇，以分析設
備的已到期和即將到期的執照/許可證資訊。除了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設備執照/許
可證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依狀態、發證機構、產品系列和位置進行
的分析。報表也可以是針對指定時間期間進行，該期間可以是早些時候，例如在已到期執照/許
可證，也可以是未來，例如在即將到期執照/許可證。此資訊對組織規劃執照/許可證費用的預
算及相關證照更新作業非常有用。

「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隨附提供一個預先定義的報表。此報表就是「即將到期/已
到期設備執照與許可證分析」。透過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相關設備執照與許可證的更
新費用在某個指定期間 (過去或未來) 依州/省、核發機構、產品系列和位置進行彙總的分析。

12.3.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12.3.2. 特殊處理

使用「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時，您必須輸入要進行分析的天數。

您也可以指出是否要分析「超過天數」(針對到期執照/許可證)、「尚餘天數」(針對即將到期執
照/許可證) 或兩者。

顯示在方格中的記錄是 F1206 中其「執照更新日期」符合標頭分析準則的記錄。

12.3.3. 報表

「即將到期/已到期設備執照與許可證分析」報表是「One View 設備執照/許可證查詢」應用程
式隨附提供的報表。

12.3.3.1. 即將到期/已到期設備執照與許可證分析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設備執照與許可證關聯的更新費用、依州/省清點、核發機構、產品系列和
位置。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依州/省 (表格)
• 依核發機構 (表格)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依位置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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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設備主檔修訂 (P170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0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使用此準則產生的報表：

• 要分析的天數 = 5000
• 今天的日期 = 2011 年 9 月 29 日
• 已選取「超過天數」核取方塊。
• 已選取「尚餘天數」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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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2. 即將到期/已到期設備執照與許可證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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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One View 工單分析 (P13560)
對於設備工單，請從「工單」(G1316) 選單存取「One View 工單分析」應用程式 (P13560)；
對於服務工單，則請從「日常工單處理」(G1712) 選單存取。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工單分
析」來分析帳齡、進貨與完成比例、計數及即時性等測量值。「One View 工單分析」會使用
「One View 工單分析」業務視圖 (V13550)，該業務視圖包含「工單主檔」(F4801)、「工單
主檔標誌」檔案 (F4801T) 及「單據類型主檔」(F40039)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
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106 個欄以及方格中與其他
工單分析資訊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進行選擇，來分析您的工單。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
「One View 工單分析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和主要工單評量值相關
的分析，例如計數或狀態、完成工單的即時性、預估與實際成本及工時及工單帳齡。

「One View 工單分析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工單帳齡」(明
細版本與摘要版本)、「工單完成及時性」(明細版本與摘要版本)、「工單預估與實際成本」(明
細版本與摘要版本)、「工單預估與實際工時」(明細版本與摘要版本)、「工單負載 - 依受指派
人」、「工單負載 - 依故障」、「工單統計」(明細版本與摘要版本) 及「工單評量分析」。透
過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工單的各種測量值分析，例如帳齡、完成及時性、建立
工單的費率 (負載)、已排定與已完成，以及預估與實際成本及工時的比較和其他主要工單評量
值。

12.4.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2.4.1.1. 處理程序
1. 工單帳齡基準
指定計算「工單帳齡」時使用的工單日期。

值為：

01：訂購日期

02：計畫開始日期

2. 工單類型
指定當您搜尋有效工單時系統傳回的工單類型。

值為：

1：服務

2：設備

3. 預設期間定義
指定進行期間分析時的預設期間類型。

值為：

1：週

2：月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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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僅包含具有未結供貨的工單
指定決定是否僅顯示具有未結供貨的工單的預設值。

值為：

空白： 否

1：是

12.4.2. 特殊處理
您必須在處理選項指定您要處理的工單類型，可以是設備工單或服務工單。一次只能分析一種
類型。

此外，您還必須在處理選項上指定計算工單帳齡 (「工單帳齡基準」) 時使用的日期，可以是
「訂購日期」或「計畫開始日期」。

對於「負載」報表，工單是以過去 13 個期間進行分析，而且今天的日期是在第 13 個期間內。
您可以選取期間為週、月或年。有一個處理選項可設定預設期間類型。例如，您可以依過去 12
週加上本週來分析工單以產生負載報表。

標頭中有一個核取方塊 (以及一個設定預設設定的處理選項)，可用來只顯示具有未結庫存供貨
的工單。這在分析等候料件之工單的分析工單類型、其帳齡或相關成本時非常有用。

儘管各種隨附提供的報表已經指定準則，但所有報表的「資料模型」都有大量可用的欄位，可
輕易將現有報表修改成依據其他準則進行分析。由於此模組可用於設備和服務工單，因此即使
是相同報表，每個工單類型的必要準則可能完全不同。

12.4.3. 報表
「One View 工單分析」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帳齡 - 明細
• 帳齡 - 摘要
• 完成及時性 - 明細
• 完成及時性 - 摘要
•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明細
•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摘要
• 預估與實際工時 - 明細
• 預估與實際工時 - 摘要
• 負載 - 依受指派人
• 負載 - 依故障
• 統計 - 明細
• 統計 - 摘要
• 工單評量分析

12.4.3.1. 帳齡 - 明細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工單的帳齡。工單帳齡可以透過設定處理選項以使用「訂購日期」(建立工
單的日期) 或「計畫開始日期」(在「計畫開始日期」之前查看工單已在何時善妥建立非常方便)
來決定。工單帳齡的計算方法為比較「工單帳齡基準」日期和今天的日期 (對於未結工單)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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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工單帳齡基準」日期和「實際完成日期」(對於完成的工單)。詳細帳齡報表會強調顯示
個別工單。

工單帳齡以天數計算並分類成四種集計：0-30 天、31-90 天、大於 90 天，以及尚無帳齡，如
果排定在未來期間開始而且您使用「計畫開始日期」進行分析的話。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帳齡最長的前 10 項工單 (水平長條圖)
• 工單帳齡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工單平均帳齡 - 依工單類型 - (依主管顯示多個長條圖)
• 工單平均帳齡 - 依主管 - (依業務單位顯示多個長條圖)
• 包含「業務單位」、「主管」和「工單類型」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12.4.3.2. 帳齡 - 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工單的帳齡。工單帳齡可以透過設定處理選項以使用「訂購日期」(建立工
單的日期) 或「計畫開始日期」(在「計畫開始日期」之前查看工單已在何時善妥建立非常方便)
來決定。工單帳齡的計算方法為比較「工單帳齡基準」日期和今天的日期 (對於未結工單) 以及
比較「工單帳齡基準」日期和「實際完成日期」(對於完成的工單)。摘要帳齡報表可顯示依工
單類型、主管及業務單位進行的分析。

工單帳齡以天數計算並分類成四種集計：0-30 天、31-90 天、大於 90 天，以及尚無帳齡，如
果排定在未來期間開始而且您使用「計畫開始日期」進行分析的話。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帳齡分佈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帳齡分佈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帳齡分佈 - 依主管 (水平長條圖)
• 帳齡分佈 - 依主管 (表格)
• 帳齡分佈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帳齡分佈 - 依業務單位 (表格)
• 平均帳齡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帳齡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平均帳齡 - 依主管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帳齡 - 依主管 (表格)
• 平均帳齡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帳齡 - 依業務單位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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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工單帳齡 (量表)
• 工單帳齡 (依業務單位、主管、工單類型) (表格)

12.4.3.3. 完成及時性 - 明細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工單的完工及時性。將會分析工單提早或延後完成的天數。將會比較工單的
「計畫完成日期」和「實際完成日期」。明細版本強調顯示個別工單。

工單即時性分為四種集計並計算：準時完成或提前、延遲完成達一個月、延遲完成超過一個
月，或者無 (此情況為「計畫完成日期」或「實際完成日期」為空白，一如在未結工單中那
樣)。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延遲完成的前 10 個工單 (水平長條圖)
• 工單完成及時性 (表格)
• 「客戶」、「主要技師」及「受指派人」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12.4.3.4. 完成及時性 - 摘要
使用此報表分析工單的完工及時性。將會分析工單提早或延後完成的天數。將會比較工單的
「計畫完成日期」和「實際完成日期」。摘要版本顯示依工單類型、主管及業務單位進行的分
析。

工單即時性分為四種集計並計算：準時完成或提前、延遲完成達一個月、延遲完成超過一個
月，或者無 (此情況為「計畫完成日期」或「實際完成日期」為空白，一如在未結工單中那
樣)。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受指派人 (表格)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主要技師 (水平長條圖)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主要技師 (表格)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完成所需平均天數 - 依客戶 (表格)
•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受指派人 (表格)
•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主要技師 (水平長條圖)
•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主要技師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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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完成及時性分佈 - 依客戶 (表格)
• 工單完成及時性 (依客戶、主要技師、受指派人) (表格)

12.4.3.5.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明細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工單關聯的成本：物料、人力、其他及總成本。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成本及
其差異 (預估少於實際)。明細版本會強調顯示個別的工單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成本差異 - 依合約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差異 - 依合約 (表格)
• 總成本差異 - 依地點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差異 - 依地點 (表格)
• 總成本差異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差異 - 依客戶 (表格)
• 10 項最昂貴的工單 (成本) (水平長條圖)
• 預估與實際成本 - 總計 (表格)
•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明細 (表格)

9.1 版更新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12.4.3.6. 預估與實際成本 - 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工單關聯的成本：物料、人力、其他及總成本。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成本及
其差異 (預估少於實際)。摘要版本顯示依合約、地點及客戶分組彙總的成本。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總成本差異 - 依合約 (水平長條圖)
• 平均總成本差異 - 依地點 (水平長條圖)
• 平均總成本差異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工單成本 (量表)
• 平均預估與實際成本 - 總計 (表格)
• 平均預估與實際成本 - 明細 (表格)

12.4.3.7. 預估與實際工時 - 明細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工單關聯的工時：工時和停機時數。此報表可讓您分析工時及其差異 (預
估少於實際)。明細版本會強調顯示個別的工單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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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時數差異 - 依故障 (水平長條圖)
• 總時數差異 - 依故障 (表格)
• 總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總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總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總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故障 (水平長條圖)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故障 (表格)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總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預估與實際工時 (表格)

9.1 版更新
「預估與實際工時」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12.4.3.8. 預估與實際工時 - 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工單關聯的工時：工時和停機時數。此報表可讓您分析工時及其差異 (預
估少於實際)。摘要版本顯示依故障、產品型號及產品系列分組彙總的時數。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時數差異 - 依故障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停機時數差異 - 依故障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停機時數差異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預估與實際工時 (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問題) (表格)

12.4.3.9. 負載 - 依受指派人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建立工單的費率 (以 「訂購日期」為基礎的進貨費率)、排定狀況 (以「計畫
開始日期」為基礎的計畫比例) 及完成狀況 (以「實際完成日期」為基礎的完成比例)。此資訊
是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及受指派人 (工程師) 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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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決定要分析哪一個期間的工單比率。分析一律針對過去 13 個期間且第 13 個期間為目前
期間進行。您要選取是否依週、月或年進行分析。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進貨工單負載 (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受指派人) (表格)
• 期間的進貨負載 - 依受指派人 (線條圖)
• 計畫工單負載 (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受指派人) (表格)
• 期間的計畫負載 - 依受指派人 (線條圖)
• 完成的工單負載 (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受指派人) (表格)
• 期間的完成負載 - 依受指派人 (線條圖)
• 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所有工單在期間中的平均負載 (水平長條圖)
• 「產品系列」、「工單類型」及「受指派人」說明的參照檔案

12.4.3.10. 負載 - 依故障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建立工單的費率 (以 「訂購日期」為基礎的進貨費率)、排定狀況 (以「計畫
開始日期」為基礎的計畫比例) 及完成狀況 (以「實際完成日期」為基礎的完成比例)。此資訊
是依工單類型、設備編號及故障進行分析。

您可以決定要分析哪一個期間的工單比率。分析一律針對過去 13 個期間且第 13 個期間為目前
期間進行。您要選取是否依週、月或年進行分析。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進貨工單負載 (依工單類型、設備編號、故障) (表格)
• 各期間的進貨負載 - 依故障 (線條圖)
• 計畫工單負載 (依工單類型、設備編號、故障) (表格)
• 各期間的計畫負載 - 依故障 (線條圖)
• 完成的工單負載 (依工單類型、設備編號、故障) (表格)
• 各期間完成的負載 - 依故障 (線條圖)
• 各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故障 (水平長條圖)
• 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設備 (水平長條圖)
• 各期間的平均負載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所有工單在期間中的平均負載 (水平長條圖)
• 「設備」與「工單類型」說明的參照檔案

12.4.3.11. 統計 - 明細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工單的各種關鍵評量值。工單將依工單類型、產品型號及產品系列進行分
析。評量值包括：工單總成本、計數、實際工時與實際停機時數、訂購日期、計畫開始日期，
以及實際完成日期、完成百分比和工單帳齡。明細版本強調顯示個別工單。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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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成本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總成本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總成本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總成本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工單數 - 依工單類型 (圓餅圖)
• 工單數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工單數 - 依產品型號 (圓餅圖)
• 工單數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工單數 - 依產品系列 (圓餅圖)
• 工單數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工單統計 (表格)

9.1 版更新
「工單統計」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12.4.3.12. 統計 - 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工單的各種關鍵評量值。工單將依工單類型、產品型號及產品系列進行分
析。評量值包括：工單總成本、計數、實際工時與實際停機時數、訂購日期、計畫開始日期，
以及實際完成日期、完成百分比和工單帳齡。摘要版本顯示依工單類型、產品系列及產品型號
進行的彙總。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總成本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總成本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平均總成本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平均總成本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平均總成本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平均總成本 - 依產品系列 (表格)
• 各工單平均實際工時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各工單平均實際工時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各工單平均實際停機時數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各工單平均實際停機時數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平均完成百分比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完成百分比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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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帳齡 - 依工單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帳齡 - 依工單類型 (表格)
• 工單統計 (依產品系列、產品型號、工單類型) (表格)
• 工單狀態 - 依工單類型 (工單計數) (圓餅圖)
• 工單狀態 - 依工單類型 (工單計數) (依工單類型、工單狀態) (表格)

12.4.3.13. 工單評量分析
此報表提供一些來自其他報表的關鍵評量值。以下評量值依「業務單位」以圖形呈現：平均工
單帳齡 (天數)、工單類型、進貨、計畫與完成工單比例、完成所需平均天數，及預估與實際總
成本及成本差異。在報表的結尾依「業務單位」、「主管」及「主要技師」以表格式畫面格式
呈現個別工單評量值。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帳齡 - 依業務單位 (量表)
• 工單類型細分 - 依業務單位 (圓餅圖)
• 進貨工單比例 (線條圖)
• 計畫工單比例 (線條圖)
• 完成工單比例 (線條圖)
• 工單完成天數 - 依業務單位 (量表)
• 完成工單所需平均天數 (表格)
• 預估與實際工單成本 (水平長條圖)
• 差異 (預估 - 實際) (水平長條圖)
• 工單 - 依業務單位 (多個表格)
• 工單 - 依主管 (多個表格)
• 工單 - 依主要技師 (多個表格)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工單修訂 (P17714)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7714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3

以下是使用此準則產生的報表：

• 工單類型 = 服務工單 (處理選項)
• 工單帳齡基準 = 計畫開始日期 (處理選項)
• 未選取「僅顯示具有未結供貨的工單」核取方塊。
• 要分析的期間類型 = 月
• 業務單位 = M30 (東部生產中心)、S30 (LM 服務中心) 及 200 (製造/經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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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3. 工單評量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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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 (P13570)
從「工廠與設備維護 (G1315)」選單存取「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應用程式 (P1357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來分析已完成、近期和逾期預防性維護。「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會使用「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F1201-F1217-F1207) 業務視圖
(V13570A)，該業務視圖包含「資產主檔」(F1201)、「設備主檔延伸」檔案 (F1217) 及「維護
時程表」檔案 (F1207)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
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的 95 個欄以及方格中與預防性維護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進行選擇，
以分析設備的預防性維護資訊。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
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已完成預防性維護、近期預防性維護、逾期預防性維
護及計畫與實際預防性維護的分析。「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為針對使用者指定的日期範圍進行
分析。您可以選擇是否包括已完成的預防性維護、未結的預防性維護或已取消的預防性維護。

「One View 預防性維護」隨附提供五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已完成預防性維
護」、「近期預防性維護」、「逾期預防性維護」、「預防性維護 - 計畫與實際」及「預防性
維護關鍵評量分析」。透過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到期百分比」、「服務間隔天
數」、「履行百分比」(實際預防性維護遵照計畫維護時程表程度的測量值)、到計畫日期尚餘
天數 (逾期的測量值) 以及「預防性維護計數」。

12.5.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12.5.2. 特殊處理

使用「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時，請記住下列事項：

• 若要分析已完成的「預防性維護」，您必須在標頭指定日期範圍。
• 您可以選取使用標頭中的核取方塊來包含已完成的預防性維護、未結的預防性維護或已取消

的預防性維護。
• 顯示在方格中的記錄是 F1207 中符合您篩選準則的記錄。

12.5.3. 報表

「One View 預防性維護分析」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 近期預防性維護
• 逾期預防性維護
• 計畫與實際
• 預防性維護關鍵評量分析

12.5.3.1.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相關資訊。「已完成預防性維護」指具有「完成日期」欄
位中的日期且「狀態」為 "99" 的預防性維護資訊包括「服務間隔天數」(這是「完成日期」減
去「最後完成日期」算起的天數)、「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
受指派人」(技術員)、「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地點」以及「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設備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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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各服務類型的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 依設備 (表格)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受指派人 (表格)
• 各服務類型的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 依受指派人 (依受指派人、服務類型) (表格)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地點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地點 (表格)
• 各地點的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 依受指派人 (依地點、服務類型) (表格)
• 設備的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服務類型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服務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預防性維護積壓訂單 (P1207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207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5.3.2. 近期預防性維護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近期或未結預防性維護相關資訊。「近期預防性維護」指未取消或未完成的
預防性維護 (狀態不等於 ”99” 或 ”98”)。資訊包括依「地點」、「服務類型」與「受指派人」
(技術員) 計數、「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地點與服務類型」。另外還有列表化呈現的近期「預防
性維護 - 依服務類型和設備」，其中包含「到計畫日期尚餘天數」(負數時為逾期天數的測量
值) 和「到期百分比」以及其他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地點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地點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地點 (依地點、服務類型/說明)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受指派人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近期預防性維護 - 依設備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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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服務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預防性維護積壓訂單 (P1207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207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5.3.3. 逾期預防性維護

此報表和「近期預防性維護」的報表完全相同，但差異點在於此報表僅包含到期百分比大於
100% 的未結預防性維護。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地點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地點 (表格)
• 逾期預防性維護 - 依地點 (依地點、服務類型/說明) (表格)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受指派人 (表格)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逾期預防性維護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 - 依服務類型 (表格)
• 逾期預防性維護 - 依設備 (表格)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服務類型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設備編號，服務類型

呼叫的應用程式 預防性維護積壓訂單 (P1207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207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2.5.3.4. 計畫與實際

此報表提供和履行百分比概念相關的資訊。履行百分比指相較於計畫，您執行預防性維護中表
示的服務的頻率測量值。舉例來說，如果您計畫一年有四次完全輪替但實際僅執行三次，則您
的履行百分比為 75%。報告內容為履行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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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預防性維護履行平均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預防性維護履行摘要 (依服務類型/說明、頻率指標、服務天數) (表格)

12.5.3.5. 預防性維護關鍵評量分析

此報表為其他預防性維護報表的重要資訊彙總。此報表還可呈現已完成、近期和逾期預防性維
護之間「平均到期百分比」和「預防性維護 - 依服務類型」計數的比較。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的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平均到期百分比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已完成的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近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預防性維護數 - 依服務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預防性維護摘要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 (依服務類型/說明、頻率指標/說明、服務天數) (表格)
• 預防性維護摘要 - 近期預防性維護 (依服務類型/說明、頻率指標/說明、服務天數) (表格)
• 預防性維護摘要 - 逾期預防性維護 (依服務類型/說明、頻率指標/說明、服務天數) (表格)

以下是使用此準則產生的報表：

• 已完成預防性維護分析日期 = 01/01/2008 至 12/31/2009
• 已選取「包含已完成預防性維護」核取方塊。
• 已選取「包含未結預防性維護」核取方塊。
• 已選取「包含取消的預防性維護」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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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4. 預防性維護關鍵評量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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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 (P13230)
請從「設備位置追蹤」(G1314) 選單選取「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P13230)。您可以使
用「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來分析位於特定位置的設備及某項特定設備的位置。「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會使用「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F1201-F1217-F1204) 業務視圖
(V13230)，該業務視圖包含 F1201、「設備主檔延伸」檔案 (F1217) 及「位置追蹤」檔案
(F1204)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
業務視圖中超過 200 個的資料欄以及和位置資訊相關方格中的其他計算資料欄 (例如「位於位
置的天數」) 進行選擇，來進行下列分析：設備 - 依位置、位置 - 依設備、設備狀態分佈 - 依位
置，以及設備位置狀態分佈 - 依設備。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設備位置查
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依「產品型號」、「產品系列」、「種類代碼」
及依狀態進行的分析，以及分析目前或歷來設備位置資訊。

「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位置 - 依設
備」、「設備 - 依位置」、「設備狀態記錄 - 依位置」及「設備位置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
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設備在指定的時間範圍內位於各種位置的記錄以及設備在每個位置的狀
態。您可以依位置、設備、狀態、產品系列及產品型號執行分析。分析的資訊包括設備位於每
個位置的天數、設備位於特定位置的天數，以及處於每個位置的平均天數。您可以選擇只包含
目前設備位置資訊、只包含歷來設備位置資訊，或者兩個。

12.6.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處理選項。

12.6.2. 特殊處理
使用「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時：

• 未來的計畫 (P) 位置不會包含在「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中。只會包含目前 (C) 和歷來
(H) F1204 記錄。

• 如果未指定，「位置分析日期範圍」將使用未結的開始日期以及將今天日期做為結束日期。
「今天的日期」是您可以進行分析的最大值。

• 顯示在方格中的記錄是個別的 F1204 記錄以及來自 F1201 與 F1217 的其他相關資訊。
• 「位於位置的天數」計算是以個別 F1204 記錄的分析開始和結束日期為基礎，因為它不同於

「標頭分析日期範圍」。
• 「記錄分析開始日期」等於在後的記錄的「開始日期」或標頭的「分析開始日期」。

「記錄分析結束日期」等於在前的記錄的「結束日期」或標頭中的「分析結束日期」。不
過，如果沒有記錄「結束日期」，將會使用標頭中的「分析結束日期」。

位於儲位的天數 = [記錄的分析結束日期 + 1] 減 [記錄的分析開始日期]。例外情況為「記錄
的分析結束日期」等於「記錄的結束日期」，在此情況下為 [記錄的分析結束日期] 減 [記錄
的分析開始日期]。

12.6.3. 報表
「One View 設備位置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位置 - 依設備
• 設備 - 依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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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狀態記錄 - 依位置
• 設備位置分析

12.6.3.1. 位置 - 依設備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置於每個位置的設備以及比較各個位置。分析是依「產品系列」和依「產品
型號」進行。此報表還會針對每個「產品系列」及每個「產品型號」顯示設備所在位置。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產品系列的總設備天數 - 依位置 (水平長條圖)
• 產品型號的總設備天數 - 依位置 (水平長條圖)
• 設備產品系列/型號 - 依位置 (表格)
• 各位置的總天數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各位置的總天數 - 依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設備產品系列/型號 - 依位置 (表格)

12.6.3.2. 設備 - 依位置

此報表針對每個位置顯示在該位置最久的裝置以及每個位置的平均裝置天數。「設備天數」為
某項設備位於位置的天數。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項設備位於位置的天數 (水平長條圖)
• 個別設備編號 (表格)
• 設備平均天數 - 依位置 (量表)
• 設備 - 依位置詳細資料 (表格)

12.6.3.3. 設備狀態記錄 - 依位置

此報表顯示某項設備在某個時刻及某個特定位置的各種狀態以及在該狀態的時間長度。此報表
還會顯示每個狀態的位置分佈狀況，以查看裝置在哪些位置有最多的特定狀態。所呈報的狀態
在位置記錄在記錄狀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設備狀態分佈 - 依位置 (圓餅圖)
• 設備狀態分佈 - 依位置 (表格)
• 設備位置分佈 - 依狀態 (圓餅圖)
• 設備平均天數 - 依狀態 (量表)
• 設備位置分佈 - 依狀態 (表格)

12.6.3.4. 設備位置分析

「設備位置分析」是一種摘要報表，顯示前述三個報表的關鍵評量值。它會顯示針對每個位置
依「產品型號」和依「狀態」進行分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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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總設備天數 - 依各產品型號的位置 (水平長條圖)
• 位置 - 依產品型號 (表格)
• 總設備天數 - 依各位置的產品型號 (水平長條圖)
• 產品型號 - 依位置 (表格)
• 設備平均天數 - 依位置 (量表)
• 設備狀態記錄 - 依位置摘要 (表格)
• 設備平均天數 - 依設備狀態 (量表)
• 設備位置記錄 - 依狀態摘要 (表格)

以下是使用此準則產生的報表：

• 位置分析日期範圍 = 未結到 10/12/2011
• 已選取「包含目前位置記錄」核取方塊。
• 已選取「包含歷來位置記錄」。
• 進階查詢設定為位置 = SHOP、YARD、M30 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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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5. 設備位置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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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適用製造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3.1, 「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 (P48270)」
• 節 13.2, 「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 (P48280)」
• 節 13.3, 「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 (P48290)」

13.1. 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 (P48270)
請從「定期功能 - 離散式」(G3121) 選單存取「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應用
程式 (P4827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來分析已結案工單的成
本差異。「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
(F4801、F3102、F3111) 業務視圖 (V48270A)，該業務視圖包含「工單主檔」檔案 (F4801)、
「生產成本」檔案 (F3102) 及「工單用料表」檔案 (F3111) 的資料欄。它還使用「工單途程」
檔案 (F3112) 來提取其他資訊。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
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235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來依料品分析您的工單。您也可以依分
支、優先順序、日期、數量及成本類型進行篩選。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例包括成本分析 - 依經理人員、主管、
供應商、種類代碼、金額及差異。

「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計算的實際差
異」、「計算的工程差異」、「計算的計畫差異」及「計算的差異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供
的報表，您可以依工單查看何處發生所定義的差異。您可以查看「在製品」或「完成工單」差
異。「計算的差異分析」互動式報表可讓您依分支、料品和成本類型比較不同類型的差異。

13.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3.1.1.1. 處理

1. 執行主計量單位數量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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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異標誌
指定是否對「資料選擇」使用「差異標誌」。

值為：

空白：工單已開啟，尚未執行「製造會計」。

1：已經對其執行「製造會計」的工單。

2：「已計算核准差異」的工單。

3：已結案且已執行差異的工單。

4：「精簡異動」已關閉。
3. 顯示途程資訊 (F3112)
指定是否在方格上顯示「工單途程資訊」(F3112)。

值為：

空白：不要顯示「工單途程資訊」(F3112)

1：在方格上顯示「工單途程資訊」。

13.1.2. 特殊處理

使用此處理選項可依序號顯示主計量單位轉換和途程資訊 (如有必要)。

您也可以選取差異標誌，以做為處理選項中的資料選擇。不過，建議您設定「差異標誌 = 3」
以取得最佳結果。

13.1.3. 報表

「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計算的實際差異
• 計算的工程差異
• 計算的計畫差異
• 計算的差異分析

13.1.3.1. 計算的實際差異

此報表提供存在於每個分支或料品/分支組合的計畫成本與實際成本之間的實際差異。此報表還
顯示工單明細以及差異細分 (依據成本類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大於零的計算實際差異 - 依分支 (圓餅圖)
• 大於零的計算實際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小於零的計算實際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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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的實際差異 (表格)

9.1 版更新

「計算的實際差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成本查詢 (P3102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02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1.3.2. 計算的工程差異

此報表提供存在於每個分支或料品/分支組合的凍結成本與目前成本之間的工程差異。此報表還
顯示工單明細以及差異細分 (依據成本類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工程差異 - 依分支
• 大於零的工程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小於零的工程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工程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計算的工程差異 - 依分支 (表格)

9.1 版更新

「計算的工程差異 - 依分支」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成本查詢 (P3102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02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1.3.3. 計算的計畫差異

此報表提供存在於每個分支或料品/分支組合的目前成本與計畫成本之間的計畫差異。此報表還
顯示工單明細以及差異細分 (依據成本類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計算的計畫差異 - 依分支 (圓餅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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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零的計算計畫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計算的計畫差異 (表格)

9.1 版更新

「計算的計畫差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成本查詢 (P3102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02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1.3.4. 計算的差異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深度分析各分支間差異。此互動式報表提供透過依分支及料品/分支進行篩選，可
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圖形及表格中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淨差異排名 - 依分支/工廠與料號 (量表)
• 計算的工程差異 - 依料品/分支 (圓餅圖)
• 計算的計畫差異 - 依料品/分支 (圓餅圖)
• 計算的實際差異 - 依料品/分支 (圓餅圖)
• 計算的淨差異 - 依料品/分支 (圓餅圖)
• 所有的計算差異 (極性圖)
• 工程/計畫/實際差異 - 依分支 (水平長條圖)
• 計算的計畫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計算的實際差異 - 依料品/分支 (長條圖)
• 計算的實際差異 (表格)

9.1 版更新

「計算的實際差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成本查詢 (P3102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02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使用公司、分支與工單日期的資料選擇，以便將資料限制為可管理的記錄筆數所產生的
報表。



One View 工單成本分析查詢 (P48270)

第 13 章 適用製造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263

圖 13.1. 製造計算差異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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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 (P48280)
請從「每日工單準備 - 離散式製造」(G3111) 選單存取「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應用程
式 (P4828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來依機器狀態分析未結工單。「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會使用「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F4801、F4801T、F3112) 業務視圖
(V48280)，該業務視圖包含 F4801、「工單主檔標籤檔」(F4801T)、F3112 及「單據類型主
檔」(F40039) 的資料欄。還會使用「工單用料表」(F3111) 以提取資訊。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
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165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
來分析您的未結工單 (例如，依使用者定義期間、分支及工作中心)。您也可以依工單號碼、工
單狀態、父系料品、日期、數量、工作中心/機器/人力/準備進行篩選)。

除了一些隨附提供的報表外，「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還可提供各種用途的報表。部分範
例包括「未結工單 - 依類別」、「未結工單 - 依未計人力/報廢」、「未結工單 - 依經理人員/主
管」及「未結工單 - 依提示訊息」。

「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未結工單 - 依料
號」、「未結工單 - 依作業順序」、「未結工單 - 依工作中心」及「未結工單人力 - 依作業狀
態分析」。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依分支、工作中心或料品查看人力分攤狀況。您
也可以查看已經完成的部分，以及待完成的數量。「未結工單人力 - 依作業狀態分析」互動式
報表可提供相同資料但依分支、料品、狀態、工作中心及訂單號碼細分的多重檢視，因此能夠
以更寬廣的角度檢視您的人力。

13.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3.2.1.1. 處理

1. 數量計算
指定系統是否從剩餘數量減去報廢數量。

值為：

空白：在剩餘數量中包含報廢數量。

1：從剩餘數量減法報廢數量。
2. 主計量單位轉換
指定是否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如果略過此處理，所有「主計量單位訂
單數量」方格欄都會隱藏。

值為：

空白：不要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1：將「訂單數量」轉換成「主計量單位」。
3. 每一期間使用的天數
指定用於每個「顯示期間」的天數。預設值是 30 天。
4. 要顯示的天數上限
指定要用於顯示的天數上限。預設值為 12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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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用於計算「天數上限」的「開始日期」或「要求日期」。
指定要做為計算「天數上限」開始日期的日期。預設值為使用「開始日期」。

值為：

空白：開始日期

1：要求日期
6. 輸入 1 顯示用料表資訊 (F3111)
指定是否在方格上顯示工單用料表資訊 (F3111)。

值為：

空白：不要顯示工單用料表資訊 (F3111)

1：在方格中顯示工單用料表資訊。

13.2.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沒有任何特殊處理。

13.2.3. 報表
「One View 製造派工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未結工單 - 依料號
• 未結工單 - 依作業狀態
• 未結工單 - 依工作中心
• 工單人力 - 依作業狀態分析

13.2.3.1. 未結工單 - 依料號
此報表提供依最終產品號碼排序的所有未結工單的檢視，可讓您檢視每個作業剩餘的所有人力
與機器時間。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料品的剩餘人力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料品的剩餘機器人力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料品的剩餘準備人力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剩餘人力 - 依料品與作業狀態 (三維長條圖)
• 剩餘數量 - 依分支與工單號碼 (表格)

9.1 版更新
「剩餘數量 - 依分支與工單號碼」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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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記錄 (P3122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227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2.3.2. 未結工單 - 依作業狀態

此報表可讓您依工單途程上的作業狀態檢視所有未結工單。您可以檢視針對該作業報告的工單
數量及所有實際時間 (人力與機器)。此外，您也可以依據途程步驟的百分比並針對特定作業狀
態來檢視處理工單的作業是否效率不佳或負擔過重。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工單數量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實際作業人力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實際作業機器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實際準備人力 - 依作業狀態 (長條圖)
• 未結工單 - 依作業狀態 (圓餅圖)
• 實際人力 - 依分支、工單號碼與作業狀態 (表格)

9.1 版更新

「實際人力 - 依分支、工單號碼與作業狀態」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記錄 (P3122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227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2.3.3. 未結工單 - 依工作中心

此報表可讓您依據期間間隔以及依定義在工單途程上的工作中心檢視所有未結工單。您可以檢
視針對該工單的工作中心報告的實際工時 (人力與機器)，以及特定工作中心的工單百分比。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工單數量 - 依工作中心與間隔期間 (長條圖)
• 工作中心實際作業人力 - 依期間間隔 (長條圖)
• 工作中心實際機器人力 - 依期間間隔 (長條圖)
• 工作中心實際準備人力 - 依期間間隔 (長條圖)
• 未結工單 - 依工作中心 (圓餅圖)
• 實際人力 - 依人力 - 依工作中心、工單號碼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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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實際人力 - 依人力 - 依工作中心、工單號碼」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狀態 (P3122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226F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3.2.3.4. 工單人力 - 依作業狀態分析

此報表可讓您深度分析各「分支」間的差異。此互動式報表提供依「作業狀態」、「人力/機器
時數類型」及「料號」進行篩選，可讓您完全控制顯示在圖表、圖形及表格中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訂單數 - 依狀態 (量表)
• 剩餘人力 - 依狀態 (長條圖)
• 剩餘機器人力 - 依狀態 (長條圖)
• 剩餘準備人力 - 依狀態 (長條圖)
• 剩餘所有人力 - 依狀態 (線條圖)
• 剩餘人力 - 依料品與作業狀態 (三維長條圖)
• 剩餘人力 - 依工作中心與工單號碼 (表格)

9.1 版更新

「剩餘人力 - 依工作中心與工單號碼」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工單號碼，工作中心

呼叫的應用程式 生產記錄 (P3122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31227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使用公司、工單日期的資料選擇以及小於三的差異標誌，以便將資料限制為可管理的記
錄筆數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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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2. 工單人力 - 依作業狀態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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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 (P48290)
請從「配銷需求規劃日常作業」(G3411)、「主生產時程表日常作業」(G3412)、「物料需求
規劃日常作業」(G3413) 以及「多重設施規劃日常作業」(G3414) 功能表存取「One View 規
劃分析查詢」應用程式 (P4829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來分析物料規劃
異動。「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會使用「One View 規劃分析」(F3411-F4102) 業務視圖
(V3411N0)，該業務視圖包含「主生產排程法/物料需求規劃/配銷需求規劃訊息檔案」(F3411)
和「料品分支檔案」(F4102) 的資料欄。此應用程式提供大量的資料而且非常彈性，可產生各
種類型的報表。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50 個資料欄進行選擇，來分析您的供需訊息。

「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隨附提供數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訊息 - 依採購人
員」、「訊息 - 依計畫員」及「訊息 - 依主規劃系列」。藉由這些隨附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
看依該三個角色組織的供需訊息。

13.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3.3.1.1. 顯示
1. 檢視下列項目的訊息：
指定要檢視需求分支/工廠或供應分支/工廠的訊息。

值為：

1：檢視供應分支/工廠的訊息。

空白：檢視需求分支/工廠的訊息。

13.3.2. 特殊處理
此應用程式包含下列特殊處理：

• 定義為精簡製造的料品訊息不會顯示。
• 定義為「看板」的料品訊息不會顯示。
• 「天數」擷取自處理選項值。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365。此值定義直接期間的大小。
• 「天數上限」擷取自處理選項值。最小值為 1，最大值為 365。此值定義要包含在方格結果

中的訊息範圍。

13.3.3. 報表
「One View 規劃分析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訊息 - 依採購人員
• 訊息 - 依計畫員
• 訊息 - 依主規劃系列

13.3.3.1. 訊息 - 依採購人員
此報表可讓您依據採購人員號碼檢視您的規劃採購訊息。您可以查看訊息數目、訊息類型數目
以及每個採購人員的訊息計數百分比。您也可以依據期間檢視訊息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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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採購單訊息計數 - 依採購人員 (水平長條圖)
• 待處理動作 - 依訊息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訊息計數百分比 - 依採購人員 (圓餅圖)
• 採購人員訊息載入 - 依期間 (長條圖)
• 訊息明細 - 依採購人員 (表格)

13.3.3.2. 訊息 - 依計畫員

此報表可讓您依據計畫員號碼檢視您的規劃訊息。您可以查看訊息數目、訊息類型數目以及每
個計畫員的訊息計數百分比。您也可以依據期間檢視訊息數目。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採購單訊息計數 - 依計畫員 (水平長條圖)
• 待處理動作 - 依訊息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訊息計數百分比 - 依計畫員 (圓餅圖)
• 計畫員訊息載入 - 依期間 (長條圖)
• 訊息明細 - 依計畫員 (表格)

13.3.3.3. 訊息 - 依主規劃系列

此報表可讓您依據主規劃系列檢視您的規劃訊息。您可以查看訊息數目、訊息類型數目以及每
個主規劃系列的訊息計數百分比。您也可以依據期間檢視訊息數目。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採購單訊息計數 - 依主規劃系列 (水平長條圖)
• 待處理動作 - 依訊息類型 (水平長條圖)
• 訊息計數百分比 - 依主規劃系列 (圓餅圖)
• 主規劃系列的訊息載入 - 依期間 (長條圖)
• 訊息明細 - 依主規劃系列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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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3. 物料分析 - 訊息 - 依主規劃系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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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適用不動產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本章提供下列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4.1, 「One View 資產查詢 (P15260)」
• 節 14.2, 「One View 屬性查詢 (P15270) (9.1 版更新)」

14.1. One View 資產查詢 (P15260)
從「承租人與租約資訊」(G1511) 選單存取「One View 資產查詢」應用程式 (P15260)。您
可以使用「One View 資產查詢」來詳細觀察產品組合內的屬性狀態並進行更有效率的管理，
以及簡化和承租人、經理人員、出租人及擁有者間的互動。「One View 資產查詢」會使用
「One View 資產查詢」業務視圖 (V15260)，該業務視圖包含「單位主檔」(F1507)、「租約
明細主檔」(F15017) 及「業務單位主檔」(F0006) 的資料欄。

「One View 資產查詢」隨附提供數個可提供受管理資產資訊的預先定義報表。這些報表為零
售與非零售承租人的「承租人租賃登記簿」、「空置報表」、「即將空置複查」、「承租人分
析」及「租用分析」。還可透過「單位報表代碼」、「單位類型」、「租約報告代碼」、「備
選區域」、「備選區域類型」、「結帳報告代碼」及「資產種類代碼」來產生其他報告。

14.1.1. 特殊處理
「One View 資產查詢」可讓您依「公司」、「樓層號碼」、「建築物」、「單位類型」及
「單位號碼」進行篩選。

您也能夠依租約主檔標頭的「租約基準日期」和「租約版本基準日期」進行篩選：

• 租約基準日期：

顯示租約開始日期等於或早於「租約基準日期」以及「租約結束日期」空白或等於或晚於
「租約基準日期」的所有租約。

• 租約版本基準日期：

顯示租約版本日期等於或早於「租約版本基準日期」以及「租約版本結束日期」空白或等於
或晚於「租約版本基準日期」的所有租約。

您可以使用「顯示結帳代碼」核取方塊決定是否顯示結帳代碼資訊。如果您選取這個核取方
塊，方格中將會針對單位顯示多行，F1502B 中的每一個結帳代碼一行。如果您將此選項保留
為未選取，則只會顯示單位資訊。

除了業務視圖中的資訊外，應用程式還會包含「面積主檔」(F1514) 中的單位平方英呎、「市
場/ 可能/ 續約租金主檔」(F159071) 的「可能租金」、「市場租金」及「續約租金」，以及
「定期結帳主檔」(F1502B) 的定期結帳資訊等資訊。



One View 資產查詢 (P15260)

274

備註:

只有在選取「顯示結帳代碼」核取方塊時，才會顯示 F1502B 的租金資訊。兩個「租賃登記簿」報表都需
要此值。

您應該只有在取消選取「顯示結帳代碼」核取方塊時才執行兩個「空置報表」和兩個「分析報表」。這些
報表不使用結帳代碼做為租金資訊。

14.1.2. 報表

「One View 資產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即將空置複查
• 租用分析
• 空置報表
• 承租人分析
• 承租人租賃登記簿 - 租金調漲
• 承租人租金登記簿 - 零售業

14.1.2.1. 即將空置複查

「即將空置」報表是包含即將空置的出租單元的報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單元 - 即將空置 (長條圖)
• 平方英呎 - 即將空置 (長條圖)
• 即將空置 - 依計畫遷出日期 (表格)

9.1 版更新

「即將空置 - 依計畫遷出日期」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元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建築物，單元

呼叫的應用程式 單元搜尋 (P1521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5217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4.1.2.2. 租用分析

「租用分析」報表是包含所有已租賃與空置 (依平方英呎) 單元的報表。報表的第一個元件是依
「區域 - 資產種類代碼 2」的清單。當您從清單選取區域時，將會重新整理所有圖表和資料以
僅顯示和該代碼相關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區域 - 資產種類代碼 2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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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用與出租平方英呎 - 依建築物 (長條圖)
• 前 10% 租用的建築物 (長條圖)
• 平方英呎 - 依資產類型 (圓餅圖)
• 平方英呎 - 依銷售人員 (圓餅圖)
• 平方英呎 - 依單位代碼 (圓餅圖)
• 目前租用 - 依建築物 (表格)
• 租用資訊 (表格)
• 空置單位 (表格)

9.1 版更新

「租用資訊」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元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建築物，單元

呼叫的應用程式 單元搜尋 (P1521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5217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取消選取「顯示結帳代碼」欄位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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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1. 租用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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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3. 空置報表

空置報表提供空置單位的庫存，並依建築物與單元排序。此報表包含「租約主檔」中目前沒有
關聯租約的單元。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空置單位 - 依計畫遷出日期 (長條圖)
• 空置單位 - 依遷出日期 (長條圖)
• 空置單位 - 依版本結束日期 (長條圖)
• 租金比較 - 依單位 (長條圖)
• 空置明細 - 依建築物 (表格)

14.1.2.4. 承租人分析

「承租人分析報表」是顯示租用 ( 依平方英呎) 的已租賃單元報表。這是一種互動式報表，而
且頂端有一個清單元件。清單為依「區域 - 資產種類代碼 2」。當您從清單選取區域時，將會
重新整理所有圖表和資料以僅顯示和該代碼相關的資訊。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區域 - 資產種類代碼 2 (清單)
• 前 10 位承租人 - 依平方英呎 (長條圖)
• 前 10 位承租人 - 依平方英呎 (圓餅圖)
• 平方英呎 - 依資產類型 (圓餅圖)
• 平方英呎 - 依銷售人員 (圓餅圖)
• 平方英呎 - 依單位代碼 (圓餅圖)
• 承租人資訊 (表格)

以下是清除「顯示結帳代碼」選項所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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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2. 承租人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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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5. 承租人租賃登記簿 - 租金調漲
「承租人租賃登記簿 - 租金調漲」是依建築物排序的已租賃的非零售單元報表。此報表僅顯示
F1502B 中的非空白結帳率代碼。

備註:

此報表必須選取「顯示結帳代碼」核取方塊才能夠順利執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租金百分比 - 依結帳代碼 (圓餅圖)
• 租金 - 依租約與結帳代碼 (表格)
• 租賃登記簿明細 (表格)
• 租賃登記簿 - 依建築物 (表格)

9.1 版更新
「租賃登記簿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元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建築物，單元

呼叫的應用程式 單元搜尋 (P1521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5217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4.1.2.6. 承租人租金登記簿 - 零售業
承租人租金登記簿 - 零售業是依建築物與單元排序的已租賃的零售單元報表。此報表僅顯示
F1502B 中的非空白結帳率代碼。

備註:

此報表必須選取「顯示結帳代碼」核取方塊才能夠順利執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租金 - 依結帳代碼 (長條圖)
• 租金 - 依租約與結帳代碼 (表格)
• 租賃登記簿明細 (表格)
• 租賃登記簿 - 依建築物 (表格)

9.1 版更新
「租賃登記簿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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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建築物，單元

呼叫的應用程式 單元搜尋 (P15217)

呼叫的畫面格式 W15217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4.2. One View 屬性查詢 (P15270) (9.1 版更新)
從「承租人與租約資訊」(G1511) 選單存取「One View 屬性查詢」程式 (P1527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屬性查詢」來複查投資組合內之資產的不同屬性以及深入瞭解那些屬
性如何影響租用和租用比率。系統可以在建築物、樓層以及/或者單元層級建立這些屬性的報
表。

「One View 屬性查詢」隨附多個可提供受管理資產的屬性明細的預先定義報表。報表包含依
租金和依租用列出的屬性資訊。另一個報表則提供一般屬性明細。這些報表適用於所有類型的
資產：商業、零售與住宅。

備註:

當您在「單位屬性範本名稱」處理選項中輸入值時，建議您使用不包含單位層級屬性的範本。由於「One
View 屬性查詢」程式會存取「不動產屬性」表格 (F15211)，且「One View 屬性查詢」程式包含單位層級
屬性，因此會啟用 QBE 和增強查詢。雖然您可以將相同範本套用至「單位主檔」程式和「One View 屬性
查詢」程式，如果還使用 QBE 或查詢對相同單位層級屬性進行篩選，則可以篩選衝突項目。

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不動產管理手冊》的〈使用屬性〉一章。

14.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4.2.1.1. 顯示

單位屬性範本名稱
指定在建置適用屬性頁籤和欄位時系統所套用的屬性範本。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
系統不會顯示頁籤和欄位。

14.2.1.2. 處理程序

可租賃面積類型
指定計算平方英呎時系統用於可租賃面積類型的 UDC 值。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
系統使用預設值 REN。

14.2.2. 報表

「One View 屬性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單元屬性分析
• 租用 - 依屬性



One View 屬性查詢 (P15270) (9.1 版更新)

第 14 章 適用不動產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 281

• 租金 - 依屬性

14.2.2.1. 單元屬性分析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建築物群 - 依臥室數目 (圖表)
• 臥室分佈 - 依建築物 - 前 3 個 (圖表)
• 所有建築物的臥室分佈 (圖形)
• 附 2 個或更多臥室的平均租賃長度單元 (圖表)
• 單元租用狀態 (圖表)
• 附 2 個或更多臥室的單元租用狀態 (圖表)
• 單元的租用、租金與平方英呎明細 (表格)

複查下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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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3. 單元屬性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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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2. 租用 - 依屬性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附有卸貨台的前 10 個租用單元 - 依平方英呎 (圖表)
• 附有卸貨台的前 10 個空置單元 - 依平方英呎 (圖表)
• 最後 10 個附有卸貨台的空置單元 - 依平方英呎 (圖表)
• 單元的平方英呎明細 (表格)

14.2.2.3. 租金 - 依屬性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10 個附有廚房的單元的租用市場租金 (圖表)
• 最後 10 個附有廚房的單元的租用市場租金 (圖表)
• 附有廚房的單元的平均市場租金 (圖表)
• 單元的租金明細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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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適用服務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9.1 版更新)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5.1,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 (P90CG530)」
• 節 15.2,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 (P1727) 」
• 節 15.3, 「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 (P1730)」

備註:

「適用服務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模組包含 3 個應用程式以及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除了這些
之外，此模組還會使用 5 個應用程式及「適用資本資產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隨附提供的報表。

請參閱 第 12 章 適用資本資產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15.1.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 (P90CG530)
從「每日案例處理」(G17132) 選單存取「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 (P90CG53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來分析案例的各種測量，例如帳齡、案例供貨的相
符程度、逾期未結案例，案例負載，以及案例負載。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會使用「OVR
的案例主檔」業務視圖 (V17550)，其中包含來自「案例主檔」表格 (F1755) 的欄位。您可以
使用此應用程式以多種方式分析案例。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230 個欄以及方格中和有助於分
析的其他案例分析資訊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進行選擇。這些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來。除了隨附應用程式提供的高價
值報表外，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
方格中所提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隨附提供 5 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案例帳齡」、「案
例供貨結果」、「案例負載」、「逾期未結案例」，以及「案例統計」。透過這些提供的報
表，您可以分析關鍵案例評量，例如，依案例類型檢視案例帳齡、供應商群組在相對於供貨日
期提前或延遲結案的案例中如何進行比較、哪些受指派人比其他受指派人擁有更多未結的過期
案例、即將到來的案例比率和即將結案的案例比率之間的比較結果 (對於判斷積壓訂單的發展
非常有用)，以及案例呈報和符合資格統計。

15.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5.1.1.1. 預設值
1. 已結案例的狀態預設值
指定系統用來定義已結案例的預設狀態。系統使用此值以及「包含已結」標頭選項將所有
已結案例包含在報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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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 999。
2. 取消案例的狀態預設值
指定系統用來定義取消案例的預設狀態。系統使用此值以及「包含未結」標頭選項將所有
未結案例包含在報表中。未結案例指未結案或未取消的案例。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 997。
3. 預設期間定義
指定系統用來分析案例負載的預設期間類型。有效值為：

1：天數

2: 週

3：月數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週數」作為預設值。

15.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殊處理。

15.1.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選項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期間類型

您使用「期間類型」選項選擇分析案例負載的期間類型。選項包括「天數」、「週數」和
「月數」。「案例負載」報表顯示過去 13 個期間的案例負載分析。期間可以是天數、週
數或月數。系統會將今天視為落在期間 13，您可以選擇以分析案例負載的最舊期間是期間
01。例如，如果您依週分析，則今天會落在第 13 週，報表則顯示過去 12 週以及本週的分
析。

• 包含未結和包含已結

您使用這些選項將未結或已結的案例，或者此兩種案例包含在報表中。您可以根據狀態將
案例視為未結或已結，也可以透過處理選項來設定這些狀態的預設值。如果您選取這兩個選
項，5 個報表中會有 3 個 (「案例帳齡」、「案例負載」和「案例統計」報表) 將會分析未結
案例和已結案例的資訊。「案例供貨結果」報表僅分析已結案例，「逾期未結案例」報表僅
分析未結案例。

15.1.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提供大量的計算欄位。這些欄位可彙總或指定
每個案例的相關資訊，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
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案例帳齡 (天數)

如果為未結案例，指從今天日期算起的天數以及「開始日期 (EFTB)」，或者如果是已結案
例，則指從「結束日期 (END)」算起的天數以及「開始日期 (EFTB)」。系統會在「案例帳
齡」報表中使用此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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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帳齡 0-1 天

視「案例帳齡 (天數)」欄中的值而定，如果案例帳齡落在此範圍內，系統會使用 "1"，如果
不是，則使用 "0"。系統會在「案例帳齡」報表中使用此項。

• 案例帳齡 2-7 天

視「案例帳齡 (天數)」欄中的值而定，如果案例帳齡落在此範圍內，系統會使用 "1"，如果
不是，則使用 "0"。系統會在「案例帳齡」報表中使用此項。

• 案例帳齡 8-30 天

視「案例帳齡 (天數)」欄中的值而定，如果案例帳齡落在此範圍內，系統會使用 "1"，如果
不是，則使用 "0"。系統會在「案例帳齡」報表中使用此項。

• 案例帳齡大於 30 天

視「案例帳齡 (天數)」欄中的值而定，如果案例帳齡落在此範圍內，系統會使用 "1"，如果
不是，則使用 "0"。系統會在「案例帳齡」報表中使用此項。

• 案例記錄類型

視您在處理選項中設定的值而定，案例為未結、已取消或已結。未結案例指未結案或未取消
的案例。系統會在所有 5 個報表中使用此值。

• 案例完成天數

此選項僅適用於「案例記錄類型」的值等於「已關閉」的情況。這是「結束日期 (END)」減
「承諾日期 (CDATE)」所得的天數。系統會在「案例承諾結果」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已滿足的案例承諾

此選項僅適用於「案例記錄類型」的值等於「已關閉」的情況。如果「案例完成天數」的值
為 "0" 或負值，案例為提前或準時結案，系統會以值 "1" 表示此情況。否則，系統使用 "0"
表示案例延遲結案。系統會在「案例承諾結果」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案例承諾延遲達 1 個月

此選項僅適用於「案例記錄類型」的值等於「已關閉」的情況。如果「案例完成天數」的值
為 1 到 30，表示案例延遲 1 個月或延遲少於 1 個月結案，系統會以值 "1" 表示此情況。否
則，系統使用 "0" 表示案例在 1 個月之後才結案。系統會在「案例承諾結果」報表中使用此
選項。

• 案例承諾延遲大於 1 個月

此選項僅適用於「案例記錄類型」的值等於「已關閉」的情況。如果「案例完成天數」的值
大於 "30"，代表案例至少延遲才結案，系統會以值 "1" 表示此情況。否則，系統使用 "0" 表
示案例已在 1 個月內結案。系統會在「案例承諾結果」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案例及時性 N/A

適用於滿足下列任一種條件的案例：
• 案例未結案 (根據「案例記錄類型」中的值)。
• 具有空白「結束日期 (END)」和空白「承諾日期 (CDATE)」值的案例。
• 具有空白「結束日期 (END)」或空白「承諾日期 (CDATE)」值的案例。

系統會將 "1" 指派給符合下列任一條件的案例。否則，系統會指派 "0"。系統會在「案例承諾
結果」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已獲資格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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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適用於未結和已結案例，並表示案例是否已獲資格。如果「資格檢查 (ENTCK)」欄位
中的值等於 1、2、3 或 4，系統會在此欄中指派 "1" 表示案例已獲資格。否則，系統會指派
"0" 表示未獲資格。系統會在「案例統計」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已呈報案例

同時適用於未結和已結案例，並表示案例是否已呈報。如果值是在 ESC1 或 ESC2 欄位而
且大於 1，系統會在此欄中指派 "1"，表示案例已呈報。否則，系統會指派 "0"，表示尚未呈
報。系統會在「案例統計」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逾期案例

表示案例是否逾期。對於未結案例，如果今天的日期大於「承諾日期 (CDATE)」，系統會在
此欄中指派 "1"，表示案例已逾期。對於已結案例，如果「結束日期 (END)」欄位大於「承
諾日期 (CDATE)」欄位中的值系統會指派 "1" 表示案例已過期。如果案例未逾期，系統會在
此欄中指派 "0"。系統會在「逾期未結案例」報表中使用此項目。

• 逾期天數

適用於過期案例並表示天數。對於逾期的未結案例 (根據「逾期案例」欄位中的值)，系統會
從今天的日期減去「承諾日期 (CDATE)」並將差異指派在此欄中。對於已結案例，系統會從
「結束日期 (END)」減去「供貨日期 (CDATE)」並將差異指派在此欄中。如果案例未逾期，
系統會在此欄中指派 "0"。系統會在「逾期未結案例」報表中使用此項目。

• 即將到來的案例的期間

表示根據「開始日期 (EFTB)」和今天的日期，案例所落在的期間 (P1 至 P13)。如果案例
開始日期在「期間 1」之前或「期間 13」之後，則案例有可能不會落在 13 個期間中的任一
個。您以天數、週數或月數在標頭中定義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用此選項。

• 即將到來的負載期間 (1-13，每個期間 1 欄)

欄 1 至 13 中的值表示案例是否落在其中。系統在欄中指派 "1" 表示案例落在該期間，指派
"0" 表示不是落在該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用這些選項。

• 承諾的案例期間

表示根據「承諾日期 (CDATE)」和今天的日期 (值為 P1 - P13) 欄位，案例所落在的期間。
如果案例承諾日期是在「期間 1」之前或「期間 13」之後，則案例有可能不會落在 13 個期
間中的任一個。您以天數、週數或月數在標頭中定義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
用此選項。

• 供貨負載期間 (1-13，每個期間 1 欄)

欄 1 至 13 中的值表示案例是否落在其中。系統在欄中指派 "1" 表示案例落在該期間，指派
值 "0" 表示不是落在該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用這些選項。

• 已結案例期間

表示根據「結束日期 (END)」和今天的日期 (值為 P1 - P13) 欄位，案例所落在的期間。如
果案例承諾日期是在「期間 1」之前或「期間 13」之後，則案例有可能不會落在 13 個期間
中的任一個。您以天數、週數或月數在標頭中定義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用
此選項。

• 已結負載期間 (1-13，每個期間 1 欄)

欄 1 至 13 中的值表示案例是否落在其中。欄中的值 "1" 表示案例落在該期間，值 "0" 表示
不是落在該期間。系統會在「案例負載」報表中使用這些選項。

• 所選案例的狀態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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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所有 5 個報表內部使用此欄中的值，以掌握選取了哪些標頭核取方塊。此值在所有案
例都相同。

• 要分析的期間類型

系統在「案例負載」報表內部使用此欄中的值，以掌握用來分析資料的期間類型 (天數、週
數或月數)。此值在所有案例都相同。

15.1.3. 報表
「One View 案例管理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案例帳齡
• 案例承諾結果
• 案例負載
• 逾期未結案例
• 案例統計

所有 5 個報表的頂端都有一個清單 (以您可以使用的案例優先順序為基礎)，供您在互動模式下
執行報表時篩選資料。

15.1.3.1. 案例帳齡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未結案例和已結案例的案例帳齡。對於未結案例，這是今天和案例開始日期
之間的天數。對於已結案例，這是案例結束日期和案例開始日期之間的天數。此報表同時包含
未結案例和已結案例。

系統以天數計算案例帳齡並分為四個時段：已 0-1 天、已 2-7 天、已 8-30 天，以及已超過 30
天。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案例帳齡分佈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帳齡分佈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案例帳齡分佈 - 依供應商群組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案例帳齡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案例帳齡 - 依受指派人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案例帳齡 - 依供應商群組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帳齡分佈 (圓餅圖)
• 平均案例帳齡 - 依天數 (量表)
• 前 10 個最舊未結案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帳齡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包含「案例類型」、「受指派人」及「供應商群組」說明的參照檔案

15.1.3.2. 承諾結果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案例相對於所承諾解決時間的結案及時性。您分析案例早於或晚於承諾解
決的天數。此報表僅包含已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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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案例承諾結果分為四個時段：符合承諾 (提前或準時結案)、延遲達 1 個月、延遲超過 1
個月，或不適用及時性 (尚未結案或遺漏任一個用來判斷的日期的案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案例提前或延遲結案平均天數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提前或延遲結案平均天數 - 依受指派人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提前或延遲結案平均天數 - 依供應商群組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承諾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承諾 - 依受指派人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承諾 - 依供應商群組 (水平長條圖)
• 提前或延遲平均天數 (量表)
• 已結案例承諾結果 (圓餅圖)
• 已結案例的承諾結果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包含「案例類型」、「受指派人」及「供應商群組」說明的參照檔案

15.1.3.3. 案例負載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未結、已結和已關閉案例的比例。此報表對於判斷是否有積壓訂單正在發
展、是否需要重新指派案例，或者重新評估服務層級非常有用。系統使用案例開始日期判斷即
將到來的案例負載、使用承諾日期判斷已承諾的案例負載，以及使用結束日期判斷已結案的案
例負載。此報表同時包含未結案例和已結案例。

報表提供過去 13 個期間與此資訊相關的分析。您可以定義天數、週數或月數的期間。今天一
律落在「期間 13」。因此，今天是「第 13 天」、「第 13 週」、或「第 13 個月」。「期間
1」是您可以分析的最舊期間 (13 天前、13 週前或13 個月前)。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各期間即將到來的案例負載 (線條圖)
• 各期間的承諾負載 (線條圖)
• 各期間的已結案的案例負載 (線條圖)
• 每一期間的平均案例負載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每一期間的平均案例負載 - 依受指派人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每一期間的平均案例負載 - 依供應商群組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所有案例的平均案例負載 (水平長條圖)
• 案例數目總計 (即將到來、已承諾、已結案) (水平長條圖)
• 過去 13 個期間即將到來的案例負載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過去 13 個期間的已承諾案例負載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過去 13 個期間的已結案的案例負載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包含「案例類型」、「受指派人」及「供應商群組」說明的參照檔案

15.1.3.4. 逾期未結案例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未結案例以判斷該案例到今天是否逾期。此報表僅包含未結案例。此報表可
讓您依案例類型、受指派人及供應商群組進行案例分析，以比較平均過期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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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未結案例的平均逾期天數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未結案例的平均逾期天數 - 依受指派人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未結案例的平均逾期天數 - 依供應商群組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未結案例 - 依案例類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未結案例 - 依受指派人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未結案例 - 依供應商群組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未結案例 (圓餅圖)
• 前 10 個逾期未結案例 (水平長條圖)
• 逾期未結案例 (依供應商群組、受指派人、案例類型) (表格)
• 包含「案例類型」、「受指派人」及「供應商群組」說明的參照檔案

15.1.3.5. 案例統計
此報表可讓您針對各種關鍵評量進行案例分析。評量包括：案例分佈 - 依不同屬性、不同的案
例類型、案例呈報、案例 - 依產品目錄、產品系列和客戶，以及案例資格。此報表同時包含未
結案例和已結案例。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案例分佈 - 依狀態 (圓餅圖)
• 案例分佈 - 依案例原因 (圓餅圖)
• 案例分佈 - 依案例優先順序 (圓餅圖)
• 所有案例的案例類型 (圓餅圖)
• 案例類型 - 依受指派人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類型 - 依供應商群組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所有案例的案例呈報 (圓餅圖)
• 案例呈報 - 依受指派人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案例呈報 - 依供應商群組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最多案例 - 依庫存料品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最多案例 - 依產品系列 (水平長條圖)
• 前 10 個最多案例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具有最多已獲資格案例的前 10 個客戶案例資格 (水平長條圖)
• 具有最多呈報案例的前 10 個客戶案例呈報 (水平長條圖)
• 詳細案例統計 - 依指派 (表格)
• 詳細案例統計 - 依客戶 (表格)
• 案例數目 (依產品系列、產品模型、庫存料品) (表格)
• 案例數目 (依問題)
• 包含「案例類型」、「受指派人」、「供應商群組」、「案例原因」、「產品系列」、「產

品模型」、「客戶」、「設備」及「庫存料品」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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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案例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案例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案例更新 (P90CG5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90CG501J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以下是在應用程式標頭中同時選取「包含未結」和「包含已結」選項時產生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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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1. 案例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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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 (P1727)
從「每日合約處理」(G1714) 選單存取「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1727)。使用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可分析合約的下列相關測量：已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合約、合約 -
依客戶、合約 - 依庫存料品，以及合約 - 依設備。「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會使用「OVR
的服務合約」業務視圖 (V17210)，其中包含來自「合約標頭」表格 (F1720) 以及「合約明
細」表格 (F1721) 的欄位。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以多種方式分析合約。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200 個欄以及方格中有助於分析合約的其他合約分析資訊相關大量的計算欄位進行選擇。這些
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
來。除了 4 個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外，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多種期商業目的報表。
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方格中所提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隨附提供 4 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已到期 - 即將到
期合約」、「合約 - 依庫存」、「合約 - 依設備」，以及「合約 - 依客戶」。透過這些提供的
報表，您可以分析關鍵案例評量，例如：即將到期或最近已經到期的合約、哪些客戶具有最多
數目的合約、前 10 個庫存料品 - 依合約，以及哪些設備合約產生最大的收入。

15.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5.2.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預設值
的貨幣代碼。系統使用此值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您可以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並
在「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中輸入代碼。您也可
以在「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中置換在此處理選項中輸入的值。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
擷取) 來計算和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您將「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畫面格式的「轉換貨幣」欄位保留為空白，系統不
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2.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
統會使用系統日期。

15.2.2. 特殊處理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與欄位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殊處
理。

15.2.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在這些標頭和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包含已取消行與包含已暫停行

您選取「包含已取消行」選項將已取消之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CN CD 方格欄中不是
空白值的合約就是已經取消的合約。您從「取消原因代碼 UDC」表格 (17/CN) 指定 CN CD
方格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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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選取「包含已暫停行」選項將已暫停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帳單暫停旗標」方格欄
中不是空白值的合約就是已暫停的合約。您從「帳單暫停原因代碼 UDC」表格 (17/BS) 指定
「帳單暫停旗標」方格欄的值。

當您選取已暫停和已取消合約的選項時，除非您僅指定篩選這些條件，否則搜尋結果包含會
這些合約以及其他合約。若要建立僅含已取消或暫停合約的報表，您可以使用「依範例查詢
(QBE)」行來篩選這些條件或者使用「進階查詢」功能。

• 超過天數、尚餘天數，以及要分析的天數

您可以定義期間來檢視最近已經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合約。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以檢視最近
已經到期的合約以及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要回溯查看的天數。例如，若要檢視最
近 30 天內已經到期的合約，請選取「超過天數」選項，然後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
入「30」。系統會將最近 30 天內已經到期的合約包含在方格中，這些到期合約的「到期合
約」方格欄中的值為 "1"。

若要檢視設定為即將到期的合約，請選取「尚餘天數」選項，然後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
輸入從今天算起到您要查詢之日期止的天數。系統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的第一天。系統會
包含根據標頭欄位中的準則設定為到期的合約，並在「到期合約」方格欄中設定值 "1"。

如果您同時選取「超過天數」和「尚餘天數」選項，系統會在方格中顯示最近已經到期的合
約和即將到期的合約。您可以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 0 到 366 之間任一數字 (含)。

當您選取已到期和將到期合約的選項時，除非您僅指定篩選這些條件，否則搜尋結果會包含
這些合約以及其他合約。系統只會將識別為已到期或將到期的合約包含在「已到期 - 將到期
合約報表」中。

• 轉換貨幣與基準日期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合約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轉
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將合約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貨幣
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用「基準日
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不會針對方格欄進
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轉換」欄。您可以
將 4 個合約金額轉換為通用貨幣。它們是「美元總計」、「每日攤提金額」、「按年計算的
合約金額」以及「定期結帳金額」。

系統可讓您使用「按年計算的合約金額」欄比較不同期間 (每月、每季或每年) 結帳的合約。
此欄中的特殊處理可將「每日攤提金額」欄中的值乘以 365 以轉換為按年計算的金額，您可
以藉此比較所有合約 (假設每個合約的長度為 1 年)。

15.2.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日期分析開始

這是系統用來分析已到期合約的開始日期。系統根據今天的日期、「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
的值，以及是否已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來決定此日期。例如，如果您選取「超過天數」選
項以分析已經在過去 10 天過期的合約，此欄中的值為今天的日期減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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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分析截止

系統使用此結束日期來分析即將到期的合約。系統根據今天的日期、「要分析的天數」欄位
中的值，以及是否已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來決定此日期。系統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的第
一天。例如，如果您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來分析即將在未來 10 天到期的合約，此日期為
今天的日期加 10 減 1 (或者今天的日期加 9)。

• 已到期合約

您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並使用標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在方格中篩選已到期合約
的資訊。系統會在此欄中指派 "1"，表示此合約已經到期，您可以進行分析。

• 即將到期合約

您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並使用標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在方格中篩選即將到期的
合約。系統會在此欄中指派 "1"，表示此合約即將到期，您可以進行分析。

• 要分析的天數

此值表示系統在建立日期範圍時所考慮的過去或末來天數，以包含要分析的已到期以及/或者
即將到期合約。系統會以標頭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填入此欄。

• 超過天數

此欄中的值 "1"表示合約已經過期。您可以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以及使用標頭中的「要分
析的天數」欄位來篩選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之過去天數內過期的合約資訊。

• 尚餘天數

此欄中的值 "1" 表示合約即將過期。您可以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以及使用標頭中的「要分
析的天數」欄位來篩選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的未來天數內過期的合約資訊。系統
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的第一天。例如，如果您選取「尚餘天數」標頭選項並將「要分析的
天數」設定為 7，系統會將今天到期的合約以及即將在未來 6 天到期的合約包含在方格中。

• 轉換美元總計

系統使用此金額計算支付的平均天數。此金額等於收到的現金對照有效應收帳款發票的總
和。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
值擷取) 來計算並以通用貨幣顯示「轉換美元總計」金額。更新會在您更新「加權天數」總
計時同時更新「美元總計」金額。

• 轉換每日攤提金額

這是每日攤提金額，也是除以合約中之天數的合約金額。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
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擷取) 計算並以通用貨幣顯示「轉換每
日攤提金額」。

• 按年計算的合約金額

這是乘以 365 的每日攤提合約金額。
• 轉換按年計算的合約金額

這是乘以 365 的每日攤提合約金額。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擷取) 計算並以通用貨幣顯示「轉換按年計算的合約金
額」。

• 轉換定期結帳金額

這是您要以循環頻率結帳的固定金額。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擷取) 計算並以通用貨幣顯示「轉換定期結帳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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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包含合約的類型

系統使用此方格欄表示您包含以進行分析的合約類型。值可以是「已取消」、「已暫停」、
「兩者」或「無」。

15.2.3. 報表

「One View 服務合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已到期 - 即將到期合約
• 合約 - 依庫存
• 合約 - 依設備
• 合約 - 依客戶

所有 4 個報表的頂端都有一個清單 (以您可以使用的「行類型」和「服務套件」為基礎)，供您
在互動模式下執行報表時篩選資料。

15.2.3.1. 已到期 - 即將到期合約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應用程式標頭的欄位中定義為最近已經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合約。系統只會將
已到期和將到期合約包含在此報表。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已到期合約 - 依行類型 (圓餅圖)
• 已到期合約 - 依服務套件 (圓餅圖)
• 已到期合約 - 依合約類型 (圓餅圖)
• 每日攤提金額 - 依已到期合約的行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按年計算的金額 - 依已到期合約的服務套件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已到期合約的合約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已到期合約 (表格)
• 即將到期合約 - 依行類型 (圓餅圖)
• 即將到期合約 - 依服務套件 (圓餅圖)
• 即將到期合約 - 依合約類型 (圓餅圖)
• 每日攤提金額 - 依即將到期合約的行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按年計算的金額 - 依即將到期合約的服務套件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即將到期合約的合約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到期合約 (表格)
• 包含「客戶」、「場地」、「合約類型」及「服務套件」說明的參照檔案

15.2.3.2. 合約 - 依庫存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不同庫存料品的合約。您可以分析不同庫存料品的合約以比較合約金額，以
及根據合約金額識別前 10 個產品系列、產品模型和庫存料品。系統只會將和庫存料品關聯的
合約包含在此報表中。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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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數目總計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庫存料品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行類型 (圓餅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圓餅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庫存料品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行類型 (垂直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垂直長條圖)
• 庫存合約 - 摘要 (表格)
• 庫存合約 - 明細 (表格)
• 包含「產品系列」、「產品模型」、「庫存料品」及「服務套件」說明的參照檔案

15.2.3.3. 合約 - 依設備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不同設備的合約。您可以分析不同設備的合約以比較合約金額，以及根據合
約金額識別前 10 個產品系列、產品模型和設備。只有和設備編號關聯的合約才會包含在此報
表中。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設備編號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行類型 (圓餅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圓餅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設備編號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行類型 (垂直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垂直長條圖)
• 設備合約 - 摘要 (表格)
• 設備合約 - 明細 (表格)
• 包含「產品系列」、「產品模型」、「設備編號」及「服務套件」說明的參照表格

15.2.3.4. 合約 - 依客戶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不同客戶的合約。您可以分析每個客戶的合約，以比較合約金額以及根據合
約金額來識別前 10 名客戶。只有和客戶關聯的合約才會包含在此報表中。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客戶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場地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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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數目總計 - 依合約類型 (圓餅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行類型 (圓餅圖)
• 合約數目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圓餅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客戶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總計 - 依場地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合約類型 (垂直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行類型 (垂直長條圖)
• 年度攤提合約金額總計 - 依服務套件 (垂直長條圖)
• 客戶合約 - 摘要 (表格)
• 客戶合約 - 明細 (表格)
• 包含「客戶」、「場地」、「合約類型」及「服務套件」說明的參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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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2. 合約 - 依客戶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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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 (P1730)
從「定期合約處理」(G1724) 選單存取「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 (P1730)。使
用「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來分析服務合約的獲利率。獲利率指和服務合約關聯的
收入、貸方金額及成本相關的分析。這些資料來自服務合約所涵蓋的合約結帳、工單結帳和設
備的工單成本。「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會使用「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
業務視圖 (V1730A)，其中包含來自「表格」表 (F1721) 的欄位。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來分
析您的合約至今的獲利情況。請從業務視圖中超過 130 個欄以及方格中與有助於分析合約獲利
率之其他合約獲利率分析資訊相關的大量的計算欄位進行選擇。這些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
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來。除了隨附應用程式提
供的報表外，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多種期商業目的報表。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
方格中所提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隨附一個預先定義的報表，即「服務合約獲利率」報表。透過
這個提供的報表，您可以分析主要合約獲利率評量，例如：合約獲利率總計與平均、前 5 個最
有獲利率的合約，以及利潤 - 依合約屬性 (例如服務套件和合約類型)。

15.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5.3.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
預設值的貨幣代碼。系統使用此值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您可以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
白，並在「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中輸入
代碼。您也可以在「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畫面格式中置換在此處理選項中輸
入的值。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
擷取) 來計算和顯示「轉換金額」。

如果您在「One View 服務合約獲利率查詢」畫面格式中將「轉換貨幣」欄位保留為空
白，系統將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格欄。
2. 基準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
統會使用系統日期。

15.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與欄位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
殊處理。

15.3.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和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包含已取消行與包含已暫停行

您選取「包含已取消行」選項將已取消之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CN CD 方格欄中不是
空白值的合約就是已經取消的合約。您從「取消原因代碼 UDC」表格 (17/CN) 指定 CN CD
方格欄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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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選取「包含已暫停行」選項將已暫停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帳單暫停旗標」方格欄
中不是空白值的合約就是已暫停的合約。您從「帳單暫停原因代碼 UDC」表格 (17/BS) 指定
「帳單暫停旗標」方格欄的值。

當您選取已暫停和已取消合約的選項時，除非您僅指定篩選這些條件，否則搜尋結果包含會
這些合約以及其他合約。若要建立僅含已取消或暫停合約的報表，您可以使用「依範例查詢
(QBE)」行來篩選這些條件或者使用「進階查詢」功能。

• 轉換貨幣與基準日期

「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合約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
「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將合約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
貨幣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用「基
準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不會針對方格
欄進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轉換」欄。您
可以將六種合約金額轉換為通用貨幣。這些是「收入金額」、「已開發票金額」、「實際人
力」、「實際物料」、「實際其他」及「實際美元」。

15.3.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系統從多個來源擷取資訊以識別和服務合約關聯的收入與成本。擷取此資訊時，系統會針對沒
有具體的收入或成本資訊的每個服務合約寫入一筆方格記錄。報表會忽略這些列，但它們是處
理的一部分。服務合約由「合約號碼」、「合約變更號碼」和「行號」構成的唯一組合定義。
「獲利率因子類型」和「獲利率因子來源」欄是從報表內的資料列中識別非資訊資料列的快速
方法。這些欄位不包含沒有資訊之列的值。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獲利率因子類型

使用此欄識別方格列是否包含影響獲利率的資訊，如果是，則為所含獲利率資訊的類型。收
入和成本是兩種類型的獲利率因子。此欄中的空白值表示方格列未包含系統用於判斷獲利率
的資訊。

• 獲利率因子來源

使用此欄識別包含在獲利率計算的金額來源。「服務合約」和「服務工單」是兩種來源類
型。此欄中的空白值表示方格列未包含系統用於判斷獲利率的資訊。

• 已包含合約的類型

此欄中的值表示已包含供分析的合約類型。值可以是「已取消」、「已暫停」、「兩者」或
「無」。

• One View 通用摘要

此欄中的特殊處理可確保有一個通用值在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上的所有方格記錄
之間共用。系統使用此欄以及「BIP 編輯器」來處理某些摘要需求。此欄本身沒有意義而且
系統會針對方格中的每個記錄對此欄指定空白值。

• 轉換貨幣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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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以標頭之「轉換貨幣」欄位的貨幣代碼填入此欄。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和
「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基準日期

系統會在此欄位填入標頭的「基準日期」欄位中的日期。系統使用此日期取得匯率，將金額
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值，系統將不
會顯示此欄。

• 收入金額

這是產生自服務合約結帳或服務工單結帳之合約的收入金額。系統從「結帳明細工作檔
(F4812)」和「結帳工作檔記錄 (F4812H)」表格擷取此金額。如果收入金額來自服務合約結
帳，系統會將所有收入的淨金額及合約之所有服務合約結帳的貸方金額顯示在單一方格列
中。如果收入金額來自服務工單結帳，系統會將所有部分的淨金額及與每個工單相關的人力
結帳記錄顯示在個別的方格列中，以及將工單號碼顯示在「工單號碼」欄中。系統將此特殊
處理套用至符合此合約資格並已結帳收入的所有服務工單。

• 轉換收入金額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收入金額。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值，
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已開發票金額

這是合約的已開發票金額，來自服務合約結帳或服務工單結帳。此欄與「收入金額」欄之間
的唯一差異在於「已開發票金額」包含稅額，「收入金額」則否。

• 轉換已開發票金額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已開發票金額。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
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實際 - 人力

這是和符合合約資格之服務工單關聯的人力成本總計。系統從「工單主檔」表格 (F4801) 擷
取此金額，並將符合合約資格之每個服務工單的人力成本顯示在個別的方格列中。「工單號
碼」欄中的值是和每個服務工單關聯的工單號碼。

• 轉換實際 - 人力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實際人力金額。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
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實際 - 物料

這是和符合合約資格之服務工單關聯的物料 (零件) 成本總計。系統從「工單主檔」表格
(F4801) 擷取此金額，並將符合合約資格的每個服務工單的物料成本顯示在個別的方格列
中。「工單號碼」欄中的值是和每個服務工單關聯的工單號碼。

• 轉換實際 - 物料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實際物料成本。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
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實際 - 其他

這是和符合合約資格之服務工單關聯的其他成本總計。系統從「工單主檔」表格 (F4801) 擷
取此金額，並將符合合約資格的每個服務工單的其他成本顯示在個別的方格列中。「工單號
碼」欄中的值是和每個服務工單關聯的工單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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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實際 - 其他

此為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實際其他成本。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
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實際 - 美元

這是和符合合約資格之服務工單關聯的成本總計 (人力、物料及其他成本)。系統從「工單主
檔」表格 (F4801) 擷取此金額，並將符合合約資格的每個服務工單的成本總計顯示在個別的
方格列中。「工單號碼」欄中的值是和每個服務工單關聯的工單號碼。

• 轉換實際 - 美元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實際美元金額。如果標頭的「轉換貨幣」和「基準日期」欄位為空白
值，系統將不會顯示此欄。

• 工單號碼

此欄記錄符合合約資格以及您要分析關聯成本與收入之服務工單的工單號碼。

備註:

系統擷取服務合約與服務工單的收入和成本，並將資訊顯示在方格中。對於針對服務合約結帳的收入，系
統會計算所有收入和貸方淨金額並顯示在單一方格列中。對於來自服務工單結帳的收入和成本，系統會針
對每個工單使用一個方格列來顯示來自結帳的收入，並以個別的方格列顯示來自結帳的成本。若要分析合
約獲利率總計，您必須考量來自符合合約資格之服務合約和服務工單的收入和成本。

15.3.3. 報表

「One View 服務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為「服務合約獲利率」報表。

此報表的頂端有一個清單 (以您可以使用的「合約類型」和「服務套件」為基礎)，供您在互動
模式下執行報表時篩選資料。

15.3.3.1. 服務合約獲利率

此報表可讓您分析合約的獲利率。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獲利率總計 (垂直長條圖)
• 平均合約獲利率 (量表)
• 利潤 - 依合約 - 前 5 個 - 收入/成本 (水平長條圖)
• 利潤 - 依合約 - 前 5 個 - 利潤 (水平長條圖)
• 依合約屬性的利潤 - 依服務套件的總計 (垂直長條圖)
• 依合約屬性的利潤 - 依服務套件的平均 (垂直長條圖)
• 依合約屬性的利潤 - 依合約類型總計 (垂直長條圖)
• 依合約屬性的利潤 - 依合約類型的平均 (垂直長條圖)
• 合約利潤 (重複的表格區段，在「合約類型」上重複)
• 包含「客戶」、「合約類型」及「服務套件」說明的參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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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3. 「服務合約獲利率」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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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適用運輸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9.1 版更新)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與報表：

• 節 16.1, 「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 (P49270)」
• 節 16.2,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 (P49271)」

16.1. 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 (P49270)
從「運輸查詢」選單 (G4914) 存取「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應用程式 (P49270)。您可以
使用「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來查詢出貨號碼以及建立運輸出貨查詢報表，其中包括來自
「出貨標頭 (F4215)」表格和「出貨路由步驟 (F4941)」表格的相關資料。「One View 運輸出
貨查詢」會使用「One View 運輸出貨分析查詢」業務視圖 (V49270A)，其中包含來自「出貨
標頭」表格以及「出貨路由步驟」表格的欄位。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和執行包含運費和出貨儲存地資訊在內的目前出貨報表，例如：準時出
貨 - 依出貨儲存地、出貨儲存地總計 - 依年度與月份、出貨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以及出貨值 -
依出貨儲存地。

16.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6.1.1.1. 預設值
1. 出貨儲存地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出貨預設值的出貨儲存地。
2. 出貨地址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出貨預設值的出貨地址。
3. 貨運商號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出貨預設值的出貨貨運商。
4. 運輸模式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出貨預設值的出貨運輸模式。

16.1.1.2. 處理程序
1. 轉換重量 UOM (計量單位)
指定供系統用來轉換出貨重量的重量計量單位。
2. 轉換容積 UOM (計量單位)
指定供系統用來轉換出貨容積的容積計量單位。
3. 轉換距離 UOM (計量單位)
指定供系統用來轉換出貨距離的距離計量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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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用來計算貨幣金額的貨幣代碼。
5.已核准出貨狀態
指定用於表示出貨已經核准的出貨狀態。
6.已確認出貨狀態
指定用於表示出貨已經確認的出貨狀態。

16.1.1.3. 版本
1.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 (P49271)
指定系統用來檢視運輸負載資訊的「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程式 (P49271) 版本。如果
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6.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可將重量、容積和距離轉換為應用程式標頭中指定的「計量單位
(UOM)」。您可以使用處理選項在標頭欄位中指定重量、容積和距離的預設計量單位值。您還
可以在執行時期變更計量單位然後使用修訂過的計量單位檢視重量、容積和距離。

系統會將應用程式的所有貨幣金額轉換為應用程式標頭中指定的貨幣。您可以使用處理選項來
指定標頭的預設值。

系統在路由步驟層級計算重量、容積、距離、成本和價格。系統在出貨層級計算重量、容積、
成本和價格。

16.1.3. 報表
「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準時出貨 - 依出貨儲存地
• 出貨儲存地總計 - 依年度與月份
• 出貨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
• 出貨值 - 依出貨儲存地
• 出貨分析

16.1.3.1. 準時出貨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
「準時出貨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準時出貨資訊。
「準時出貨數目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準時出貨數目。準
時出貨依承諾出貨日期、交貨日期與要求日期分類。「前 10 個貨運商 - 依準時交貨」長條圖
可讓您比較前 10 個具有最大準時出貨數目的貨運商。「出庫逾期出貨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
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運費值金額和逾期出貨數目。「延遲出貨
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繪製運費值總計與延遲出貨數目與出貨數目
總計之間的關係。「準時出貨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出貨儲存地、貨運
商與日期資訊歷史摘要。「準時出貨明細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出貨儲存地圖表的所有歷史
運費與日期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準時出貨數目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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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10 個貨運商 - 依準時交貨 (長條圖)
• 出庫逾期出貨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延遲出貨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準時出貨摘要 - 依出貨 (表格)
• 準時出貨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準時出貨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呼叫的應用程式 使用出貨 (P4915)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915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6.1.3.2. 出貨儲存地總計 - 依年度與月份報表
出貨儲存地總計 - 依年度與月份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年度與月份出
貨資訊。「出貨重量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指定年度內
的每月出貨噸數。「已出貨容積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
指定年度的每月已出貨容積。「出貨數目與重量總計」線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的同
一期間比較出貨重量總計和出貨數目。「價格、成本與出貨數目總計」線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
出貨儲存地的同一期間比較價格、成本與出貨數目總計。「成本與重量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
泡泡圖可讓您繪製已出貨噸數總計和成本與出貨數目總計之間的關係。「每一重量與容積的運
費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根據重量與容積來比較可計費與應付
運費。「出貨重量與容積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重量、容積、出貨儲存
地與貨運商資訊歷史摘要。「出貨儲存地重量與容積總計分析明細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出
貨儲存地圖表的所有歷史重量與容積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出貨重量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已出貨容積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出貨數目與重量總計 (線條圖)
• 價格、成本與出貨數目總計 (線條圖)
• 成本與重量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 (泡泡圖)
• 每一重量與容積的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出貨重量與容積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 (表格)
• 出貨儲存地重量與容積總計分析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出貨儲存地重量與容積總計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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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呼叫的應用程式 使用出貨 (P4915)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915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6.1.3.3. 出貨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
出貨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營運比率與運費資
訊。「可計費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
較可計費運費總計和平均可計費運費。「應付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
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應付運費總計和平均應付運費。「運費淨收入 - 依出貨儲存
地」線條圖可讓您依出貨儲存地比較運費淨收入。「營運比率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
比較所選出貨儲存地的營運比率。「運費總計與淨收入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
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衍生自可計費的淨收入和應付運費的關係。「運費總計與營運比率
- 依出貨儲存地」泡泡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繪製營運比率與可計費與應付運費之間的
關係。「應付運費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應付運費、出貨儲存
地與貨運商資訊歷史摘要。「可計費運費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與出貨」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之
可計費運費、出貨儲存地與出貨地址資訊歷史摘要。「出貨運費明細表格」顯示用於所選規劃
儲存地之圖表的所有可計費與應付運費歷史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可計費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應付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運費淨收入 - 依出貨儲存地 (線條圖)
• 營運比率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運費總計與淨收入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運費總計與營運比率 - 依出貨儲存地 (泡泡圖)
• 應付運費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 (表格)
• 可計費運費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與出貨地址 (表格)
• 出貨運費明細表

9.1 版更新
「出貨運費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呼叫的應用程式 使用出貨 (P4915)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915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6.1.3.4. 出貨值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
「出貨值 - 依出貨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運費值與成本資
訊。「入庫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比較所選出貨儲存地的入庫運費值。「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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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百分比的入庫運費成本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作為採購
百分比的入庫運費成本。「採購成本與入庫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
儲存地比較採購成本和入庫運費。「出庫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
儲存地比較出庫運費值。「出埠運費成本 - 作為銷售百分比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
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出埠運費成本 - 作為銷售百分比。「銷售收入與出庫運費 - 依出貨儲存
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銷售收入和出庫運費。「出庫運費收入 - 作為銷售
百分比」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銷售的出庫運費收入百分比。「入庫運費值摘
要 - 依出貨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之應付運費與運費值資訊的歷史摘要。「出庫運費值
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之可計費運費與運費值資訊的歷史摘要。「出貨儲
存地入庫與出庫值分析明細表格」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顯示用來建立圖表的所有可計費與應付
運費、運費值、貨運商，以及出貨地址明細歷史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入庫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作為採購百分比的入庫運費成本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採購成本與入庫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出庫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作為銷售百分比的出埠運費成本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銷售收入與出庫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作為銷售百分比的出庫運費收入 (長條圖)
• 入庫運費值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 (表格)
• 出庫運費收入摘要 - 依出貨儲存地 (表格)
• 出貨儲存地入庫與出庫值分析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出貨儲存地入庫與出庫值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呼叫的應用程式 使用出貨 (P4915)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915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6.1.3.5. 出貨分析報表

出貨分析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出貨資訊。「逾期出貨」量表顯示三
個具有最多逾期出貨的出貨儲存地。「重量總計 - 依貨運商」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
地比較每個貨運商已出貨的噸位數量。「容積總計 - 依貨運商」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
存地比較每個貨運商已出貨的體積數量。「重量、容積與出貨數目總計 - 依前 10 個貨運商」
泡泡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繪製前 10 個貨運商與出貨、重量與容量數目總計之間的關
係。「出庫逾期出貨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比較延遲出貨之每個出貨儲存地
的出貨數目總計值。「出貨重量總計 - 依運輸模式」圓餅圖可讓您根據運輸模式檢視出貨儲存
地之已出貨的重量總計的分佈。「已出貨容積總計 - 依運輸模式」圓餅圖可讓您根據運輸模式
來出貨儲存地的已出貨容積數量總計的分佈。「每一重量與容積的運費 - 依前 5 個貨運商」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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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圖根據衍生自重量、容積和貨幣之指定計量單位的應付運費，顯示前 5 名貨運商的資訊。
「每一重量與容積的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圖針對每個所選出貨儲存地顯示依重量和容積
分類的可計費金額與應付運費。「出貨重量、容積與運費分析明細表格」顯示包含在所選出貨
儲存地的出貨明細行。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逾期出貨 (量表)
• 重量總計 - 依貨運商 (長條圖)
• 容積總計 - 依貨運商 (長條圖)
• 重量、容積與出貨數目總計 - 依前 10 個貨運商 (泡泡圖)
• 出庫逾期出貨的運費值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出貨重量總計 - 依運輸模式 (圓餅圖)
• 已出貨容積總計 - 依運輸模式 (圓餅圖)
• 每一重量與容積的應付運費 - 依前 5 個貨運商 (長條圖)
• 每一重量與容積的運費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圖)
• 出貨重量、容積與運費分析明細表格

9.1 版更新

「出貨重量、容積與運費分析明細」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出貨儲存地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出貨編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使用出貨 (P4915)

呼叫的畫面格式 W4915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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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1. 出貨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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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 (P49271)
從「運輸查詢」選單 (G4914) 存取「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應用程式 (P49271)。您可
以使用「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來查詢負載號碼以及建立運輸負載查詢報表，其中包括
來自「出貨路由 (F4941)」、「負載標頭 (F4960)」、「負載航班 (F4961)」、「車輛乘座
室 (F49301)」，以及「負載停止順序 (F49611)」表格的相關資料。「One View 運輸負載查
詢」會使用「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業務視圖 (V49271A)，其中包含來自「負載標頭」表
格、「負載航班」表格以及「負載停止順序」表格的欄位。系統還會從「出貨路由步驟」表格
(F4941) 和「車輛乘座室」表格 (F49301) 擷取資訊，以分別計算運費和車輛使用率。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和執行內含運費、車輛使用率以及出貨儲存地資訊的目前負載報表，例
如：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與日期、負載運費 - 依
規劃儲存地、負載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以及車輛使用率 - 依規劃儲存地。

16.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可讓您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6.2.1.1. 預設
1. 規劃儲存地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負載明細行預設值的規劃儲存地。
2. 出貨儲存地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負載明細行預設值的出貨儲存地。
3. 貨運商號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負載明細行預設值的貨運商號碼。
4. 運輸模式
指定供系統作為篩選負載明細行預設值的運輸模式。

16.2.1.2. 處理程序
1. 轉換重量 UOM (計量單位)
指定供系統用來轉換負載重量的重量計量單位。
2. 轉換容積 UOM (計量單位)
指定系統用來轉換負載容積的容積計量單位。
3. 轉換體積 UOM (計量單位)
指定系統用來轉換負載體積的體積計量單位。
4. 轉換距離 UOM (計量單位)
指定系統用來轉換運程距離的距離計量單位。
4. 轉換貨幣
指定系統用來計算貨幣金額的貨幣代碼。
6.已核准的負載狀態
輸入負載狀態以表示負載已核准。
7. 已確認的負載狀態
輸入負載狀態以表示負載已確認。

16.2.1.3. 版本
1. 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 (P49270)
指定系統用來檢視運輸出貨資訊的「One View 運輸出貨查詢」程式 (P49270)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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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會使用版本 ZJDE0001。

16.2.2. 特殊處理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可將重量、容積、體積和距離轉換為應用程式標頭指定的計量單
位。

您可以使用處理選項在標頭欄位中指定重量、容積和距離的預設計量單位值。您還可以在執行
時期變更計量單位然後以修訂過的計量單位檢視重量、容積、體積和距離。

系統會將應用程式的所有貨幣金額轉換為應用程式標頭中指定的貨幣。您可以使用處理選項來
指定標頭的預設值。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的報表是以實際出貨日期為基礎。

系統會累積和更新整個負載的價格、成本與應付運費總計，但僅限於負載的第一行。系統會計
算和更新每個交貨點的可計費運費。

16.2.3. 報表

「One View 運輸負載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與日期
• 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
• 負載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
• 負載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
• 車輛使用率 - 依規劃儲存地
• 封裝負載分析

16.2.3.1. 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與日期報表

「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與日期」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與日期作為篩選條件來檢
視負載資訊。「大量負載容積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比較在指
定日期範圍內從所選出貨儲存地出貨之負載的總計與平均大量容積。「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
儲存地與日期」長條圖可讓您比較在特定日期從所選出貨儲存地出貨之負載的大量容積總計。
「大量負載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日期與貨運商」長條圖可讓您比較在特定日期從所選出貨儲
存地由特定貨運商出貨之負載的大量容積總計。「大量負載容積百分比 - 依出貨儲存地」圓餅
圖可讓您依出貨儲存地出貨的大量容積總計百分比。「大量負載容積摘要 - 依日期、出貨儲存
地與貨運商」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之貨運商與出貨儲存地的歷史出貨資料。大量負載容積明細
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出貨儲存地圖表的所有歷史大量負載容積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大量負載容積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大量負載容積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與日期 (長條圖)
• 大量負載容積總計 - 依出貨儲存地、日期與貨運商 (長條圖)
• 大量負載容積百分比 - 依出貨儲存地 (圓餅圖)
• 大量負載容積摘要 - 依日期、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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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負載容積明細表格

16.2.3.2. 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報表

「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與貨運商」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儲存地和貨運商作為篩選條件來檢
視負載距離資訊。「負載距離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比較從所選
出貨儲存地出貨之負載的負載距離總計和平均負載距離。「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年度與
月份」線條圖顯示發生自所選出貨儲存地的年度與每月負載距離。「前 5 個貨運商 - 依距離」
長條圖可讓您根據從所選出貨儲存地算起的行駛距離總計識別前 5 個貨運商。「每一距離的平
均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長條圖可讓您根據發生自所選出貨儲存地之所選貨運商的距離比較平
均應付運費。「平均負載重量 - 依出貨儲存地」泡泡圖可讓您繪製平均負載重量與載入數量總
計以及平均負載距離之間的關係。「行駛距離的年度與月份摘要 - 依貨運商」表格顯示用於此
圖表的貨運商與時間週期歷史距離資訊。「負載距離明細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出貨儲存地
圖表的所有負載距離明細歷史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負載距離總計與平均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負載距離 - 依出貨儲存地、年度與月份 (線條圖)
• 前 5 個貨運商 - 依距離 (長條圖)
• 每一距離的平均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 (長條圖)
• 平均負載重量 - 依出貨儲存地 (泡泡圖)
• 行駛距離的年度與月份摘要 - 依貨運商 (表格)
• 負載距離明細表格

16.2.3.3. 負載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報表

「負載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規劃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來檢視營運比率和運費
(可計費和應付) 資訊。「可計費運費與平均可計費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
讓您依規劃儲存地比較可計費運費總計和平均可計費運費。「可計費與應付運費 - 依年度與月
份」線條圖比較針對同一期間比較可計費與應付運費。「營運比率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圖可
讓您比較所選規劃儲存地的營運比率。「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泡泡圖可讓您繪製應付運
費與出貨數目總計和負載數量總計之間的關係。「可計費運費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圓餅圖
可讓您檢視依規劃儲存地的可計費運費分佈。「應付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與貨運商」表格
顯示用於此圖表的應付運費、規劃儲存地與貨運商資訊歷史摘要。「可計費運費摘要 - 依規劃
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可計費運費與規劃儲存地資訊歷史摘要。「負載運費分析明細
表格」顯示用於所選規劃儲存地之圖表的所有可計費與應付運費歷史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可計費運費與平均可計費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可計費與應付運費 - 依年度與月份 (線條圖)
• 營運比率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圖)
• 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 (泡泡圖)
• 可計費運費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 (圓餅圖)
• 應付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與貨運商 (表格)
• 可計費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 (表格)
• 負載運費分析明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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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3.4. 負載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報表
「負載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規劃儲存地和貨運商作為篩選條件
來檢視應付運費資訊。「應付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貨運商」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依貨運商比
較應付運費總計和平均應付運費。「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比較貨
運商從同一規劃儲存地出貨的應付運費。「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年度與月份」線條圖可
讓您針對同一期間依規劃儲存地比較應付運費。「應付運費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圓餅圖可
讓您依規劃儲存地檢視應付運費的分佈。「負載重量 - 依貨運商」泡泡圖可讓您繪製負載重量
- 依貨運商與應付運費和負載數目之間的關係。「應付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與貨運商」表
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應付運費、規劃儲存地，以及貨運商資訊歷史摘要。「應付運費摘要 - 依
規劃儲存地」表格顯示用於此圖表的應付運費與規劃儲存地資訊歷史摘要。負載應付運費分析
明細表格顯示用於所選規劃儲存地之圖表的所有歷史應付運費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應付運費總計與平均 - 依貨運商 (長條-折線組合圖)
• 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與規劃儲存地 (長條圖)
• 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年度與月份 (線條圖)
• 應付運費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 (圓餅圖)
• 負載重量 - 依貨運商 (泡泡圖)
• 應付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與貨運商 (表格)
• 應付運費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 (表格)
• 負載應付運費分析明細表格

16.2.3.5. 車輛使用率 - 依規劃儲存地報表
「車輛使用率 - 依規劃儲存地」報表可讓您使用規劃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檢視車輛使用率資
訊。「平均車輛重量與容積使用率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規
劃儲存地比較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和車輛體積使用率百分比。「車輛大量容積使用率百分比
與平均大量容積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規劃儲存地比較車輛大量容
積使用率百分比和車輛平均大量容積。「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 - 依出貨儲存地」泡泡圖可讓
您繪製所選規劃儲存地之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與平均負載重量和負載數目之間的關係。「平
均負載重量與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 - 依車輛類型」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車輛類型
平均負載重量和車輛使用率百分比。「負載重量、體積與大量容積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表格
顯示用於此圖表的重量、容積與規劃儲存地資訊歷史摘要。「車輛使用率分析明細表格」顯示
用於所選規劃儲存地之圖表的所有歷史車輛資訊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平均車輛重量與容積使用率百分比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車輛大量容積使用率百分比與平均大量容積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折線組合圖)
• 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 - 依出貨儲存地 (泡泡圖)
• 平均負載重量與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 - 依車輛類型 (長條-折線組合圖)
• 負載重量、體積與大量容積摘要 - 依規劃儲存地 (表格)
• 車輛使用率分析明細表格

16.2.3.6. 封裝負載分析報表
「封裝負載分析」報表可讓您使用出貨或規劃儲存地作為篩選條件檢視負載資訊。「車輛重量
使用率百分比」量表顯示最低車輛使用率百分比的三個出貨儲存地。「負載重量與容積 - 依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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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儲存地」長條-折線組合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出貨儲存地比較負載重量與負載容積。「可計費與
應付運費 - 依年度與月份」線條圖比較針對同一期間比較可計費與應付運費。「每一重量的應
付運費 - 依貨運商」長條圖可讓您針對可讓您比較每一定義之計量單位的應付運費。「每一重
量的可計費與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規劃儲存地依每一定義的計量
單位比較可計費與應付運費。「營運比率 - 依規劃儲存地」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規劃儲存地
比較營運比率。「前 5 個出貨儲存地 - 依負載重量」泡泡圖可讓您繪製前 5 個出貨儲存地 - 依
負載重量與可計費運費和負載數目之間的關係。「可計費運費百分比 - 依運輸模式」圓餅圖可
讓您依運輸模式檢視可計費運費的分佈。「應付運費百分比 - 依運輸模式」圓餅圖可讓您依運
輸模式檢視應付運費的分佈。「負載重量與體積分析明細表格」顯示用來建立所選規劃或出貨
儲存地圖表的所有歷史負載重量與體積明細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車輛重量使用率百分比 (量表)
• 負載重量與容積 - 依出貨儲存地 (長條-線條圖表組合)
• 可計費與應付運費 - 依年度與月份 (線條圖)
• 每一重量的應付運費 - 依貨運商 (長條圖)
• 每一重量的可計費與應付運費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圖)
• 營運比率 - 依規劃儲存地 (長條圖)
• 前 5 個出貨儲存地 - 依負載重量 (泡泡圖)
• 可計費運費百分比 - 依運輸模式 (圓餅圖)
• 應付運費百分比 - 依運輸模式 (圓餅圖)
• 負載重量與體積分析明細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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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2. 封裝負載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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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適用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9.1

版更新)

本章討論適用於「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並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
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7.2,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 (P54HS220)」
• 節 17.3,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 (P54HS230)」
• 節 17.4,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 (P54HS240)」
• 節 17.5,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 (P54HS250)」
• 節 17.6,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 (P54HS260)」

17.1. 適用於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以下是可用的行動通訊應用程式，可在行動裝置上用來管理健康與安全事故資訊。

• 呈報事故 (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 事故記分板 (智慧型手機和平板電腦)

這些應用程式需要系統管理員進行組態，才能夠提供給個別使用者使用。請聯絡系統管理員以
決定這些應用程式是否可以提供使用。

請參閱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行動企業應用程式導入手冊 中的下列主題：

• 呈報事故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 事故記分板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17.2.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 (P54HS220)
從「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每日處理」選單 (G54HS10) 存取「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
程式 (P54HS220)。您可以使用「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來分析和彙總健康與安全事故。此
應用程式會使用「事故與 BU 結合 - One View」業務視圖 (V54HS01J)，其中包含來自「事故
主檔」表格 (F54HS01) 以及「業務單位主檔」表格 (F0006) 的欄位。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判斷事故的一般性質或趨勢。例如，您可以依類型或依其他因素 (例如，人
員、安全、環境、設備或資產損害) 來檢視事故。您也可以分析事故成本，以根據屬性或特性
進行事故比較。這些報表依月份提供可能的起因與事故的相關資訊。請從方格的 287 個欄中進
行選擇。在其中，方格內有 48 個特殊的計算欄位。這些欄會一起取得資訊、執行計算，然後
顯示在方格中以便用於報告。可用於此畫面格式的資訊不會存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的其他畫面格式中。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隨附提供兩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為「事故屬性」和「事
故成本」。透過這些提供的報表，您可以查看與重要事故屬性相關的分析，例如組織、事故日
期、起因、第三方相關事故、嚴重程度、狀態、事故類型及實際與預估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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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 特殊處理

17.2.1.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欄位和方格欄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提供日期範圍以分析事故。您可以編輯日期範
圍，或者將開始日期或截止日期保留為開放。

• 轉換貨幣代碼與基準貨幣日期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以通用貨幣呈報事故成本金額。您可以使用「轉換貨
幣代碼」和「基準貨幣日期」欄位將成本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貨幣代
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用「基準貨幣
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貨幣日期」欄位不會針對方
格欄進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轉換」欄。
您可以將預估和實際事故成本金額轉換為通用貨幣。已轉換的成本金額使用 18 個「轉換」
欄。

• 事故類型

您也可以透過核取「潛在事故」、「從安全統計排除」、「資產/設備損害」、「涉及的機動
車輛」、「環境影響」、「傷害/疾病」、「安全」，以及「其他」的方塊，來篩選要包含的
事故類型。標示為「從安全統計排除」的事件會包含在此應用程式中。這些核取方塊為累加
式，也就表示如果事故已經在「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中選取所有這些屬性，則事
故會包含在方格和報表中。若要包含所有事故，請勿核取這些核取方塊中的任一個。若要根
據這些屬性來排除事故，請對每個屬性使用「依範例查詢 (QBE)」，然後輸入 "1" 以只顯示
已選取核取方塊的事故，或者輸入 "0" 以只顯示未選取核取方塊的事故。

17.2.1.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表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以
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方格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事故開始日期

這是輸入在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開始日期。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
定資格。此日期包含在範圍內。此日期以欄位提供，以用在報表上。

• 事故截止日期

這是輸入在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截止日期。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
定資格。此日期包含在範圍內。此日期以欄位提供，以用在報表上。

• 事故年度

這是和所呈報之事故關聯的行事曆年度。它是以「事故日期 (HSIDT)」欄位為基礎。
• 轉換貨幣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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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輸入於應用程式之標頭欄位中的貨幣代碼。這是必要的欄位，以便代碼可以用於報表
上。

• 基準貨幣日期

這是輸入於應用程式之標頭欄位中的「基準日期」。這是必要的欄位，以便「基準貨幣日
期」可用於報表上。如果已填入貨幣代碼但此日期保留為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 轉換匯率

這是用於貨幣金額的匯率。擷取依據為「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貨幣日期」欄位。
• 預估成本 - 傷害/疾病

這是和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預估成
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此欄位的值為 0。

• 實際成本 - 傷害/疾病

這是和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此欄位的值為 0。

• 轉換預估成本 - 傷害/疾病

這是和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預估成本
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此欄位的值為 0。

• 轉換實際成本 - 傷害/疾病

這是和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此欄位的值為 0。

• 預估成本 - 安全

這是和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預估成本總
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安全」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安全

這是和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實際成本總
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安全」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安全

這是和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當事
故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安全」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安全

這是和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當事故
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安全」核取方塊，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設備

這是和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
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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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成本 - 設備

這是和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
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設備

這是和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
計。當事故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
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設備

這是和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
計。當事故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
「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機動車輛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
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
值 0。

• 實際成本 - 機動車輛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
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
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機動車輛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
計。當事故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
「事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
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機動車輛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
計。當事故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
「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
值 0。

• 預估成本 - 環境

這是和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預估成
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環境

這是和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環境

這是和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預估成本
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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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實際成本 - 環境

這是和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其他

這是和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預估成本總
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其他」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其他

這是和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實際成本總
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其他」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其他

這是和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當事
故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其他」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其他

這是和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當事故
已選取「其他」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其他」核取方塊，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潛在

這是和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預估成
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潛在

這是和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潛在

這是和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預估成本
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潛在

這是和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當
事故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故實際成
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第三方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
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
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第三方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
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
具有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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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換預估成本 - 第三方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
總計。當事故已選取「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
「事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具
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第三方

這是和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
總計。當事故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
幣」的「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
欄將具有值 0。

• 預估成本 - 公司

這是和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預估成本總計。它是以「事
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為基礎。如果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
具有值 0。

• 實際成本 - 公司

這是和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的所有實際成本總計。它是以「事
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為基礎。如果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
具有值 0。

• 轉換預估成本 - 公司

這是和未選取「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預估成本總
計。當事故未選取「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轉換為「轉換貨幣」的「事
故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如果已選取「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實際成本 - 公司

這是和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關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所有實際成本
總計。當事故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時，此欄位會填入已轉換為「轉換貨
幣」的「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如果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
欄將具有值 0。

• 轉換事故預估成本總計

這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預估事故成本總計。這是以轉換成「轉換貨幣」的「預估事故成本
總計 (HSITEC)」為基礎的預估成本總計。

• 轉換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這是以另一種貨幣表示的實際事故成本總計。這是以轉換成「轉換貨幣」的「實際事故成本
總計 (HSITAC)」為基礎的實際成本總計。

• 公司負責

此欄表示事故由公司負責而且承包商或第三方不會涉入。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
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1。系統使用此值計算公司負責的事故數目。

• 承包商/第三方說明

此欄表示用於報告的說明。視是否對事故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 (HSICR) 而
定，將會顯示「第三方負責」或「公司負責」。

• 格式化事故時間與所呈報的格式化事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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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欄位顯示格式化的時間。這些欄位未啟用「依範例查詢 (QBE)」。不過，為了便於搜
尋和篩選，這些格式化時間欄位會以易於閱讀的時、分和秒格式表示時間。

17.2.2. 報表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事故屬性
• 事故成本

這些報表的頂端有一個清單 (以「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1 (處)」、「機構」及「嚴重程度」為基
礎)。當您在互動模式下執行報表時，請使用此清單來篩選報表資料。

17.2.2.1. 事故屬性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事故的關鍵屬性。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事故嚴重程度 (圓餅圖)
• 事故狀態 (圓餅圖)
• 事故 - 依月份 (線條圖)
• 事故 - 依年度 (線條圖)
• 起因 - 所有事故 (垂直長條圖)
• 公司事故的起因 (此圓餅圖僅包含未核取「承包商/第三方」的事故。)
• 事故責任 (圓餅圖)
• 保險理賠 (此圓餅圖僅包含已輸入理賠號碼的事故。)
• 事故 - 依機構 (垂直長條圖)
• 事故 - 依業務單位 (垂直長條圖)
• 事故 - 依區域 (垂直長條圖)
• 事故 - 依專案 (垂直長條圖)
• 事故類型 - 依機構 - 前 5 個 (垂直叢集長條圖)
• 安全事故的類型 (此圓餅圖僅包含已核取「安全機密分類」的事故。)
• 其他事故的類型 (此圓餅圖僅包含已核取「其他分類」的事故。)
• 事故資訊 - 專案摘要 (依「機構、專案」表格)
• 事故資訊 - 明細 (表格)
• 包含「機構」、「業務單位」、「區域」、「專案」、「嚴重程度」、「狀態」、「其他分

類」「安全機密分類」及「事故號碼」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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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2.2.2. 事故成本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事故的實際和預估成本。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實際成本 - 依事故類型 (水平長條圖)
• 成本差異 - 依事故類型 (水平長條圖)
• 平均實際成本 (量表)
• 前 10 個最大成本的事故 (垂直長條圖)
• 實際成本 - 依責任 (圓餅圖)
• 實際成本 - 依嚴重程度 (圓餅圖)
• 實際成本 - 依月份 (線條圖)
• 實際成本 - 依年度 (線條圖)
• 實際事故成本 - 依機構 (垂直長條圖)
• 實際事故成本 - 依業務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實際事故成本 - 依區域 (垂直長條圖)
• 實際事故成本 - 依專案 (垂直長條圖)
• 實際事故成本 - 依承包商 (垂直長條圖)
• 未預期事故摘要 - 成本 (依機構、專案) (表格)
• 事故明細 - 成本 (表格)
• 包含「機構」、「業務單位」、「區域」、「專案」、「承包商」、「嚴重程度」及「事故

號碼」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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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1. 事故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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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 (P54HS230)
從「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每日處理」選單 (G54HS10) 存取「事故人員查詢」應用程式。您
可以使用「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應用程式來分析和彙總涉及健康與安全事故及其疾病與
傷害的人員。此應用程式會使用「事故人員與傷害結合 - OVR」業務視圖 (V54HS01K)，其
中包含來自「事故主檔」表格 (F54HS01)、「事故人員」表格 (F54HS02) 以及「事故疾病/傷
害」表格 (F54HS021) 的欄位。此結合視圖包含此三個表格，可識別有人員和事故關聯的事故
的所有事故。它還會針對事故，提取與業務單位關聯的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來源為「業
務單位主檔」表格 (F0006)。如果存在事故但沒有人員和該事故關聯，該事故不會包含在顯示
在方格中的結果中。

請務必瞭解「事故人員」表格 (F54HS02) 和「事故疾病/傷害」表格 (F54HS021) 之間的差
異。每當有人員和事故關聯時，都會以新記錄的方式輸入在 F54HS02 表格中，而且和角色及
傷害無關。如果人員受到傷害或疾病而且有多種傷害或疾病，將會輸入到 F54HS02 表格的傷
害/疾病欄位中。所有後續傷害或疾病會使用「事故」應用程式 (P54HS00) 中的「新增傷害/疾
病明細」按鈕輸入到 F54HS021 表格中。如果某個人員有 3 個傷害，最嚴重的傷害會輸入到
F54HS02 表格中，其他 2 個傷害會輸入到 F54HS021 表格中。此資訊在「One View 事故人
員查詢」應用程式中會顯示為 3 個方格列。請參閱以下的「人員詳細層級」欄位說明，以瞭
解系統如何使用它來反映這 3 個傷害。在 F54HS02 表格中，每個人員的每個事故只有一個記
錄。

方格記錄顯示與事故關聯的每個人員的資訊。對於有多個傷害或疾病的任何人員，方格會針對
每個傷害或疾病顯示一個記錄。主要傷害 (即最嚴重的傷害) 通常是必須為受傷員工提報的傷
害。您可以在「事故人員」表格 (F54HS02) 中輸入主要傷害明細，以及在「事故疾病/傷害」
表格 (F54HS021) 中輸入其他任何傷害或疾病。此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所有傷害的報表，但您
必須瞭解它們在方格中的呈現方式，這一點非常重要。有一個特殊的「人員詳細層級」欄位
用來擷取這種差別。對於未曾因事故而在系統中輸入任何傷害的人員，該人員的詳細層級為
"1"。對於傷害較複雜而必須針對單一事故記錄其他傷害的人員，方格列將會對第一個主要傷害
和第一個其他傷害使用詳細層級 "2"，因為它們會在同一方格列中呈報。所有後續傷害會記錄
在其他方格列中並呈現為詳細層級 "3"。

例如，請考慮下列事故號碼 123。事故有 5 個關聯的人員，3 個是員工，2 個是非員工。有兩
個員工以及一個非員工在事故中受傷。和事故關聯的其他兩個人員包括一位身為主管的員工以
及一個證人的非員工。有一個受傷員工 Bob Green 受到多種傷害，前兩個傷害將在一個方格列
中呈報，第三個傷害則是在第二個方格列中呈報。Bob 受到的最嚴重傷害將記錄在 F54HS02
表格中，其他兩個傷害則是記錄在 F54HS021 表格中。其他受傷的員工會被要求保留為匿名，
並在方格中表示為「隱私案例」而且具有替代的傷害說明。由於所有這些人員都和此事故關
聯，他們將顯示在方塊中並可用來建立報表。此事故在方格中顯示為 6 列，如以下影像所示。
如果您不想建立某些人員或某些類型人員的報表 (例如某些角色或非員工)，請使用方格中的
「QBE (依範例查詢)」儲存格或「進階查詢」來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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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2. OVR 人員圖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瞭解誰涉入事故中、那些人員的角色以及所發生的傷害或疾病類型，以識別
事故的趨勢。例如，如果某個類型的傷害發生次數多於其他類型，表示必須針對此事故提供
更多的訓練或安全設備。報表提供的資訊包括涉及的人員、員工或第三方、導致傷害的事故
類型、所呈報之傷害的分析，以及傷害或疾病明細。請從方格的 357 個欄中進行選擇。在其
中，有 10 個計算欄位可協助建立報告。此應用程式會使用隱私案例篩選以表示有人員在事故
中識別為隱私案例。系統會將其名稱顯示為「隱私案例」，並提供替代說明，同時不顯示「人
員 ID」。為確保隱私案例篩選條件有效，已停用「人員 ID」、「人員姓名」及「傷害/疾病說
明」的「依範例查詢 (QBE)」儲存格。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隨附提供 4 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涉及人員的事
故」、「受傷人員摘要」、「可呈報的傷害/疾病摘要」以及「詳細傷害/疾病摘要」。在這些
提供的報表中，您可以查看事故涉及人員的相關分析以及傷害與疾病的相關資訊。

17.3.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7.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欄位和方格欄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顯示要分析事故的日期範圍。您可以編輯日期
範圍，或者將「事故開始日期」和「事故截止日期」保留為開放。「事故截止日期」不可以
早於「事故開始日期」。

• 事故類型

您也可以透過核取「潛在事故」、「從安全統計排除」、「資產/設備損害」、「涉及的機動
車輛」、「環境影響」、「傷害/疾病」、「安全」，以及「其他」方塊，來選取要包含的事
故類型。您可以篩選事故，以僅包括標示特定屬性的事故。例如，如果核取「傷害/疾病」核
取方塊，則只有那些已核取該屬性的事故才會包含在搜尋結果中。這些核取方塊為累加式，
也就是說事故的所有屬性應該表示您在應用程式的「事故人員查詢」標頭中核取的屬性，將
會包含它們。若要建立所有事故的報表，請勿核取所有這些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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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1. 計算欄位

將會顯示下列計算欄位：

• 人員計數

此欄顯示事故涉及的人員數目。此數目對於建立報告非常重要，因為每個具有多種傷害的人
員會有多個方格列。

• 事故計數

此欄顯示事故涉及的人員數目。此數目對於建立報告非常重要，因為單一事故可能涉及多個
人員。

• 傷害計數

此欄顯示涉及人員之事故的傷害數目。它是以人員記錄上的「受傷 Y/N」核取方塊為基礎，
並會針對複雜傷害的其他傷害或疾病中加以考量。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此欄顯示的因導致發生失工天數受限制天數的傷害或疾病而發生的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 案例數目計數

此欄顯示所呈報的案例數目 (OSHA Y/N=Y)。
• 人員詳細層級

此欄指定每個方格列表示的資訊。"1" 表示人員僅在 F54HS02 具有記錄而且沒有任何其他傷
害。"2" 表示人員同時在 F54HS02 和 F54HS021 具有記錄。"3" 表示方格列中的資訊是在初
始其他傷害記錄之外的後續其他傷害或疾病記錄 (F54HS021)。隨附此應用程式的各種報表
可在不同層級呈報人員資訊，而且此欄位對於控制每個報表需要考量的記錄是不可缺少的部
分。

• 公司負責

此欄表示事故由公司負責。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1。
系統使用此值計算公司負責的事故數目。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這些欄位是輸入於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開始日期和事故截止日期。這些日期將和事故記錄
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定資格。這些日期包含在範圍內。

• 格式化工作開始時間

此欄顯示人員在所顯示之事故日期開始工作的時間。格式為時:分:秒。雖然您無法篩選或查
詢此欄位 (您要使用隨附的「工作開始時間」欄來進行) 但它是更容易閱讀的格式化日期欄位
而且是針對報告而提供。

17.3.3. 報表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涉及人員的事故
• 受傷人員摘要
• 可呈報的傷害/疾病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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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傷害/疾病摘要

這些報表的頂端有一個清單，以便在互動模式下提供篩選，如以下說明：

17.3.3.1. 涉及人員的事故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分析涉及所有人員的事故。您可以使用「機構」欄位和「涉及第三
方」欄位來篩選此報表。此報表會排除「人員詳細層級」值等於 '3' 的所有方格列。此報表包
含下列元件：

• 涉及人員的角色 (圓餅圖) (可計算人員數目)
• 員工與非員工 (圓餅圖) (可計算人員數目)
• 受傷/疾病數目 (圓餅圖) (可計算人員數目)
• 事故嚴重程度 (圓餅圖) (可計算事故數目)
• 負責方 (圓餅圖) (可計算事故數目)
• 事故狀態 (圓餅圖) (可計算事故數目)
• 事故數目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人員數目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事故數目 - 依機構 (垂直長條圖)
• 事故數目 - 依專案 (垂直長條圖)
• 事故 - 依月份/年度 (堆疊區域圖)
• 事故數目 - 依狀態 (垂直長條圖)
• 事故涉及人員數目 - 依事故類型 (依機構、專案) (表格)
• 涉及人員的事故 (依機構、專案) (依機構重複) (表格)
• 涉及人員的事故明細 (依機構、專案、事故號碼) (依機構重複) (表格)
• 包含「機構」、「專案」、「事故嚴重程度」及「事故狀態」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3.3.2. 受傷人員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與事故相關的受傷或疾病人員。只有受傷或疾病的人員才會包含在此報表
中。此報表不深入提供每個傷害具體詳細資訊的細節 (包含在「事故/疾病」表格 - F54HS021
中的資訊)。相反地，它會查詢包含傷害或疾病之事故的趨勢 (「事故人員」表格 - F54HS02 中
的資訊)。此報表計算受傷人員數目而不是傷害數目，因此具有複雜傷害的人員可能會有多個方
格列詳述那些傷害，但在此報表上僅會視為一個受傷人員。此報表包含「受傷 Y/N」核取方塊
= Y (HSIINJD F54HS02) 的任何人員。此報表會排除「人員詳細層級」值等於 '3' 的方格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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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根據是否為員工、傷害是否為 OSHA 可呈報傷害，以及依「角色」來篩選人員記錄。此
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傷害/疾病的嚴重程度 (圓餅圖)
• 受傷/疾病員工 (圓餅圖)
• OSHA 可呈報的案例 (圓餅圖)
• 受傷身體部位 (圓餅圖)
• 傷害/疾病分類 (圓餅圖)
• 職業傷害/疾病類型 (圓餅圖)
• 性別/年齡群組分佈 (堆疊水平長條圖)
• 藥物與酒精結果 (垂直長條圖) (此圖表僅顯示已經參與測試之人員的「藥物與酒精」結果。

它是以人員明細為基礎。)
• 前 5 個重複受害者 (水平長條圖) (此圖表顯示在多個事故中受傷的前 5 個人員)
• 程度 (天數總計 - 依傷害分類) (泡泡圖) (顥示於每個傷害分類，包括受傷人員數目以及因受傷

而損失的工時天數總計。「損失工時天數總計」在應用程式中為計算欄位，內含失工天數和
受限制的工作相關天數的加總。)

• 傷害/疾病 - 依機構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傷害/疾病 - 依專案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傷害/疾病摘要 (依機構、專案) (表格)
• 傷害/疾病明細 - 依專案 (依機構、專案) (依機構重複) (表格)
• 包含「專案」、「機構」及「人員」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3.3.3. 可呈報的傷害/疾病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標示為 OSHA Y / N = Y 或可呈報之事故相關人員的疾病和傷害。如果人員
有多個傷害和事故相關，則只有最嚴重的傷害記錄到 F54HS02 表格中，因為最嚴重的傷害通
常就是需要呈報的傷害。其他傷害會視為他傷害而詳細記錄在 F54HS021 表格中。此報表僅集
中於可呈報的傷害 - 亦即那些傷害記錄在 F54HS02 表格中，因此不會包含人員詳細層級 = 3
的任何方格列。此報表僅計算案例而不是事故，請記得，事故可以有多個案例。

您可以在互動模式下使用報表頂端的清單，根據「機構」、「傷害分類」及「職業傷害/疾病」
等欄位進行篩選。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案例數目 - 依分佈位置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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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數目 - 依星期 (垂直長條圖)
• 案例數目 - 依月份 (線條圖)
• 職業傷害 - 依傷害分類 (堆疊垂直長條圖)
• 損失工時 - 依專案 - 前 5 個 (堆疊水平長條圖)
• 每一事故的案例 - 依機構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 每一事故的案例平均數目 (所有機構) (量表)
• 傷害/疾病摘要 (依機構、專案) (表格)
• 傷害/疾病分類 (依傷害分類、職業傷害/疾病) (表格)
• 傷害/疾病明細 (依機構、事故號碼) (依機構重複) (表格)
• 包含「機構」及「專案」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3.3.4. 詳細傷害/疾病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和事故相關之人員的疾病和傷害。只有具有複雜的傷害人員才會在「事故/疾
病」表格 (F54HS021) 中有的詳細傷害或疾病記錄，因此才會包含在此報表中。此報表會深入
特定傷害與疾病的明細並計算傷害的數目，因此具有複雜傷害的人員可能會被重複計算。只有
「人員詳細層級」等於 2 或 3 的方格列才會包含在此報表中。

除了可以根據是否為員工來篩選事故人員疾病/傷害記錄外，您還能夠根據傷害是否為 OSHA
可呈報傷害來篩選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前 5 個其他傷害或疾病的傷害/疾病事件 (垂直長條圖)
• 前 5 個其他傷害或疾病的傷害/疾病來源 (垂直長條圖)
• 前 5 個其他傷害或疾病的傷害/疾病性質 (垂直長條圖)
• 前 5 個其他傷害或疾病涉及的身體部位 (垂直長條圖)
• 前 5 個以所有傷害/疾病為基礎的機構複雜性比率 (量表) (複雜性比率指傷害或疾病數目總計

除以受傷或疾病人員的數目。)
• 傷害/疾病摘要 (依機構、專案) (表格) (這個表格會計算包含 F54HS02 和 F54HS021 表格在

內的所有傷害。它會計算至少有一個傷害或疾病的所有事故。複雜性比率為每一受傷或疾病
人員的傷害或疾病數目總計。)

• 包含「疾病/傷害分類」、「機構」、「專案」、「事件」、「來源」、「疾病/傷害性質」
及「身體部位」說明的參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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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3. 涉及人員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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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 (P54HS240)
從「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每日處理」選單 (G54HS10) 存取「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
用程式。您使用「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用程式來分析和彙總涉及健康與安全事故的設
備、資產及機動車輛。「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用程式會使用「事故與設備結合 - One
View」業務視圖 (V54HS03C)，其中包含來自「事故主檔」表格 (F54HS01)、「事故設備」
表格 (F54HS03) 以及「資產主檔」表格 (F1201) 的欄位。它還會針對事故，提取與業務單位
關聯的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來源為「業務單位主檔」表格 (F0006)。部分「設備主檔延
伸」表格 (F1217) 欄位還會顯示在方格中，但不是業務視圖的一部分。這些欄位可用於報告，
但您無法進行查詢或篩選，因為它們不在業務視圖中。此結合視圖包含這些表格，可識別有設
備和事故關聯的所有事故。如果事故沒有任何設備與其關聯，該事故不會包含在顯示在方格中
的結果中。

方格記錄顯示和事故相關之每個設備的資訊。如果事故涉及多個設備，每個設備會以一筆記錄
顯示在方格列中。「事故設備」表格 (F54HS03) 提供欄位以擷取事故中損害或涉及的任何設
備、機動車輛或資產資訊。在本說明文件中，除了「機動車輛摘要」報表外，「設備」一詞指
下列三個詞彙中的任一個：設備、資產和機動車輛。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瞭解事故涉及的損害資產或車輛。此應用程式在更換設備時可提供非常有用
的考量資訊，可瞭解某種類型的設備是否需要投入更多的訓練或某些類型的設備是否更容易捲
入事故。請從方格的 408 個欄中進行選擇。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隨附提供 4 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資產/設備摘
要」、「機動車輛摘要」、「非機動車輛摘要」，以及「操作員/司機摘要」。透過這些提供的
報表，您可以查看事故涉及設備的相關分析以及操作員或司機相關資訊。

17.4.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7.4.2. 特殊處理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欄位和方格欄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顯示要分析事故的日期範圍。您可以編輯日期
範圍，或者將「事故開始日期」或「事故截止日期」保留為開放。「事故截止日期」不可以
早於「事故開始日期」。

• 事故類型

您也可以透過核取「潛在事故」、「從安全統計排除」、「資產/設備損害」、「涉及的機
動車輛」、「環境影響」、「傷害/疾病」、「安全」，以及「其他」方塊，來選取要包含的
事故類型。您可以篩選事故，以僅包括標示特定屬性的事故。記錄中已選取「從安全統計排
除」核取方塊的事故會包含在此應用程式中。這些核取方塊為累加式，也就是說事故的所有
屬性應該表示您在應用程式的「事故設備查詢」標頭中核取的屬性，要顯示在方格中。若要
建立含設備記錄的所有事故報表，請勿核取所有這些核取方塊。

17.4.2.1. 計算方格欄
將會顯示下列計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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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化事故時間與所呈報的格式化時間

這兩個欄位顯示格式化時間。這些欄位未啟用「依範例查詢 (QBE)」。不過，為了便於搜尋
和篩選，這些格式化時間欄位會以易於閱讀的時:分:秒格式表示時間。

• 事故年度

這是和所呈報之事故關聯的行事曆年度。它是以「事故日期」欄位 (HSIDT) 為基礎。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這些欄位顯示輸入於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開始日期和事故截止日期。這些日期將和事故記
錄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定資格。這些日期包含在範圍內。

17.4.3. 報表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資產/設備摘要
• 機動車輛摘要
• 非機動車輛摘要
• 操作員或司機摘要

所有這些報表的頂端都有一個清單，以便在互動模式下提供篩選。這 4 個報表使用「機構」欄
位。每個報表都使用其他篩選條件，說明如下。

17.4.3.1. 資產/設備摘要報表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開啟分析涉及設備的事故。除了能夠依「機構」篩選事故設備記錄外，您可
以在設備種類代碼編號 2 (設備類別) 和專案上篩選設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設備事件類型 (圓餅圖)
• 可視度 (圓餅圖)
• 道路條件 (圓餅圖)
• 發生故障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的第三方保險理賠 (圓餅圖)
• 損害的設備 (圓餅圖)
• 損害嚴重程度 (圓餅圖)
• 機動車輛 (圓餅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月份 - 依年度 (堆疊區域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狀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設備類別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公司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涉及設備的事故 - 依專案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設備事件明細 (表格)
• 設備明細 (表格)
• 包含「機構」、「專案」、「設備事件類型」、「可視度條件」、「道路/表面條件」、「設

備類別」、「設備狀態」及「損害嚴重程度」說明的參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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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4.3.2. 機動車輛摘要報表
使用此報表分析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其中包括「機動車輛 Y/N」欄位設定為 Y 的所有設備記
錄。除了能夠依機構篩選事故設備記錄外，您可以在設備種類代碼編號 2 (設備類別) 和專案上
篩選設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設備事件類型 (圓餅圖)
• 可視度 (圓餅圖)
• 道路條件 (圓餅圖)
• 發生故障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的第三方保險理賠 (圓餅圖)
• 損害的設備 (圓餅圖)
• 損害嚴重程度 (圓餅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月份 - 依年度 (堆疊區域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狀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設備類別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公司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 依專案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設備事件明細 (表格)
• 設備明細 (表格)
• 包含「機構」、「專案」、「設備事件類型」、「可視度條件」、「道路/表面條件」、「設

備類別」、「設備狀態」及「損害嚴重程度」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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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4.3.3. 非機動車輛摘要報表

請使用此報表分析不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其中包括「機動車輛 Y/N」欄位設定為 N 的所有設
備記錄。除了能夠依「機構」篩選事故設備記錄外，您可以在設備種類代碼編號 2 (設備類別)
和專案上篩選設備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設備事件類型 (圓餅圖)
• 可視度 (圓餅圖)
• 道路條件 (圓餅圖)
• 發生故障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 (圓餅圖)
• 第三方設備的第三方保險理賠 (圓餅圖)
• 損害的設備 (圓餅圖)
• 損害嚴重程度 (圓餅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月份 - 依年度 (堆疊區域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狀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設備類別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產品系列 - 前 5 個 (垂直長條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公司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涉及設備 (非機動車輛) 的事故 - 依專案 -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設備事件明細 (表格)
• 設備明細 (表格)
• 包含「機構」、「專案」、「設備事件類型」、「可視度條件」、「道路/表面條件」、「設

備類別」、「設備狀態」及「損害嚴重程度」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17.4.3.4. 操作員/司機摘要報表

您可以使用此報表分析涉及設備的事故以及逐級展開至司機或操作員詳細資訊。除了能夠依機
構篩選事故設備記錄外，您也可以在「涉及承包商/第三方」和「發生故障」上篩選設備記錄。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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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方與公司擁有 (圓餅圖)
• 發生故障 (圓餅圖)
• 事故起因 (圓餅圖)
• 藥物與酒精測試 (圓餅圖)
• 藥物與酒精結果 (圓餅圖) (此圓餅圖僅顯示參與測試者的測試結果)
• 操作權限 (圓餅圖)
• 前 5 個重複的公司操作員/司機 (水平長條圖)
• 保險理賠 (圓餅圖) (指設備記錄上的保險理賠欄位)
• 公司設備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第三方設備 - 依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設備明細 (表格)
• 操作員/司機明細 (表格)
• 包含「機構」、「專案」、「設備事件類型」、「可視度條件」、「道路/表面條件」、「設

備類別」、「設備狀態」及「損害嚴重程度」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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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4. 資產/設備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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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 (P54HS250)
從「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每日處理」選單 (G54HS10) 存取「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應用
程式 (P54HS250)。您使用「環境事故查詢」應用程式來分析和彙總事故的環境影響。此應用
程式會使用「事故與環境明細結合」業務視圖 (V54HS08B)，其中包含來自「事故主檔」表格
(F54HS01)、「事故環境」表格 (F54HS08) 以及「業務單位主檔」表格 (F0006) 的欄位。這個
結合視圖橫跨這些表格會識別具有環境影響記錄的所有事故。如果有事故存在但該事故沒有關
聯的環境記錄，無論是否已經在事故上核取「環境影響分類」核取方塊，方格中都不會顯示結
果。

方格記錄表示和事故相關之每個環境影響的資訊。如果事故涉及多個環境影響，每個環境影響
記錄會以一筆記錄顯示在方格中。「事故環境」表格 (F54HS08) 提供欄位擷取因事故而釋出
或省略之任何產品或材料的資訊。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瞭解事故的環境影響以及判斷某些產品是否比其他產品涉入更多事故。此應
用程式提供非常有用的資訊以判斷處理產品的程序是否需要修改，或者需要投入更多訓練。請
從方格的 263 個欄中進行選擇。在其中，方格內有 8 個特殊的計算欄位。這些欄位一起擷取資
訊以協助建立報告。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隨附提供一個預先定義的報表 - 環境事故。在「環境事故」報表
中，您會看到與產品相關的分析及事故涉及的環境影響。

17.5.1. 處理選項
此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7.5.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欄位和方格欄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事故開始日期與事故截止日期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顯示要分析事故的日期範圍。您可以編輯日期
範圍，或者將「事故開始日期」或「事故截止日期」保留為開放。「事故截止日期」不可以
早於「事故開始日期」。

• 事故類型

您也可以透過核取「潛在事故」、「從安全統計排除」、「資產/設備損害」、「涉及的機動
車輛」、「環境影響」、「傷害/疾病」、「安全」，以及「其他」的方塊，來篩選要包含的
事故類型。您可以篩選事故，以僅包括標示特定屬性的事故。例如，如果選取「從安全統計
排除」核取方塊，只有那些已核取該屬性的事故才會包含在搜尋結果中。這些核取方塊為累
加式，也就是說事故的所有屬性應該表示您在應用程式標頭中核取的屬性，將會包含它們。
若要建立所有事故的報表，請勿核取所有這些核取方塊。

除非使用「依範例查詢 (QBE)」或「進階查詢」功能濾除，否則在本身的事故記錄中標示為
「從安全統計排除」的事故會包含在此應用程式中。若要包含所有事故，請勿核取標頭中的
任何方塊。若要根據這些屬性來排除事故，請對每個屬性使用 QBE，並輸入 "1" 以只顯示已
選取核取方塊的事故，或者輸入 "0" 以只顯示未選取核取方塊的事故。

17.5.2.1. 計算的方格欄
將會顯示下列計算欄位：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 (P54HS250)

344

• 事故年度

這是和所呈報之事故關聯的行事曆年度。它是以「事故日期 (HSIDT)」欄位為基礎。
• 格式化事故時間

此欄顯示格式化的時間。「依範例查詢 (QBE)」未啟用此欄。不過，格式化時間是以易於閱
讀的時、分、秒格式表示時間。

• 事故開始日期

這是輸入在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開始日期。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
定資格。此日期包含在範圍內。此欄僅用於報告。

• 事故截止日期

這是輸入在標頭日期範圍中的事故截止日期。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日期比較，以決
定資格。此日期包含在範圍內。此欄僅用於報告。

• 公司負責

此欄表示事故由公司負責而且不涉及承包商或第三方。如果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
取方塊，此欄將具有值 1。系統使用此值計算公司負責的事故數目。

• 公司或第三方說明

此欄顯示用於報告的說明。視是否對事故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 (HSICR) 而
定，將會顯示「第三方負責」或「公司負責」。

• 環境事件計數

此欄顯示環境記錄的數目。此欄僅用於報告。
• 事故計數

此欄顯示事故數目。此欄僅用於報告。

17.5.3. 報表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為「環境事故」報表。

此報表頂端有一個清單，以便在互動模式下提供篩選。報表使用「機構」、「事故嚴重程度」
及「承包商 / 第三方」等欄位。

17.5.3.1. 環境事故

您使用此報表來分析具有環境或潛在環境影響的事故。只有具有環境影響記錄的事故才會包含
在報表中。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環境分類 (圓餅圖)
• 環境嚴重程度 (圓餅圖)
• 環境狀態 (圓餅圖)
• 第三方與公司責任 (圓餅圖)
• 產品溢漏 (圓餅圖)
• 收到謷示的機構 (圓餅圖)
• 前 5 個起因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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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故類型 (垂直長條圖)
• 依狀態 (垂直長條圖)
• 前 5 個公司 - 依環境事件 (水平堆疊長條圖)
• 前 5 個專案 - 依環境事件 (水平堆疊長條圖)
• 前 5 個承包商 - 依環境事件 (水平堆疊長條圖)
• 環境事故 - 依月份 (線條圖)
• 環境事故 - 依年度 (線條圖)
• 產品資訊 (表格)
• 環境事件分類 - 依公司與專案 (表格)
• 環境明細 (表格)
• 包含「公司」、「專案」、「承包商」、「環境分類」、「環境狀態」及「環境嚴重程度」

說明的參照檔案

9.1 版更新

此報表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事故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事故主檔 (P54HS00)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HS00B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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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5. 環境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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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 (P54HS260)
從「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每日處理」(G54HS10) 選單存取「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
用程式。您使用「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 (P54HS260) 來計算和呈報事故頻率和
影響比率。此應用程式會使用「事故主檔 - 安全統計」業務視圖 (V54HS01D)，其中包含來自
「事故主檔」表格 (F54HS01) 的欄位。它還會針對事故，提取與業務單位或專案關聯的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來源為「業務單位主檔」表格 (F0006)。若「安全工時群組」為業務單
位，將針對事故取得與該業務單位關聯的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若「安全工時群組」為專
案，將針對事故取得與該專案關聯的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只有在「安全工時群組」是業
務單位或專案時，方格才會顯示 50 個業務單位種類代碼。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決定事故的發生頻率。例如，每月、每個員工或每個安全工時，以及事故
成本或損失工時天數等的事故影響。它分成可呈報的事故 (例如必須向 OSHA 呈報的事故) 以
及依事故類型分析。請從方格的 427 個欄中選擇，所有特殊計算欄位。這些欄會一起取得資
訊、執行計算，然後顯示在方格中以便用於報告。此資訊不存在於此畫面格式中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的任何位置)。此應用程式專注於頻率和影響比率，所有這些都需要計算而且
不會儲存在資料庫中。方格列在您要呈報的層級顯示彙總資料。例如，如果您依公司分析安全
統計，方格列會顯示每個公司的彙總。如果您的分析查詢 5 個公司，將會有 5 個方格列。由於
彙總會被用來決定每個方格列的資料，因此沒有僅顯示擷取資料的欄。因此，沒有任何欄會啟
用「依範例查詢 (QBE)」。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隨附提供 4 個預先定義的報表。這些報表包括「每月事故安全統
計」、「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安全統計 - 依事故類型」及「事故影響比率」。透過這
些提供的報表，您可以取得與關鍵事故屬性相關的分析，例如組織、事故日期、第三方相關事
故、事故類型、事故成本，以及失工天數。

17.6.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 指定安全工時和平均員工數目的擷取來源：
空白：事故安全工時 (F54HS20) 表格
您可以使用此處理選項從「事故安全工時」表格 (F54HS20) 擷取安全工時總計和年度
平均員工數目。
1：「員工異動記錄」(F0618) 表格
使用此處理選項可從「員工異動記錄」表格 (F0618) 擷取薪資工時及計算年度平均員
工數目。
2：使用「事故安全工時」(F54HS20) 表格來置換「員工異動記錄」(F0618) 表格中的
薪資記錄。
您可以使用此處理選項，考量使用「事故安全工時」表格 (F54HS20) 中的安全工時總
計和年度平均員工數目來置換「員工異動記錄」表格 (F0618) 中的薪資記錄。

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統將只會使用「事故安全工時」表格中的資訊。您必須在表格
中填入針對每個安全工時群組進行分析之每個年度的每月安全時數和年度平均員工數目。

如果您選取 "1"，系統將從 F0618 表格僅使用薪資記錄來決定安全工時和年度平均員工數目。
它會採納「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代碼來考量不會被視為安全工時之一部分的假日或休假
時間。

如果您選取 "2"，系統首先會搜尋「事故安全工時」表格中的資料，以尋找正在分析之安全工
時群組和日期範圍的記錄。如果找到相符記錄，系統會使用該表格中的資料。如果沒有，則會
在「員工異動記錄」表格中搜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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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將承包商視為安全工時群組進行分析時，只能夠從安全工時表格擷取安全工時和年度平均員工數目。在這
種情況下，處理選項應該設定為等於空白。

2. 預設安全工時群組
使用此處理選項指定「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之標頭的「安全工時群組」
(54HS/HG) 的預設值。
3. 計算「安全統計」時使用的「頻率比率常數」
使用此處理選項輸入大於零的值，用於計算頻率比率。頻率比率通常為事故乘以某個常
數，再除以總安全工時而得的值。常數使用的值於世界各地不同。這可讓您控制頻率比率
的計算方式。

17.6.2. 特殊處理

17.6.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在以下標頭欄位和方格欄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安全工時群組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可讓您取得所選安全工時群組的摘要。選擇包
括「機構」、「公司」、「業務單位」、「專案」和「承包商」。如果您正在依機構進行分
析，您應該選取「機構」。方格會針對每個機構顯示單一列，內含與讓機構相關之所有事故
的彙總資訊。「機構」、「公司」、「業務單位」和「專案」欄位全部位在「事故主檔」程
式「位置/組織」子畫面格式的「事故明細」標籤上。「承包商」欄位位於使用名為「承包
商/第三方」的欄位之「責任」子畫面格式的「事故明細」標籤中 (承包商「通訊錄」編號欄
位)。承包商必須在通訊錄中完成設定而且其「通訊錄」編號必須出現在事故中，才能夠成為
此應用程式的包含目標。

• 安全評量基準

代碼 (54HS/MB) 表示安全評量值。小時用於 OSHA 報告中，其他範例則包括行駛公里數或
進行的交貨。此值預設為「小時」。如果您從「員工異動記錄」表格擷取資訊，此值必須設
定為「小時」。如果您從「安全工時」表格擷取資訊，您必須在該處為您所選取的安全評量
基準設定資料。安全評量是應用於事故頻率和影響比率的基礎。

• 開始月份/年度與截止月份/年度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的標頭提供要分析事故的日期範圍。日期範圍為依月
份和年度，將預設為目前年度 1 月至目前月份與年度。您可以編輯日期欄位，或者將開始或
截止日期保留為開放。開始月份/年度不可以早於截止月份/年度。

• 轉換貨幣代碼與基準貨幣日期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事故成本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
「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將成本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貨
幣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用「基準
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日期」欄位不會針對方格欄
進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轉換」欄。您可
以將預估和實際事故成本金額轉換為通用貨幣。已轉換的成本金額有 3 個「轉換」欄。

• 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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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此應用程式之標頭中的事故類型核取方塊控制事故的篩選功能。有兩個選擇：包含和
排除。如果您選取「包含」，則在標頭中核取的所有事故類型分類將作為篩選條件以包含以
核取該核取方塊的事故。它是累加式的，也就是說如果您核取兩個分類，則只有同時核取那
些分類的事故才會被包含。未在此應用程式標頭中核取的任何事故類型分類都不會被用作篩
選條件，但具有那些分類的事故如果滿足其他準則，仍可能被包含。如果您將此篩選條件設
定為「排除」，則在標頭中核取的所有事故類型分類會被當作篩選條件，以排除已核取該核
取方塊的事故。同樣地，未在應用程式標頭中核取的任何分類都不會被當作篩選條件。

• 事故類型核取方塊

您也可以透過核取「潛在事故」、「資產/設備損害」、「涉及的機動車輛」、「環境影
響」、「傷害/疾病」、「安全」，以及「其他」 (如果「篩選」設定為「包含」) 的方塊來
選取要包含的事故類型。您可以篩選事故，以僅包括標示特定屬性的事故。例如，如果您核
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只有已核取屬性的才會包含在搜尋結果中。這些核取方塊
為累加式，也就是說事故的所有屬性應該表示您在應用程式的「事故安全統計查詢」標頭中
核取的屬性，將會包含它們。若要建立所有事故的報表，請勿核取所有這些核取方塊。有一
個例外是，任何標示為「從安全統計排除」的事故都會從此報表排除。即使選取其他任何屬
性，也不會包含它們。

• 事故種類代碼 1-10 頁籤和 11-20 頁籤

您可以使用這些欄位，進一步篩選要包含在分析中的事故。若您為多個種類代碼輸入數值，
只有符合這些頁籤中所有種類代碼數值的事故，才會包括在內。

17.6.2.2. 瞭解事故頻率比率與事故影響比率

17.6.2.2.1. 事故頻率比率
事故頻率比率是以每個安全評量事故數目總計為基礎 (通常為工時)。若要比較組織間的比率，
需要調高公式。否則，比率會很小，以致很難偵測到顥著的差異。這是透過分子 (或者事故計
數) 乘以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來完成。事故頻率比率的公式為 (事故計數 * 處理選項的頻率
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標準的業界計算。

17.6.2.2.2. 事故影響比率
事故影響比率是以事故影響總計為基礎 (例如成本總計或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 根據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若要比較組織間的比率，需要調高公式。否則，比率會很小，以致很難偵測到顯著的差異。
這是透過分子 (或者事故影響) 乘以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來完成。公式：(損失工時天數 *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

• 根據成本總計

不需要調高事故成本的影響比率，因為它是以成本為基礎，而不是以損失工時天數為基礎。
公式為：(事故成本總計 / 安全評量值總計)。

17.6.2.2.3. 每月平均
分析事故時另一個有用的測量是判斷每月事故平均數目或每月的平均事故影響。影響可以使用
事故的成本總計或事故損失工時天數總計來測量。計算平均的公式是以知道要分析的月數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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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或是要分析之月數的影響 (損失工時天數) 為基礎。例如，如果您查看兩年的期間，則月數
為 24。公式為：

每月平均頻率：事故的計數總計/要分析的月數

每月平均影響：事故影響總計/要分析的月數

17.6.2.2.4. 每個員工平均

分析事故時另一個有用的測量是判斷每個員工事故平均數目或每個員工的平均事故影響。影響
可以使用事故的成本總計或事故損失工時天數總計來測量。計算平均的公式是以知道年度平均
員工數目 (說明如下) 與事故計數或事故影響為基礎。公式為：

每個員工平均頻率：事故的計數總計/年度平均員工數目

每個員工平均影響：事故影響總計/年度平均員工數目

17.6.2.3.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表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17.6.2.3.1. 所有報表使用的欄位

• 開始月份與開始年度

這些是在標頭日期範圍中輸入的事故「開始月份/年度」欄位。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
日期比較，以判斷可被包含的資格。這些日期包含在範圍內。它們以欄位提供，以用在報表
上。

• 截止月份與截止年度

這些是在標頭日期範圍中輸入的事故「截止月份/年度」欄位。此日期將和事故記錄中的事故
日期比較，以判斷可被包含的資格。這些日期包含在範圍內。它們以欄位提供，以用在報表
上。

• 轉換貨幣代碼

這是輸入於應用程式之標頭欄位中的貨幣代碼。這是必要的欄位，以便代碼可以用於報表
上。

• 基準貨幣日期

這是輸入於應用程式之標頭欄位中的「基準日期」。這是必要的欄位，以便「基準日期」可
用於報表上。如果已填入貨幣代碼但此日期保留為空白，系統將使用系統日期。

• 安全工時群組與安全工時群組說明

這是所選取用於分析事故的安全工時群組。選擇包括「機構」、「公司」、「業務單位」、
「專案」和「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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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工時群組唯一 ID

這是用於分析之「安全工時群組」的唯一 ID 號碼。例如，如果您依機構進行彙總，則為
「機構號碼」。由於您可以依不同欄位彙總，因此圖表需要此欄位以參照單一欄位。

備註:

欄位標題會隨著對此項選的安全工時群組類型和關聯的說明欄而改變。

• 唯一安全工時群組說明

這是要分析之「安全工時群組」單位的關聯說明。例如，如果您依機構進行彙總，則為「機
構名稱」。由於您可以依不同欄位彙總，此欄位將用於圖表以參照單一欄位。

• 事故總計

這是針對特定安全工時群組選取之日期範圍的事故數目總計。標示為「從安全統計排除」的
事故不會包含在此應用程式中。

• 安全工時總計

這是針對特定安全工時群組選取之日期範圍的安全單位 (通常是安全工時，但定義在標頭的
「安全評量基準」欄位中) 數目總計。安全工時不包括假日或休假記錄。它們代表員工可用
於某個特定工作的工時，因此揭露在與工作同在的職業風險中。

• 分析的月數

這是在應用程式標頭日期範圍中所表示的月數。如果您選取超過 12 個月的日期範圍，將會
計算實際月數。例如，如果您選取從 2011 年 1 月到 2012 年 12 月，則「分析的月數」為
24。

• 年度平均員工數目

這是每個薪資期間的平均員工數目。這可以從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Payroll 系統進行
計算，也可以使用「安全工時輸入」應用程式手動輸入。處理選項會決定此值的來源。此
值包括雇員名單上的所有員工：全職、兼職、臨時、季節性、領薪與時薪。對於每個薪資期
間，將會計算受薪人員數目及總計。接著此總計會除以薪資期間數目並四捨五入為下一個整
數。所有薪資期間都會被計入，即使薪資期間的薪資單上沒有任何人員也是如此。

• 安全評量基準與說明

此代碼表示安全評量單位值已在標頭中選取。在以後的其他欄位說明中，將會使用「安全工
時」一詞，但是，如果標頭中不是選取小時，則公式會使用那些單位而不是小時。

17.6.2.4. 每月事故安全統計所使用的計算欄位報表

這些是依行事曆月份為基礎的事故為基礎。

• 1 月 - 12 月 事故 (每個月一個欄位)

這是具有特定月份內之某個事故日期的事故數目總計。如果標頭中的日期範圍超過 1 年，這
個依月份的總計有可能會反映超過一年的事故。您用此項目來查詢每月趨勢。

• 1月 - 12月安全工時 (每個月一個欄位)

這是特定月份內的安全工時數目總計。如果標頭中的日期範圍超過 1 年，則這個依月份的總
計有可能反映超過一年的安全工時。

• 事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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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事故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
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

17.6.2.5. 「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報表所使用的「計算欄位」
這些是以案例為基礎，而不是事故。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案例的定義為 OSHA Y/N 欄位等於
Y。

• 死亡案例

這是發生員工死亡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死亡」) 來決定。

• 受限制的工作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受限制的工作」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
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受限制的工作」) 來決
定。

• 失工天數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失工天數」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
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失工天數」) 來決定。

• 其他可記錄的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其他可記錄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
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可記錄的傷害」) 來
決定。

• 急救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急救」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員」記
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急救」) 來決定。

• 疾病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疾病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
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皮膚疾病」、「呼吸
疾病」、「中毒」、「聽力萎縮」或「所有其他疾病」。將排除任何標示為「傷害」的部分)
來決定。

• 疾病案例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疾病案例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疾病案例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
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疾病案例」計算欄位為基礎。

• 傷害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傷害而不是疾病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
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傷害」。 將排除任
何標示為「皮膚疾病」、「呼吸疾病」、「中毒」、「聽力萎縮」或「所有其他疾病」的部
分) 來決定。

• 傷害案例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傷害案例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傷害案例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
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傷害案例」計算欄位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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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呈報的案例

這是可呈報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員」表格 (F54HS02)
上的 OSHA Y/N 等於 Y 來決定。

• 可呈報的案例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可呈報的案例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可呈報案例數目總計 X 處理
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可呈報的案例」計算欄位為基礎。

• 損失工時案例

這是員工損失工時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受限制的工作」或「失工天數」) 來
決定。

• 損失工時案例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損失工時案例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損失工時案例數目總計 X 處
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損失工時案例」計算欄位為基礎。

• 皮膚疾病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皮膚疾病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
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皮膚疾病」) 來
決定。

• 呼吸疾病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呼吸疾病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
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呼吸疾病」) 來
決定。

• 中毒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中毒疾病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
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中毒」) 來決
定。

• 聽力萎縮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聽力萎縮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
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聽力萎縮」) 來
決定。

• 所有其他疾病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其他」疾病而不是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
「事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職業傷害/疾病」欄位 (HSIOI 具有的值為「所有其他疾
病」) 來決定。

• 可記錄的傷害案例

這是員工列出為「可記錄」傷害的案例數目總計。事故可能有多個案例。這是使用「事故
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傷害分類」欄位 (HSIIC 具有的值為「死亡」、「受限制的工
作」、「失工天數」、或「其他可記錄的案例」) 來決定。

• 可記錄傷害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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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可記錄的傷害案例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可記錄的傷害案例數目
總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可記錄的傷害案例」計算欄
位為基礎。

17.6.2.6. 安全統計所使用的計算欄位 - 依事故類型報表

這些是以「事故 - 依關鍵事故屬性」為基礎。

• 潛在事故

這是已選取「潛在事故」核取方塊之事故的數目總計 (HSINM，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性的事故。

• 其他事故

這是位於「其他」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OT，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
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性的事故。

• 安全事故

這是已選取「安全」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SEC，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
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性的事故。

• 安全事故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安全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安全事故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
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安全事故」計算欄位為基礎。

• 環境事故

這是已選取「環境影響」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ENV，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性的事故。

• 環境事故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環境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環境事故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
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環境事故」計算欄位為基礎。

• 資產損害事故

這是已選取「資產/設備損害」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PED，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
性的事故。

• 資產損害事故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資產/設備損害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資產損害事故數目總
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資產損害事故」計算欄位為基
礎。

• 機動車輛事故

這是已選取「涉及的機動車輛」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MV，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
性的事故。

• 機動車輛事故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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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機動車輛事故數目總
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機動車輛事故」計算欄位為基
礎。

• 非傷害/疾病事故

這是「未」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的事故數目總計 (HSIINJ，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
性的事故。

• 非傷害/疾病事故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非傷害/疾病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非傷害/疾病事故數目總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非傷害/疾病事故」計算欄位為基
礎。

• 傷害/疾病事故

這是已選取「傷害/疾病」核取方塊之事故的數目總計 (HSIINJ，位於「事故主檔」
F54HS01 的標頭中)。事故的已選取的屬性可能不止這一個。此計數不會排除已選取多個屬
性的事故。

• 傷害/疾病事故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傷害/疾病事故頻率比率。計算方式為 (傷害/疾病事故數目總計 X 處
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傷害/疾病事故」計算欄位為基礎。

• 第三方負責的事故

這是已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的數目總計 (HSICR，位於「事故明細」
標籤 F54HS01 的「責任」子畫面格式中)。

• 公司負責的事故

這是未選取「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塊之事故的數目總計 (HSICR，位於「事故明細」
標籤 F54HS01 的「責任」子畫面格式中) 。它假設如果第三方或承包商不負責，則由公司負
責。

17.6.2.7. 事故影響比率所使用的計算欄位報表
這些是以事故 - 依關鍵影響測量為基礎，例如成本和損失工時。

• 失工天數總計

這是和安全工時群組之事故相關的所有人員記錄上所表示的失工天數總計。這是以「事故人
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失工天數」欄位 (NDAW) 為基礎。

• 受限制的工作天數總計

這是和安全工時群組之事故相關的所有人員記錄上所表示的受限制的工作天數總計或職務調
動。這是以「事故人員」記錄 (F54HS02) 上的「受限制的工作活動天數」欄位 (NDWA) 為
基礎。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這是與安全工時群組之事故相關的人員記錄上表示的損失工時天數總計。這是「失工天數總
計」與「受限制的工作天數總計」或「職務調動」計算欄位的總和。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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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損失工時天數總計影響比率。計算方式為 (事故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X 處理選項的頻率比率常數)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損失工時天數總計」計算欄位為
基礎。

• 事故的預估成本

這是安全工時群組之所有事故的預估成本總計。此資訊的呈報來源為事故主檔
(HSITEC、F54HS01)，但它代表記錄在每個事故之個別成本記錄上的所有預估成本總和。

• 事故的實際成本

這是安全工時群組的所有事故的實際成本總計。此資訊的呈報來源為事故主檔
(HSITAC、F54HS01)，但它代表記錄在每個事故之個別成本記錄上的所有實際成本的總
和。

• 實際成本比率

這是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實際成本影響比率總計。計算方式為 (事故實際成本總計) / (安全評
量值總計)。這是以「事故的實際成本」計算欄位為基礎。

• 轉換事故的預估成本

這是以通用貨幣表示之所有事故的預估成本總計。這是轉換為「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日
期」的「預估成本總計 (HSITEC)」的總和。

• 轉換事故的實際成本

這是以通用貨幣表示之所有事故的實際成本總計。這是轉換為「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日
期」之「實際成本總計 (HSITAC)」的總和。

• 轉換實際成本比率

這是以通用貨幣表示之每個安全工時群組的實際成本影響比率總計 (轉換為「轉換貨幣代
碼」和「基準日期」)。計算方式為 (轉換事故的實際成本) / (安全評量值總計)。這是以「轉
換事故的實際成本」計算欄位為基礎。

17.6.2.8. 其他可用的種類代碼

• 業務單位種類代碼和說明

這 50 個種類代碼是事故中與業務單位或專案關聯的業務單位種類代碼。由於已經提取，無
法使用「依範例查詢 (QBE)」功能。若要使用這些欄位篩選，請使用 One View 報表的「清
單」功能，或為報表元件建立篩選邏輯。只有在「安全工時群組」是業務單位或專案時，才
會出現這些業務單位種類代碼欄。

17.6.2.9. 其他可用的計算欄位

這些欄用於詳細報告員工與承包商的傷害與疾病，每個行事曆月使用「傷害分類」欄位。這些
欄位以人員記錄為基礎。

• 員工傷害死亡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傷害導致死亡的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害/疾病
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死亡，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傷害失工天數 -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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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月員工因傷害而發生的損失工時天數。(「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失工天數，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傷害受限制的工作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傷害而發生的受限制工作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
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受限制的工作，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傷害其他可記錄案例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傷害而發生的其他可記錄案例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
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其他可記錄案例，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傷害急救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傷害而發生的急救案例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急救，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疾病死亡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疾病導致死亡的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害/疾病
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死亡，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疾病失工天數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疾病而發生的損失工時天數。(「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失工天數，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疾病受限制的工作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疾病而發生的受限制工作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
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受限制的工作，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疾病其他可記錄案例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疾病而發生的其他可記錄案例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
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其他可記錄案例，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員工疾病急救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員工因疾病而發生的急救案例數目。(「員工」核取方塊 (HSIEM)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急救，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傷害死亡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傷害導致死亡的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死亡，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傷害失工天數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傷害而發生的損失工時天數。(「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
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失工天數，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傷害受限制的工作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傷害而發生的受限制工作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受限制的工作，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傷害其他可記錄案例 - (1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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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傷害而發生的其他可記錄案例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其他可記錄案例，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傷害急救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傷害而發生的急救案例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
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N，傷害分類 (HSIIC) = 急救，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疾病死亡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疾病導致死亡的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
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死亡，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疾病失工天數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疾病而發生的損失工時天數。(「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
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失工天數，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疾病受限制的工作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疾病而發生的受限制工作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受限制的工作，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疾病其他可記錄案例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疾病而發生的其他可記錄案例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其他可記錄案例，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 承包商疾病急救 - (1 月至 12 月)

這是每個月承包商因疾病而發生的急救案例數目。(「承包商」核取方塊 (HSICON) = 已核
取，傷害/疾病相關 (IN/IL) = IL，傷害分類 (HSIIC) = 急救，每個行事曆月 (HSIDM))　

17.6.3. 報表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每月事故安全統計
• 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
• 安全統計 - 依事故類型
• 事故影響比率

這些報表的頂端都有一個清單 (以「安全工時群組說明」為基礎)，供您在互動模式下作為篩選
條件。

17.6.3.1. 每月事故安全統計
使用此報表可依月份分析事故以比較事故頻率比率。此報表是以兩個主要值為基礎：每個月的
事故數目和每個月的安全單位 (通常為小時) 總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事故頻率比率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事故比率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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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事故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每月事故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事故 - 依月份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垂直長條圖)
• 每個員工的事故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每個員工的事故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事故數目總計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安全工時總計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每月事故頻率比率 (表格)
• 安全統計總計 (表格)
• 事故數目總計 - 依月份 (表格)
• 每月安全時數 (表格)
• 「安全工時群組 - 依組織單位」說明的參照檔案

17.6.3.2. 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案例的頻率比率。此報表是以案例為基礎而不是事故。事故可能有多個案
例。案例的定義為 OSHA Y/N 欄位等於 Y。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可呈報的案例數目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可呈報的案例頻率比率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可呈報的案例頻率比率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可記錄的傷害頻率比率總計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可記錄的傷害頻率比率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損失工時傷害頻率比率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損失工時傷害頻率比率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職業傷害頻率比率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職業傷害頻率比率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職業疾病頻率比率 (依組織單位) (垂直長條圖)
• 職業疾病頻率比率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量表)
• 案例數目總計 - 依案例分類 (表格)
• 案例頻率比率 - 依案例分類 (表格)
• 案例數目總計 - 依職業傷害/疾病類型 (表格)
• 案例頻率比率 - 依職業傷害/疾病類型 (表格)
• 「安全工時群組 - 依組織單位」說明的參照檔案

17.6.3.3. 安全統計 - 依事故類型

使用此報表可分析頻率比率以及依安全工時群組的事故類型比較事故數目。此報表是以事故
為基礎。事故類型包括事故主檔標頭內的屬性核取方塊 (設備/資產損害、傷害/疾病、安全、
其他、環境影響、機動車輛，以及潛在事故) 以及責任區段內的「涉及承包商/第三方」核取方
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事故總計 - 依事故類型 (所有組織單位適用) (水平長條圖)
• 設備/資產損害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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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機動車輛的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傷害/疾病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非傷害/疾病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環境影響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安全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潛在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其他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公司負責的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第三方負責的事故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事故數目總計 (表格)
• 事故頻率比率 (表格)
• 每月事故平均數目 (表格)
• 每個員工事故平均數目 (表格)
• 「安全工時群組 - 依組織單位」說明的參照檔案

17.6.3.4. 事故影響比率

使用此報表分析事故影響比率。此報表是以事故為基礎。事故影響比率可測量事故造成之損失
工時或成本等的事故影響。此報表分為兩個部分：損失工時的影響比率和成本的影響比率。此
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 (量表)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影響比率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每個員工平均損失工時天數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每月平均損失工時天數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損失工時天數總計 (表格)
• 以損失工時天數為基礎的事故影響比率 (表格)
• 損失工時天數平均影響 (表格)
• 實際成本總計 (所有組織單位) (量表)
• 實際成本總計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實際成本總計影響比率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每個員工的平均實際成本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每月平均實際成本 (依組織單位) (水平長條圖)
• 事故成本總計 (表格)
• 以成本為基礎的事故影響比率 (表格)
• 成本平均影響 (表格)
• 「安全工時群組 - 依組織單位」說明的參照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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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6. 安全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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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適用倉儲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9.1 版更新)

本章提供以下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與報表：

• 節 18.1, 「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 (P46270)」
• 節 18.2, 「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 (P46271)」
• 節 18.3, 「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 (P46L272)」
• 節 18.4, 「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 (P46273)」

18.1. 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 (P46270)
從「倉儲查詢與報表」選單 (G4614)存取「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應用程式 (P46270)。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來查詢已確認的倉儲要求資訊以及建立其中包含來自
「倉儲要求 (F4600)」表格和「倉儲要求標記 (F4600T1)」表格相關資料的倉儲要求查詢報
表。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業務視圖 (V46270A)，其中包
含來自「倉儲要求」表格和「倉儲要求標記」表格的欄位。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針對特定分支/工廠建立和執行目前已確認之倉儲要求的報表以及提供入庫、
揀料和補貨要求的比較資訊。您可以根據「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內的任
意篩選欄位組合來設定所要執行的報表。標頭篩選欄位包括：

• 要求狀態。

輸入可識別入庫、揀料或補貨要求目前狀態的代碼 (46/PS)。
• 分支/工廠。

輸入可識別倉儲分支工廠的代碼。
• 要求已確認開始日期。

輸入要求已確認日期範圍的開始日期。
• 要求已確認截止日期。

輸入要求已確認日期範圍的結束日期。

您可以複查倉儲要求以分析料品的趨勢，以及透過移動處理程序中的各種狀態來處理倉儲要求
的時間長度。

18.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8.1.1.1. 預設
1. 要求狀態
指定系統用來作為篩選倉儲要求之預設值的要求狀態 (46/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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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會處理要求以分析入庫、揀料和補貨趨勢。系統會使用要求已確
認日期範圍和分支/工廠來篩選資訊以及設計指定分支/工廠的報表。您可以使用此處理選項來
指定在處理期間您希望系統使用哪一個倉儲狀態作為篩選條件。

系統會使用日期以及 24 小時時鐘來計算持續時間。系統以小時顯示持續時間。例如，系統會
將今天 1430 (2:30 pm) 和今天 1130 (11:30 am) 之間的差異顯示為小時。另句話說，系統會將
昨天 1430 和今天 1130 之間的差異顯示為 21 小時。

18.1.3. 報表
「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 (P46270)」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倉儲揀料要求分析
• 倉儲入庫要求分析
• 倉儲補貨要求分析
• 倉儲要求摘要

18.1.3.1. 倉儲揀料要求分析
「倉儲揀料要求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揀料要求資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處理揀料要求花費平均時數 - 依月份
(線條圖)

此線條圖可讓您比較每個月花費在處理所選分支/工廠的揀料要求的時數。揀料
要求依未建議的平均時間、從建議至確認的平均時間及處理整個要求的平均時
間分類。

揀料要求平均時數 - 依狀態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分支/工廠複查確認要求所花費的平均時間、未建議之
要求的平均時間，以及已建議但未確認之要求的平均時間。

積壓訂單 - 24 小時未處理的揀料要
求數目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 24 小時期間內針對所選分支/工廠未處理的揀料要求
數目。此長條圖依月份顯示資訊，並將 24 小時期間分類為 24-48 小時之
間、48-72 小時之間，以及 72 小時以上。

揀料要求數目 - 依週 (線條圖) 此線條圖顯示針對所選分支/工廠 52 週期間內每週的揀料要求數目的圖表。

處理揀料要求花費平均時數摘要 - 依
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每小時平均揀料要求的歷史摘要資訊。

24 小時內未處理的揀料要求數目 -
依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積壓訂單揀料要求歷史摘要資訊。

揀料要求數目摘要 - 依年度與週 (表
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揀料要求總計歷史摘要資訊。

倉儲揀料要求分析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所有歷史日期與時間明細記錄。

18.1.3.2. 倉儲入庫要求分析
「倉儲入庫要求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入庫要求資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處理入庫要求平均花費時數 - 依月份
(線條圖)

此線條圖可讓您比較每月花費在處理所選分支/工廠之入庫要求的時數。入庫要
求依未建議的平均時間、從建議至確認的平均時間及處理整個要求的平均時間
分類。

入庫要求平均小時數 - 依狀態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分支/工廠複查確認要求所花費的平均時間、未建議之
要求的平均時間，以及已建議但未確認之要求的平均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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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說明

積壓訂單 - 24 小時內未處理的入庫要
求數目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針對所選分支/工廠 24 小時期間內未處理的入庫要求
數目。此長條圖依月份顯示資訊，並將 24 小時期間分類為 24-48 小時之
間、48-72 小時之間，以及 72 小時以上。

入庫要求數目 - 依週 (線條圖) 此線條圖顯示針對所選分支/工廠 52 週期間內每週入庫要求數目的圖表。

處理入庫要求平均花費時數摘要 - 依
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每小時入庫要求歷史摘要資訊。

24 小時內未處理的入庫要求數目 - 依
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積壓訂單入庫要求歷史摘要資訊。

入庫要求數目摘要 - 依年度與週 (表
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入庫要求總計歷史摘要資訊。

倉儲入庫要求分析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所有歷史日期與時間明細記錄。

18.1.3.3. 倉儲補貨要求分析
「倉儲補貨要求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補貨要求資訊。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處理補貨要求平均花費時數 - 依月份
(線條圖)

此線條圖可讓您比較每月花費在處理所選分支/工廠之補貨要求的時數。補貨要
求依未建議的平均時間、從建議至確認的平均時間及處理整個要求的平均時間
分類。

平均補貨要求時數 - 依狀態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針對所選分支/工廠複查確認要求所花費的平均時間、未建議之
要求的平均時間，以及已建議但未確認之要求的平均時間。

積壓訂單 - 24 小時內未處理的補貨
要求數目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針對所選分支/工廠 24 小時期間內未處理的補貨要求
數目。此長條圖依月份顯示資訊，並將 24 小時期間分類為 24-48 小時之
間、48-72 小時之間，以及 72 小時以上。

補貨要求數目 - 依週 (線條圖) 此線條圖顯示針對所選分支/工廠 52 週期間內每週補貨要求數目的圖表。

處理補貨要求平均花費時數摘要 - 依
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每小時平均補貨要求歷史摘要資訊。

24 小時內未處理的補貨要求數目 -
依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積壓訂單補貨要求歷史摘要資訊。

補貨要求數目摘要 - 依年度與週 (表
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補貨要求總計歷史摘要資訊。

倉儲補貨要求分析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所有歷史日期與時間明細記錄。

18.1.3.4. 倉儲要求摘要
「倉儲要求摘要」報表可讓您比較與揀料、入庫及補貨要求關聯的活動。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已處理的要求數目 - 依月份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比較針對所選分支/工廠每月已處理之揀料、入庫和補貨的要求
數目。

要求百分比 - 依要求類型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針對所選分支/工廠每個要求類型所代表的要求總計百分
比。要求類型依揀料、入庫和補貨分類。

前 10 個揀料要求最多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揀料要求最多的料品。

前 10 個揀料要求最少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揀料要求最少的料品。

前 10 個入庫項目最多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入庫要求最多的料品。

前 10 個入庫要求最少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入庫要求最少的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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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說明

前 10 個補貨要求最多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補貨要求最多的料品。

前 10 個補貨要求最少的料品 (長條
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在所指定的期間內前 10 個補貨要求最少的料品。

要求摘要 - 依年度與月份 (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揀料、入庫及補貨要求總計歷史摘要資
訊。

倉儲要求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用於建立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的所有歷史日期與時間明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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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1. 倉儲要求摘要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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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 (P46271)
從「倉儲查詢與報表」選單 (G4614) 存取「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應用程式 (P46271)。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來查詢建議的揀料、入庫和補貨儲位資訊及建立建議
的揀料、入庫和補貨儲位查詢報表，其中包含來自「倉儲建議 (F4611)」和「倉儲建議標籤檔
案 (F4611T1)」表格的相關資料。「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會使用「One View 倉儲建議查
詢」業務視圖 (V46271A)，其中包含來自「倉儲建議」表格和「倉儲建議標籤檔案」表格的欄
位。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針對特定分支/工廠之目前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建立和執行報表。您可以根
據「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任何篩選欄位的組合來設定要執行的報表。
標頭篩選欄位包括：

• 建議建立日期。

輸入倉儲建議的建立日期。
• 分支工廠。

輸入可識別倉儲分支工廠的代碼。
• 建議確認開始日期

輸入建議確認日期範圍的開始日期。
• 建議確認截止日期

輸入建議確認日期範圍的結束日期。

18.2.1. 處理選項
「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8.2.2. 特殊處理
分析揀料、入庫和補貨趨勢的「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程序建議。系統需要單一分支/工廠
以篩選資訊以及設計指定分支/工廠的報表。

對於「倉儲儲位速度分析」報表，系統會使用已在指定日期範圍內確認的建議來處理「倉儲儲
位速度分析」報表。執行報表之前，您必須使用狀態 399 (已確認的建議) 來篩選資訊。

對於「倉儲建議生產力分析」報表，系統會使用目前的系統日期來報告單一一天之所有狀態的
建議。

18.2.3. 報表
「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倉儲儲位速度分析
• 倉儲建議生產力分析

18.2.3.1. 倉儲儲位速度分析
「倉儲儲位速度分析」報表可讓您分析在指定分支/工廠中所發生之和儲位和區域關聯的倉儲建
議頻率比率。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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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說明

前 10 個最多建議揀料儲位 (長條圖) 此長條圖針對所指定的期間列出最多確認建議的揀料儲位。

前 10 個最少建議揀料儲位 (長條圖) 此長條圖針對所指定的期間列出最少確認建議的揀料儲位。

前 10 個最多建議入庫儲位 (長條圖) 此長條圖針對所指定的期間列出最多確認建議的入庫儲位。

前 10 個最少建議入庫儲位 (長條圖) 此長條圖針對所指定的期間列出最少確認建議的入庫儲位。

揀料建議百分比 - 依區域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根據揀料區分類檢視已確認揀料建議百分比。

入庫建議百分比 - 依區域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依入庫區分類檢視已確認入庫建議百分比。

補貨建議百分比 - 依區域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依補貨區分類檢視已碓認補貨建議百分比。

揀料建議數目 - 依區域 (表格) 此表格依區域顯示已確認揀料建議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用於所選分支/工廠
的圖表。

入庫建議數目 - 依區域 (表格) 此表格依區域顯示已確認入庫建議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用於所選分支/工廠
的圖表。

補貨建議數目 - 依區域 (表格) 此表格依區域顯示已確認補貨建議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用於所選分支/工廠
的圖表。

倉儲儲位速度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的所有歷史明細記錄。此資訊包含儲位、區
域、批次號碼和序號。系統使用此資訊來建立所選分支/工廠的圖形與圖表。

18.2.3.2. 倉儲建議生產力分析

「倉儲建議生產力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指定日期的倉儲建議資訊。

備註:

有三個元件使用顏色編碼量表來報告結果。顏色代碼的解譯如下：

• 綠色：結果位於所建立的目標之內。
• 黃色：結果超出所建立的目標，但仍在誤差間隔內。它們應該被分析和受到監督。
• 紅色：結果遠遠超出所建立的目標而且需要緊急介入或立即採取行動。

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開放揀料建議 (量表) 此量表可讓您快速預估所選日期的開放揀料建議數目。量表顯示三種顏色編碼
的類別範圍：

• 可接受 (綠色)：0 到 39。
• 可容忍 (黃色)：40 到 79。
• 不可接受 (紅色)：80 (含) 以上。

開放入庫建議 (量表) 此量表可讓您快速預估所選日期的開放入庫建議數目。量表顯示三種顏色編碼
的類別範圍：

• 可接受 (綠色)：0 到 39。
• 可容忍 (黃色)：40 到 79。
• 不可接受 (紅色)：80 (含) 以上。

開放補貨建議 (量表) 此量表可讓您快速預估所選日期的開放補貨建議數目。量表顯示三種顏色編碼
的類別範圍：

• 可接受 (綠色)：0 到 39。
• 可容忍 (黃色)：40 到 79。
• 不可接受 (紅色)：80 (含) 以上。

揀料建議 - 依狀態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所選日期的揀料建議數目總計。計數總計反映開敨、已確
認及已取消的揀料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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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說明

入庫建議 - 依狀態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所選日期的入庫建議數目總計。計數總計反映開敨、已確
認及已取消的揀料建議。

補貨建議 - 依狀態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所選日期的補貨建議數目總計。計數總計反映開敨、已確
認及已取消的揀料建議。

建議 - 依狀態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根據狀態比較所選日期的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狀態分為四
個類別：

• 開放建議 (狀態 = 300、320 或 340)。
• 發生錯誤的開放建議 (狀態 = 300、320 或 340)。
• 已確認的建議 (狀態 = 399)。
• 已取消的建議 狀態 = 391。

當日已確認的建議 - 依小時 (線條圖) 此線條圖可讓您檢視所選日期每個小時的已確認倉儲建議數目。

建議 - 依狀態 (表格) 此表格顯示依狀態分類的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總計歷史摘要。個別建議分為
四個狀態種類：開放的建議、已取消的建議、已確認的建議，以及發生錯誤的
開放的建議。系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當日已確認的建議 - 依小時 (表格) 此表格顯示所選日期每個小時確認的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總計歷史摘要。系
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倉儲建議生產力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揀料、入庫和補貨建議的所有歷史明細記錄。此資訊包括狀態、批
次號碼、序號，以及確認建議的時間 (小時)。系統使用此資訊來建立所選分支/
工廠的圖形與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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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2. 倉儲建議生產力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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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透過在個別的欄位中插入 1 來表示建議為開放、已確認或已取消。

系統會根據狀態準則插入 0 來表示建議為未開放、已確認或已取消。

建議 狀態

開放建議 300 和 340

發生錯誤的開放建議 300 和 340

已確認的建議 399

已取消的建議 391

18.3. 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 (P46L272)
從「倉儲查詢與報表」選單 (G4614) 存取「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應用程式
(P46L272)。您可以使用「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來查詢和儲位關聯的識別牌照資
訊。報表包含來自「料品儲位檔案 (F41021)」、「批次主檔 (F4108)」及「識別牌照料品明細
(F46L11)」等表格的相關資料。「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使用「One View 識別牌照數
量查詢」業務視圖 (V46L272A)，其中包含來自「料品儲位檔案」、「批次主檔」及「識別牌
照料品明細」等表格的欄位。

應用程式可讓您建立和執行報表以顯示與儲位關聯的識別牌照號碼，以及比較識別牌照已利用
的儲位數量和儲位可支援的容量數量。您可以根據「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畫面格式
之標頭內的任何篩選欄位組合來設定要執行的報表。標頭篩選欄位包括：

• 料號。

輸入系統指派給料品的號碼。可以是短、長或第三料品號碼格式。
• 分支/工廠。

輸入可識別倉儲分支工廠的代碼。
• 儲位。

輸入您要查詢的儲位。
• 批次/序號。

輸入可代表批次或序號的號碼。批次是指一組具有類似特性的料品。

18.3.1. 處理選項
「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8.3.2. 特殊處理
使用此應用程式之前，您必須設定分支/工廠以處理識別牌照。如果未設定分支/工廠以處理識
別牌照，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只有在「位置明細資訊 (F4602)」表格中沒有某分支/工廠的記
錄時，您才能夠對該分支/工廠啟動識別牌照。

請參閱《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應用程式倉儲管理導入手冊》中的〈設定識別牌照處理〉

18.3.3. 報表
「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隨附提供的報表是「識別牌照數量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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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1. 識別牌照數量分析

「識別牌照數量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指派給指定分支/工廠之儲位關聯的識別牌照數量。此報
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內有鬆散料品的儲位百分比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快速識別內有鬆散料品的儲位百分比和沒有鬆散料品的儲位百
分比的比較。

內有鬆散料品的儲位數目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檢視內有鬆散料品的儲位數目與未含鬆散料品的儲位數目的比
較。

鬆散料品百分比 - 依儲位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識別內有鬆散料品的儲位以及在那些儲位中的特定鬆散料品。

鬆散數量 - 依料品與儲位 (表格) 此表格顯示鬆散料品數目總計與倉儲中目前儲存這些料品的儲位歷史摘要。系
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識別牌照數量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識別牌照數量的所有歷史明細記錄。此資訊包括料號、位置、批
次、識別牌照及數量。系統使用此資訊來建立所選分支/工廠的圖形與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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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3. 識別牌照數量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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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 (P46273)
從「倉儲查詢與報表」選單 (G4614) 存取「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應用程式 (P46273)。
您可以使用「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來查詢儲位容量與供貨百分比資訊以及建立可提供
倉儲之儲位的容量與供貨百分比快照的報表。報表包含來自「儲位主檔 (F4100)」、「儲位
明細 (F4602)」、「儲位尺寸 (F46022)」、「識別牌照料品 (F46l11)」及「LPN 儲位容量
(F46L30)」等表格的相關資料。「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使用「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
業務視圖 (V46273A)，其中包含來自「儲位主檔」、「位置詳細資訊」、「儲位尺寸」、「識
別牌照料品」及「LPN 儲位容量」等表格的欄位。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依已使用空間百分比查詢，並顯示低於或高於某個百分比的所有儲位。它還
可用於尋找空儲位。可以依單位、容積和重量查詢百分比使用狀況。配銷經理可以使用此資訊
來建立補貨異動、執行最小-最大報表，或者分析料品儲位儲存關係。您可以根據「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內的任意篩選欄位組合來設定所要執行的報表。標頭篩選欄位
包括：

• 轉換容積 UOM (計量單位)

此欄位識別輸入於「倉儲儲位查詢」標頭中的「轉換容積 UOM」。
• 轉換尺寸 UOM (計量單位)。

此欄位識別輸入於「倉儲儲位查詢」標頭中的「轉換尺寸 UOM」。
• 轉換重量 UOM (計量單位)

此欄位識別輸入於「倉儲儲位查詢」標頭中的「轉換重量 UOM」。
• 分支/工廠。

輸入可識別倉儲分支工廠的代碼。

18.4.1. 處理選項
「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應用程式沒有處理選項。

18.4.2. 特殊處理
系統需要單一分支/工廠以篩選資訊以及設計指定分支/工廠的報表。

18.4.3. 報表
「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倉儲儲位使用狀況分析
• 倉儲使用率分析

18.4.3.1. 倉儲儲位使用狀況分析
「倉儲儲位使用狀況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倉儲中的各個區，以根據區域、走道及尺寸等群組
來判斷儲位使用狀況。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倉儲中的儲位使用百分比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倉儲中目前內有庫存以及目前沒有庫存的儲位百分比。

儲位數目 - 依揀料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內每個個別揀料區中內有庫存的儲位和空置的
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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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件 說明

儲位數目 - 依入庫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內每個個別入庫區中內有庫存的儲位和空置的
儲位。

儲位數目 - 依補貨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內每個個別補貨區中內有庫存的儲位和空置的
儲位。

儲位數目 - 依走道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內每個個別走道中內有庫存的儲位和空置的儲
位。此長條圖還顯示每個走道內內有混合料品的儲位數目。

儲位數目 - 依尺寸群組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內每個個別尺寸群組中內有庫存的儲位和空置
的儲位。

儲位數目 - 依揀料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指派給揀料區之儲位數目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內
有庫存的儲位數目、內有混合料品的儲位數目，以及空置的儲位數目。系統會
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儲位數目 - 依入庫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指派給入庫區之儲位數目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內
有庫存的儲位數目、內有混合料品的儲位數目，以及空置的儲位數目。系統會
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儲位數目 - 依補貨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指派給補貨區之儲位數目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內
有庫存的儲位數目、內有混合料品的儲位數目，以及空置的儲位數目。系統會
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儲位數目 - 依走道 (表格) 此表格顯示倉儲中某個走道內之儲位數目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訊的分類依據
為內有庫存的儲位數目、內有混合料品的儲位數目，以及空置的儲位數目。系
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倉儲儲位使用狀況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揀料、入庫和補貨區，以及尺寸群組的所有歷史明細記錄。此資料
包括儲位、容積和計量單位。系統使用此資訊來建立所選分支/工廠的圖形與圖
表。

18.4.3.2. 倉儲使用率分析 
「倉儲使用率分析」報表可讓您檢視各個區，以根據區域與走道來判斷容積使用狀況。此報表
包含下列元件：

元件 說明

倉儲中已使用的容積百分比 (圓餅圖) 此圓餅圖可讓您檢視倉儲中的可用容積加上倉儲中的已用容積的組合總計。已
用容積包含保留部分。

容積 - 依揀料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中每個個別揀料區的可用和已用容積。

容積 - 依入庫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中每個個別入庫區的可用和已用容積。

容積 - 依補貨區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中每個個別補貨區的可用和已用容積。

容積 - 依走道 (長條圖) 此長條圖可讓您複查和比較倉儲中每個個別走道的可用和已用容積。

可用容積 - 依揀料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倉儲的揀料區中以所選計量單位表示的可用容積總計的歷史摘要。
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轉換可用容積總計、含保留區域的轉換已用容積，以及轉
換可用容積。系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可用容積 - 依入庫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倉儲的入庫區中以所選計量單位表示的可用容積總計的歷史摘要。
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轉換可用容積總計、含保留區域的轉換已用容積，以及轉
換可用容積。系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可用容積 - 依補貨區 (表格) 此表格顯示倉儲的補貨區中以所選計量單位表示的可用容積總計的歷史摘要。
此資訊的分類依據為轉換可用容積總計、含保留區域的轉換已用容積，以及轉
換可用容積。系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可用容積 - 依走道 (表格) 此表格顯示倉儲的走道中以所選計量單位表示可用容積總計的歷史摘要。此資
訊的分類依據為轉換可用容積總計、含保留區域的轉換已用容積，以及轉換可
用容積。系統會在所選分支/工廠之圖表中使用此資訊。

倉儲使用率明細表格 此表格顯示揀料、入庫和補貨區，以及尺寸群組的所有歷史明細記錄。此資訊
包括儲位、容積使用狀況與可用性，以及計量單位。系統使用此資訊來建立所
選分支/工廠的圖形與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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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4. 倉儲使用率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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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適用租賃管理的 One View Reporting (9.1 版更新)

本章提供下列應用程式的概述資訊、處理選項、特殊處理及報表：

• 節 19.1,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 (P54R200)」
• 節 19.2, 「One View 租賃合約獲利率查詢 (P54R210)」
• 節 19.3,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 (P54R220)」

19.1.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 (P54R200)
從「每日處理」(G54R10) 選單存取「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應用程式 (P1727)。使用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可分析合約的下列相關測量：合約 - 依客戶、合約 - 依依業務單
位、合約 - 依資產、合約 - 依庫存料品，以及已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合約。「One View 租賃合
約查詢」使用「租賃合約標頭/明細結合業務視圖」(V54R200A)，包含「租賃合約標頭」檔案
(F54R10)、「租賃合約明細」檔案 (F54R11) 及「設備主檔延伸」檔案 (F1217) 中的欄位。
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以多種方式分析租賃合約。請從業務視圖中的欄位，以及方格中與有
助於分析合約之其他租賃合約分析資訊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 (小計金額、轉換小計金額、結帳
天數、每日費率和合約金額總計) 進行選擇。這些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來。除了 5 個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外，
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業務用途的報表。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方格中所提
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19.1.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9.1.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預設值
的貨幣代碼。系統使用此值計算轉換小計金額。您可以在「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畫
面格式上輸入或置換這個值。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日期」欄位中的值
擷取) 來計算和顯示「轉換小計金額」。

當「轉換貨幣」代碼欄位空白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
格欄。
2. 匯率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
統會使用系統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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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與欄位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殊處
理。

19.1.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 超過天數、尚餘天數，以及要分析的天數

您可以定義期間來檢視最近已經到期或即將到期的合約。您使用「超過天數」、「尚餘天
數」以及「要分析的天數」選項與欄位控制要植入之已到期和即將到期的欄。這些篩選條件
不適用此方格欄。

若要檢視最近過期的合約，請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以檢視最近已經到期的合約，並在「要
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要回溯查看的天數。例如，若要檢視最近 30 天內已經到期的租賃
合約，請選取「超過天數」選項，然後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 30。系統將在方格中
包含最近 30 天內已經到期的租賃合約。對於已經到期的合約，系統會在「已到期合約」方
格欄中選取選項。將已到期的租賃合約日期比較合約的實際結束日期。

若要檢視設定為即將到期的租賃合約，請選取「尚餘天數」選項，然後在「要分析的天數」
欄位輸入從今天算起到您要查詢之日期止的天數。系統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的第一天。對
於即將到期的合約，系統會在「即將到期合約」方格欄中選取選項。將即將到期的租賃合約
日期比較合約的預期結束日期。

如果您同時選取「超過天數」和「尚餘天數」選項，系統會在方格中顯示最近已經到期的租
賃合約，和設定為即將到期的租賃合約。您可以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 0 到 366 之
間任一數字 (含)。

• 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合約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轉
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將小計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
貨幣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小計金額」欄。系統
使用「基準匯率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匯率日期」
欄位不會針對方格欄進行篩選。若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
「轉換小計金額」欄。

19.1.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日期分析開始

這是系統用來分析已到期租賃合約的開始日期。系統根據今天的日期、「要分析的天數」
欄位中的值，以及是否已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來決定此日期。例如，如果您選取「超過天
數」選項以分析已經在過去 10 天過期的租賃合約，此欄中的值為今天的日期減去 10。

• 日期分析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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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此結束日期來分析即將到期的租賃合約。系統根據今天的日期、「要分析的天數」
欄位中的值，以及是否已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來決定此日期。系統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
的第一天。例如，如果您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來分析即將在未來 10 天到期的租賃合約，
此日期為今天的日期加 10 減 1 (或者今天的日期加 9)。

• 已到期合約

您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並使用標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在方格中篩選已到期租賃
合約的資訊。系統會選取此欄，表示此合約已經到期，您可以進行分析。

• 即將到期合約

您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並使用標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在方格中篩選即將到期的
合約。系統會選取此欄，表示此合約即將到期，您可以進行分析。

• 要分析的天數

此值表示系統在建立日期範圍時所考慮的過去或末來天數，以包含要分析的已到期以及/或者
即將到期合約。系統會以標頭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值填入此欄。

• 超過天數

系統會選取此欄，表示此租賃合約已經到期。您可以選取「超過天數」選項以及使用標頭中
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來篩選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之過去天數內過期的合約資
訊。

• 尚餘天數

系統會選取此欄，表示此合約設定為即將到期。您可以選取「尚餘天數」選項以及使用標頭
中的「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來篩選在「要分析的天數」欄位中輸入的未來天數內過期的合約
資訊。系統會將今天視為尚餘天數的第一天。例如，如果您選取「尚餘天數」標頭選項並將
「要分析的天數」設定為 7，系統會將今天到期的合約以及即將在未來 6 天到期的合約包含
在方格中。

• 小計金額

這是單位數乘以單價。
• 轉換小計金額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小計金額。小計金額是單位數乘以單價。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代
碼」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基準匯率日期」欄位中的值擷取) 來計算「轉換
小計金額」。

• 結帳天數

合約的天數以結帳開始日期和結帳結束日期為基準。
• 每日費率

合約的每日費率。這是合約總金額除以結帳總天數。
• 合約總計

合約的合約總金額。系統使用結帳天數和結帳計量單位 (UOM) 決定合約總金額的計算基
準。

例如，若結帳 UOM 是每個月計算，系統會將小計金額 (數量乘以單價) 除以 30 天，然後將
結果乘以結帳天數求得每日費率。對於每週結帳的 UOM，系統以 7 天進行計算。系統會以
每日費率除以結帳天數來決定合約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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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 報表
「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合約 - 依業務單位
• 合約 - 依資產
• 合約 - 依庫存
• 已到期/即將到期合約
• 合約 - 依客戶

這些報表在右上方具有 3 個篩選條件：結帳、未結和已結。這 3 個篩選條件中的值來自使用
UDC 表格 54R/CS 的「合約狀態」欄位。當您在互動模式下執行報表時，請用此篩選報表資
料。

19.1.3.1. 合約 - 依業務單位
使用此報表可依業務單位分析租賃合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目 - 依業務單位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業務單位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 依月/年 (垂直長條圖)
• 合約 - 依業務單位 (摘要) (表格)

「合約 - 依業務單位」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合約 業務單位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合約、類型、公司 業務單位

呼叫的應用程式 處理租賃合約 (P54R10) 修訂業務單位 (P0006)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R10A W0006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空白

19.1.3.2. 合約 - 依資產
使用此報表可依資產分析租賃合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目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 - 依資產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產品系列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產品模型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資產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 - 依設備 (摘要) (表格)

「合約 - 依資產」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合約 資產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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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合約、類型、公司 資產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處理租賃合約 (P54R10) 處理設備主檔 (P17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R10A W1701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空白

19.1.3.3. 合約 - 依庫存

使用此報表可依庫存分析租賃合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量 - 依庫存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庫存料品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已租賃庫存料品 - 依業務單位 (垂直長條圖)
• 合約 - 依庫存 (表格)

「合約 - 依庫存」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合約 料號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合約、類型、公司 短料號

呼叫的應用程式 處理租賃合約 (P54R10) 處理料品主檔 (P4101)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R10A W4101E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空白

19.1.3.4. 已到期/即將到期合約

使用此報表可依已到期和即將到期的合約分析合約。已到期的合約僅包括在「One View 租賃
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中選取「已到期合約」欄的記錄。即將到期的合約僅包括在「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畫面格式中選取「即將到期合約」欄的記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已到期合約 - 依客戶 (前 10 個) (圓餅圖)
• 已到期合約 - 依業務單位 (前 10 個) (圓餅圖)
• 已到期合約的合約金額 - 依客戶 (水平長條圖)
• 已到期合約的合約金額 - 依業務單位 (水平長條圖)
• 已到期合約 (表格)
• 即將到期合約 - 依客戶 (前 10 個) (圓餅圖)
• 即將到期合約 - 依業務單位 (前 10 個) (圓餅圖)
• 即將到期合約的合約金額 - 依客戶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即將到期合約的合約金額 - 依業務單位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到期合約 (表格)

「已到期/即將到期合約」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合約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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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值 值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合約、類型、公司 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處理租賃合約 (P54R10) 處理地址 (P010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R10A W010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空白

19.1.3.5. 合約 - 依客戶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依客戶分析租賃合約。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合約數目 - 依客戶租賃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 - 依客戶出貨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客戶租賃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金額 - 依場地 (前 10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數目- 依月/年 (垂直長條圖)
• 客戶合約 - 摘要 (表格)

「合約 - 依客戶」表格元件包含逐級返回功能，如下表所述：

功能 值 值

包含逐級返回連結的表格欄 合約 客戶

傳遞至應用程式的表格欄 合約、類型、公司 地址號碼

呼叫的應用程式 處理租賃合約 (P54R10) 處理地址 (P01012)

呼叫的畫面格式 W54R10A W01012A

呼叫的版本 ZJDE0001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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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1. 合約 - 依客戶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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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One View 租賃合約獲利率查詢 (P54R210)
從「每日處理」(G54R10) 選單存取「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 (P54R210)。
使用「One View 租賃合約查詢」來分析租賃合約的獲利能力。獲利能力指和租賃合約關聯的
收入及成本，以及租賃合約相關訂單的分析。這些資料來自服務工單所涵蓋的合約結帳、銷
售單結帳和設備的工單成本。「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使用「租賃合約標頭/明細結
合業務視圖」(V54R210A)，包含「租賃合約標頭」檔案 (F54R10)、「租賃合約明細」檔案
(F54R11) 及「租賃合約相關訂單」檔案 (F54R20) 中的欄位。您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來分析您
的合約至今的獲利情況。請從業務視圖中的 20 個欄位，以及方格中與有助於分析合約獲利率
之其他合約獲利能力分析資訊相關的大量計算欄位進行選擇。這些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在
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來。除了隨附應用程式提供
的報表外，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種商業用途的報表。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
方格中所提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19.2.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9.2.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預
設值的貨幣代碼。系統使用此值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您可以在「One View 租賃合
約利潤查詢」畫面格式上輸入或置換這個值。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匯率日期」欄位中的值
擷取) 來計算和顯示「轉換貨幣金額」。

當「轉換貨幣」代碼欄位空白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
格欄。
2. 匯率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
統會使用系統日期。

19.2.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與欄位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
殊處理。

19.2.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 包含已結合約

您選取「已結合約」選項將已結之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具有合約行狀態「900 (已結合
約)」的合約為已結之合約。

當您選取「已結合約」選項時，搜尋結合會同時將已結合約與其他合約包含在報表中。
• 「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

「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合約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
「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將合約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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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貨幣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
用「基準匯率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匯率日期」欄
位不會針對方格欄進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
「轉換」欄。您可以將六種合約金額轉換為通用貨幣。這些為「相關訂單成本」、「相關訂
單收入」、「租賃收入」、「收入總金額」、「成本總金額」和「利潤金額」。

19.2.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系統會為每筆具有銷售單或工單的相關訂單記錄顯示一行。沒有相關工單號碼的採購單和相關
訂單記錄不會包含在內。系統會在方塊金額欄中擷取並填入相關訂單成本及收入。在合約的相
關訂單行之下，系統會新增一行租賃收入，以及總收入、成本和利潤的計算欄位。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相關訂單成本

合約的相關訂單總成本。針對工單，系統會從「工單主檔」表格 (F4801) 擷取實際人力成
本、實際物料成本和其他實際成本欄位的成本。針對銷售單，當結帳方法為 3 (單次銷售單
結帳) 時，系統會從「銷售單明細表」(F4211) 使用數量及單價擷取成本。當結帳方法為 1
(定期合約結帳) 或 2 (單次合約結帳) 時，系統會從「租賃合約明細表」(F54R11) 擷取銷售
單的成本。

• 相關訂單收入

這是合約來自銷售單或服務工單結帳的收入金額。對於銷售單，當結帳方法為 3 (單次銷售
單結帳) 時，系統會從「銷售單明細表」(F4211) 使用數量、單價 2 及小計金額欄位求得收
入金額。針對工單，系統會從「結帳工作檔 - 記錄」表格 (F4812H) 擷取已結帳工單的收入
金額。

• 租賃收入

這是來自租賃結帳的收入金額。系統會從「結帳工作檔 - 記錄」表格 (F4812H) 擷取租賃結
帳收入。

• 總收入金額

這是合約產生自相關訂單和租賃收入的收入總計。
• 總成本金額

這是合約所有相關訂單 (工單和銷售單) 的成本總計。
• 利潤金額

合約產生的總利潤。系統會將總收入減去總成本來計算利潤總金額。
• 轉換相關訂單摘要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相關訂單成本。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
的值，將相關訂單成本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 轉換相關訂單收入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相關訂單收入。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
的值，將相關訂單收入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One View 租賃合約獲利率查詢 (P54R210)

388

• 轉換租賃收入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租賃收入。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的
值，將租賃收入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 轉換總收入金額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總收入。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的值，
將總收入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 轉換總成本金額

此為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總成本。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的值，
將總成本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 轉換利潤金額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利潤總金額。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的
值，將利潤總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19.2.3. 報表

「One View 租賃合約利潤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租賃合約利潤」報表。

19.2.3.1. 租賃合約獲利能力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分析您的客戶獲利能力。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所有合約總利潤 (垂直長條圖)
• 平均合約獲利能力 - 前 10 個 (量表)
• 收入與成本 - 依合約 (前 5 個) (垂直叢集長條圖)
• 利潤 - 依合約 (前 5 個) (水平長條圖)
• 合約利潤 - 依客戶、合約和料品樞紐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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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2. 租賃合約獲利能力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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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 (P54R220)
從「每日處理」(G54R10) 選單存取「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 (P54R220)。使用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來分析您的相關訂單。「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使用
「租賃合約標頭/明細結合業務視圖」(V54R210A)，包含「租賃合約標頭」檔案 (F54R10)、
「租賃合約明細」檔案 (F54R11) 及「租賃合約相關訂單」檔案 (F54R20) 中的欄位。請從業
務視圖中的欄位，以及方格中有助於分析租賃合約銷售和工單，與相關訂單資訊有關的大量計
算欄位進行選擇。這些計算欄位中的資訊並不存在於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因為它
們是由應用程式收集而來。除了隨附應用程式提供的報表外，您也可以使用此應用程式建立各
種商業用途的報表。當您開發自訂報表時，可使用方格中所提供的關聯說明來獲得協助。

19.3.1. 處理選項
處理選項讓您能指定程式和報表的預設處理。

19.3.1.1. 預設值
1. 轉換貨幣代碼
指定供系統作為「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畫面格式之標頭的「轉換貨幣」欄位預設值
的貨幣代碼。系統使用此值來計算「轉換貨幣」金額。您可以在「One View 相關訂單查
詢」畫面格式上輸入或置換這個值。

系統會使用「轉換貨幣」欄位中的貨幣代碼以及匯率 (系統使用「匯率日期」欄位中的值
擷取) 來計算和顯示「轉換貨幣金額」。

當「轉換貨幣」代碼欄位空白時，系統不會計算「轉換金額」，並會隱藏「轉換金額」方
格欄。
2. 匯率日期
指定系統用來擷取「轉換」貨幣與本幣之間匯率的日期。如果將此處理選項保留空白，系
統會使用系統日期。

19.3.2. 特殊處理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會在標頭選項與欄位以及方格的計算欄位中使用特殊處
理。

19.3.2.1.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 包含已結合約

您選取「已結合約」選項將已結之合約的資訊包含在報表中。具有合約行狀態「900 (已結合
約)」的合約為已結之合約。

當您選取「已結合約」選項時，搜尋結合會同時將已結合約與其他合約包含在報表中。
• 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能夠以通用貨幣建立合約金額報表。您可以使用「轉
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將合約金額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只有在「轉換
貨幣代碼」欄位包含有效值時，系統才會轉換並接著填入方格的「轉換」欄。系統使用「基
準匯率日期」欄位來取得匯率以進行轉換。「轉換貨幣」欄位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不
會針對方格欄進行篩選。如果您未使用這些欄位，將不會發生轉換，方格中也不會顯示「轉
換」欄。您可以將「相關訂單成本」和「相關訂單收入」轉換為通用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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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2.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系統會為每筆具有銷售單、工單或採購單的相關訂單記錄顯示一行。沒有相關工單號碼的相關
訂單記錄不會包含在內。系統會在方塊金額欄中擷取並填入銷售單和工單的相關訂單成本及收
入。租賃合約中的採購單僅用於追蹤及報告用途，並未連結至金額。因此，方格中的採購單行
沒有成本和收入值。

方格欄中和標頭中之特殊處理考量事項相關的系統記錄資訊。這些欄位以便於報告的形式協助
建立資料庫中不提供之資料的報表。因為這些欄位，應用程式因此能夠隨附提供報表。您也可
以在定義自訂欄報表時使用它們。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在方格中的這些計算欄位中使用下列特殊處理：

• 相關訂單成本

合約的相關訂單總成本。針對工單，系統會從「工單主檔」表格 (F4801) 擷取實際人力成
本、實際物料成本和其他實際成本欄位的成本。針對銷售單，當結帳方法為 3 (單次銷售單
結帳) 時，系統會從「銷售單明細表」(F4211) 使用數量及單價擷取成本。當結帳方法為 1
(定期合約結帳) 或 2 (單次合約結帳) 時，系統會從「租賃合約明細表」(F54R11) 擷取銷售
單的成本。

• 相關訂單收入

這是合約來自銷售單或服務工單結帳的收入金額。對於銷售單，當結帳方法為 3 (單次銷售
單結帳) 時，系統會從「銷售單明細表」(F4211) 使用數量、單價 2 及小計金額欄位求得收
入金額。針對工單，系統會從「結帳工作檔 - 記錄」表格 (F4812H) 擷取已結帳工單的收入
金額。

• 轉換相關訂單摘要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相關訂單成本。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
的值，將相關訂單成本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 轉換相關訂單收入

這是轉換為通用貨幣的相關訂單收入。系統使用「轉換貨幣代碼」和「基準匯率日期」欄位
的值，將相關訂單收入從本幣轉換為通用貨幣。

19.3.3. 報表

「One View 相關訂單查詢應用程式」隨附提供的報表如下：

• 相關訂單摘要
• 相關銷售單
• 相關工作單

19.3.3.1. 相關訂單摘要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分析相關訂單數目總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所有合約相關訂單數目總計 (垂直長條圖)
• 相關訂單- 依月/年 (垂直長條圖)
• 相關訂單摘要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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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2. 相關銷售單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分析租賃合約銷售單數目總計。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銷售單數目總計 (水平長條圖)
• 銷售單數目- 依月/年 (垂直長條圖)
• 相關銷售單摘要 (表格)

19.3.3.3. 相關工作單

使用此報表可針對關鍵屬性分析租賃合約工單。此報表包含下列元件：

• 工單數目總計 (水平長條圖)
• 工單數目- 依月/年 (垂直長條圖)
• 相關工單摘要 (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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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3. 相關工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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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解釋
個人報表 此 One View 報表位於使用者的個人資料夾並由該使用者擁有

BI Publisher data model -
BI Publisher 資料模型

此物件包含一組指示，供 BI Publisher 擷取和建構報表的資料。資料模型在型
錄內以個別物件方式存放。其中包含範例方格資料、畫面格式層級資訊及資料
來源參照。

BI Publisher Layout Editor
-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編
輯器

您可以用來設計所有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的 Web 應用程式。

BI Publisher layouts - 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

這是一個範本檔案和一組用來轉譯定義如何在報表中呈現資料的範本檔案
的屬性。BI Publisher 支援從各種來源建立的範本，這些來源包括 Microsoft
Word、Adobe Reader、Microsoft Excel、Adobe Flash 及 BI Publisher 自附
的版面配置編輯器。一個報表可以包含多個版面配置。

BI Publisher report - BI
Publisher 報表

此報表由 BI Publisher 資料模型參照、BI Publisher 版面配置、屬性及翻譯組
成。

One View 報表 此整合式報表包含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報表定義及 BI Publisher 資料
模型與報表。

report definition - 報表定義 與 One View 報表相關的 JD Edwards EnterpriseOne 中繼資料。報表定義包
含資料模型中選取哪些欄、命名慣例、列集合設定及報表名稱等相關資訊。

shared report - 共用報表 除非受到安全性設定限制，否則整個系統都可使用 One View 報表。使用者無
法直接修改共用報表。共用報表必須由 power user 從個人報表升級而來。



396



索引 · 397

索引
2劃
人力資本管理

報表
401K 報表, 116
休假趨勢, 113
加拿大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104
加拿大稅務記錄 - 依季度, 104
加班費, 112
員工 - 依國家/地區, 99
員工名冊, 125
員工名冊 - 含地址, 125
員工基本資料分析, 126
員工年資報表, 126
員工登記資料快照, 121
員工福利分析, 121
員工與參與人員的有效登記, 121
員工薪酬複查, 126
工資扣減, 117
年累計 401K 報表, 107
年累計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摘要記錄, 108
年累計薪資與稅賦登記, 100
應付餘額, 108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分析, 117
收入 - 依業務單位, 111
收入 - 依薪資類型, 112
有效登記, 121
登記人員統計, 120
社會安全與醫療稅 - 依季度, 101
稅務記錄 - 依季度, 101
緊急聯絡人, 98
緊急聯絡人資訊 - 依主管, 98
薪資記錄分析, 113
醫療與福利, 117

應用程式
One View 加拿大稅務記錄查詢 (P7713), 104
One View 員工基本資料查詢 (P080120), 124
One View 員工福利查詢 (P08234), 120
One View 員工通訊錄查詢 (P080110), 97
One View 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902), 116
One View 稅務記錄查詢 (P07136), 100
One View 薪資、扣除、福利與應計記錄查詢
(P07146), 107
One View 薪資記錄詳細資料查詢 (P071862),
111

3劃
小數格式

啟動, 51
更新, 52

4劃
不動產

報表
即將空置複查, 274
承租人分析, 277
承租人租賃登記簿 - 租金調漲, 279
承租人租金登記簿 - 零售業, 279
租用分析, 274
空置報表, 277

應用程式
One View 資產查詢 (P15260), 273

互動式檢視器, 24
檢視所有記錄, 60

內嵌 BI Publisher, 19
升級個人報表, 42, 44

5劃
功能授權, 34

6劃
共用報表, 23

保留, 50, 51
修改, 47
同步化至資料辭典命名慣例, 51
報表定義圖示, 49
報表定義頁籤, 47
複製, 50
說明, 40

列遮罩, 52, 54
更新至 BI Publisher 11.1.1.7, 52

行動通訊應用程式, 229

7劃
刪除個人報表, 42, 46

8劃
命名慣例

將報表同步化至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 50, 50
欄標題, 40
用於報表, 35
資料辭典項目名稱, 40

版面配置
編輯, 36

版面配置頁籤,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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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共用報表, 47
用於個人報表, 35

版面配置編輯器, 61
檢視輸出類型, 60

空白數值資料, 60

9劃
保留共用報表, 50, 51
查詢, 25

10劃
修改 One View 報表

簡介, 33
修改報表

修改個人報表, 35
修改共用報表, 47
共用與個人報表差異, 33
秘訣, 59
選項, 34

倉儲管理
報表

倉儲使用率, 376
倉儲儲位使用狀況, 375
倉儲儲位速度, 368
倉儲入庫要求分析, 364
倉儲建議生產力, 369
倉儲揀料要求分析, 364
倉儲補貨要求分析, 365
倉儲要求摘要, 365
識別牌照數量分析, 373

應用程式
One View 倉儲儲位查詢 (P46273), 375
One View 倉儲建議查詢 (P46271), 368
One View 倉儲要求查詢 (P46270), 363
One View 識別牌照數量查詢 (P46L272), 372

個人報表, 23
修改, 35
儲存報表選項, 42
刪除, 46
升級為共用報表, 42, 44
報表定義頁籤, 38
從現有報表建立, 35
新增所有欄, 45
新增選取的欄, 44
移除所有欄, 46
移除選取欄, 45
複製, 43
說明, 40

庫存
報表

平均基準成本 - 依位置與批次, 140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分支工廠, 140
平均基準成本 - 依料品與會計年度, 140
平均基準成本分析, 141
平均成本分析, 132
平均成本分析 - 依分支工廠, 131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批次序號, 131
平均成本分析 - 依月份/總帳日期, 132
庫存評估 - 依位置, 136
庫存評估 - 依分支工廠, 136
庫存評估 - 依料品, 135
庫存評估分析, 137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分支, 145
料品使用追蹤 - 依料品與日期, 145
料品使用追蹤 - 依週, 146
料品使用追蹤分析, 146

應用程式
One View 平均成本分析 - 從料品分類帳查詢
(P41270), 129
One View 庫存成本分析 - 依料品基準查詢
(P41272), 139
One View 庫存評估分析查詢 (P41271), 134
One View 料品使用追蹤查詢 (P41273), 143

特別報告, 19
財務管理

報表
30 天內到期的付款, 88
交易量 - 依付款項目, 89
付款, 93
付款分析, 95
付款折扣, 94
付款趨勢, 93
供應商帳戶結餘分析, 89
區域第一季銷售 - 依商店, 69
客戶帳戶結餘分析, 79
客戶結餘, 77
帳戶結餘分析, 72
帳戶結餘趨勢, 71
應收帳款沖銷, 83
收據交易, 82
收據分析, 83
收據記錄趨勢, 82
未結傳票, 87
未結發票, 78
未結發票 - 含過期, 78
業務單位詳細資料, 65
毛利, 71
總帳交易 - 依客戶與業務單位, 64
總帳交易 - 依帳戶, 65
總帳交易分析, 65
總帳帳戶結餘,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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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算表, 70
逾期付款, 88
預算與實際 - 依業務單位, 70

應用程式
One View 供應商付款查詢 (P04720), 92
One View 供應商分類帳查詢 (P042022), 86
One View 客戶分類帳查詢 (P03B2022), 75
One View 客戶收據/票據查詢 (P03B720), 81
One View 帳戶結餘查詢 (P09217), 68
One View 總帳查詢 (P09219), 63

11劃
健康與安全事故管理

「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報表所使用的「計算欄
位」, 352
事故影響比率所使用的計算欄位報表, 355
報表

事故屬性, 327
事故影響比率, 360
事故成本, 328
受傷人員摘要, 333
可呈報案例的安全統計, 359
可呈報的傷害/疾病摘要, 334
安全統計 - 依事故類型, 359
操作員/司機摘要報表, 340
機動車輛摘要報表, 339
每月事故安全統計, 358
涉及人員的事故, 333
環境事故, 344
詳細傷害/疾病摘要, 335
資產/設備摘要報表, 338
非機動車輛摘要報表, 340

安全統計所使用的計算欄位 - 依事故類型報表, 354
應用程式

One View 事故人員查詢 (P54HS230), 330
One View 事故摘要查詢 (P54HS220), 321
One View 事故設備查詢 (P54HS240), 337
One View 安全統計查詢 (P54HS260), 347
One View 環境事故查詢 (P54HS250), 343

標頭中的特殊處理, 348
每月事故安全統計所使用的計算欄位報表, 351
瞭解事故頻率比率與事故影響比率, 349
計算方格欄, 337, 343
計算方格欄中的特殊處理, 322, 350
計算欄位, 332

執行 One View 報表
從 EnterpriseOne 標準或自訂應用程式, 30
從 One View Reporting 應用程式, 30
從資料瀏覽器, 30

執行時期選項, 26

將報表同步化至資料辭典項目命名慣例, 41, 44, 50, 50
專案成本計算

報表
人力單位分析, 227
取得的價值, 226
在製品, 226
工作狀態, 226

應用程式
One View 工作查詢 (P51220), 223

採購
報表

供應商成本分析, 216
保留金額分析, 193
保留金額分析 - 依供應商, 210
保留金額分析 - 依會計期間, 192
保留金額分析 - 依轉包商, 193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供應商, 180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公司, 179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料品, 180
已驗收但未開立傳票 - 依會計期間, 179
成本分析 - 依供應商, 215
成本分析 - 依料品, 214
成本差異 - 依採購單歷史記錄, 185
折扣分析 - 依供應商, 215
採購單傳票付款排程分析, 199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供應商, 199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料品, 198
採購單傳票付款查詢 - 依會計期間, 198
採購單分析, 188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供應商, 188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料品, 187
採購單歷史記錄 - 依會計期間, 187
採購單驗收分析, 181
數量分析 - 依供應商, 178
數量分析 - 依料品, 178
數量分析 - 依會計期間, 177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供應商, 205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料品, 204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 - 依會計期間, 204
未驗收的延期交貨料品分析, 205
簡易採購分析, 211
簡易採購查詢 - 依會計期間, 210
總括訂單查詢 - 依供應商, 210
請購單 - 依料品與要求者, 220
請購單 - 依要求者與供應商, 220
請購單自助服務分析, 220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供應商, 186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料品, 186
預期採購單驗收 - 依會計期間, 185

應用程式
One View 供應商成本分析查詢 (P43266),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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