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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 (C) 2005，2018，Oracle 和 (或) 其關係機構。保留一切權利。 

本軟體與相關說明文件是依據含有使用及保密限制事項的授權協議所提供，受智慧財產法律保護。除了授權協議中明確許可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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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軟體或硬體與說明文件可能提供有關第三方內容、產品和服務的存取途徑與資訊。除非您與 Oracle 
之間的適用合約另有規定，否則 Oracle Corporation 
和其關係公司明文聲明對第三方網站所提供的內容、產品與服務不做保證，且不負任何責任。除非您與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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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件協助工具 

如需有關 Oracle 對於協助工具的承諾資訊，請瀏覽 Oracle 使用性方案網站 
(http://www.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acc&id=docacc)。 

存取 Oracle 支援 

已經購買客戶支援的 Oracle 客戶可從 My Oracle Support 取得網路支援。如您有聽力障礙，請瀏覽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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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管理員」頁面來設定及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如需有關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各節： 

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公司管理 (頁數 17)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驗證授權狀態及有效的使用者 (頁數 39)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重設所有密碼 (頁數 46) 

啟用語言 (頁數 46) 

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頁數 49) 

管理幣別 (頁數 53) 

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檢閱所有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64) 

限制使用 IP 位址 (頁數 47)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 (頁數 65)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頁數 66)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檢閱公司的待處理與已寄送電子郵件 (頁數 68) 

檢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頁數 69) 

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頁數 72) 

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使用量 (請參閱 "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5) 

檢視歷史服務分配使用量 (請參閱 "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6) 

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頁數 77) 

檢視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頁數 78) 

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 (頁數 79) 

關閉共用地址時的考量 (頁數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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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管理地址的權限 (頁數 83) 

使用編輯關係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 (頁數 84) 

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值 (請參閱 
"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頁數 84) 

應用程式自訂 (頁數 86) 記錄類型設定的任務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管理已啟用複製設定 (頁數 114) 

設定自訂欄位整合標籤 (頁數 115) 

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設定串連的欄位 (頁數 126) 

管理欄位標籤 (頁數 128) 

使用索引自訂欄位 (頁數 130) 

將設定值還原為預設值 (請參閱 "將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頁數 133) 

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管理相關項目的預設篩選條件 (頁數 137)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自訂用於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6) 

重新命名欄位區段標題 (請參閱 "重新命名欄位標題" 頁數 147)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頁數 163) 

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頁數 170) 

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頁數 171) 

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應用程式設定的任務 

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頁數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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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 (頁數 200) 

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頁數 202) 

建立與管理動作列及通用全域版面配置 (頁數 204) 

上傳與管理自訂全域標頭圖示 (頁數 211) 

為公司自訂我的首頁 (頁數 206) 

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頁數 207) 

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頁數 208) 

啟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影像 (頁數 210) 

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頁數 214) 

新增記錄類型 (頁數 212) 

自訂 REST 整合標記 (頁數 215) 

建立新主題 (頁數 215) 

上傳與管理自訂圖示集 (頁數 210) 

自訂共用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頁數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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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頁數 227) 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設定使用者的銷售配額 (頁數 242) 

設定使用者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 (頁數 243)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頁數 243)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頁數 244) 

重設使用者的 DMS PIN (頁數 245)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246) 

檢閱使用者的安全性相關活動 (頁數 246) 

管理委派使用者 (管理員) (頁數 248) 

建立使用者的存貨期間 (頁數 250) 

停用使用者 (頁數 250) 

設定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2)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合作夥伴) (頁數 254)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合作夥伴) (頁數 255) 

停用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6)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重設個人化動作列版面配置 (頁數 286) 

重設個人化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286) 

設定群組 (頁數 328) 

設定銷售地區 (頁數 330) 

設定工作簿的程序 (頁數 306) 

驗證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頁數 307) 

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311)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頁數 312)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頁數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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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 

新增工作簿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320)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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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商務程序管理 (頁數 346) 建立程序 (頁數 353) 

新增轉換狀態至程序 (請參閱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頁數 354) 

限制程序 (頁數 356) 

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頁數 356)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頁數 357)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頁數 423)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8)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設定指派規則 (頁數 435) 

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設定預測定義 (頁數 446) 

更新預測定義 (頁數 451)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自訂公司的產業清單 (頁數 459)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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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內容 說明的任務 

資料管理工具 (頁數 479) 資料匯入的準備工作 (頁數 525) 

在匯入期間連結記錄 (頁數 519)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檢閱匯入結果 (頁數 675) 

匯出您的資料 (頁數 676) 

檢閱匯出結果 (頁數 680)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7)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1) 

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頁數 693) 

管理整合事件設定值 (請參閱 "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頁數 694) 

內容管理 (頁數 696) 設定產品類別 (請參閱 "設定產品分類" 頁數 697) 

設定公司產品 (頁數 697) 

設定 PRM 的價目表 (頁數 699) 

設定生命科學的價目表 (頁數 702) 

管理公司的附件 (頁數 705) 

設定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08) 

在分析中設定資料夾 

應用程式插件 (頁數 714) 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頁數 714) 

設定Oracle Social Network整合組態 (請參閱 "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 頁數 715) 

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來設定電子郵件遞送 (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設定電子郵件遞送" 頁數 716) 

Web 服務整合 (頁數 682) 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頁數 683) 

檢閱 Web 服務的使用狀況 (請參閱 "檢閱 Web 服務使用狀況" 頁數 
685) 

生命科學管理 (頁數 717) 管理智慧型電訪 (請參閱 "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 頁數 718) 

設定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 (頁數 721) 

設定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上限 (頁數 722) 

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 (請參閱 "授權聯絡人收到樣品" 頁數 724) 

桌面整合管理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頁數 727) 

管理自訂套件 (頁數 728)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 (頁數 729) 

此外，管理員通常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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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管理員自己要使用或全公司散發的自訂報表。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使用分析首頁。 

 建立全公司散發的篩選清單。如需指示，請參閱使用清單。 

如需使用 Oracle On Demand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Expression Builder」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程序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管理員」頁面可讓您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部署至使用者的作業，並且可管理您的資料需求之設定作業。使用「管理員」頁面，您就可以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以符合特定的業務需求。請使用下列準則以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部署作業：  

1 檢閱所有可用的資源。 

在您設定新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部署作業之前，請先檢閱下列資源： 

 閱讀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預覽指南。本指南可供所有公司管理員使用，並且提供有關如何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功能之資訊。如需有關如何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預覽指南的詳細資訊，請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訓練與支援」連結。 

 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訓練與支援」連結，檢閱附加工具、範本、檢查清單、Web 
研討會與指南。 

 註冊由 Oracle University 所提供的「管理要點」課程。  

2 評估您的業務處理與使用者在組織內的角色。 

檢閱「我的 Oracle 支援」上可取得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首度展示指南。下載並使用「自訂欄位設定範本」，從頭開始適當地規劃您的部署作業。「自訂欄位設定範本」

可在「我的 Oracle 支援」的「訓練與支援中心」裡的「工具與範本」頁面中取得。   

 考慮下列因素與功能，定義資料可見度與資料加密的方式：  

 存取權資料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團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共享記錄 (團隊)。 

 工作簿。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供管理者閱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定義資料模型與相關欄位。評估哪些報表需要趨勢分析、即時趨勢分析與其支援的記錄類型。  

 定義下列與驗證資料及與資料互動關聯的處理：  

 設定銷售處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銷售處理、類別及指導 (請參閱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定義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與欄位映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潛在客戶轉換管理 (頁數 440)。  

 定義欄位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定義工作流程處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業務處理管理 (請參閱 "商務程序管理" 頁數 346)。  

 整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及 Web 服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eb 服務整合 (頁數 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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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客戶測試環境」(CTE) 及任何用來訓練及測試的其他環境。  

3 設定您的公司。  

每一間公司都是獨特的。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您可以自訂許多公司環境，使其符合您的業務設定值。 

 設定您公司的會計年度、語言、幣別、匯率等等。  

 要求合適的存取權與 CTE。如需有關設定您公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4 設定您的使用者資料檔。  

公司中的使用者具有特定的角色與職責。有些使用者可以存取某些資料，而其他使用者則不行。在您加入這些使用者之

前，請先為每一種使用者類型設定可見度與角色。 

 為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設定角色。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設定您公司的存取權資料檔。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您的可見度模型，例如工作簿、團隊等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與共用記錄 (團隊)。  

5 設定資料模型，例如加入或重新命名欄位、記錄類型等等。  

公司內的資料要求也是獨特的。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您可以將新欄位加入現有的記錄類型、重新命名欄位以符合您的業務條款，或加入新的自訂記錄類型。在您開始加

入資料之前，請先進行下列作業：  

 加入您資料模型定義所需的新欄位與記錄類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及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與新增記錄類型 (頁數 212)。  

 重新命名欄位與記錄類型，以符合您的特定業務條款。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欄位標籤 (頁數 
128)與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頁數 208)。  

 填入選擇清單。您可以使用匯入功能，快速將大量選擇清單值匯入選擇清單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

值 (頁數 133)。  

 設定版面配置。僅顯示每一種角色所需的欄位並使用動態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設定您的處理，例如工作流程、銷售處理等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業務處理管理 (請參閱 "商務程序管理" 頁數 
346)與設定銷售處理、類別及指導 (請參閱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設定角色的清單。前 10 份清單會在使用者的首頁上顯示。建議不要讓清單傳回大量資料。25 至 100 
筆記錄是日常作業建議的可管理記錄數量。也建議您執行下列作業：  

 儘可能使用索引欄位。  

 在清單中包含使用者想經常更新的欄位。  

如需有關設定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及調整清單。  

6 以產生報表的方式，提供有關業務矩陣的資訊。  

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分析」功能，產生與您的業務需求有關的自訂報表，然後使其可供使用者存取。如需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分

析。  

7 匯入您的資料與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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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匯入功能將舊有系統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您可以匯入所有使用者，或透過「使用者管理」頁面手動將其全部加入。當使用者加入時，他們會收到包

含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臨時密碼之電子郵件，因此可以立即開始使用。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和匯出工具 (請參閱 
"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 

 

在設定時使用管理員範本 
您可以使用管理員設定範本來協助您組織公司的資訊，並有效率地實作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範本中輸入資訊後，您可以在設定與自訂應用程式時，使用範本做為參考。 

存取管理員設定範本 

1 按一下您所要範本的連結。 

在下列區段中會顯示可用範本的連結。 

2 將範本儲存至電腦。 

3 開啟已儲存的檔案。 
 

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使用情況追蹤 
使用情況追蹤功能讓公司監督並分析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的使用情況，包含使用者使用情況、應用程式使用情況以及設定與組態詳細資訊。此功能也提供一些使用情況追蹤的預

建報表，可回報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使用情況。除了預建的報表以外，「分析」中的「歷史分析」區域也提供「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讓想要進一步分析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情況的公司使用。 

例如，您可能想要建立提供下列資訊的報表： 

 過去 30 天內皆未登入的使用者 

 過去 30 天內未建立、更新或刪除任何記錄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建立的工作流程規則、自訂欄位及自訂頁標數量 

提示：如需有關檢閱 Web 服務使用情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 Web 服務使用狀況 (頁數 685)。 

若要存取使用情況追蹤報表，並建立「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中的新報表，您的使用者角色中必須具有「使用情況追蹤」

權限。根據預設，公司管理員的角色會啟用「使用情況追蹤」權限。 

關於使用情況追蹤權限 
公司管理員可依需要為其他使用者角色啟用「使用情況追蹤」權限。然而，在為某個使用者角色啟用「使用情況追蹤」權限之前
，請將啟用此權限後的下列情況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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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角色中具有「使用情況追蹤」權限的使用者可存取「分析」中的「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也可存取使用情況

追蹤的預建報表。 

 使用情況追蹤資料的存取不會受到其他存取設定值 (例如，存取權資料檔與使用者角色中記錄類型的存取設定值) 
保護。因此，使用者角色中具有「使用情況追蹤」權限的使用者可以存取所有「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中的使用情況

追蹤資料。 

因為您公司的一些使用情況資料可能是敏感資料，所以您必須確保只將「使用情況追蹤」權限授予給適當的使用者。 

 使用情況追蹤報告可能會造成系統資源的密集使用。 

如果您想要將使用情況追蹤報表提供給特定使用者，但是您不希望這些使用者擁有「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與預建報表的

完整存取權限，請考慮建立包含相關資料的自訂報表。如此一來，您就可以將自訂報表儲存在共用報表資料夾中，並只授予使用

者存取共用資料夾的權限。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若要檢視有關服務分配用途的資料，請參閱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5)與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6)；而如需有關檔案與記錄用途的資料，請參閱檢視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頁數 
78)。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與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主題區域 

 分析入門 
 

公司管理 
在您開始之前。除非另有指示，若要執行「公司管理」區段中所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權限。 

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公司管理」相關程序的逐步指示：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驗證授權狀態及有效的使用者 (頁數 39)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重設所有密碼 (頁數 46) 

 啟用語言 (頁數 46) 

 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頁數 49) 

 管理幣別 (頁數 53) 

 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檢閱所有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64) 

 限制使用 IP 位址 (頁數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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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情形 (請參閱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 頁數 65) 

 使用主要稽核追蹤來檢閱稽核追蹤變更 (請參閱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頁數 66) 

 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頁數 72) 

 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5) 

 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6) 

 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頁數 77) 

 檢視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頁數 78) 

 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 (頁數 79) 

 關閉共用地址時的考量 (頁數 82) 

 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管理地址的權限 (頁數 83) 

 使用編輯關係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 (頁數 84) 

 地址的存取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請參閱 "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頁數 84) 
 

公司資料檔 
公司資料檔的設定作業包括：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通用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驗證授權狀態及有效的使用者 (頁數 39)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重設所有密碼 (頁數 46) 

 啟用語言 (頁數 46) 

 限制使用 IP 位址 (頁數 47)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公司資訊與全域預設值都是透過「公司資料檔」頁面設定的。 

公司資訊。您可以輸入或編輯您的公司名稱、出貨地址和帳單地址、電話號碼，以及主要聯絡人。如果您註冊試用期，就會從您

的註冊資料帶入您公司的某些資訊。 

全域預設值。您可以定義整個公司的預設值，使用者可以覆寫這些預設值。 

注意： 公司管理員可變更「國家」設定。如果您變更「國家」設定，請通知「客戶關懷中心」，他們才能採取必要的步驟來更

新您「時區」設定、報表及儀表板。唯有聯絡「客戶關懷中心」才能變更「語言」、「幣別」及「時區」。執行完整 ETL 
(擷取、轉換、載入) 前，「分析」中不會反映您的新設定值。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了解這些設定值會造成的影響，請參閱「關於使用者的資料檔設定值」。 



公司管理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19 

 

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權限。 

編輯公司資料檔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4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中，按一下「編輯」按鈕 (或使用內嵌編輯)，然後進行變更。 

5 儲存記錄。 

如需有關設定公司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配置公司主要資訊 (請參閱 "設定公司主要資訊" 頁數 19)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設定公司工作週與行事曆組態 (請參閱 "配置公司工作週與行事曆設定" 頁數 29) 

 設定潛在客戶組態 (請參閱 "配置潛在客戶設定" 頁數 30) 

 設定公司主題組態 (請參閱 "配置公司主題設定" 頁數 31) 

 設定公司資料可見度組態 (請參閱 "配置公司資料可見度設定" 頁數 31) 

 設定整合組態 (請參閱 "配置整合設定" 頁數 33) 

 設定公司安全性組態 (頁數 34) 

 設定分析可見度組態 (頁數 37) 

 設定溝通組態 (請參閱 "配置通訊設定" 頁數 37) 

 設定其他公司資料檔組態 (請參閱 "配置其他公司資料檔設定" 頁數 38) 

 設定地理編碼器組態 (請參閱 "配置地理編碼器設定" 頁數 38) 

備註：在某些狀況下，「公司資料檔」記錄的「修改者」欄位會顯示沒有必要存取權限及直接更新公司資料欄之權限的使用者姓

名。例如，當使用者狀態從「有效」變成「無效」，或從「無效」變成「有效」，則「公司資料檔」頁面上「有效使用者」與「

無效使用者」欄位的值會更新。由於這些欄位變更所導致的結果，「公司資料檔」頁面的「修改者」欄位會更新，以顯示已更新
使用者記錄的使用者姓名，即使進行變更的使用者並不具備更新公司資料檔的必要權限。  

 
 

設定公司主要資訊 
下表說明您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公司主要資訊」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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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登入 ID 您公司的唯一識別碼。建立新的使用者時，這是使用者之「使用者登入 ID」(公司登入 
ID/使用者 ID) 的第一個部分。您的公司管理員無法變更此值。 

主要聯絡人 ADMIN 
的預設值或從公司登入之第一個使用者別名的預設值，但是可以變更為任何使用者。產
品更新與其他重要資訊會傳送給主要聯絡人。 

若要解決無法取得主要聯絡人的情況，您可以輸入通訊群組清單作為主要聯絡人的電子

郵件地址，如此一來，在發生系統錯誤或有其他重要資訊時，就會通知多個使用者。您

可以透過下列兩種方式之一來進行這項動作：  

 您可以輸入現有的通訊群組清單作為主要聯絡人使用者記錄上的電子郵件地址。然

而，請記住，如果主要聯絡人在系統上設定的動作會自動傳送電子郵件到其電子郵

件地址，整個通訊群組清單都會收到通知。  

 您可以建立新的「虛擬」使用者，將其命名為「DistributionList」或類似名稱，

然後輸入通訊群組清單作為該虛擬使用者使用者記錄上的電子郵件地址。在此情況

下，您其中一個授權就會專門進行此作業。  

附註：您無法將指定為主要聯絡人的使用者狀態設為無效。您必須先選取另一位使用者

作為主要聯絡人，才能將原始主要聯絡人的狀態變更為「無效」。 

 

 
 

設定公司組態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公司設定值」區段。 

備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預設語言 讓您使用者當做預設值使用的語言。您可以啟用其他語言，讓使用者可以針
對自己的用途變更設定。如需如何新增語言的資訊，請參閱啟用語言 (頁數 
46)。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預設地區設定 讓您的使用者當做預設值使用的地區設定值。使用者可以隨時從「使用者資
料檔」頁面，針對自己的用途變更設定。這些設定值會決定日期、時間、幣
別、數字，以及電話號碼的格式。 

預設幣別 讓您的使用者當做預設值使用的幣別。您可以啟用其他幣別，讓使用者可以
針對自己的用途變更設定 (請參閱管理幣別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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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不過此處所設定的幣別會決定整個公司用於預測的預設幣別。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預設時區 您公司的預設時區。  

產生預測之類的某些功能會使用託管設備的時區，而非此預設時區。請聯絡
「客戶關懷中心」找出此時區。其他地區的使用者可以選擇使用在「使用者
資料檔」頁面上設定的當地時區。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記錄預覽模式 您公司的記錄預覽模式。您可以啟用記錄預覽功能，並指定預覽視窗的開啟
方式。根據您在此欄位中所選取的設定，當使用者將指標放在記錄連結上，
或當其按一下在指標放置記錄連結上所出現的預覽圖示時，預覽視窗會開啟
。  

預覽視窗會顯示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第一個區段。您也可以在此欄位中

選取「關閉」，選擇停用記錄預覽功能。根據預設，為新公司初次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此欄位設為「按一下預覽圖示」。 

使用者可以在「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上指定不同的記錄預覽模式，來覆寫公

司設定。 

內嵌編輯已啟用 啟用或停用內嵌編輯功能。 

當內嵌編輯功能已啟用時，使用者就可以直接在「清單」頁面和「詳細資料
」頁面上編輯欄位 (亦即，不需要開啟記錄的「編輯」頁面)。 

記錄「清單」頁面、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以及主要記錄的「詳細資料

」頁面上許多的連結記錄都會支援內嵌編輯。 

請注意，連結記錄中的下列欄位類型無法從主要記錄「詳細資料」頁面進行

編輯： 

 未出現在連結的記錄本身「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欄位 

 計算的欄位，例如「全名」 

 連結的記錄「編輯」頁面上的唯讀欄位 

此外，如果相同的連結記錄可以在多筆主要記錄中顯示，隸屬關係的欄位就

可以進行編輯。不過，屬於連結記錄本身的欄位則無法編輯。以客戶記錄上

的「客戶團隊」相關清單為例，「團隊角色」欄位可以編輯，因為此欄位是

客戶與團隊成員之間關係的一部分。不過，「姓氏」和「名字」欄位則無法

編輯，因為它們屬於 (團隊成員) 使用者記錄。 

訊息中心已啟用 控制： 

 「訊息中心」是否出現在「動作」列中。  

 「附註」圖示和附註清單是否可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取得。  

 使用者是否可以使用「訊息中心」小工具。 

記錄類型可稽核欄位 此欄位會指定每個記錄類型可稽核的欄位數上限。預設數目是 
35，但是您可變更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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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在稽核每個附加欄位情況下，當欄位變更時，資料庫中一定會建立另

一筆記錄。若是一次稽核太多個欄位，則會在儲存稽核記錄時影響系統效能

。 

針對記錄類型可稽核的欄位數上限會顯示於每個記錄類型的「稽核欄位設定

」頁面，但無法於該頁面中變更此值。 

稽核到期 (天數) 此欄位會決定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記錄在自動被清除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保留的時間長度。保留期間是以天數指定，而預設值為 
90。如果您的使用者角色具有「管理員欄位稽核」權限，便可變更此值。您
可輸入的最小值為 1，而最大值為 366。 

0 (零) 
的值表示永不清除稽核軌跡記錄。不過，您無法將值設為零。如果您要讓稽
核軌跡記錄無限期保留，必須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並要求他們將此欄位設為零。 

備註：特定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可追蹤記錄的建立、刪除及還原等作業，同

時可追蹤現有記錄上指定欄位的更新。如需有關設定記錄類型稽核軌跡的資

訊，請參閱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相關資訊格式 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選取相關資訊區段的格式。 

相關資訊區段可顯示為清單，或顯示為使用者按一下即可檢視清單的頁標。

您也可為每個角色指定「相關資訊格式」選項的設定。使用者的角色若具有

「個人化相關資訊顯示格式」權限，則也可在其個人資料檔中設定「相關資

訊格式」選項。如果使用者個人資料檔中的「相關資訊格式」欄位空白，則

採用使用者角色的設定；如果使用者角色的「相關資訊格式」欄位空白，則

會使用公司的設定。 

全域搜尋方法 在「動作列」與「查尋」視窗的「搜尋」區段中，選取要供使用者使用的搜
尋方法： 

 目標搜尋。目標搜尋會搜尋指定欄位以找到相符項目。在目標搜尋中，

使用者可在數個欄位中輸入值。此搜尋僅傳回與使用者輸入的每一個值
均相符的記錄。指定給記錄類型之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將決定
使用者所能搜尋的欄位。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會依預設啟用目標搜尋。如需有關目標搜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目標搜尋。 

 關鍵字搜尋。關鍵字搜尋會搜尋每個記錄類型專有的預設欄位。在關鍵

字搜尋中，使用者會在單一文字方塊中輸入文字字串。搜尋作業則傳回

在任何所搜尋欄位中找到使用者輸入之文字字串的所有記錄。如需有關

關鍵字搜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關鍵字搜尋。 

會計年度起始月份 此欄位顯示會計行事曆開始的月份。 

此欄位會在一開始建立公司時設定，而且無法由公司管理員變更。 

此設定會影響依據會計年度評量收益的報表。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會計年度起始日期 此欄位顯示會計年度開始之指定月份內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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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位會在一開始建立公司時設定，而且無法由公司管理員變更。 

此設定會影響依據會計年度評量收益的報表。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會計行事曆類型 此欄位會顯示您所使用會計年度行事曆類型。您可以選擇下列其中一個值：
行事曆季別、4-4-5、5-4-
4、自訂會計行事曆。此設定會影響以時間為基礎的分析、商務計畫及預測

。公司管理員無法變更此欄位。  

若要更新此欄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產品成功率平均已啟用 決定在使用者按一下「更新機會總計」按鈕時，如何更新機會成功率： 

 如果有選取，機會成功率會根據每個連結之產品的加權平均計算： 

機會成功率 = SUM(產品預期收益)/SUM(產品收益) 

 如果取消選取，採取動作時就不會更新成功率。 

備註：「更新機會總計」按鈕位於「機會詳細資料」頁面上，「產
品相關資訊」區段的標題列中。 

啟用儲存並新增產品 如果已選擇此設定，則當使用者建立新的「機會」記錄時，「機會」頁面的

表頭就會顯示「儲存並新增產品」按鈕，而不是顯示「儲存」按鈕。如果取
消選擇此設定，則當使用者建立新的「機會」記錄時，「機會」頁面的表頭
不會顯示「儲存並新增產品」按鈕，而只會顯示「儲存」按鈕。  

啟用機會收益分割 選取此選項，可為團隊成員之間的機會收益進行分割。  

若已勾選此核取方塊，「機會團隊編輯使用者」頁面上就會顯示「重新整理

總計」與「價差分割」按鈕，讓收益能夠分割到所有的團隊成員。「機會收
益預測」和「我的機會」頁面會顯示使用者屬於「團隊成員」且擁有 0 
個以上分割收益的機會。  

若已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機會團隊編輯使用者」頁面上就不會顯示「重

新整理總計」與「價差分割」按鈕。「機會收益預測」和「我的機會」頁面

會顯示使用者為屬於「機會負責人」的機會。 

抬頭顯示器 如果已開啟抬頭顯示器功能，且已在您使用者的主題上勾選「支援抬頭顯示
器設定值」核取方塊，則瀏覽器視窗底端的抬頭顯示器就會提供頁面的相關
資訊區段連結 
(如連結記錄區段)。使用者也可以從「詳細資料」頁面中關閉其個人資料檔

中的抬頭顯示功能，完全移除這個功能。如需抬頭顯示功能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逐頁概觀。  

備註：如果使用者的主題支援抬頭顯示器功能，則抬頭顯示器可在公司層級

由個別使用者開啟或關閉。此外，使用者的個人設定會覆寫公司設定。不過
，您可以在使用者的主題上取消勾選「支援抬頭顯示器設定值」核取方塊，
來完全移除抬頭顯示器。抬頭顯示器中的顏色是依您所使用的主題來決定。
如需有關選擇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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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共用地址 選取此選項以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記錄中開啟最上層地址記
錄的共用功能。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

記錄中將只有未共用地址功能可供使用。如需共用地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地址。 

備註：如果已開啟共用地址，則請先檢閱關閉共用地址時的考量 (頁數 
82)中的資訊，並完成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管理地址的權限 
(頁數 83)中的程序，然後再關閉共用地址。共用地址與預先包裝的 Oracle 
產品整合套件並不相容，例如 Oracle Process Integration Pack 
(PIP)。如果您正在使用 PIP (如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Business Suite 
PIP)，請勿選取「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驗證共用地址 選取此選項以驗證公司中的共用地址。如果選取此選項，則使用者可以選取

共用地址以新增至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記錄。未經驗證的地址

會從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記錄進行篩選，而這些記錄中會停用

「新增地址」按鈕。  

如果取消選取「驗證共用地址」，則所有地址都可用於客戶、聯絡人、經銷

商及合作夥伴記錄 
(亦即，不會進行篩選，而且這些記錄中會為具有所需權限的使用者啟用「
新增地址」按鈕)。 

如需驗證地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共用地址標示為已驗證。 

啟用頁標的增強檢視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啟用增強功能；例如，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相
關資訊區段中進行排序與篩選，而相關資訊區段在頁面中會顯示為頁標。如
需有關勾選此核取方塊時，使用者可執行之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

關資訊頁標的增強檢視。  

「啟用頁標的增強檢視」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 

啟用頁標的古典主題分頁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允許使用者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捲動相關資訊頁

標，一次捲動一組頁標，而非一次捲動一個頁標 
(此為預設行為)。此設定僅適用於古典主題。 

「啟用頁標的古典主題分頁」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 

訂單使用量 選取使用者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訂單與訂單項目。 

如果選取「CRM On Demand 訂單管理」值，則使用者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中使用訂單管理。 

如果您選取「Ebiz PIP 整合」值，則使用者可使用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
Business Suite 整合解決方案。 

Ebiz PIP 整合是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整合解決方案，因此 Oracle CRM On Demand Ord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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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使用此欄位。如需關於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詳細資訊，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使用者的角色中需有「啟用訂單存取」權限，才能使用訂單功能進行此類用
途。 

如需有關選擇訂單管理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EBIZ PIP 整合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訂單管理。 

查尋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 選取您在「查尋」視窗中搜尋記錄的可用方式： 

 已啟用。若為此設定，會發生下列情況： 

 使用者可用來限制其搜尋的預先定義清單集，可在最上層記錄類型

的「查尋」視窗的記錄類型「清單」欄位中使用，其中記錄類型是

使用者搜尋的記錄類型名稱。 

 「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尋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可在「搜尋
版面配置精靈」中使用。此核取方塊可讓您指定在「查尋」視窗的
記錄類型「清單」欄位中，是否要在其他清單前，顯示任何可用上

下文關聯清單。開啟「查尋」視窗時，會啟用記錄類型「清單」欄

位中清單集的第一個清單。 

 混合：若為此設定，會發生下列情況： 

 記錄類型「清單」欄位可在顯示記錄類型「清單」欄位的「查尋」
視窗中使用，且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初始搜尋會在使用者可存取之
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上執行。 

 已停用：若為此設定，會發生下列情況： 

 記錄類型「清單」欄位無法在任何「查尋」視窗中使用，且指定記
錄類型的記錄初始搜尋，會在使用者可存取之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
錄上執行。 

備註：如果您設定搜尋版面配置後，在公司資料檔上的「查閱視窗中的記錄
類型清單」功能表中選取「已停用」，則「搜尋版面配置精靈」中無法再使
用「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此外，上下文關

聯清單在「查閱」視窗中無法使用，且「查閱」視窗中特定記錄類型的記錄
初始搜尋，會在使用者可存取的所有該記錄類型之記錄上執行，無論先前是
否已選取「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選項。不過，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儲存每個搜尋版面配置的「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
取方塊設定。如果您稍後在公司資料檔上的「在查閱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
」功能表中再次選取「已啟用」或「混合」，則每個搜尋版面配置的「將上
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設定會還原並再次生效。 

啟用加拿大地址的省別選擇清單 使用加拿大地址範本時選取此選項，以顯示「省」欄位中的值清單。根據預
設，此選項為取消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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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 此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用以決定使用者如何個人化「詳細資料」頁

面 (使用動態版面配置) 上的相關資訊區段版面配置，如下所示： 

 取消勾選核取方塊時，使用者只能根據記錄類型建立一個相關資訊區段

的個人化版面配置。使用者根據記錄類型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的相

關資訊區段版面配置後，會在所有該類型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看

到相同的相關資訊區段集，不論決定頁面版面配置動態呈現的選擇清單

欄位選定值為何。  

 該核取方塊已勾選時，使用者可根據決定頁面版面配置動態呈現的選擇

清單欄位中的每個值，建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備註：若要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使用者的角色必須具有「個人化詳細

資料頁面 - 相關資訊」權限。 

如需有關變更此核取方塊設定後所產生變化的資訊，請參閱個人化相關資訊

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 

備註：「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設定僅套用至相關資訊版面
配置的個人化。不會套用至記錄頁面的欄位版面配置個人化。具有「個人化

詳細資料頁面 - 
欄位」權限的使用者可根據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個人化其欄位版面配置，

即使「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未勾選。如需有關個
人化欄位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 

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 如果您要為自訂 Web Applet 
與在記錄類型首頁及「我的首頁」上顯示自訂報表的 Applet 
輸入翻譯名稱，請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啟用該功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翻

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 

備註：「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僅套用至自訂 Web 
Applet，以及在記錄類型首頁與「我的首頁」上顯示自訂報表的 
Applet。不會啟用或停用允許您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其他元素 
(如欄位名稱、角色名稱、存取權資料檔名稱等) 輸入已翻譯名稱的功能。 

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
譯支援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啟用允許您輸入自訂錯誤訊息翻譯版本的功能，如果不符
合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且已勾選該規則的「取消儲存」核取方塊，便會將
自訂錯誤訊息傳回給使用者或 Web 
服務。如需有關輸入自訂錯誤訊息之翻譯版本的資訊，請參閱取消工作流程

儲存作業 (頁數 386)。 

「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
。 

備註：如果您勾選此核取方塊時已存在含自訂錯誤訊息的工作流程規則，則

不論使用者的語言為何，這些規則的自訂訊息會持續以預設公司語言與預設

字型向所有使用者顯示，直到您根據現有規則輸入訊息的翻譯版本為止。 



公司管理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27 

 

欄位 描述 

排除投資組合帳戶的車輛/資產記錄 如果已選取此設定，則車輛與資產記錄會從所有投資組合帳戶清單中排除。
在第 29 版之前的版本中，投資組合帳戶清單包含車輛與資產記錄。自第 
29 
版起，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清單僅包含具有「資產類型」欄位之投資組
合值的記錄。  

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所有「投資組合帳戶」清單會包含車輛與資產
記錄。此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 

從第 33 
版起，若勾選核取方塊，則只有「資產類型」欄位中具有「投資組合」值的
記錄，會納入使用相關投資組合主題區域的報表中。 

啟用機會總計的自動更新 「啟用自動更新機會總計」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此設定的行為如下
：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下列任一事件發生時，機會的收益與預期收益便會

自動更新： 

 產品已透過任何管道新增至機會中。 

 產品已透過任何管道從機會中移除。 

 連結至機會的產品詳細資料已透過任何管道來更新。 

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則當產品新增至機會或從機會中移除，或連結至機
會的產品詳細資料已更新，則機會的收益與預期收益就不會自動更新。若要
在任何這類變更後更新機會收益，使用者須在「機會詳細資料」頁面的「機

會產品收益」區段標題列中，按一下「更新機會總計」按鈕。 

備註：若公司資料檔上的「啟用自動更新機會總計」核取方塊已勾選，則「
更新機會總計」按鈕就不會出現在「機會詳細資料」頁面的「機會產品收益
」區段標題列中。 

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您便可在電子郵件欄位的地址中 
(僅限「聯絡人」與「潛在客戶」記錄類型)，使用大部分的 Unicode 
(UTF-8) 字元，在地址的本機部分與網域名稱皆可使用。 

您可以使用下列任一公用程式，在使用者介面中更新「電子郵件」欄位： 

 匯入助理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Web 服務 

 工作流程上的「更新值」動作 

備註：如需有關電子郵件地址中所支援使用的字元資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

件地址中的特殊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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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結清單資料欄表頭 此選擇清單會決定使用者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檢視清單的資料欄表頭與搜尋結果。您可以選取下列值： 

 開啟。使用者向下捲動記錄清單，而資料欄表頭列達到瀏覽器視窗的頂

端時，一律會顯示資料欄標籤。 

 關閉。使用者向下捲動記錄清單，而資料欄表頭列達到瀏覽器視窗的頂

端時，不會再顯示資料欄標籤。 

此功能可以在公司層級與使用者層級開啟或關閉。使用者層級上的設定會覆
寫公司的設定。 

此設定的預設值為「關閉」。 

匯出要求到期天數 此欄位會決定匯出要求記錄在自動被清除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保留的時間長度。保留期間是以天數指定。預設值是 
60，但是您可變更此值。您可指定的最短保留期間為 1 
天。如果您要讓匯出要求記錄無限期保留，則將此值設為 0 (零)。 

備註：匯出要求記錄不包含在公司記錄分配使用量的計算中。 

此保留期間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要求，以及透過「資料匯

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要求。 

匯出要求附件到期天數 此欄位會指定包含匯出要求輸出內容的附件，在自動被清除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保留的天數。預設值是 
7，但是您可變更此值。有效值為 1 到 366。 

此保留期間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要求附件，以及透過「資

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要求附件。 

備註：無論此欄位中所設定的值為何，角色中具有「刪除匯出要求附件」權
限的使用者，在匯出要求附件被清除前，都可手動加以刪除。在使用者刪除
匯出要求附件後，便無法取回附件。 

如果您在此欄位中輸入大於 7 
的值，則所保留的匯出要求附件會被納入您公司所使用的儲存量計算中，且
在檔案分配限制已滿後，匯出要求作業將會失敗。如果在此欄位中的值小於
或等於 
7，則匯出要求附件不會被納入您公司所使用的儲存量計算中，匯出要求將

不會因已達到檔案分配限制而失敗。 

備註：刪除匯出要求後，您便無法再存取要求的附件。因此，建議您在此欄

位中輸入的值不要大於「匯出要求到期天數」欄位的值，除非該欄位設為 0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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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寫儲存電子郵件 預設會勾選「以小寫儲存電子郵件」核取方塊。此設定的行為如下： 

 若有勾選此核取方塊，則電子郵件地址中的任何大寫字元都會以小寫形

式加以儲存。 

 若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電子郵件地址中的任何大寫字元都會以大寫

形式加以儲存。 

備註：電子郵件地址中的小寫字元一律會以小寫形式加以儲存。 

此設定適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新增的所有電子郵件地址，無論新增地址的管道為何。 

備註：如果您公司過去以混合大小寫的形式儲存了電子郵件地址，並已勾選

「以小寫儲存電子郵件」核取方塊，則當您嘗試在記錄上使用 Web 
服務要求或 REST API 要求時 
(如其中使用混合大小寫的使用者與聯絡人記錄)，可能會發生錯誤。如果發

生此問題，且您公司要以小寫形式來儲存所有電子郵件地址，則您必須更新

目前以混合大小寫形式所儲存的電子郵件地址，並將這些電子郵件地址變更

為小寫。若要編輯電子郵件地址，您必須先取消勾選「以小寫儲存電子郵件

」核取方塊。完成編輯電子郵件地址後，請再次勾選「以小寫儲存電子郵件

」核取方塊。 

 
 

配置公司工作週與行事曆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公司工作週與行事曆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星期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

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 
為您行事曆工作週中的每個營業日勾選核取方塊。您至少必須勾選一個核取方塊。  

顯示行事曆中的事件 已選取此設定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自動為每筆建立的事件記錄建立相關的約會記錄。具有「事件」記錄類型存取權的

使用者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行事曆中檢視其事件相關約會。事件或約會的更新保持同步化。如需事件與約會同步

化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事件與約會同步化。  

如果從未選取此設定，則「行事曆」區段中僅顯示事件建立時未自動建立的約會，且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自動建立任何新事件的相關約會。 

不過，如果您的管理員已選取此設定一段期間後再選擇取消選取此設定，則任何現有

的自動建立約會都將保留。事件更新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持續與事件相關約會同步化。如果事件遭刪除，也會一併刪除約會。  

備註：若啟用此設定，則會在資料庫中為每個建立的事件記錄，建立額外事件約會記

錄。因為建立額外記錄的緣故，此設定會影響匯入事件時的效能。此外，若啟用此設
定，則會在資料庫中為已新增至事件約會的每位使用者，建立額外事件團隊記錄。因
為建立額外記錄的緣故，此設定會影響匯入約會使用者時的效能 
(匯入檔案具有事件約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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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週別開始日期 此欄位顯示依預設顯示的日期，以作為所有使用者在行事曆檢視與日期選取器 
(使用者用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選取日期欄位值) 
中週別的第一天。根據預設，已選取星期日。您可為每週選取不同的開始日期。 

使用者也可透過在行事曆設定中選取其他日期，來覆寫公司的每週開始日期設定。 

工作時間開始時間 輸入營業日開始的時間。時間格式可能會因國家的地區設定不同而改變。     

工作時間結束時間 輸入營業日結束的時間。時間格式可能會因國家的地區設定不同而改變。 

活動通知 此設定將決定使用者是否能收到活動通知。其設定值如下： 

 無。除非在「預設行事曆設定」頁面中覆寫此設定，否則使用者將不會收到通知

。此為預設設定。 

 電子郵件。除非在「預設行事曆設定」頁面中覆寫此設定，否則使用者將會收到

電子郵件通知。 

 蹦現提醒：除非在「預設行事曆設定值」頁面中覆寫此設定，否則使用者將會在
蹦現視窗中收到通知。 

 電子郵件與蹦現提醒：除非在「預設行事曆設定值」頁面中覆寫此設定，否則使
用者將會在蹦現視窗中收到電子郵件通知。 

使用者可依序按一下「我的設定」、「行事曆設定」及「預設行事曆」檢視，來瀏覽

至「預設行事曆設定」頁面。 

 
 

配置潛在客戶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潛在客戶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僅轉換可編輯的相關物件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使用者可將潛在客戶轉換為諸如客戶、聯絡人、交易註冊或機

會等其他記錄類型，即便執行轉換的使用者並無轉換所需各類活動與自訂物件記錄的「

編輯」存取權。然而，只有使用者具有編輯存取權的活動與自訂物件記錄，會連結至已

轉換的潛在客戶記錄。如需有關潛在客戶轉換作業所需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於轉

換潛在客戶的存取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若未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執行轉換的使用者必須具有轉換所需各類活動 
(已連結至潛在客戶) 
與所有自訂物件記錄的「編輯」存取權。否則，潛在客戶轉換將會失敗。此為預設設定

。 

需有負責人全名、評比及銷售人員以

確認潛在客戶的資格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在使潛在客戶符合資格時，「潛在客戶」記錄中需有「負責人

全名」、「評比」及「銷售人員」欄位。此為預設設定。   

若未勾選此核取方塊，則使潛在客戶符合資格時並不需要這些欄位。 

在潛在客戶記錄上關聯客戶時自動更

新銷售人員欄位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在透過使用者介面、匯入工具、工作流程或 Web 
服務更新與潛在客戶相關聯的客戶時，Oracle CRM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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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自動更新潛在客戶中的「銷售人員」欄位。此為預設設定。 

若未勾選此核取方塊，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更新「銷售人員」欄位。 

附註：如果使用者按一下「潛在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轉換」按鈕，將潛在客戶與

現有客戶產生關聯，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更新「銷售人員」欄位。 

 
 

配置公司主題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公司主題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預設主題 主題決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與操作。在您使用桌上型或膝上型電腦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便會自動使用預設主題。為新公司初次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預設主題為 
Oracle。若要變更主題，請按一下「主題名稱」清單，然後選取公司所要使用的主題。

使用者也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項設定。 

主題不會影響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行為方式。公司管理員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自訂主題。如果您要將自己的主題提交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以供使用，請聯絡您的公司管理員。  

平板主題 此設定決定使用者使用平版電腦或其他觸控螢幕裝置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自動使用的主題，前提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偵測到平版電腦或觸控螢幕裝置。此設定為選擇性設定。   

 

 
 

配置公司資料可見度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資料可見度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 當某位經理檢視設定的記錄清單，以搜尋我能檢視的所有記錄記錄集 
(例如「所有客戶清單」) 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便會顯示記錄清單，如下所示： 

 如果「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選項已選取，則清單會包含管理者下屬具有存取權的
記錄。 

 如果「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選項未選取，則清單不會包含管理者下屬具有存取權
的記錄，除非選取了相關記錄類型中管理者角色的「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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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管理者選取進階搜尋中的我能檢視的所有記錄選項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搜尋記錄集，如下所示： 

 如果「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選項已選取，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搜尋的記錄集會包含管理者其下屬具有存取權的記錄。 

 如果「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選項未選取，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搜尋的記錄集不會包含管理者其下屬具有存取權的記錄，除非選取了相關記錄類型

中管理者角色的「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使用者的經理是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中指定，視頁面會顯示其中哪個欄位而定。 

附註：取消選取「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選項不會導致管理者無法存取其下屬擁有的記
錄。管理者一律具有其下屬所擁有記錄的存取權，無論此選項的設定為何。 

啟用聯絡人的上階團隊繼承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啟用聯絡人團隊，以在聯絡人與客戶相關聯時自動繼承客戶團隊成員
。新公司的此核取方塊依預設會取消勾選。 

備註： 變更此核取方塊的設定後，使用者必須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出並再次登入，以查看團隊繼承功能的新行為。 

如需有關團隊繼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啟用機會的上階團隊繼承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啟用機會團隊，以在機會與客戶相關聯時自動繼承客戶團隊成員。新
公司的此核取方塊依預設會取消勾選。 

備註： 變更此核取方塊的設定後，使用者必須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出並再次登入，以查看團隊繼承功能的新行為。 

如需有關團隊繼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預設群組指派 選取這個選項，讓群組成員能共用客戶、活動、聯絡人、家庭、機會，以及投資組合的

所有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群組管理 (頁數 325)。 

啟用工作簿 控制「工作簿」選取器是否顯示自訂工作簿。如果未勾選這個核取方塊，「工作簿」選

取器只會顯示使用者工作簿，以及要委派的工作簿 (若有委派的話)。 

注意：在您建立工作簿階層之前，請勿選取「啟用工作簿」選項。一旦選取這個選項之

後，您就無法取消選取。不過，選取這個選項之後，您可以對工作簿階層進行變更。 

顯示工作簿選取器 啟用或停用的「工作簿」選取器，這個選取器可用來縮小特定使用者、委派或自訂工作
簿記錄的搜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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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對複本記錄的工作簿啟用合併 只有在貴公司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工作簿功能時，才會套用此設定。如需有關工作簿功能的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使用者合併記錄時，與主要記錄相關的工作簿一律予以保留，但任何只與複本記錄相關

的工作簿不會自動與主要記錄相關聯。「對複本記錄的工作簿啟用合併」核取方塊決定
合併記錄的使用者可否選擇將複本記錄的工作簿與主要記錄產生關聯，如下所示： 

 如果已勾選此核取方塊，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提示使用者指定與複本記錄相關的工作簿是否也要與主要記錄產生關聯。 

 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使用者無法指定與複本記錄相關的工作簿是否也要與

主要記錄產生關聯。 

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合併複本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合併記錄。 

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顯示上階工作簿階

層 
只有在貴公司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工作簿功能時，才會套用此設定。如需有關工作簿功能的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工作簿選取器」頁面僅可讓使用者檢視其相關工作簿與子工作簿。不過，透過讓使用

者檢視整個工作簿階層，使用者可檢視公司內特定工作簿的內容。「在工作簿選取器中

顯示上階工作簿階層」核取方塊會決定「工作簿選取器」中工作簿與階層的顯示方式，

如下所示： 

 如果取消勾選核取方塊，則「工作簿選取器」僅會顯示使用者為成員的工作簿與子

工作簿。 

 如果已勾選核取方塊，則「工作簿選取器」會顯示使用者為成員的工作簿與子工作

簿，以及工作簿階層中的所有上層節點。如果為使用者的角色選取工作簿的「可讀

取所有記錄」設定，則使用者可展開並檢視工作簿階層中的所有節點。使用者為成

員的工作簿名稱，其子工作簿會顯示為黑色。使用者非成員的上層節點會顯示為紅

色。   

附註：設定僅會影響套用記錄搜尋或篩選之頁面中的「工作簿選取器」，例如，動作列

搜尋、進階搜尋、清單管理、查尋視窗、報表及儀表板。 

 
 

配置整合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整合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整合事件已啟用 如果您是新客戶，系統將會自動啟用整合事件功能。不過，如果您是現有的客戶，就必
須由「客戶關懷中心」和您的公司管理員來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整合事件功能。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來要求整合事件管理的支援，同時指定您所需

要整合事件佇列的最大整體大小。 

Web 服務 R16 相容模式  控制是否要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16 
版或更舊版中，將包含「使用者名稱」與「密碼」語彙基元的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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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服務要求視為無狀態或有狀態的要求來處理。所有新公司的此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

選。 

啟用工作流程 如果已將您的公司設定為允許工作流程，就會顯示此設定。一旦您建立您要部署的工作

流程條件之後，就可以啟用此設定。 

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 此設定會決定「匯出助理」或「匯出清單」頁面中，「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的預設值。 

此設定的行為如下：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匯出助理」或「匯出清單」頁面中，預設便會勾選「在

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執行匯出時，此值會指定要在匯出的 
CSV 檔案中包含 URL。 

 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匯出助理」或「匯出清單」頁面中，預設便不會勾選

「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執行匯出時，此值會指定要在匯出的 CSV 檔案中排除 URL。 

附註：執行每次匯出時，使用者可選擇要勾選或取消勾選「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 

 

 

 
 

設定公司安全性組態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公司安全性設定值」區段。 

備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公司閒置逾時 (分鐘) 這是在使用者階段作業因閒置而結束前所允許的時間，單位是分鐘。如果此欄位值為
空白，則會由「系統預設閒置逾時」值決定互動階段作業逾時設定。系統預設閒置逾
時值的預設值通常為 60 
分鐘。您可以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檢視目前的「系統預設閒置逾時」設定。當

您編輯「公司資料檔」頁面時，可看見此值。建議您輸入介於 10 分鐘到 90 
分鐘之間的值。 

「公司閒置逾時」(分鐘) 設定也會決定非互動階段作業前所允許的時間，如 Web 
服務階段作業因閒置而結束，如下所示： 

 若「公司閒置逾時」(分鐘) 欄位設為 10 
分鐘或更短，則此設定會套用至非互動階段作業與互動階段作業。 

 若「公司閒置逾時」(分鐘) 欄位設為超過 10 
分鐘的任何值，則此設定不會決定非互動階段作業的閒置逾時間隔。在此情況下
，非互動階段作業的閒置逾時間隔依預設為 10 分鐘。 

 若「公司閒置逾時」(分鐘) 
欄位保留空白，則此設定不會決定非互動階段作業的閒置逾時間隔。在此情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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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非互動階段作業的閒置逾時間隔依預設為 10 
分鐘，而「系統預設閒置逾時」值會決定互動階段作業的閒置逾時間隔。  

備註：從第 33 
版起，若有任何「分析解答」互動叫用伺服器呼叫，則會重設閒置逾時間隔計時器。 

公司閒置逾時警告 (分鐘) 使用者的階段作業到期前，對使用者顯示警告訊息前的時間 
(以分鐘計)。若使用者按下此警告訊息上的「確定」，便會重設閒置逾時間隔計時器

。然而，若使用者並未按下「確定」，則使用者的階段作業便會在指定的閒置逾時間

隔後暫停。 

備註：此警告訊息不會顯示在「分析解答」中。 

「公司閒置逾時警告」(分鐘) 欄位的值必須介於 1 與「公司閒置逾時」(分鐘) 
欄位中所指示的值之間。若您輸入 0 作為該值，則不會顯示警告訊息。  

備註：警告訊息顯示時所出現的頁面遮罩並未提供安全性機制。 

認證類型 顯示您公司所允許的認證類型。此值僅能透過「客戶關懷中心」指派。您的公司管理
員無法變更此值。下列是可能的值：  

 使用者 ID/僅密碼 - 所有使用者都必須使用其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 ID 和密碼登入。 

 僅單一登入 - 所有使用者都必須使用您公司的單一登入機制登入。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 ID 和密碼不會被接受。 

 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 - 可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 ID 
和密碼或單一登入方式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備註： 若已選取「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值，便會繼續強制執行您公司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密碼的原則。因此，當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密碼到期，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提示使用者變更密碼 
(即使該使用者使用「單一登入」進行登入)。所有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密碼的其他原則也會強制執行，如密碼的最短長度、所需的密碼複雜度等等。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管理用於「單一登入」的密碼。 

認證類型可以透過公司管理員在「使用者資料檔」頁面上，為每位使用者設定。如果

使用者的值是空白，則該使用者會使用公司層級的設定。 

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 針對公司設定「單一登入」時，透過「客戶關懷中心」指派的唯一公司識別碼。公司

管理員無法變更此值，但是每個使用者都可以在「使用者資料檔」頁面上設定「外部
識別碼」。  

使用者 ID/密碼認證登入頁面 公司專用之自訂「登入」頁面的 URL，此頁面可以取代預設的「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頁面。此頁面通常是在公司的網頁伺服器上託管，而 URL 
必須是完整格式 (URL 開頭必須是 http:// 或 https://)。  

此頁面會在使用者登出，或使用者的階段作業因為未有任何活動而結束後顯示。公司

一開始必須負責使用此頁面而非預設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導引其使用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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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SSO 認證登入頁面 公司專用之自訂「登入」頁面的 URL，如果使用者原本使用「單一登入」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此頁面會在使用者登出，或使用者的階段作業因沒有任何活動而結束後顯

示。此頁面通常是在公司的網頁伺服器上託管，例如公司的單一登入入口網站。URL 
必須是完整格式 (開頭為 http:// 或 https://)。 

公司一開始必須負責使用其「SSO 登入」頁面而非預設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導引使用者登入。如果已使用 SSO 
登入的使用者登出，而且此設定空白，則會顯示一般頁面，其中包含「您已經登出」

訊息。 

IP 位址限制已啟用 請參閱限制 IP 位址的使用 (請參閱 "限制使用 IP 位址" 頁數 47)。 

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已啟用 啟用防止跨站台要求偽造攻擊之功能。勾選此核取方塊時，若使用者建立會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的自訂程式碼，則可能需要在程式碼內附上安全性權杖作為隱藏參數。如需有關

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 (頁數 45)。 

此核取方塊會在您的公司設定成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預設勾選，且您無法變更此設定。 

啟用 IFRAME 嵌入 基於安全原因，此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且唯有在需要時才勾選。藉由勾選此

核取方塊，您可讓使用者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嵌入其他網站網頁上的 
iFRAME。如果使用者嘗試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嵌入其他網站網頁上的 
iFRAME，且此核取方塊為取消勾選，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會展開而成為上階頁面。如果您要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報表小工具，您必須選取此設定。此設定不會影響您嵌入桌面應用程式的其他 
Oracle CRM On Demand 小工具。 

如何處理可能包含「跨網站指令碼 
(XSS)」的頁面 

控制某些網路瀏覽器中可用的跨網站指令碼 (XSS) 保護行為，可防止反映的 XSS 
攻擊。您可以使用此設定決定您的網路瀏覽器如何處理包含 XSS 
的頁面。下列是可能的值：  

 封鎖。如果網路瀏覽器偵測到 XSS，則不會顯示網頁。這是預設及建議的值。 

 更正。如果網路瀏覽器偵測到 XSS，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傳回的網頁進行小幅修改來封鎖攻擊。 

 不執行任何動作。此設定不提供 XSS 保護。網路瀏覽器將不嘗試偵測網頁中的 
XSS，或將忽略任何偵測到的 XSS。建議您不要使用此設定。 

 瀏覽器預設值。此設定使用網路瀏覽器的預設 XSS 
保護層次，此層次可設定，XSS 保護層次則會隨廠商的不同而異。 

將 URL 文字值轉換為連結 勾選此核取方塊後，地址欄位與欄位類型為「文字 (短)」或「文字 (長)」且以 
http:// 或 https:// 開頭的文字欄位值會自動轉換為 Web 
連結。此外，「附件詳細資料」頁面上以 http:// 或 https:// 開頭的任何 URL 
欄位值也會自動轉換為 Web 
連結。基於安全原因，此核取方塊依預設為取消勾選，且唯有在需要時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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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分析可見度組態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分析可見度設定值」區段。 

備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呈報主題區域 

 

針對想要在「分析」中檢視即時報表的使用者，使用此選擇清單來設定可見度。這些報

表會提供資料的即時分析。您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值： 

 供管理者閱覽。可讓使用者檢視自己的資料，及其部屬直接擁有的資料。(此為預

設設定。) 

 供團隊閱覽。可讓使用者檢視其擁有的資料，以及與其「客戶」及「機會」團隊共

用的資料。 

除非使用者在其「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設定「呈報主題區域」設定的值，否則會使用
這個整個公司的設定。如需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分析 
(特別是關於分析中的記錄可見度主題)。 

歷史主題區域 針對想要在「分析」中檢視歷史報表的使用者，使用此選擇清單來設定可見度。這些報

表會提供歷史或趨勢分析，或者包含比即時報表中所發現的計算還要複雜的計算。您可

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值： 

 管理者可見度。可讓使用者檢視自己的資料，及其部屬直接擁有的資料。(此為預

設設定。) 

 供團隊閱覽。可讓使用者檢視其擁有的資料，以及與「客戶」及「機會」團隊共用

的資料。 

 全部皆可閱覽。此設定結合「供管理者閱覽」和「供團隊閱覽」的檢視。 

除非使用者在其個人詳細資料中設定「歷史主題區域」設定的值，否則會使用這個整個
公司的設定。如需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分析 
(特別是關於分析中的記錄可見度主題)。 

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 

 

使用此選擇清單來指定您是否要依照「角色管理精靈」內「記錄類型存取權」頁面的定

義，讓「分析」依記錄類型基礎來使用「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如果已透過公司資料

檔或您的使用者資料檔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且管理員為特定

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選取了「可讀取所有記錄」可見度設定，您便可在「分析」中檢

視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 

如需有關何時和如何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的指引方針，請參閱

「關於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如果未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則「分析」會使用「呈報主題區

域」與「歷史主題區域」欄位上所設定的可見度。 

 

 
 

配置通訊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通訊設定」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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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自動電訪總結  如果選擇這個設定，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專員結束任何電訪或電子郵件溝通，或是在專員重新指派語音留言時自動電訪總結

「客戶溝通活動」。專員不會看到此「電訪總結」表單。此活動狀態會自動設定成「已

完成」，而且問題解決代碼會設成「自動電訪總結」。 

附註：當專員手動按下「客戶溝通活動詳細資料」頁面上的「電訪總結」按鈕時，將不

會套用這個設定。例如，接聽語音留言之後，專員可以按一下「語音留言活動詳細資料

」頁面上的「電訪總結」按鈕，顯示「電訪總結」表單並電訪總結該活動。 

傳送使用者資料檔更新的電子郵件 

 

此設定可決定哪些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會在「電子郵件」、「使用者 
ID」或「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欄位更新後收到警示電子郵件。下列為可用的值：  

 所有使用者。電子郵件已傳送給所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此設定為預設，且是建議的設定。 

 所有有效使用者。電子郵件只傳給所有有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 

 沒有使用者。電子郵件未傳給任何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此設定只建議在非生產環境中使用。 

 

 
 

配置其他公司資料檔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其他資訊」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授權的使用者、有效的使用者、無效

的使用者 
這些數字是唯讀的，可顯示您授權的使用者個數以及使用者目前的狀態。 

 
 

配置地理編碼器設定 
下表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資料檔」頁面中設定「地理編碼器」區段。  

附註： 如果您公司已開啟某些特定功能，則可能會顯示一些其他欄位。 

欄位 描述 

啟用地理編碼器 此設定可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利用地址記錄中的資訊，使用 Oracle Spatial 
來尋找地址相對應的緯度與經度值。若 Oracle CRM On Demand 
順利找到緯度與經度，則其會以這些值來填入地址記錄中的緯度與經度欄位。此設定依
預設為取消選取。 

附註：這是唯讀欄位。若您需要對此設定進行任何變更，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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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如需有關地理編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地址資訊的地理編碼。 

 
 

驗證授權狀態及有效的使用者 
您可以確認授權狀態，並與有效的使用者數目進行比較。每個有效使用者您都需要授權 
(有效的使用者是可以存取應用程式的使用者)。 

授權的數目也決定應用程式可以為您公司儲存的資料量。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個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公司」權限。 

確認您的授權狀態和有效及無效的使用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4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的「詳細資訊」區段中，確認授權、有效及無效使用者的數目。 

 如果某些有效使用者無須再存取應用程式，您可以停用這些使用者以釋出這些授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停用使用者 
(頁數 250)。  

 如果您要購買更多授權，請聯絡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業務代表。 
 

關於登入和密碼原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為您的公司提供最高層級的安全性。系統中已內建安全性條件約束，以確保只有獲得授權的使用者能夠存取您的資料。  

此外，您可強制執行一些登入、密碼及認證政策，以提升公司內部的安全性層級。例如，您可將登入逾時設定為 15 
分鐘，以便更嚴格遵守公司的安全性政策。且如果任何使用者忘記密碼，只要回答一組驗證問題，即可收到新密碼。這項新增的

安全性措施可讓您指定有效階段作業的持續時數。例如，您可將使用者的有效登入階段作業設定為持續一小時。當使用者的有效

階段作業時限已滿，並嘗試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執行動作時，系統就會強制使用者先輸入登入認證，才能繼續進行階段作業。 

安全性考量 
設定登入及密碼控制項之前，您必須仔細考量您的安全性需求。下面列出一些您應該要回答的問題：   

 您要使用哪種使用者 ID？   

 您要讓系統產生的臨時密碼維持有效多久？ 

 將使用者鎖在應用程式外之前，允許的登入嘗試次數上限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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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錯誤鎖定要維持多久？您要使用者多頻繁地變更密碼？ 

 新密碼必須與舊密碼不同嗎？  

 密碼長度下限是多長？ 

 若使用者忘記密碼，該答對多少安全性問題才能重設密碼？ 

 使用者必須正確回答多少個安全性問題，應用程式才會自動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您要允許使用者變更其使用者 ID 或電子郵件地址嗎？ 

 您希望使用者的有效階段作業持續多久？ 

當您已經定義登入和密碼原則時，就能在應用程式的「公司管理」頁面中實作登入和密碼原則。 

密碼設定變更 
如果您變更密碼設定，系統會等到目前的密碼到期後，才強制執行變更。例如，如果您將密碼長度下限從 7 個字元變更為 10 
個字元，而使用者已經有 7 個字元的密碼。在到期之前，使用者都可以使用該 7 
個字元密碼，但到期時，使用者就必須建立至少 10 個字元的新密碼。  

最好是設定內部原則，並先選取設定，再新增使用者至系統。但是，如果您必須立即變更安全性原則，也能夠重設所有使用者密
碼。這個動作會產生電子郵件寄給您公司中的所有使用者，提供新的臨時密碼給他們。您必須具有「管理公司 - 
重設所有密碼」權限，才能執行此作業。   

使用者忘記自己的密碼時會發生什麼事？ 
具有「重設個人密碼」權限的使用者角色，若忘記密碼可提交要求以重設其密碼。他們可以使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頁面上的「無法存取您的帳戶？」連結。您必須定義至少要完成的安全性問題數，而使用者必須提供答案才能重設密碼。若

設定此功能，則使用者無須公司管理員介入作業，即可重設其 Oracle CRM On Demand 密碼。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您可以定義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密碼原則。例如，您可以設定密碼原則，以便符合您公司有關密碼長度限制與到期頻率的通訊協定。 

定義您公司的密碼控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登入與密碼控制」連結。 

4 在「公司登入與密碼控制」頁面上填入資訊，然後儲存設定。 

下表將描述這些設定。 

備註：若要重設密碼，使用者在其使用者角色中必須具有「重設個人密碼」權限。若要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頁面上的「無法存取您的帳戶？」連結重設其密碼，使用者必須在系統中設定好安全性問題與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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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可能的值 用途 

登入原則資訊 

公司登入 ID 文字方塊 這是公司的唯一識別碼。建立新的

使用者時，此識別碼將成為使用者

之「使用者登入 ID」(公司登入 
ID) 
的第一個部分。已建立新的使用者

而且「預設使用者 ID 
類型」是「公司登入 
ID」時，使用者 ID 
的「公司網域」部分就會預先填入

此值。您也可以從「公司資料檔」
頁面存取這項設定。 

目前密碼嘗試次數上限 介於 1 與 3 之間的數字 使用者可嘗試輸入目前密碼的次數

。當達到嘗試次數時，如果使用者

正在登入畫面中輸入目前密碼，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使用者鎖定而無法登入。「登

入鎖定持續時間」欄位值會決定允
許的嘗試次數。不過，如果使用者
是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內輸入目前密碼，或正在更新密

碼，且如果已達到目前密碼嘗試次

數上限，則會終止使用者的階段作

業。使用者並未遭鎖定無法進入 
Oracle CRM On Demand，而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套用「登入鎖定持續時間」中的值
集之前，目前密碼嘗試次數上限仍
適用於登入畫面。 

現有客戶與新客戶的預設值是 3。 

登入鎖定持續時間 15、30、60 分鐘或永久 鎖定使用者帳戶的時間長度。  

階段作業持續時間上限 (以小時計) 0-9999 小時 在請使用者重新輸入登入認證前，

使用者的有效階段作業時間長度會

持續。此欄位接受從零 (0) 到 
9999 的正整數。 

若要檢視此設定的預設值，請前往
「公司管理」中的「登入和密碼原
則」頁面。 

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如果有效階段作業達到持續時

間的上限，您必須重新輸入登入認

證。 

若使用 Web 
服務而有效階段作業逾時，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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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用戶端必須重新驗證以繼續使

用 Web 服務。 

密碼控制資訊 

使用者密碼到期日 30 天、60 天、90 天、180 
天、一年、永不過期 

使用者密碼有效的時間長度。經過

此期限之後，系統就會強制使用者

變更密碼。 

備註：如果您角色的「使用者密碼

到期日」設定空白，則會使用公司

的設定。 

密碼到期提前警告天數 此值可空白，或者可大於 0 
且小於「使用者密碼到期日」欄位中

，所選選項所指定的天數。如果您在

「使用者密碼到期日」欄位中選取「

一年」選項，則您在「密碼到期提前

警告天數」欄位中的輸入值可為介於 
1 與 364 
之間的數字，或者您可將此欄位保留

空白。  

此設定表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使用者密碼到期之前多少天傳送

通知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建議您輸

入不小於 2 
的值，且您可能會想要指定較多的
天數，以允許使用者有足夠的時間
更新密碼。如果您在此欄位中不輸
入值，則系統不會傳送通知電子郵
件給使用者。    

備註：如果您在「使用者密碼到期

日」欄位中選取「永不過期」選項

，則「密碼到期提前警告天數」欄

位為唯讀。 

密碼長度下限 介於 6 與 10 之間的數字 可用於密碼的字元數目下限。 

密碼變更次數上限 介於 1 與 20 之間的數字 可變更使用者密碼的次數上限，如

「密碼變更限制視窗」設定所指定

。如果使用者嘗試變更密碼超過指

定的次數，系統就不允許變更。 

備註：如果您的使用者使用「單一

登入 ID」來進行驗證，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實作此密碼原則。 

密碼變更限制視窗 天數 (從 1 到 7) 「密碼變更次數上限」設定所套用

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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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的複雜性等級 3 或 4 使用者密碼中必須滿足的字元類別

數目，有下列四種分類： 

 大寫字元 (A...Z)  

 小寫字元 (a...z)  

 數字字元 (0、1、2...9)  

 非英數字元 (!、$、#、%) 

 

 

登入時強制執行密碼原則 核取方塊 若已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會在使用

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啟用密碼原則檢查。此項原則
檢查可確保使用者的密碼遵循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密碼長度下限」與「密碼的

複雜性等級」設定。  

 

防止使用者重複使用的先前密碼數目 介於 0 與 10 之間的數字 先前使用的密碼數目，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無法重複使用。 

新公司的預設值是 
3。如果符合下列條件，現有公司

的預設值為 1 或 0： 

 已選取「新密碼必須不同於您

的舊密碼」設定。 

 已取消選取「防止使用者重複

使用的先前密碼數目」設定。 

認證資訊 

需完成的安全性問題數目 介於 0 與 8 之間的數字 此設定會決定使用者必須設定的安

全性問題與解答。使用者的問題與

解答會儲存以供日後使用。  

備註：使用者在第一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會設定安全性問題，之後亦可在

任何時間變更安全性問題。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安全性問

題。 

當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頁面的「無法存取您的帳戶？

」連結重設密碼時，他們必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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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設定的數個安全性問題。 

備註：此值設為零 (0) 
時，如果使用者忘記其密碼，則使

用者必須要求系統管理員重設其密

碼。 

您可以指定使用者在重設密碼時，

所設定的問題數必須超過其須回答

的數目。系統會隨機選取使用者設

定的問題，並在使用者重設密碼時

顯示以進行驗證。 

需回答的安全性問題數目 介於 0 與 8 之間的數字 此設定會決定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頁面上的「無法存取您的帳戶

？」連結重設密碼時，必須回答的

安全性問題數。當使用者提交重設

密碼的要求時，隨即會收到含有暫

時頁面連結的電子郵件。  

在暫時頁面上，使用者必須回答此

設定中指定數目的安全性問題，然

後才能重設密碼。 

由於系統無法要求使用者回答比原

先設定數量更多的問題，因此此欄

位中的值必須小於或等於「需完成
的安全性問題數目」中的值。 

暫時登入天數視同有效 天數 (1 到 14) 此設定會決定暫時登入密碼有效的

天數。當您加入新的使用者，或者

公司管理員或客戶關懷中心重設使

用者的密碼時，系統通常會傳送一

封含有暫時登入資訊的電子郵件。 

暫時密碼登入嘗試次數 嘗試次數 (1 到 14) 使用暫時登入密碼所允許的登入嘗

試總次數。如果超過此值，使用者
的暫時登入資訊就會變成無效，而
且使用者必須再次重設密碼。 

附加資訊 

允許使用者變更使用者 ID 核取方塊 若已勾選此核取方塊，編輯其「使

用者資料檔」的使用者就可以變更

其「使用者 
ID」。如果您沒有啟用這項功能，
只有公司管理員可以變更使用者 
ID。 

允許使用者變更電子郵件地址 核取方塊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編輯其使

用者資料檔的使用者就可以變更其

電子郵件地址。如果您沒有啟用這
項功能，則只有公司管理員可以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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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電子郵件地址。 

並行階段作業選項 「允許使用通知」、「允許不使用通

知」，以及「防止並終止現有階段作

業」 

此設定可讓您在使用登入認證時，

同時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處理並行階段作業的方式。 

「允許使用通知」選項可讓您參與

並行階段作業。不過，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通知您另有其他階段作業正在進

行，且使用相同的客戶詳細資料。

Oracle CRM On Demand 
也會對其他階段作業的使用者提供

通知。  

「允許不使用通知」選項可讓您參

與並行階段作業。不過，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通知您還有其他階段作業正在

進行中。  

「防止並終止現有階段作業」選項

會關閉第一個現有的階段作業，讓

第二個新的階段作業進行。兩個階

段作業的使用者都會收到動作通知

。  

 
 

關於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 
為了防範跨網站要求偽造攻擊，使用者建立內含 HTTP POST 要求 (包含「非同步 Java Script 與 XML (AJAX)」要求) 
的自訂程式碼，嘗試更新、建立或刪除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資料時，都必須在程式碼內附上安全性權杖作為隱藏參數。如果自訂程式碼不包含安全性權杖，或未正確使用安全性權杖，

要求就會失敗。一旦要求失敗，使用者將看到錯誤訊息，指出因金鑰無效或過期而無法完成要求，同時使用者必須重新整理頁面

。 

使用者必須在程式碼內附上如下表所示的安全性權杖。 

參數元件 語彙基元代碼 

名稱 %%%ODReqName%%% 

值 %%%ODReqValue%%% 

備註：語彙基元代碼區分大小寫，且其內容必須與本表格所示完全相同。語彙基元代碼若有任何輸入錯誤，都將導致要求失敗。 

這項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功能是經由公司資料檔的「跨網站要求偽造保護已啟用」核取方塊所控制。您的公司設定開始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預設會啟用此功能，且無法將其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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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所有密碼 
您可以一次重設所有使用者的密碼 (包括管理員的)。 

用法範例 
1。當您設定應用程式時，建立使用者，並將其「狀態」設定為「有效」，但不要以電子郵件寄送密碼給使用者。設定作業完成

且應用程式已準備好可供使用以後，重設所有密碼。這個動作會一次傳送電子郵件給所有有效的使用者，告知這些使用者臨時密

碼，並授予應用程式存取權。 

用法範例 
2。您已經變更了密碼控制原則，並要所有使用者遵循新原則。請重設所有密碼，讓使用者在下次登入時，必須變更其密碼。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個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公司 - 
重設所有密碼」權限。此外，每個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重設個人密碼」權限。 

重設所有密碼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4 在「公司資料檔」標題列中，按一下「重設所有密碼」按鈕。 

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所有使用者，告知使用者新的臨時密碼。目前已登入的使用者可以繼續工作，但下一次登入時就

必須使用新的臨時密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頁數 244) 

 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啟用語言 
Oracle CRM On Demand 有多種語言可供使用。隨產品提供的所有預設文字欄位 (如欄位和選擇清單值) 
以及線上說明和教學課程都是以可用的語言顯示。 

但是當您自訂欄位或選擇清單值時，如果要在翻譯的版本中顯示這些值，就必須以其他語言手動輸入相當的值，否則不管您選擇
了什麼語言，都會以原先語言的藍色文字顯示，而且前後加上方括號。 

一開始，唯一有效的語言是公司註冊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選取為公司預設值的語言。 

若要讓您的使用者能夠選擇語言，必須啟動該語言。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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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語言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語言」連結。 

4 在「有效的」資料欄中，選取您要提供員工使用的語言。 

附註： 可供顯示日期、時間和幣別的格式是由「語言」以外的其他設定決定。 

5 儲存記錄。 
 

限制使用 IP 位址 
這項功能 可以讓您公司將系統存取限制於特定的 IP 地址範圍。您可以使用這項功能，確保使用者只能從特定網路位置 
(如您的辦公室) 存取系統。如果啟用了這項功能，您的使用者就只能從具有您所指定範圍內 IP 位址的電腦上登入應用程式。 

附註：您也可以指定角色層次的限制，以限制某些角色的使用者使用特定的 IP 位址範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頁數 261)。 

在您開始之前。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以便讓他們為您的公司啟用 IP 
篩選，之後，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權限。 

限制使用 IP 位址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按一下「安全性設定」連結。 

4 在「安全性設定」頁面上，輸入可接受的 IP 位址，以便登入。 

提示：  檢閱螢幕上以正確方式輸入 IP 位址的資訊。 

5 儲存記錄。 
 

會計行事曆管理 
會計行事曆管理包含為您的公司定義會計年度開始，以及對應的會計年度結束： 

 關於會計行事曆 (頁數 48) 

 更新會計行事曆名稱 (頁數 49) 

 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頁數 49) 

 管理貴公司的期間清單 (頁數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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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會計行事曆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有兩種會計行事曆的類型可用： 

 標準會計行事曆。如果您的會計年度遵循一般行事曆 (例如行事曆季別，5-4-4、4-4-
5)，您可以在公司資料檔中使用此行事曆類型。 

 自訂會計行事曆。如果您的公司遵循不同的行事曆，例如 4-5-4，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如果您使用的是標準會計行事曆或自訂會計行事曆，系統就會為您的公司定義一次會計年度。每個會計年度類型會自動允許您使

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定義的會計期間。 

標準會計行事曆 
標準會計行事曆是遵循一般定義的行事曆之期間，例如西曆，並且可以從一年的任何一個月、任何一天開始。如果您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標準會計行事曆，您就可以選取以下行事曆類型的其中之一：  

 行事曆季別 

 4-4-5 行事曆模型  

 5-4-4 行事曆模型 

使用標準會計行事曆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自動為您產生行事曆期間至 2040 
年。您可以檢視標準會計行事曆的設定，但不能變更之。不過，您可以變更會計行事曆的命名格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更新

會計行事曆名稱 (頁數 
49)。如果您要變更行事曆定義，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當您的公司已設定完成，「客戶關懷中心」會以資料填入您的會計

行事曆並指定您的行事曆類型。  

附註：在系統執行完整的 ETL (「擷取」、「轉換」、「載入」) 之前，您對會計年度定義進行的任何變更均不會反映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報表中。 

檢視標準會計行事曆定義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3 在「公司設定」區段中，檢閱下列欄位：  

 會計年度起始月份 

 會計年度起始日期 

 會計行事曆類型 

附註：當標準會計行事曆的定義有所改變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更新報表中的所有資料。然而，Oracle CRM On 
Demand 僅會更新預測中的未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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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會計行事曆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有自訂會計行事曆，可供不使用標準行事曆月份或一般會計行事曆的公司來使用。您的公司管理員可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您

必須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針對每一個您要建立業務計劃、目標、預測、或以時間為基準分析的年度，建立自訂會計行事曆記錄。如需有關定義自訂會

計行事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頁數 49)。  

 
 

更新會計行事曆名稱 
「客戶關懷中心」會建立您公司的標準會計行事曆，依預設會計行事曆名稱會自動以該會計年度的結束年度作為字尾。例如，年

度自 2039 開始至 2040 結束的會計行事曆稱為「會計行事曆 2040」。  

如果您的公司需要替代命名慣例來配合使用外部系統與 Oracle CRM On 
Demand，您可以設定會計年度命名格式，讓所有標準會計行事曆名稱與會計期間名稱，以會計年度的結束年度或開始年度作

為字尾。 

附註：您可以在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時指定行事曆名稱，不過，您無法在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後修改名稱。變更會計行事曆的名

稱格式，不會影響會計年度或會計期間的結束或開始日期。 

若要更新會計行事曆名稱，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會計行事曆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會計行事曆定義」連結。 

4 在「會計行事曆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更新會計行事曆名稱」。 

5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開始年度。會計行事曆名稱與會計期間名稱，會以該會計年度的開始年度作為字尾。 

 結束年度。會計行事曆名稱與會計期間名稱，會以該會計年度的結束年度作為字尾。 

6 按一下「儲存」。 

 
 

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 
您的公司管理員會定義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會計行事曆以符合您公司的會計年度。自訂會計年度會反映在所有報表、商務計劃、目標與使用者配額中。  

附註：若要設定自訂會計行事曆的定義，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公司」權限。 

若要設定您公司的自訂會計行事曆，您必須執行下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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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聯絡「客戶關懷中心」，為您的公司啟用自訂會計行事曆，使其可供使用。  

2 定義您公司的會計行事曆。  

3 確認自訂會計行事曆在您的公司內有效。  

注意：在您為公司啟用自訂會計行事曆選項之後，您就無法停用此選項。建議公司管理員不要啟用自訂會計行事曆，直到他們已
完全瞭解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會計行事曆功能。 

自訂會計行事曆與預測 
在使用自訂會計行事曆時，您公司的自訂會計年度行事曆定義會用來產生預測。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在啟用預測之前，先定義自
訂會計行事曆記錄。因為預測持續時間可能橫跨一季以上，所以預測可能包含多個會計年度的資料。因此，若要確保具有足夠產
生預測系列的資料，每年都必須自訂會計行事曆以供您的公司產生預測之用。此外，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在預測中使用自訂會計
行事曆定義之前，先更新預測定義。如果預測定義沒有在下個預測日期前重新整理，則無法產生您的預測。如需有關更新預測定
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更新預測定義 (頁數 451)。 

定義新的自訂會計行事曆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會計行事曆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會計行事曆定義」連結。 

4 在「會計行事曆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增會計行事曆」。  

5 從功能表選取您需要的會計年度。 

系統會自動將會計行事曆的名稱填入「名稱」欄位，例如「會計年度 2009」。此為唯讀值。  

附註：您可以在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時指定行事曆名稱，不過，您無法在定義自訂會計行事曆後修改名稱。 

6 輸入下列資訊：  

a 說明。加入有關自訂會計定義的詳細資訊。這個欄位有 250 個字元的上限。 

b 會計季別 1。按一下行事曆圖示，指出本季每一個會計月份的開始日期。 

c 會計季別 2。按一下行事曆圖示，指出本季每一個會計月份的開始日期。 

d 會計季別 3。按一下行事曆圖示，指出本季每一個會計月份的開始日期。 

e 會計季別 4。按一下行事曆圖示，指出本季每一個會計月份的開始日期。 

f 附加資訊。按一下行事曆圖示，指出下一個會計年度的開始。 

附註：會計年度的長度不得大於 99 
週。如果您為「下一個會計年度開始」輸入自前一個會計年度開始日期起算迄今大於 99 
週的值，系統會以錯誤訊息提示您輸入正確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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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儲存」。 

附註：您必須依序建立會計行事曆，例如，您必須先建立 2010 年的會計行事曆，在建立 2011 年的會計行事曆。 

在系統執行夜間 ETL (「擷取」、「轉換」、「載入」) 之前，您的新自訂會計行事曆定義將不會反映在「分析」中。  

檢視會計行事曆的詳細資料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會計行事曆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會計行事曆定義」連結。 

4 在「會計行事曆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檢視會計期間的會計年度之名稱。 

「會計行事曆詳細資料」頁面會顯示所選年度與下一個會計年度開始日期的個別會計月份。 

附註：如果您正從標準會計行事曆移動至自訂會計行事曆，那麼您的上一個會計年度記錄將在「會計行事曆清單」頁面中以唯讀

顯示，Oracle CRM On Demand 
產生的所有未來的會計年度記錄均會被刪除。如需有關標準會計行事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會計行事曆 (頁數 48)。 

編輯公司的會計行事曆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會計行事曆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會計行事曆定義」連結。 

4 在「會計行事曆清單」頁面上，找出您要更新的會計行事曆，然後按一下「編輯」。  

5 輸入會計行事曆的新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系統執行夜間 ETL (「擷取」、「轉換」、「載入」) 
之前，對自訂會計行事曆定義進行的任何變更均不會反映在「分析」中。  

附註：如果您已拒絕自訂會計行事曆，您可以編輯現有行事曆定義來變更它。然而，目前會計行事曆之前的會計行事曆都是唯讀
。您無法刪除自訂會計行事曆。 
 

管理貴公司的期間清單 
您可管理貴公司的會計行事曆期間清單，以在如業務計劃與目標記錄的「期間」查閱視窗中，限制選項可用的期間數。這很有用
，因為貴公司可能需要銷售人員來建立每季業務計劃，但人力資源人員只能建立年度業務計劃。  

若要管理貴公司的期間清單，您可以： 

 建立與調整期間清單 

 請為每個期間清單來定義在「期間」查閱視窗中使用的搜尋欄位。 

 請為每個使用者角色來定義在「期間」查閱視窗中可用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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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公司資料檔上的「查閱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功能表設為「已啟用」，使用者就只能選取「期間」查閱視窗中的期間
清單。如需有關此功能表與其控制內容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查閱視窗中搜尋記錄及設定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管理期間清單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管理貴公司的期間清單。 

若要管理期間清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會計行事曆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會計期間管理」連結。 

4 在「期間清單」頁面中，選取「功能表」按鈕選項，如下所示： 

 記錄數量。在期間清單中計算期間數，請參閱在清單中計算記錄。 

 調整清單。透過特定條件來調整期間清單，並以新名稱來儲存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當您按一下「儲存清單」時，就可以直接前往含有「儲存」選項的頁面。 

 顯示清單篩選條件。在下拉式功能表中顯示清單主要資訊，請參閱檢視清單頁面。您也可以按一下「管理清單」頁面中

的「檢視」，藉以存取這個頁面。 

 管理清單。管理期間清單，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建立新清單。建立新的篩選期間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定義期間搜尋版面配置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定義期間清單的搜尋版面配置。 

在您開始之前。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定義期間搜尋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期間」。 

4 在「期間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按一下「期間搜尋版面配置」。 

5 定義搜尋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建立搜尋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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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每個角色可使用的期間清單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定義每個角色可使用的期間清單。 

在您開始之前。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定義每個角色可使用的期間清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期間」。 

4 在「期間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按一下「期間清單存取與順序」。 

5 請為每個角色來定義可用清單與清單順序。 

如需有關管理清單存取與顯示每個角色順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清單存取與清單順序 (請參閱 
"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頁數 170)。 

 
 

幣別定義 
您公司的幣別定義作業包括： 

 啟動您公司進行商務交易時所用的幣別。 

 定義您公司基礎貨幣的匯率。 

如需有關幣別定義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幣別 (頁數 53)。 
 

管理幣別 
若要讓使用者以任何幣別處理和追蹤業務，您必須啟動這些幣別。否則，針對公司所設定的預設幣別即為唯一的選項。 

如果您的員工以其他幣別記錄交易，您也必須設定這些幣別與公司預設幣別之間的匯率。累計報表和預測的收益時，此應用程式

就會使用這些匯率。 

注意： 請確定在您的使用者進入所有您啟用幣別的交易前，先設定匯率。 

您可以針對任何有效的幣別輸入多重匯率。每個輸入項都含有「匯兌日期」和該日期的「匯率」。針對特定交易判斷要使用的匯

率時，此應用程式會遵循下列規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在公司預設幣別和使用者預設幣別之間轉換匯率 
在這種情況下，公司具有下列幣別： 

 公司的預設幣別是美元 (U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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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公司也有啟用其他的幣別：歐元 (EUR) 和英鎊 (GBP)。  

 這家公司已經定義美元和歐元、美元和英鎊之間的匯率。  

 使用者輸入歐元計價的機會收益。然而，使用者的預設幣別是英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用下列方式將歐元轉換成英鎊： 

 它一開始會將機會收益轉換成公司預設幣別，也就是從歐元轉換成美元。  

 接著，將機會收益轉換成使用者幣別，也就是從美元轉換成英鎊。  

 

匯率如何套用到預測累計 

在這個情況下，下列規則適用： 

 如果匯率與交易都是針對相同的日期定義，它就會使用該「匯率」值。 

 如果匯率與交易並非針對相同的日期定義，不過存在針對交易之前的日期所定義的匯率，它就會使用最接近交易日期之

日期的匯率。 

 如果匯率與交易並非針對相同的日期定義，而且不存在針對交易之前的日期所定義的匯率，它就會使用具有交易日期之

後 之日期的下一個可用匯率。 

例如，如果僅針對 5/15/2004 和 8/15/2004 輸入匯率，就會發生下列情況： 

  對於 5/15/2004 之前的交易，系統會使用 5/15/2004 的匯率。 

  對於 5/15/2004 與 8/14/2004 之間的交易，系統會使用 5/15/2004 的匯率。 

  對於 8/15/2004 當日或之後的交易，系統會使用 8/15/2004 的匯率。 

匯率如何套用到報表 

對於報表，匯率會應用在比預測還多的用途上。每個月份都會決定一個單一匯率，而且在該月份的所有交易都會使用該

匯率。例如，對於機會，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最靠近匯率生效日期的機會結案日期。對於資產幣別轉換，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購買日期」欄位做為該日期。對於機會產品，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最靠近該產品收益開始日期的匯率。對於其他物件，包括自訂物件 01-03，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建立的日期來決定匯率日期。對於自訂物件 04-15，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匯兌日期」欄位。 

指派到月份的匯率會依下列方式決定： 

 如果某個月份存在多個匯率，就會使用該月份內最新日期的匯率。 

 如果某個月份不存在任何匯率，該月份的匯率就會設定為已經定義匯率且最接近之未來月份的匯率。 

 如果未來月份沒有任何匯率，就會使用第一個先前月份的匯率。 

例如，如果已針對 5/10/2004、5/20/2004 和 8/14/2004 定義匯率，則： 

 2004 年 5 月的匯率即為針對 5/20/2004 所設定的值 (針對 5 月所設定的最新匯率)。 

 2004 年 8 月的匯率即為針對 8/14/2004 所設定的值 (針對 8 月所設定的唯一匯率)。 

 2004 年 4 月以前的月份的指派匯率為 2004 年 5 月 20 日的匯率。5 月有兩個日期。  

 2004 年 6 月和 7 月都會被指派 2004 年 8 月的匯率 (最接近的未來月份)。 

 2004 年 9 月和未來月份都會被指派 2004 年 8 月的匯率 
(沒有未來月份的匯率，所以使用了第一個先前月份的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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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表中，需要在幣別之間轉換的任何值都將使用針對交易所在月份所定義的匯率，而計算方式如上所述。 

備註： 預測期間，會將所有機會轉換成公司預設幣別來預測累計。不過，在報表中，收益欄位會轉換為一般使用者幣別的金額

。 

發生下列任何情況時，您都必須等候，直到每日分析重新整理執行為止： 

 針對您的公司啟動新的幣別而且設定匯率 

 某位使用者選取了公司其他使用者尚未選取的新幣別 (在「個人詳細資訊」頁面上) 

重新整理會自動產生任何所需的轉換匯率。之後，您就可以執行歷史或即時報表。  

每當使用者變更其預設使用者幣別時，他們就必須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並再次登入，這樣報表才會以新選取的幣別顯示資料。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管理幣別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 - 
定義幣別」權限。此外，若要瞭解幣別設定的作用，請閱讀關於使用者的資料檔設定。 

啟動幣別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幣別定義」區段中，按一下「幣別定義」連結。 

4 在「幣別設定」頁面上，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有幣別」。 

5 針對您想要啟動的幣別，按一下「編輯」連結。 

6 在「幣別編輯」頁面上，選取「有效」核取方塊。 

7 (選擇性) 在「幣別編輯」頁面上，您可以變更對應至幣別的符號。 

例如，您可能會想要依照幣別代碼而非符號區別幣別。因此，您可以將 $ 變更為 USD、將 ¥ 變更為 JPY，以及將 € 
變更為 EUR。 

備註：您可以使用任何符號來代表幣別，但特定地區設定用於千分位分隔符號或小數點的那些符號除外，如句號 
(.)、逗號 (,) 或空格 ( )。 

8 儲存記錄。 

定義匯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幣別定義」區段中，按一下「匯率」連結。 

「匯率編輯」頁面會顯示您所啟動之幣別的最新匯率。如果尚未定義任何匯率，它就會顯示成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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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換算幣別是您公司固定設定的幣別。您必須輸入匯率，讓應用程式將每種有效幣別換算為該幣別。 

4 若要針對有效幣別加入新的匯率： 

a 針對您想要加入匯率的「幣別」資料欄，按一下「匯兌歷史記錄」連結。 

在「匯率」頁面上，按一下「新建」。 

b 在「匯率編輯」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針對「匯率」，請輸入購買來源幣別 一個單位所需的換算幣別 單位數目。 

範例：1 歐元 = 1.3 美元。 

假設公司的幣別設定為美元 (USD)，您就可以輸入下列值： 

 來源幣別：EUR 

 換算幣別：USD 

 匯率：1.3 

5 按一下「儲存」。 

檢視匯率的歷史記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幣別定義」區段中，按一下「匯率」連結。 

在「匯率編輯」頁面上，系統會顯示不同幣別的最新匯率。 

4 若要查看單一幣別的匯率歷史記錄，請按一下「匯率歷史記錄」連結。 

匯率的歷史記錄隨即顯示。 
 

事業群設定 
您的公司可以使用「事業群」記錄類型將使用者分組以符合業務需求。例如，您可以使用事業群以地理位置方式將使用者分組。

您可以將使用者與一或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與使用者記錄相關聯的第一個事業群，會自動指定為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但是您

可以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您可以將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如此一來對於某些事業群的使用者，在記錄上某些欄
位中的選擇清單顯示的值，就會限制成為這些欄位定義的值子集。每個事業群只能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如需有關選擇
清單值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附註：使用者記錄上的事業群資訊不會影響使用者存取記錄及操作記錄的權限。 

若使用者與一或多個事業群相關，則當使用者建立支援事業群記錄類型的記錄，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便會自動指派至該記錄。若

「事業群」欄位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皆存在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且若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相關，
則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便會填入該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名稱。則在任何由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選擇清單欄位中，只
有連結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才會出現在選擇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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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在下列情況下變更任何記錄的事業群： 

 「事業群」欄位顯示於指派給記錄類型之使用者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上。 

 未將「事業群」欄位指定為唯讀欄位。 

 使用者具有更新記錄的必要存取權限。 

附註：依預設，「事業群」欄位的「查閱」視窗中有可用的「所有事業群」清單，使用者可選取任何事業群。您可以設定事業群
的清單，並根據使用者角色指定「事業群」欄位的「查閱」視窗中可用的清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清單存取與清單順序 
(請參閱 "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頁數 170)。 

使用者變更記錄的事業群時，記錄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會自動變更為新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如需有關建立與更新記錄時，「
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行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62)與關於選擇清單欄位、選擇清單值群組及事業群。 

如需有關設定事業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事業群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57) 

 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 

 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支援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的記錄類型 (頁數 196) 

 關於合併事業群與刪除事業群 (頁數 61) 

 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62)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設定事業群時的考慮事項 
設定事業群時，請考慮下列事項： 

 自訂。您可以自訂「事業群」記錄類型。 

 清單。您可以建立事業群的清單。 

 選擇清單值群組。您只能將事業群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建立關聯。 

 使用者。您可以將多個使用者與每個事業群建立關聯，且可將每個使用者與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 

 搜尋。您無法使用「動作」列或進階搜尋來搜尋事業群記錄。 

 事業群欄位。對於支援事業群的記錄類型，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新增「事業群」欄位至頁面版面配置。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58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者變更或清除「事業群」欄位中的值，請將該欄位指定成唯讀。 

 在運算式產生器中使用「事業群」欄位。 

 在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事業群」欄位。 

 將「事業群」欄位納入搜尋版面配置。 

附註：您無法透過「欄位設定」頁面指定「事業群」欄位的預設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 

 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62)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在您開始之前。檢閱設定事業群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57)中的資訊。 

若要設定公司的事業群，請執行下列任務： 

1 決定下列項目： 

 您要設定的事業群。 

 您要與每個事業群建立關聯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若有)。每個事業群只能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建立關聯，但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能與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 

 您要與每個事業群建立關聯的使用者。 

2 建立您的事業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3 (選擇性)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4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5 (選擇性) 新增「事業群」欄位至您要使用事業群之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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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事業群 
若要建立事業群，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此任務是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建立事業群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 

3 在「事業群設定」區段中，按一下「事業群設定」。 

4 在「事業群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新建」。 

5 輸入事業群的名稱與描述，然後儲存變更。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 

 設定事業群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57) 

 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您只能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與每個事業群建立關聯。然而，每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可以控制一或多個記錄類型的一或多個選擇清
單欄位值，且每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可與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如需有關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若要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此任務是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此外，「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必須
顯示於您使用者角色的「事業群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 

3 在「事業群設定」區段中，按一下「事業群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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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事業群清單」中，按一下您要與選擇清單值群組建立關聯之事業群的名稱。 

5 在「事業群詳細資料」頁面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按一下「查尋」圖示，然後選取您要與事業群建立關聯的選擇清
單值群組。 

6 儲存變更。 

附註：對於控制記錄上選擇清單欄位所顯示值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來說，「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必須顯示於記錄類型的「詳細資
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您可以將使用者與一或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與使用者相關聯的第一個事業群會被自動指定為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但您可以變

更使用者記錄的主要事業群。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您可以透過兩種方法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透過事業群記錄，您可以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透過使用者記錄，您可以將事業群與使用者建立關聯。 

若要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此任務是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與「管理角色與存取權」這兩種權限。此外，「事

業群使用者」相關資訊區段必須根據「事業群」記錄類型，顯示於指派給您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 

3 在「事業群設定」區段中，按一下「事業群設定」。 

4 在「事業群清單」中，按一下您要與使用者建立關聯之事業群的名稱。 

5 在「事業群詳細資料」頁面上，捲動至「事業群使用者」相關資訊區段並按一下「新增」。 

6 選取您要與事業群建立關聯的使用者，然後儲存變更。 

您一次最多可新增 10 個使用者。若要將更多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請按一下「儲存並新增使用者」。 

若要將事業群與來自「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使用者建立關聯，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與「管理角色與存取權」這兩種權限。此外，至少

下列其中一個條件必須為真： 

 「主要事業群」欄位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顯示於指派給您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使用者事業群」相關資訊區段顯示於指派給您角色的「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上。 

附註：在「使用者」記錄類型上，也有可用且名為「事業群」的文字欄位。「事業群」文字欄位是「使用者」記錄類型的一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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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多個事業群與使用者建立關聯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與群組管理」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中，按一下您要與事業群建立關聯的使用者姓氏。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如果您只要將單一事業群作為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來建立關聯，則在「主要事業群」欄位中按一下「查尋」圖示，然後
選取您要作為使用者主要事業群的事業群。 

 如果您要將多個事業群與使用者建立關聯，則捲動至「事業群」相關資訊區段並按一下「新增」。您一次最多可新增 
10 個事業群。若要將更多事業群與使用者建立關聯，請按一下「儲存並新增事業群」。 

 

關於合併事業群與刪除事業群 
即使事業群與使用者及記錄相關聯，您仍可將其刪除。您也可將兩個事業群合併為一個。您將兩個事業群合併時，會保留其中一

個事業群，另一個則被刪除。 

若由於合併作業造成事業群遭到刪除，會發生下列情形： 

 從任何與此事業群相關聯的使用者記錄中移除此事業群。 

 任何使用者若與刪除的事業群相關聯且先前未與保留的事業群相關聯，則會自動與保留的事業群建立關聯。如果刪除的事業

群是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則保留的事業群會變成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如果刪除的事業群與其他記錄類型 (如客戶、聯絡人等等) 
的記錄相關聯，則這些記錄不會自動與合併作業中保留的事業群建立關聯。記錄上的「事業群」欄位反而會自動清除。不過

，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不會清除。  

在您直接刪除事業群後，會發生下列情形： 

 從任何與此事業群相關聯的使用者記錄中移除此事業群。如果刪除的事業群是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則與使用者記錄相關聯

的剩餘事業群清單中，第一個事業群會變成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如果刪除的事業群與其他類型 (如客戶、聯絡人等等) 
的記錄相關聯，則這些記錄上的「事業群」欄位會自動清除。不過，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不會清除。  

您可以將不同事業群與任何「事業群」欄位已清除 (由於事業群遭到刪除) 
的記錄建立關聯。您將事業群與「事業群」欄位已清除的記錄建立關聯時，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更新如下： 

 如果新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則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新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如果新事業群未與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則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被清除。 

您可以還原已刪除的事業群。您還原事業群時，任何先前存在於所還原事業群與使用者記錄之間的關聯並不會還原。任何先前存

在於所還原事業群與其他類型 (如客戶、聯絡人等等) 的記錄之間的關聯都會還原。 

如需合併記錄的逐步指示，請參閱合併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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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下表總結使用者建立與編輯記錄時，「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的行為。此表格中的所有案例皆假設： 

 每個事業群都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 

 每個使用者都至少與一個事業群相關聯。 

 「事業群」欄位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皆顯示於「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事業群欄位可以

更新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
位可以更新 

使用者建立記錄時，適用下列行為 使用者更新記錄時，適用下列行為 

是 是  「事業群」欄位會填入建立記錄

之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使用者

可以在儲存記錄前，變更「事業

群」欄位中的值。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
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使用
者可以在儲存記錄前，變更「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的值。 

 使用者可以變更「事業群」欄位或「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的值。 

 如果使用者清除了「事業群」欄位，則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也會自動清除
。 

 如果使用者選取不同的事業群，則「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新事業群的
選擇清單值群組。 

 如果使用者選取不同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或清除「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則「

事業群」欄位不會自動變更。 

否 是  「事業群」欄位會填入建立記錄

之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使用者

不能變更「事業群」欄位中的值
。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
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使用
者可以在儲存記錄前，變更「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的值。 

 使用者不能變更「事業群」欄位中的值
。 

 使用者可以變更「選擇清單值群組」欄
位中的值。 

 如果使用者選取不同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或清除「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則「
事業群」欄位不會自動變更。 

是 否  「事業群」欄位會填入建立記錄

之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使用者

可以在儲存記錄前，變更「事業

群」欄位中的值。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
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使用
者不能變更記錄上「選擇清單值
群組」欄位中的值。 

 使用者可以變更「事業群」欄位中的值
。 

 使用者不能直接變更「選擇清單值群組
」欄位中的值。 

 如果使用者清除了「事業群」欄位，則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也會自動清除
。 

 如果使用者選取不同的事業群，則「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新事業群的
選擇清單值群組。 

否 否  「事業群」欄位會填入建立記錄

之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使用者

不能變更記錄上「事業群」欄位

中的值。 

使用者不能變更「事業群」欄位或「選擇清

單值群組」欄位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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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群欄位可以

更新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
位可以更新 

使用者建立記錄時，適用下列行為 使用者更新記錄時，適用下列行為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會填入
事業群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使用
者不能變更記錄上「選擇清單值
群組」欄位中的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 

 設定事業群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57) 

 設定事業群的程序 (頁數 58) 

 建立事業群 (頁數 59)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194)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公司稽核 
稽核軌跡是據以達成遵循法規與企業政策的重要功能。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稽核軌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閱所有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64)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 (頁數 65)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頁數 66)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檢閱公司的待處理與已寄送電子郵件 (頁數 68) 

 檢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頁數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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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所有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您可以檢閱公司裡所有使用者的登入記錄。「登入記錄」頁面會顯示使用應用程式的使用者及時間，也會記錄 Oracle CRM On 
Demand 客戶關懷中心的登入活動。 

附註：早於 90 天前的使用者登入記錄會持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清除。使用者選定歷史記錄資料會儲存在資料倉儲中，以支援 Oracle CRM On Demand 
分析中使用者選定分析指標的歷史趨勢分析，但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升級為新版次的期間，執行資料的完整擷取、轉換及載入 (ETL)，或者將公司資料從一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環境資料移轉至另一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環境，資料就不會保留。如需有關「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之分析主題區域的資訊，請參閱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之分析主題區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 - 登入與公司稽核」權限。 

檢閱所有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稽核」區段中，按一下「登入稽核」連結。 

「登入稽核」頁面會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所有登入稽核活動。 

附註：登入記錄的「類型」欄位會顯示進行登入嘗試的管道。例如，若登入嘗試是透過瀏覽器視窗進行，「類型」欄位

會顯示值「互動」。若登入嘗試是透過 Web 服務進行，「類型」欄位會顯示值「Web 服務」。 

4 在「登入稽核」標題列上，從功能表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清單： 

 所有登入稽核資料。您用於檢視登入活動的預設設定。這會顯示所有登入稽核資料，並依登入時間排序。 

 目前登入的所有使用者。目前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所有使用者。這會依登入時間排序。 

附註：此功能表也會顯示您建立的任何自訂清單。 

管理登入活動清單 

 在「登入稽核」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來執行下列動作： 

 匯出清單。匯出「登入活動」清單以便儲存在電腦上，請參閱以清單匯出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登入活動」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調整清單。調整「登入活動」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管理「登入活動」清單，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建立新清單。建立新的「登入活動」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儲存清單。儲存「登入活動」清單，這樣會直接前往含有「儲存」選項的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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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246)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 
您可以檢閱整個公司的資源使用量，包括下列區域的變更： 

 重設密碼 

 忘記密碼 

 回答安全性問題 

 變更 SSO 識別碼 

 使用者 ID 變更 

 電子郵件地址變更 

 設定密碼 

 初始設定密碼 

 離線 

備註：早於 90 天前的資源使用量記錄會持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清除。不過，建立使用者或修改下列欄位時不會清除記錄：電子郵件、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角色、狀態、使用者登入 ID。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公司 - 登入與公司稽核」權限。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稽核」區段中，按一下「稽核」連結。 

4 檢閱公司的資源使用量歷史記錄。 

下列程序說明管理資源使用量記錄清單的方式。 

管理資源使用量記錄的清單 

 在「稽核軌跡」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然後為您要執行的任務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匯出清單。將清單匯出至檔案，請參閱匯出清單中的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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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整清單。調整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例如，您可以變更清單篩選、選取要顯示的不同欄位，或變更清單的排

序順序。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選取此選項會開啟一個頁面，您可在其中選取儲存清單的選項。 

 顯示清單篩選。檢視目前已為清單定義的篩選。 

 建立新清單。可建立新的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檢視清單的詳細資料，或變更清單在「清單」頁面上選擇清單中所顯示的順序，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您可檢閱使用者在稽核欄位中對所有可稽核記錄類型所做的變更稽核軌跡。如果在該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組態中，已選取追蹤記

錄之建立、刪除及還原等作業的選項，則主要稽核軌跡也會顯示這些作業的稽核軌跡記錄。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存取主要稽核軌跡」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稽核」區段，請按一下「主要稽核軌跡」連結。 

「主要稽核軌跡」會顯示下列值： 

 ID 編號。表格資料列 ID。 

 記錄類型。要稽核的記錄類型。 

 記錄名稱。要稽核之記錄的名稱。 

 來源 IP 位址。發生組態變更之電腦的 IP 位址。 

備註：此值只在此資訊可用時才會顯示。 

 階段作業類型。此值指出階段作業是否為互動式或 Web Services 階段作業。 

 姓氏。使用者的姓氏。 

 名字。使用者的名字。 

 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的登入 ID。 

 作業。所執行的組態類型，例如建立、刪除或修改。 

 修改的欄位。在物件中修改的欄位。 

 舊值。欄位的先前值。 

 新值。欄位的新值。例如，如果您將服務要求優先順序欄位值從「低」變更成「高」，則「舊值」欄位會保持為「低」
，「新值」欄位則為「高」。如果您刪除記錄，則「舊值」欄位會保持為空白，並將「新值」欄位變更為「已刪除記錄
」。 

 日期。上次稽核物件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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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稽核軌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管理稽核軌跡記錄的清單。 

管理稽核軌跡記錄的清單 

 在「主要稽核軌跡」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然後為您要執行的任務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匯出清單。將清單匯出至檔案，請參閱匯出清單中的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調整清單。調整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例如，您可以變更清單篩選、選取要顯示的不同欄位，或變更清單的排

序順序。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選取此選項會開啟一個頁面，您可在其中選取儲存清單的選項。 

 顯示清單篩選。檢視目前已為清單定義的篩選。 

 建立新清單。可建立新的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檢視清單的詳細資料，或變更清單在「清單」頁面上選擇清單中所顯示的順序，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您可以針對記錄類型，檢閱管理員對角色、工作簿、存取資料檔、REST 
整合標記名稱、前一位負責人自訂及稽核軌跡設定所做的變更稽核軌跡。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存取主要稽核軌跡」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稽核」區段中，按一下「管理組態稽核」連結。 

「管理組態稽核」表格會顯示下列值： 

 ID 編號。表格資料列 ID。 

 記錄類型。要稽核的記錄類型。 

 記錄名稱。要稽核之記錄的名稱。 

 來源 IP 位址。發生組態變更之電腦的 IP 位址。 

備註：此值只在此資訊可用時才會顯示。 

 階段作業類型。此值指出階段作業是否為互動式或 Web Services 階段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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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氏。使用者的姓氏。 

 名字。使用者的名字。 

 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的登入 ID。 

 作業。所執行的組態類型，例如建立、刪除或修改。 

 修改的欄位。在物件中修改的欄位。 

 舊值。欄位的先前值。 

 新值。欄位的新值。例如，如果您將服務要求優先順序欄位值從「低」變更成「高」，則「舊值」欄位會保持為「低」
，「新值」欄位則為「高」。如果您刪除記錄，則「舊值」欄位會保持為空白，並將「新值」欄位變更為「已刪除記錄
」。 

 日期。上次稽核物件的日期。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處理管理組態變更的清單。 

處理管理組態變更的清單 

 在「管理組態稽核」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然後為您要執行的任務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匯出清單。將清單匯出至檔案，請參閱匯出清單中的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調整清單。調整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例如，您可以變更清單篩選、選取要顯示的不同欄位，或變更清單的排

序順序。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選取此選項會開啟一個頁面，您可在其中選取儲存清單的選項。 

 顯示清單篩選。檢視目前已為清單定義的篩選。 

 建立新清單。可建立新的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檢視清單的詳細資料，或變更清單在「清單」頁面上選擇清單中所顯示的順序，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檢閱公司的待處理與已寄送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監視器」頁面會顯示下列資訊： 

 電子郵件監視器摘要。顯示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待處理電子郵件數。 

 寄件匣。顯示等待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之電子郵件的相關特定詳細資料。 

 寄件備份。顯示已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之電子郵件的相關特定資訊。早於 30 
天前的電子郵件寄件備份會持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清除。您可以使用「依字母搜尋」來尋找已寄送電子郵件。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存取主要稽核追蹤」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 

檢閱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待處理與已寄送電子郵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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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稽核」區段中，按一下「電子郵件監視器」連結。 

「寄件匣」與「寄件備份」區段會顯示下列值： 

 類型。此資料欄會顯示下列其中一個值： 

 客戶。使用者寄送給客戶的電子郵件。 

 作業。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給 Oracle CRM On Demand 客戶關懷中心的電子郵件。 

 服務。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給客戶的電子郵件。 

 狀態。此資料欄會顯示下列其中一個值： 

 已佇列。電子郵件要求尚未處理。 

 進行中。電子郵件正在處理中。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嘗試傳送電子郵件 3 
次。若電子郵件在第三次嘗試時無法傳送，狀態會變更為「錯誤」。 

 已傳送。電子郵件已順利傳送。 

 錯誤。電子郵件要求因發生錯誤而未完成。 

 寄件人。寄出電子郵件的人員或公司名稱。 

 已傳送。寄出電子郵件的日期與時間戳記。 

 收件者。電子郵件寄送目標的所有收件者電子郵件地址。 

 啟動者。啟動電子郵件的使用者登入 ID。 

 主旨。電子郵件的主旨。 

如需有關稽核追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稽核追蹤 (請參閱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檢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會顯示目前為您公司保留的待處理與已完成的匯出要求清單。您可以檢閱從「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

出要求，以及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要求。您也可以取回包含要求輸出內容的附件。 

關於匯出要求與匯出要求附件的保留期間 
在標準應用程式中，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保留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與其特定期間的輸出內容，如下所示： 

 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會保留 60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匯出要求的輸出內容會保留 168 個小時 (即 7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此保留期間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作業，以及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作業。 

管理員可藉由在公司資料檔的下列欄位中更改值，來變更匯出要求與其附件的保留期間： 

 匯出要求到期天數 

 匯出要求附件到期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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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更新這些欄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的組態 (請參閱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檢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存取主要匯出要求」權限。 

檢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 

3 在「公司稽核」區段，請按一下「主要匯出要求」。 

當您第一次開啟「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時，要求清單會依提交的日期排序，最近所提交的要求會位於清單的最上方
。您可以從下拉式「匯出要求」欄位選取清單，來限制可看到的要求。您也可以使用快速篩選欄位來進一步調整清單。 

下表說明「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上的欄位。 

備註：若為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要求，所匯出清單的名稱不會顯示在「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上。如果您

要看到清單名稱，則可調整要求清單並新增「清單」欄位。不過，將「清單」欄位新增至頁面中會影響「主要匯出要求

佇列」頁面的效能。 

匯出記錄資訊 描述 

類型 要求的類型，可能是「個人」或「公司」。 

匯出類型 匯出的類型： 

 完整。匯出您公司的完整資料。 

 部分。匯出您公司的部分資料。 

 清單。從「清單」頁面執行的匯出要求。 

記錄類型 記錄類型。對於包含下層記錄的部份要求，下層記錄是以

上層:下層的格式來表示，例如：Account:Contact。 

狀態 狀態，例如：「處理中」或「已完成」。 

用戶端名稱 用戶端應用程式的名稱。 

要求對象 作為提交要求對象的使用者。 

要求者 提交要求的使用者。管理員可透過 Web Services 
為使用者建立個人擷取要求。 

已提交 提交匯出要求的時間與日期。 

已完成 完成匯出要求的時間與日期。 

匯出數 匯出的記錄數目。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檢閱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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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 

 在要求的資料列中，按一下「匯出類型」或「記錄類型」連結來開啟「清單匯出要求詳細資料」頁面或「匯出要求詳細資料
」頁面。 

頁面會顯示匯出屬性，包含匯出記錄的數目 
(匯出數)。對於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要求，頁面也會顯示順利匯出且沒發生任何問題的記錄類型數目 
(完成的物件數)。在頁面的「匯出記錄類型」區段中，您可以查看針對每種記錄類型所匯出的記錄數目詳細資料。 

如需下載與刪除匯出要求附件 (即包含匯出要求之輸出內容的壓縮檔案)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載與刪除匯出要求附件。 

備註： 
若要為所有使用者執行的匯出作業下載匯出要求附件，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存取所有刪除匯出要求附件」權限。如果您的

使用者沒有此權限，則您只能下載由您或您的下屬所執行之匯出作業的附件。 

管理匯出要求的清單 
許多篩選清單可於「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中的下拉式選擇清單中取得。您可以調整現有清單，例如，您可以新增或從清單中

移除欄位。您也可以建立新清單。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管理匯出要求的清單。 

管理匯出要求的清單 

 在「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然後為您要執行的任務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匯出清單。將清單匯出至檔案，請參閱匯出清單中的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調整清單。調整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例如，您可以變更清單篩選、選取要顯示的不同欄位，或變更清單的排

序順序。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選取此選項會開啟一個頁面，您可在其中選取儲存清單的選項。 

 顯示清單篩選。檢視目前已為清單定義的篩選。 

 建立新清單。可建立新的篩選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檢視清單的詳細資料，或變更清單在「清單」頁面上選擇清單中所顯示的順序，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提醒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提醒功能可讓您向公司使用者廣播以時間為基準的重要資訊。如需有關提醒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閱提醒    

 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頁數 72) 

 使用清單 

 提醒欄位 (頁數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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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全公司提醒會顯示在每位員工的「我的首頁」，您可以使用提醒來廣播全公司資訊，例如會議通知和原則變更。您也可設定提醒

，在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顯示資訊。 

附註： 宣佈已產生預測的提醒會保留在員工的「我的首頁」上兩天。若要延長顯示提醒的期間，請於提醒初次顯示後，在「提
醒編輯」頁面上進行變更。如需指示，請遵循本節中所說明的程序。 

您可以連結篩選或 URL 
至提醒。例如，建立會議通知提醒時，您可以新增連結至網頁上，並提供會議地點的位置圖。您也可以指定提醒給特定角色，而

非對公司中所有使用者顯示提醒。通常，使用者只能複查顯示給所有使用者的提醒，以及設定要顯示給其本身角色的提醒。不過
，如果您的角色包含「管理公司」權限，則可複查所有提醒，包含限定給特定角色的提醒。 

在您開始之前。(選擇性) 
建立或找出包含您所要共用資訊的網頁或檔案。確認您的使用者可以存取網頁或檔案的路徑。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

有「管理公司」權限。 

建立或更新全公司提醒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提醒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提醒」連結。 

「提醒」頁面隨即與公司提醒清單一起顯示。 

4 在「提醒」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按一下「新建」按鈕。 

 按一下您所要編輯提醒的標題，然後按一下「編輯」按鈕。 

5 在「新建提醒」或「提醒編輯」頁面上，填好所需資訊。 

6 儲存提醒。 

7 若要新增附件至提醒，請按一下「提醒」清單頁面上的提醒標題，開啟提醒詳細資料。 

8 按一下「提醒資訊」頁面上的「附件」頁標。 

9 按一下「新增附件」按鈕，然後輸入資訊。 

10 在「附件編輯」頁面上，按一下「儲存」。 

11 若要新增 URL 至提醒，請按一下「提醒」清單頁面上的提醒標題，開啟提醒詳細資料。 

12 按一下「提醒資訊」頁面上的「附件」頁標。 

13 按一下「新增 URL」按鈕，然後輸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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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在「附件編輯」頁面上，按一下「儲存」。 

15 若要指定提醒給特定角色，請按一下「提醒」清單頁面上的提醒標題來開啟提醒詳細資料。 

附註：如果未選取角色，則會對公司中的所有使用者與角色顯示提醒。 

16 按一下「提醒資訊」頁面上的「相關角色」頁標。 

17 按一下「新增」按鈕。 

18 在「搜尋角色」對話方塊中，搜尋適當角色然後按一下「選取」。 

19 完成新增角色時，按一下「儲存」。 

「搜尋角色」對話方塊便會關閉，而「提醒資訊」頁面現在則會顯示選取的提醒角色。 
 

提醒欄位 
下表說明您可能會在提醒記錄中看見的欄位資訊。如果您是管理員，就可以看見並更新所有提醒欄位，否則只能檢視有限數目的

提醒欄位。 

欄位 說明 

標題 將顯示於「我的首頁」上的提醒標題。 

優先順序 提醒的優先順序，在「我的首頁」上，以提醒旁邊的圖示指出此順序。 

超連結 與提醒關聯的 URL 或檔案名稱和目錄路徑。 

提醒說明 提醒中將顯示的文字。 

公佈日期 您要提醒開始跨「我的首頁」廣播的日期。 

到期日 您要提醒結束跨「我的首頁」廣播的日期。 

顯示的超連結 提醒中超連結將顯示的文字，如果您已輸入超連結，就必須有此文字。 

例如，針對連結 (URL) 
“http://company.site/doc_2389.html”，您可以輸入「會議地點位置圖」做為提醒中

的超連結文字。 

提示：  您可以建立篩選清單，限制一次可以顯示的提醒記錄類型。如需指示，請參閱使用清單。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全公司提醒的詳細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頁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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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分配管理 
服務分配的管理作業包括： 

 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5) 

 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6) 

 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頁數 77) 

 檢視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頁數 78) 
 

關於服務分配 
您可檢視公司的所有服務分配以查看目前與歷史使用量，以及啟用分配達到定義臨界值時的提醒。客戶關懷中心會為您公司設定
服務分配值。  

在「服務分配清單」頁面中，您可看見定義的分配值、目前使用量及剩餘使用量的值。您可逐層往下檢視服務分配，來設定服務
分配的提醒。當您啟用提醒時，要定義服務分配的臨界值，達到臨界值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提醒給指定的收件者。 

在「分配使用量清單」頁面中，您可追蹤您公司長期以來的服務分配使用量。即使此檢視會隨著分配類型而有所不同，您仍可檢

視每日、每週或每月的使用量。您可使用「匯出助理」匯出公司的分配資料與分配使用量資料。如需有關使用「匯出助理」的資

訊，請參閱匯出您的資料 (頁數 676)。 

以 24 小時期間持續更新的分配 
下列分配是以 24 小時的期間加以評量與持續更新： 

 報表服務頻寬分配。表示公司每天使用報表服務可處理的資料量。 

 報表服務並行分配。表示公司於任何時間點使用報表服務可提交的最大要求數。 

 報表服務作業分配。表示公司在使用報表服務時所允許的每日作業數。完成拜訪並提交報表服務時，便會被視為一項作業。 

 Web Services 作業分配。決定公司在 24 小時的期間內可執行的 Web Services 作業數量。 

 Web Services 並行要求分配。決定公司可處理的並行 Web 服務要求數上限。 

備註：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要求不會記入「Web Services 作業分配」或「Web Services 
並行要求分配」。 

服務分配的名稱與描述都會以您的作用中語言顯示。 

如需報表服務分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Report Services API Developer's Guide ，而如需 
Web Services 分配的詳細資訊，則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以 24 小時期間更新一次的分配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以 24 小時的期間更新一次下列分配： 

 檔案分配。決定公司的檔案分配，這是附加至記錄之檔案的可用儲存空間量。 

備註：新增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簽名記錄與影像附件，不包含在公司所使用的儲存量計算中。 

 記錄分配。決定公司的記錄分配，這是指所有類型記錄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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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記錄算在公司儲存的記錄數計算中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2266885.1 (文章 ID)。 

備註：簽名記錄與匯出要求記錄不算在公司儲存的記錄數計算中。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每隔 24 
小時的期間更新一次記錄與檔案分配的目前使用量。此外，批次刪除或還原記錄時，或透過匯入作業建立新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作業完成時更新上階記錄類型的目前使用量。目前使用量會顯示於「服務分配詳細資料」頁面的「目前使用量」欄位上。  

即時更新的分配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即時更新下列分配： 

 CRM Desktop 授權。表示您公司授予使用者 CRM Desktop 授權的數量。 

用盡分配時會發生什麼事？ 
使用量達到公司的 Web Services 總分配量限制時，就不會處理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Services 
的進一步要求。分配容量每小時會釋出一次，且釋出容量的多寡要視過去的使用量而定。當過去 24 
小時期間到目前的使用量低於公司的分配值時，就會繼續處理新要求。  

若要避免達到公司分配總計，請將 Web 服務用戶端最佳化，以避免不必要的要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當使用量達到公司的記錄總分配限制時，以下將無法再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互動： 

 正在嘗試進行 Insert、Update 或 InsertOrUpdate 記錄作業的 Web Services 

 使用「匯入助理」或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匯入 

 Desktop 用戶端，例如 Oracle Outlook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與 Oracle Notes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為了避免達到公司總分配量，使用者可從應用程式刪除任何不必要的附件。當使用量達到公司的檔案分配總計時，使用者不可再

使用下列方式來上傳附件：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 

 Web Services 

 任何 Desktop 用戶端 

如果公司資料檔上的「匯出要求附件到期天數」欄位所設的值小於或等於 
7，則匯出要求附件不會被納入您公司所使用的儲存量計算中。不過，如果該欄位設為大於 7 
的值，則匯出要求附件會被納入您公司所使用的儲存量計算中，且在檔案分配限制已滿後，匯出要求作業將會失敗。 

為了避免達到公司總分配量，使用者可刪除任何不必要的附件。 

備註：對於所有服務分配，使用者可聯絡銷售代表，並採購額外的容量、額外的授權或兩者都採購。如需進一步協助，請聯絡客

戶關懷中心。 
 

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途 
下列是您公司每一種服務分配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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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名稱 

 分配類型 

 分配單位 

 客戶關懷中心設定的分配值 

 目前使用的分配量 

 剩餘的分配量 

 是否啟用分配的提醒。如果目前使用量超出臨界值，則會傳送電子郵件提醒給定義的收件者。  

附註：Oracle CRM On Demand 只會在觸發事件來自大量上傳、Web 服務要求或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時才會傳送電子郵件提醒。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手動輸入記錄並不會觸發電子郵件提醒。 

 上次修改分配資料的使用者 

從「服務分配清單」頁面中，您可細分服務分配以查看有關分配的詳細資訊，例如分配描述，以及目前在「分配用途」Applet 
中的用途資料。 

在「分配用途清單」頁面中，您可看見有關分配的歷史用途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頁數 76)。 

您可按一下「服務分配清單」頁面上的「編輯」，然後設定分配的提醒。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頁數 
77)。 

檢視公司的服務分配用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服務分配管理」區段中，請按一下「服務分配管理」連結。 

4 在「服務分配清單」頁面中，檢視您公司的服務分配資料。 

 
 

檢視歷史服務分配用途 
從「分配用量清單」頁面中，您可檢閱您公司分配的歷史用量相關資料。根據預設，分配使用是依期間開始時間列示，並且會顯

示期間、分配類型、分配名稱、分配單位、使用的分配與建立日期。即使此檢視會隨分配型態而有所不同，您仍可檢視每日、每

週或每月期間的分配用量。  

下表說明可從「分配用途清單」頁面執行的工作。 

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建立分配用途的新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建立新清單」。完成建立及調整清單中所

描述的相關步驟。 

匯出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匯出清單」。完成匯出清單中的記錄中所

描述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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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管理分配用途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管理清單」。完成管理清單頁面中所說明

的必要任務步驟。 

逐頁翻閱清單 按一下清單頁面上方或下方的瀏覽圖示，以移至清單中的下一頁、上一頁、第一頁或最

後一頁。 

調整清單的搜尋準則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調整清單」。完成建立及調整清單中所描

述的相關步驟。 

顯示清單的主要資訊及篩

選器資訊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顯示清單篩選器」。完成檢視清單頁面中

所描述的步驟。 

排序清單中的分配用途 按一下資料欄表頭，即可根據該資料欄排序清單。例如，按一下「開始時間」，即可根

據開始時間排序清單。 

顯示更多/較少記錄 在頁面下方下拉式清單中顯示的記錄「數量」中，請選取您想一次查看的記錄數。 

 
 

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您可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當分配使用量達到特定臨界值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通知指定的使用者。如果您啟用服務分配的提醒
，則會套用下列預設值： 

 收件者提醒。公司主要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提醒臨界值。百分之七十的分配值 

對於現有的客戶，預設是停用提醒。對於新客戶，預設是啟用提醒。 

附註：您無法設定「Web 服務並行要求」分配的提醒。 

除了臨界值提醒外，當目前的使用量達到公司分配值時，也會自動傳送電子郵件提醒給主要聯絡人或指定的電子郵件收件者。如
果啟用提醒，則會傳送表示已達到分配的電子郵件給指定收件者。 

設定服務分配的提醒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服務分配管理」區段中，請按一下「服務分配管理」連結。 

4 在「服務分配清單」頁面中，請按一下「編輯」。 

5 在「服務分配編輯」頁面中，請完成下列欄位： 

 收件者提醒。輸入會收到電子郵件提醒的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 

 提醒臨界值。輸入傳送電子郵件提醒的分配值百分比。  

 已啟用提醒。選取此核取方塊以啟用傳送電子郵件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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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每隔一段時間擷取您公司檔案與記錄儲存空間使用量的快照。資訊會保留 90 
天，之後就會從資料庫永久刪除。為了協助追蹤您公司的檔案與記錄儲存空間使用量，您可檢視下列相關的詳細資料： 

 擷取快照時儲存的附件檔案數量 

 擷取快照時，您公司使用的檔案儲存空間量 

 擷取快照時，您公司既有的記錄數 

附註：不會將已刪除但尚未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永久刪除的檔案與記錄，納入檔案與記錄使用狀況的計算中。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檔案使用狀況資訊。 

檢視檔案使用狀況資訊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服務分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檔案使用狀況」以開啟「檔案使用狀況清單」頁面。 

根據預設，「檔案使用狀況清單」頁面會顯示「目前檔案用途」清單。「目前檔案用途」清單則會顯示來自最近一次快

照的資訊。如果您想檢視在過去 90 天內擷取的所有快照，請選取清單頁面標題列上的「所有檔案用途」清單。 

下表說明顯示於「檔案使用狀況清單」頁面的資訊。 

資料欄名稱 說明 

記錄名稱 在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記錄類型名稱。如果您的公司已自訂記錄類型名稱，在此欄

位中就會顯示自訂的記錄類型名稱。 

附註：如果擷取快照時，並未將任何檔案附加至您公司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則不

會列出記錄類型。 

檔案數量 擷取快照時，附加至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列記錄類型之記錄的檔案數。 

使用的檔案分配 (MB) 擷取快照時，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用來儲存所列記錄類型之記錄檔案附件的檔案儲存空間量，單位是百萬位元 
(MB)。 

日期 快照的日期與時間。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檢視記錄使用狀況資訊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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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服務分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使用狀況」以開啟「記錄使用狀況清單」頁面。 

根據預設，「記錄使用狀況清單」頁面會顯示「目前記錄用途」清單。「目前記錄用途」清單則會顯示來自最近一次快

照的資訊。如果您想檢視在過去 90 天內擷取的所有快照，請選取清單頁面標題列上的「所有記錄用途」清單。 

下表說明顯示於「記錄使用狀況清單」頁面的資訊。 

資料欄名稱 說明 

記錄名稱 在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記錄類型名稱。如果您的公司已自訂記錄類型名稱，在此欄

位中就會顯示自訂的記錄類型名稱。 

附註：如果擷取快照時，並無任何您公司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則不會列出記錄類

型。 

使用的記錄分配 擷取快照時，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既有所列記錄類型的記錄數。 

日期 快照的日期與時間。 

提示：如需有關使用「檔案使用狀況清單」頁面與「記錄使用狀況清單」頁面上功能表選項的資訊，請參閱使用清單。 
 

地址管理 
地址管理包括開啟或關閉地址共用功能 (透過公司資料檔中的「啟用共用地址」設定)、啟用地址驗證 
(透過公司資料檔中的「驗證共用地址」設定)、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以及其他作業。如需有關地址管理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下列主題： 

 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 (頁數 79) 

 關閉共用地址時的考量 (頁數 82) 

 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管理地址的權限 (頁數 83) 

 使用編輯關係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 (頁數 84) 

 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頁數 84) 

相關主題 
 地址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通用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 
第 19 版與更早版次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是使用未共用地址。您可以在這個版次中繼續使用未共用地址。不過，如果您想將較早版次的未共用地址轉換為這個版次所支援

的共用地址，則必須完成下列程序。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80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附註：如果資料檔案極大且匯入作業所耗時間超過預期，則您可搭配使用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以及此程序中所定義的相同輸入檔案與對應檔案。 

開始之前：假設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已將您的公司升級至目前版次。若要完成此程序，您必須是能夠執行匯入與匯出作業以及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公司管理員。您需要「管理地址」權限，才能啟用共用地址功能。 

附註：自未共用地址移往共用地址時，您必須對所有 Web 服務要求使用 Web Services v2.0 API，因為 Web Services 
v1.0 API 並不支援共用地址的存取。 

將未共用地址轉換為共用地址 

1 如有需要，可取消選取公司資料檔中的「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2 從您想轉換為共用地址的地址相關物件匯出資料。 

清單包含下列項目： 

 所有客戶資料區段，包括： 

 客戶 

 客戶地址 

 聯絡人 

 客戶合作夥伴 

 地址 

 所有聯絡人資料區段，包括： 

 聯絡人 

 聯絡人地址 

 客戶 

 地址 

 所有經銷商資料區段，包括： 

 經銷商 

 經銷商地址 

 所有合作夥伴資料區段，包括：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地址 

 所有地址資料 

此匯出作業必須將所有相關的客戶、聯絡人、合作夥伴、經銷商及地址資料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匯出至外部檔案。您必須能夠搭配使用外部檔案以及您選擇的資料更正與標準化方式。  

3 請更正並重新格式化資料，以便在將這些地址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不會包含重複資料，並使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資料是以相關聯的地址來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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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作業完成後，可能會存在許多重複且無效的地址。例如，因為較早的版次中並未共用地址，以致住在相同地點的聯

絡人可能會擁有相同或類似的地址。不過，由於打字與其他錯誤，其間可能會出現微小差異。對於可能發生的重複地址

，重新匯入記錄 (例如，客戶) 
以及將其與新建的共用地址記錄產生關聯，並不會刪除較早版次中原已存在的地址關聯。因此，您必須執行下列作業： 

 確認您的資料，然後在準備要匯入的地址資料時移除重複記錄。 

 如果您決定將這些記錄與共用地址版本的地址資料產生關聯，請取得與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記錄相關聯之
原有未共用地址資料的所有權。也就是說，您必須列入、移除與取消關聯，以及選擇是否保留原本的未共用地址資料。 

如需有關準備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地址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39) 

 客戶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30) 

 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62) 

 經銷商欄位：匯入準備 

 合作夥伴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630) 

4 匯入地址記錄資料： 

a 選擇具有地址資料與適當對應檔案的匯入檔案名稱。 

b 等候匯入作業完成。 

匯入共用地址最上層記錄資料是匯入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記錄資料的先決條件。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5 匯入客戶記錄資料： 

a 選擇選項以建立相關記錄。 

b 等候匯入作業完成。 

此匯入作業會建立客戶，並將共用地址與客戶產生關聯。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6 匯入聯絡人記錄資料： 

a 選擇選項以建立相關記錄。 

b 等候匯入作業完成。 

此匯入作業會建立聯絡人，並將共用地址與聯絡人產生關聯。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7 匯入經銷商記錄資料： 

a 選擇選項以建立相關記錄。 

b 等候匯入作業完成。 

此匯入作業會建立經銷商，並將共用地址與經銷商產生關聯。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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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匯入合作夥伴記錄資料： 

a 選擇選項以建立相關記錄。 

b 等候匯入作業完成。 

此匯入作業會建立合作夥伴，並將共用地址與合作夥伴產生關聯。如需有關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9 確認資料已正確匯入。 

10 為您公司中的適當角色設定頁面配置，並為使用者指定適當的頁面配置存取權。 

11 更新使用者的角色，以包含在「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2 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角色。 

如果未完成此步驟，使用者就無法檢視地址記錄。例如，如果他們嘗試將地址記錄與客戶產生關聯，則會有錯誤訊息出
現。 

12 選取公司資料檔中的「啟用共用地址」設定，以啟用共用地址。 

13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外部的應用程式將地址標示為有效，而且如果您在地址選擇清單、地址搜尋及地址關聯中只想使用這些已驗證的地址，則請

在公司資料檔中選取「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附註：必須設定地址記錄中的「驗證日期」，以便將地址標記為已驗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共用地址標示為已驗

證。   

14 (選擇性) 確認匯入的資料正確無誤後，您可以使用 Web 服務來刪除先前存在的未共用地址。 

如需有關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關閉共用地址時的考量 
如果在開啟未共用地址後加以關閉，則之後所建立的地址都是未共用地址。也就是說，為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建立
的任何新地址，都是專為該記錄所建立，而非與其他記錄共用。不過，在未經編輯之前，先前由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

伴等記錄間共用的地址記錄仍會繼續保持共用。例如，如果您有三個客戶 (A、B 及 C) 
共用一個地址，則在關閉共用地址後，該地址仍會由三個客戶繼續共用。如果某一使用者編輯了地址，例如「客戶 A」，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為「客戶 A」建立新的未共用地址，但「客戶 B」與「客戶 
C」仍繼續使用共用地址，直到這些地址也經過編輯。   

附註：關閉未共用地址之前，您必須先在您的公司移除對一般使用者地址記錄的存取、從他們的使用者角色中移除「管理地址」

權限，以及視需要重設頁面配置。如需有關移除此存取權與權限之程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

管理地址的權限 (頁數 83)。   

下列考量適用於開啟此功能後若關閉共用地址時： 

 公司管理員擁有對自訂頁面的存取權。擁有「管理地址」權限的公司管理員會繼續保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訂作業頁面的存取權，而且能繼續使用地址配置、欄位管理等等。   

 使用者可以建立新的未共用帳單地址或出貨地址。建立新客戶、經銷商或合作夥伴的使用者可以建立新的未共用帳單或出貨

地址 
(或兩者)。建立新聯絡人的使用者可以建立新的未共用主要聯絡人地址。新地址只會與新建記錄相關聯，而且無法在最上層

「地址」頁標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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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只能編輯地址。編輯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的使用者只能編輯該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記錄的

地址，因為共用地址已關閉。如果所編輯的地址記錄原先為共用地址，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建立只與已編輯 記錄相關聯的新地址，而且該地址無法在最上層「地址」頁標中使用。 如果所編輯的地址記錄原先並非

共用地址，則會編輯該地址，但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建立新地址。    

 可能會建立孤立的已刪除地址。從客戶、經銷商或合作夥伴中移除帳單或出貨地址，會造成孤立、遭刪除的客戶、經銷商或

合作夥伴地址。同理，從聯絡人中移除主要地址，會造成孤立、遭刪除的聯絡人地址。 

如需關閉共用地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中「啟用共用地址」設定的資訊。 

 
 

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與管理地址的權限 
關閉共用地址之前，公司管理員必須執行下列作業： 

 將使用者對地址記錄的存取權修改為讀取。 

 從使用者角色中移除管理地址權限 

在您開始之前。您必須是能夠使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與「角色管理精靈」的公司管理員。   

關閉共用地址前先更新使用者存取權資料檔 

1 依下述方式設定「地址」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a 按一下「管理」、「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然後按一下「存取權資料檔」。 

b 按一下您使用者存取權資料檔的「編輯」功能表項目。 

c 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中，將「地址」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設為「讀取」，然後按一下「完成」。 

2 依下述方式，關閉「管理地址」權限： 

a 按一下「管理」、「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然後按一下「角色管理」。 

b 按一下您使用者角色名稱的「編輯」功能表項目。 

c 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4」中，取消選取「管理地址」權限。 

3 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然後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以確保變更內容生效。 

4 依下述方式，關閉公司資料檔中的「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a 按一下「管理」、「公司管理」，然後按一下「公司資料檔」。 

b 取消選取「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c 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然後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以確保變更內容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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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透過「存取權資料檔精靈」來指定存取等級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83)。如需有關使用「角色管理精靈」來為使用者角色指定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角色管理 (頁數 256)。 

 
 

使用編輯關係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 
您可以使用未共用地址之記錄層級功能表上的「編輯關係」功能表項目，來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編輯關係」功能可讓

公司管理員自訂地址記錄的各個部份 (例如，欄位與頁面配置)，而不需為使用者啟用共用地址功能。  

以下是「編輯關係」功能表項目的一些特性： 

 在預設的「編輯」頁面中，除了「地址類型」欄位外，所有欄位都是唯讀。其他非唯讀的自訂欄位如果已經過自訂，則可能

會在「編輯」頁面上使用。 

 如果選取了「啟用共用地址」設定，則在「地址」區段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上將無法使用「編輯關係」功能表項目。在此情況
下，使用者可透過「編輯」頁面來編輯「帳單地址」、「出貨地址」或「主要」設定，而且能選取不同的地址。 

 如果取消選取「啟用共用地址」設定，且使用者擁有「管理地址」權限以及對最上層「地址」記錄的「是否有存取權」權限

，則在「地址」區段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上按一下「新建」或「編輯」，會將使用者帶至最上層「地址」的新建或編輯檢視圖

。 

在您開始之前。已取消選取「啟用共用地址」設定，且已選取「管理地址」權限。 

使用編輯關係功能表項目設定未共用地址的地址類型 

1 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中，瀏覽至「地址」相關資訊區段。 

2 從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擇「編輯關係」。 

3 從類型的選擇清單中，選取地址類型。 

以下是依預設可用的地址類型：住家、辦公室、度假住宅、其他、商場、私人、郵政、醫院及診所。 
 

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若要存取最上階的地址記錄與共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的地址，您的存取權資料檔與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適當的設

定。身為公司管理員，您可以在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中，指定存取每個記錄的特定角色。 

您可以為共用地址的多對多關係，指派下列的存取等級： 

 對於最上階地址記錄： 

 唯讀 

 讀取/編輯 

 讀取/編輯/刪除 

 對於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之「地址」相關資訊區段中的地址記錄： 

 無法存取 

 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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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取/建立 

 讀取/建立/編輯 

 讀取/編輯 

 讀取/編輯/刪除 

 全部 

控制存取共用地址功能的權限與設定 
下列的權限與設定控制存取下列的共用地址功能： 

 管理地址權限。控制使用者存取「地址」欄位設定頁面，及使用「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管理精靈」中的「地址」記錄。 

 驗證共用地址權限。控制使用者是否能透過設定驗證日期來驗證地址。 

 啟用共用地址設定。控制最上階「地址」記錄是否可以共用，以及控制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記錄中的地址是否

能使用共用或取消共用的功能。 

若取消選取「啟用共用地址」設定及選取「管理地址」權限，則只有取消共用地址的功能才能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
及合作夥伴記錄中使用。此選項可讓有「管理公司」權限的使用者在公司資料檔中使用。 

 驗證共用地址設定。控制 Oracle CRM On Demand 
是否能在公司驗證共用地址。若選取此設定，則使用者可選取驗證共用地址，以新增至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記

錄。非驗證地址會從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中篩選出來，且這些記錄中的「新建」地址按鈕會停用。此設定可讓

有「管理公司」權限的使用者在公司資料檔中使用。 

取消選取「驗證共用地址」設定時，所有地址皆能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中使用；也就是說，不會對其進

行篩選，且對於擁有必要權限的使用者，會啟用記錄中的「新建」地址按鈕。 

下列表格摘要說明執行共用地址任務時是否需要不同的設定與權限，以及它們與共用地址功能的關係。 

任務 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管理地址權限 最小必要共用地址權 驗證共用地址權限 

自訂共用地址的「地址」頁面與欄

位。 
否 是 無 否 

將客戶或聯絡人的地址格式從取消

共用變更成共用 
是 否 無 否 

驗證共用地址 否 否 讀取/編輯 是 

更新共用地址的存取權資料檔 否 是 無 否 

共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

夥伴之間的地址  
是 否 讀取 否 

啟用「角色管理」精靈中的地址記
錄 

否 是 無 否 

存取「地址」頁標 否 否 讀取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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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啟用共用地址設定 管理地址權限 最小必要共用地址權 驗證共用地址權限 

存取「地址首頁」、「詳細資料」

及「編輯」頁面  
否 否 讀取 

「編輯存取權」在「

編輯」頁面中為必要

。 

否 

在對應的記錄中更新「客戶地址」

、「聯絡人地址」、「經銷商地址

」或「合作夥伴地址」區段  

是 否 讀取 否 

 

 
 

應用程式自訂 
您的公司對於資料的收集和記錄的方式、使用的術語，以及資訊必須呈現的方式，可能都有特定的要求，以便讓員工取得所需項

目來提升生產效率。應用程式自訂可以讓您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以便符合您公司的需求，包括頁面版面配置、欄位管理，以及清單存取需求。 

下列範例說明您可以自訂應用程式的一些方式： 

範例 
1：您可能要所有銷售代表在他們的所有聯絡人記錄中包含電子郵件地址。確保符合這項需求的最佳方式是：讓「電子郵件」欄

位成為必要欄位。這樣任何人建立新的聯絡人記錄時，除非包含電子郵件地址，否則無法儲存記錄。 

範例 
2：您有兩個員工群組，每個群組都需要在客戶頁面上追蹤不同的資訊。為了符合這項需求，您可以為每個群組建立不同的客戶

頁面版面配置，並透過角色指派來提供適當的存取權。 

「應用程式自訂」頁面有兩個區段： 

 記錄類型設定。包含每一個最上層記錄類型的連結。按一下連結，您便可以前往記錄類型特定的自訂頁面。根據您的不同公

司設定，您不一定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看到產業特定記錄類型。另外，產業特定記錄可能需要根據公司的特定需求來進行自訂。如需您可以從個別應用程式自訂
頁面中執行之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 

 應用程式設定。包含非特屬記錄類型之各種不同自訂功能的連結。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從「應用程式設定」區段所提供程
序的逐步指示： 

 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頁數 189)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建立與管理動作列及通用全域版面配置 (頁數 204) 

 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 (頁數 200) 

 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頁數 202) 

 建立與管理動作列及通用全域版面配置 (頁數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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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公司自訂我的首頁 (頁數 206) 

 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頁數 207) 

 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頁數 208)及新增記錄類型 (頁數 212) 

 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頁數 214) 

 自訂 REST 整合標記 (頁數 215) 

 建立新主題 (頁數 215) 

 上傳與管理自訂圖示集 (頁數 210) 

 上傳與管理自訂全域標頭圖示 (頁數 211) 

 自訂共用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頁數 221) 

備註：若要使用「我的首頁版面配置」與「我的首頁自訂報表」功能，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權限。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應用程式自訂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確定您瞭解您的業務需求： 

 與您的業務負責人商談，以便瞭解他們的業務程序和應用程式需求。 

 決定所需的欄位、顯示名稱、選擇清單值，和其他自訂欄位，以便支援他們的需求。 

 決定應該如何在介面上配置欄位，以及必須標示為必要的欄位。 

 使用「欄位設定」和「頁面版面配置」範本，協助您記下應用程式自訂需求。這些範本是在「訓練與支援中心」的「工

具和範本」區域中提供使用。 

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每個記錄類型都有「應用程式自訂」頁面，其中有您可以為該記錄類型執行的自訂任務連結。  

下表說明「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上每個可能的區段，並列出您可以在該區段中按一下連結時執行的任務。所顯示的區段取決於記

錄類型，而有些區段只有在您的角色中包含特定權限時才能閱覽。所有自訂程序都需要「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對於「電訪活動記錄」記錄類型，Oracle CRM On Demand 在使用者介面中僅支援欄位管理自訂。您可以使用管理式 Web 
服務來讀取「電訪活動記錄」相關的欄位與記錄自訂詳細資料。下表說明欄位管理自訂。 

附註：在下表中參考的主題中，記錄類型名稱的預留位置是以斜體字的記錄類型來表示。例如，如果要處理客戶資料，請將下列

文字中的記錄類型 取代為 客戶：按一下記錄類型的「欄位稽核設定」連結。 

區段 任務 必要的附加權限 

欄位管理 重新命名欄位、建立自訂欄位、管理選擇清單

值、指定欄位的預設值、設定欄位驗證和選取
是否可以複製某個欄位。如需有關這些任務的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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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 任務 必要的附加權限 

 詳細資訊，請參閱：  

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關於自訂欄位 (頁數 96)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管理已啟用複製設定 (頁數 114) 

管理欄位標籤 (頁數 128) 

使用索引自訂欄位 (頁數 130) 

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將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頁數 133) 

預設欄位和欄位驗證的進階定義 進階欄位管理 

頁面版面配置管理 建立及管理靜態頁面版面配置。如需有關這些

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重新命名欄位區段標題 (請參閱 
"重新命名欄位標題" 頁數 147) 

建立及自訂可用來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用於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6) 

建立及管理可用在「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上的 Web Applet。請參閱：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如需有關進階頁面版面配置管理的資訊，請參

閱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無 

層疊選擇清單 定義及管理層疊選擇清單。如需有關這些任務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頁數 163) 

無 

搜尋與清單版面配置管理 指定目標搜尋欄位，並管理搜尋結果的版面配

置。此外，管理「查閱視窗」的行為與啟用智
慧型關聯。如需有關這些任務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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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段 任務 必要的附加權限 

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清單存取和順序 管理每個角色的預設清單存取和顯示順序。如

需有關這些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頁數 170) 

無 

首頁版面配置管理 建立及管理「首頁」版面配置，並指定要顯示

在「首頁」上的自訂報表。如需有關這些任務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頁數 171) 

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 

欄位稽核設定 自訂您公司的欄位稽核追蹤記錄。如需有關這

些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自訂稽核追蹤 (請參閱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管理欄位稽核 

此功能僅適用於特定記錄類型。  

動態版面配置管理 建立及管理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如需有關這些

任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動態版面配置 

對於一些記錄類型，「欄位管理」與「頁面版面配置」區段會包含該記錄類型的連結，以及相關記錄類型的連結。例如，「客戶

應用程式自訂」頁面會包含下列連結： 

 客戶欄位設定 

 客戶聯絡人欄位設定 

 客戶合作夥伴欄位設定 

 客戶關係欄位設定 

 客戶團隊欄位設定 
 

關於欄位管理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您可以針對不同的記錄類型，執行下列欄位管理任務：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管理欄位標籤 (頁數 128) 

 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當您建立自訂欄位或編輯欄位定義時，您可以指定建立新記錄時生效之欄位的預設值。您也可以指定針對欄位執行欄位驗證以確
保該欄位具有特定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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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複製欄位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大部分記錄類型都有複製功能，亦即使用者可以複製目前使用中的記錄。當使用者按一下「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複製

」按鈕時，將會開啟新記錄頁面。新的「新記錄頁面」上包含所有可複製的欄位。使用者可以變更和儲存這些欄位。 

備註：當您使用「複製」按鈕時，只會複製基本記錄，不會複製下階記錄的相關項目。 

使用複製功能時會套用下列限制： 

 無法複製 Web 連結、串連的欄位、系統欄位、地址欄位、計算及參考欄位。這些項目無法使用「已啟用複製」核取方塊。 

 無法複製唯讀欄位。唯讀欄位指在欄位設定或欄位版面配置中設成唯讀的欄位。  

 使用者表單版面配置上無法使用的欄位無法加以複製。 

 下列附件欄位無法複製： 

 附件 

 附件：檔案名稱 

 附件：大小 (位元組) 

您可以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複製」按鈕來複製欄位。您可以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其「欄位管理」頁面「應用程式自訂」區段的「已啟用複製」核取方塊來啟用這個設定。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指定複製哪些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已啟用複製設定 (頁數 114)。  

必要欄位 
在很多情況下，您可能必須定義欄位。例如，您的公司可能會要求每個服務要求都必須追蹤服務要求原因的相關資訊。在此情況

下，您要將服務要求的「原因」欄位指定為必要欄位。接著，當您建立或更新記錄並加以儲存時，應用程式會驗證「原因」欄位

「非 NULL」。  

當您將欄位指定為「必要」時，驗證會透過所有介面 (包括使用者介面、Web Services 和資料匯入) 強制執行。  

在「欄位編輯」頁面中指定為必要的欄位，對於所有使用者而言都是必要欄位，不管使用者的角色為何。如果您只需要為特定角

色將欄位變成必要，您可以透過編輯已經不是必要欄位之欄位的適當頁面版面配置來進行。如需有關編輯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條件式必要欄位 
您可以將欄位設為條件式必要欄位，亦即該欄位在預設上並非必要，而是在符合所定義的條件時才會變成必要。如需相關資訊，

請參閱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頁數 103)。  

唯讀欄位 
以下為您可能要將欄位定義為唯讀的情況： 

 來自外部來源的欄位：例如，如果您的公司在外部系統中追蹤客戶的信用評等，您可能想要透過夜間匯入定期更新信用評等

，但是只想要讓欄位在 UI 中是唯讀的。 

 將現有的欄位移到自訂索引欄位：如果您想要將其中一個索引自訂欄位用於現有的自訂欄位，您可以指定使用者在您將資料

移到新的索引欄位時，對於舊欄位只有唯讀存取權。此欄位定義會避免資料無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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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某些系統欄位一律為唯讀，且只能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進行更新。一律為唯讀之欄位的範例有「已建立」欄位與「已建立：日期」欄位，許多記錄類型上均有此兩者。 

自訂欄位驗證規則 
您可以使用 Oracle On Demand Expression Builder (Expression Builder) 
來建立自訂欄位驗證規則的運算式。您可以按一下「欄位驗證」欄位旁的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供您輸入運算式。如需有關可用於運算式之語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以下為您可能要定義自訂欄位驗證規則的情況： 

 強制執行企業原則。例如，如果您的公司有一個企業原則，說明 MDF 
的有效期不得超過一年，您可以在「結束日期」欄位上定義一個驗證規則，以確保欄位值絕不會超過「開始日期」後的一年
。 

另一個範例是，您的公司可能會有一個企業原則，如果失去預期收益為 $100,000 
以上的機會，則必須追蹤失去的原因。在此情況下，您可對「狀態」欄位設定驗證規則，以在使用者嘗試儲存「狀態」

欄位設為「喪失」的機會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判斷預期收益是否為 $100,000 
以上，且「得失原因」欄位是否空白。此外，您還可設定當驗證失敗時顯示的訊息。在此情況下，訊息會警告使用者應

先選取「得失原因」欄位值，再儲存記錄。 

備註：若您希望商務程序的「得失原因」欄位僅在特定情況才成為必要，可選擇將「得失原因」欄位設為條件式必要欄

位。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頁數 103)。 

 強制執行資料格式。例如，如果您的公司針對歐洲客戶使用加值稅 (VAT) 編號，您可以根據客戶的帳單地址，指定正確 
VAT 格式的驗證。另一個範例是，您可能要指定特定自訂欄位的值長度不超過或不少於四位數。 

欄位的驗證運算式會每次欄位於全新或現有記錄上更新時，進行評估。不過，不會於下列情況下評估驗證運算式： 

 欄位會在建立或修改記錄時保留空白。欄位驗證不會強制要求值。  

 欄位具有預先存在的值 (可能有效或無效)，而該值在更新記錄時並未變更。 

如果驗證運算式沒有受到評估，或者如果驗證運算式評估為 NULL，則不會產生任何錯誤訊息。只有在驗證運算式失敗 
(亦即，運算式評估為 FALSE) 時，才會產生錯誤訊息。 

欄位驗證運算式會假設第一個參數為欄位名稱本身。例如，如果您在「金額」欄位上放置一個簡單的欄位驗證運算式來指定該值
必須大於 1000，輸入 >1000 已經足夠。您不需要輸入 
[<Amount>]>1000。如需有關較複雜的運算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指定欄位驗證規則的限制 
您無法針對以下類型的欄位指定欄位驗證規則：  

 系統欄位 

 內部計算欄位  

 RowID 和 ID 欄位 

備註：請記住，Row_ID 是內部系統欄位。根據作業轉換 (例如在記錄建立期間) 
而定，這個欄位不保證一定維持靜態狀態。這個欄位可以不同於 ExternalSystemID 或 IntegrationID。 

 相關欄位 

 複選清單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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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者屬性」設定為排除它們的欄位。這些欄位會以例外狀況為基礎來設定，以防在應用程式程式碼中破壞現有的企業邏

輯。 

 Web 連結 

 串連的欄位 

 下列附件欄位： 

 附件 

 附件：檔案名稱 

 附件：大小 (位元組) 

關於定義預設欄位值 
當您建立自訂欄位或編輯欄位定義時，可以在「欄位編輯」頁面的「預設值」欄位中，指定欄位的預設值。   

指定欄位的預設值在需要下列項目時相當實用： 

 欄位的常數值。例如，建立新記錄時，您可能會想要讓「客戶類型」欄位擁有「客戶」這個預設值。 

 以公式為基礎的值做為預設值。例如，您可能想要讓「資金申請」之「到期日」欄位的預設值採用「建立日期」欄位值後的 
6 個月做為預設值。 

 產生欄位的唯一值。例如，您可能想要指定一個運算式來產生唯一的數字，做為「支出報告」欄位的 
ID(此欄位也是唯讀的)。 

 角色專用的預設值。例如，在多數服務要求 (SR) 都是由顧客服務代表 (CSR) 
建立的公司中，預設可能會檢查「重新指派標記」欄位，因此諸如銷售代表開啟 SR 
時，它會根據預先定義的指派規則，遞送到正確的 CSR。 

備註：這些多數都只有在您的角色包括「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有可能。 

欄位有兩種預設值： 

 預填預設值。此欄位會在使用者建立新記錄時，利用指定的值預先填入。使用者可以覆寫預設值或接受預設值。 

 公佈預設值。此欄位不會在使用者建立新記錄時，利用指定的值預先填入，但是此欄位會在儲存記錄時，採用指定的預設值
，前提是： 

 使用者將欄位留空、  

 欄位從版面配置隱藏 

 整合工具尚未提供值 

「預填預設值」是欄位值的預設類型。您可以在「欄位編輯」頁面中選取該名稱的核取方塊來指定「後預設」。   

預設欄位值僅適用於新記錄，而不適用於記錄更新。 

如果您針對已經擁有系統指定預設值的欄位指定預設值，您的值將優先於您公司的值。此規則的例外是「機會」記錄的「收益」
欄位。您為此欄位所指定的任何預設值或預設後值都會被忽略，因為此欄位會用於根據機會收益產生預測。 

您無法設定這些欄位類型的預設值：  

 系統欄位 

 內部計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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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ID 和 ID 欄位 

備註：請記住，Row_ID 是內部系統欄位。根據作業轉換 (例如在記錄建立期間) 
而定，這個欄位不保證一定維持靜態狀態。這個欄位可以不同於 ExternalSystemID 或 IntegrationID。 

 相關欄位 

 複選清單欄位 

 「使用者屬性」設定為排除它們的欄位。這些欄位會以例外狀況為基礎來設定，以防在應用程式程式碼中破壞現有的企業邏

輯 

 Web 連結 

 串連的欄位 

 核取方塊 (公佈預設值) 

 下列附件欄位： 

 附件 

 附件：檔案名稱 

 附件：大小 (位元組) 

下表顯示您可以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各種欄位類型指定的預設值。 

欄位類型 有效預設值 

核取方塊 如果應該核取此核取方塊，且布林值是 True 時，為 Y。 

如果應該取消核取此核取方塊，且布林值為 False 時，為 N。 

空白表示核取方塊中未定義值，即使其顯示為未核取。 

備註：您無法為核取方塊欄位選取「公佈預設值」。 

幣別 最多 15 個數字的有效數值。 

日期 Today + number，其中 number 
代表特定天數。預設日期會被計算為今天的日期加上輸入的數字。例如，如果

今天是 2008 年 1 月 1 日，而且您輸入 Today + 7，則預設值會設定為 
2008 年 1 月 8 日。   

日期/時間 至於「日期」欄位類型，但是除了開啟新記錄時的時間之外，也會顯示出來。 

整數 從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間的有效數值。 

複選清單 您無法定義複選清單的預設值。 

附註 最多 16350 個字元的文字值。 

數字 從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間的有效數值。 

百分比 從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間的有效數值。 

電話 有效的電話號碼。 

選擇清單 所選取的選擇清單值將是欄位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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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類型 有效預設值 

文字 (長) 最多 255 個字元的文字值。 

文字 (短) 最多 40 
個字元的文字值，用於自訂欄位與多數預先設定的欄位。然而，某些預先設定
的欄位可讓您輸入超過 40 個字元。例如，「客戶」記錄類型的名稱可以超過 
40 個字元，因此「預設」欄位的值長度並未限制為 40 個字元。 

文字 (短 - 
可遮罩) 

最多 40 
個字元的文字值，其中部分資料會隱藏起來不讓某些使用者檢視。例如，若可
遮罩欄位包含值 4558785236，則使用者會看到 
XXXX5236。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檢視遮罩資料」權限，才能看到可遮罩欄

位中的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可遮罩欄位。 

Web 連結 有效 URL。不允許運算式與驗證。可透過「Web 
連結」編輯頁面設定預設值。  

「顯示文字」欄位最多可包含 250 個字元。URL 欄位最多可包含 8000 
個字元。瀏覽器具有不同的 URL 長度上限。如果您指定過長的 
URL，它可能無法如預期方式運作。如果您要使用參數替代，URL 
長度將會變更。 

備註：如果您建立運算式來設定預設值，則運算式的結果絕對不能超過允許的欄位字元數上限。此外，傳遞至 Expression 
Builder 中函數的任何字串或數值文字，絕對不能超過 75 個字元。如需有關使用「運算式產生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此外： 

 對於包含選擇清單在內的所有欄位類型，您可以輸入常數值。例如： 

Status (Task) = 'Not Started' 

 對於「日期」欄位，您可以指定從今天日期開始的天數。例如： 

Due Date (Fund Request) = Today() + 180 

 對於「負責人」欄位，您可以指定 <record creator> (變數) 或特定的使用者。 

不支援查尋。您必須直接輸入欄位。 

您也可以對預設欄位值建立複雜的運算式。您可以在「預設值」欄位直接輸入運算式，也可以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供您輸入運算式。如需有關可用於運算式之語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若要使用欄位管理中的 Expression 
Builder，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具有「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可為自己的角色與其他角色啟用這項
權限。 
 

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配置 
從 20 版開始，Oracle CRM On Demand 
為大部份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提供三種記錄所有權模式：使用者模式、工作簿模式及混合模式。對於建立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19 
版或更早版本的現有公司，使用者模式為記錄類型的預設記錄所有權模式，而該記錄類型支援三種記錄所有權模式，但預設以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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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模式設定的「服務要求」記錄類型除外。對新公司而言，混合模式為記錄類型的預設記錄所有權模式，而該記錄類型支援三種

記錄所有權模式。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 

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是由記錄類型上的「負責人」欄位與「工作簿」欄位的組態來決定，且記錄類型的頁面配置必須反映

記錄所有權模式。下列表格顯示每個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負責人」欄位與「工作簿」欄位的組態。如需有關設定欄位的資訊，請

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記錄所有權模式 負責人欄位

設為必要 
工作簿欄位設為必

要 
其他組態詳細資料 

使用者模式 是 否 無。 

工作簿模式 否 是 (選擇性) 
將「負責人」欄位設為「唯讀」。 

混合模式 否 否 無。 

下列表格顯示每個記錄所有權模式的頁面配置資訊。如需有關自訂頁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配置 (請參閱 "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面配置組態 

使用者模式 「負責人」欄位必須顯示，且必須是記錄類型所使用的

每個「詳細資料」頁面配置上的必要欄位。 

若「工作簿」欄位在「詳細資料」頁面配置上顯示，則

其不得為必要欄位。 

工作簿模式 「工作簿」欄位必須顯示，且必須是記錄類型所使用的

每個「詳細資料」頁面配置上的必要欄位。 

若「負責人」欄位在「詳細資料」頁面配置上顯示，則

其不得為必要欄位。 

混合模式 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可選擇性包含「負責人」

欄位或「工作簿」欄位，或者兩者皆是。「負責人」欄

位與「工作簿」欄位不得為是頁面配置上的必要欄位。 

附註：即使記錄類型已設定為混合模式，在記錄類型的

頁面版面配置上，仍能將「負責人」欄位或「工作簿」

欄位指定為必要欄位。若「負責人」欄位為必要，則依

預設，「負責人」欄位會在使用者開啟新記錄頁面時留
空，但使用者須在儲存記錄前選取記錄負責人。「工作

簿」欄位會顯示記錄負責人的使用者工作簿名稱。若頁

面版面配置上的「工作簿」欄位為必要，則使用者必須

在儲存記錄前選取主要自訂工作簿。但若您想讓記錄類

型完全處於混合模式，就不要在記錄類型的任何頁面版

面配置上，將「負責人」欄位或「工作簿」欄位指定為

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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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訂欄位 
Oracle CRM On Demand 提供大部分組織都需要的預設欄位，但是您可能會發現到，現有記錄中的一些欄位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中並沒有對應欄位。在此情況下，您可以建立稱為自訂欄位的新欄位，以支援您公司的獨特需求。若您要將現有記錄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可能就需要建立這種新欄位。 

自訂欄位： 

 可以用在指派規則、報表、篩選清單和目標搜尋中 

備註：基於效能考量，有些自訂欄位無法用於排序清單。Web 
連結與串接欄位無法用於指派規則、報告與目標搜尋中。可遮罩欄位無法用於指派規則、報表或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運算式。如需在報表中使用自訂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分析中的限制。 

 無法刪除 

 在明確將其新增至自訂頁面版面配置之前都無法檢視 

 不是從一個記錄類型繼承到另一個 

例如，您為潛在客戶新增的自訂欄位不會在潛在客戶轉換成機會時，自動帶到機會上。  

如果您要在潛在客戶轉換成機會、客戶或聯絡人時，同時轉移潛在客戶記錄的自訂欄位，則這些自訂欄位必須進行對應

。 

 其他使用者在再度登入之前，無法檢視這些欄位 

 可以由 Web 連結、串連的欄位、Web 服務和其他整合技術參考 

下表說明您可以新增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欄位數。除了這些欄位，您也可使用特定記錄類型的最佳化欄位。這些最佳化欄位會列在下方的個別表格中。資料是與大部分

記錄類型的可用欄位相關，亦即，您可以為客戶新增 100 個新選擇清單欄位、為聯絡人新增 100 個、為機會新增 100 
個，依此類推。選擇清單中有效值 (有效或停用者皆計入) 的數目上限是 1000。  

您可以為聯絡人、服務要求、機會及自訂物件 01-40 的記錄類型建立「附註」欄位。您可以為每個記錄類型，最多建立 3 
個自訂「附註」欄位。您也可以為客戶、聯絡人、投資組合、財務帳戶及家庭等記錄類型，建立可遮罩欄位。您可以為每個記錄

類型，最多建立 5 個可遮罩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可遮罩欄位。  

備註：「自訂物件」記錄類型會支援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您建立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會基於該記錄類型的相關欄位類型欄位總

數來進行計算。例如，若您在「自訂物件 
01」記錄類型中建立「整數」欄位類型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則該欄位為您能夠為「自訂物件 01」記錄類型所建立的 35 
個「整數」欄位類型的欄位之一。如需有關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及如何建立這些欄位的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1)與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記錄類型 核取方塊 幣別 日期 日期/時間 整數 多選式選擇清單 

客戶 35 80 25 35 35 10 

客戶聯絡人 35 25 25 35 35 0 

客戶團隊 0 0 0 0 0 0 

業務計畫團隊 0 0 0 0 0 0 

聯絡人 35 25 25 35 3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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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核取方塊 幣別 日期 日期/時間 整數 多選式選擇清單 

聯絡人團隊 0 0 0 0 0 0 

潛在客戶 35 25 25 35 35 10 

潛在客戶團隊 0 0 0 0 0 0 

機會 35 25 25 35 35 10 

機會團隊 0 0 0 0 0 0 

活動 35 25 25 35 35 10 

宣傳活動 35 25 25 35 35 0 

解決方案 35 25 25 35 35 0 

事件 35 25 25 35 35 0 

家庭 35 25 25 35 35 0 

資金 35 25 25 35 35 0 

投資組合 35 25 25 35 35 0 

車輛 35 25 25 35 35 0 

服務要求 35 25 25 35 35 10 

服務要求團隊 0 0 0 0 0 0 

方案 35 35 25 35 35 0 

自訂物件 01 35 25 25 35 35 10 

自訂物件 02 35 25 25 35 35 10 

自訂物件 03 35 25 25 35 35 0 

經銷商 35 25 25 35 35 10 

產品 35 25 25 35 35 0 

資產 35 25 25 35 35 0 

資金要求 35 25 25 35 35 0 

MDF 要求 35 25 25 35 35 0 

合作夥伴 70 50 60 50 70 10 

收益 35 25 25 35 35 0 

SP 要求 35 25 25 35 35 0 

使用者 35 25 25 35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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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核取方塊 幣別 日期 日期/時間 整數 多選式選擇清單 

交易註冊 35 25 25 35 35 0 

交易註冊收益產品
  

35 25 25 35 35 0 

課程 35 25 25 35 35 0 

測驗 35 25 25 35 35 0 

認證 35 25 25 35 35 0 

鑑定 35 25 25 35 35 0 

自訂物件 04 
及以上 

35 25 25 35 35 0 

不在此表格中所列

的特定產業記錄類
型 

35 25 25 35 35 0 

聯絡人關係 35 25 25 35 35 0 

受邀者 35 25 25 35 35 0 

 

記錄類型 數字 百分比 電話 選擇清單 文字 
(長)  

文字 (短)  Web 連結加上 
串連的欄位 

客戶 33 30 20 100 30 70 100 

客戶聯絡人 63 0 20 100 30 60 100 

客戶團隊 0 0 0 0 0 0 20 

業務計畫團隊 0 0 0 0 0 0 20 

聯絡人 33 30 20 100 30 70 100 

聯絡人團隊 0 0 0 0 0 0 20 

潛在客戶 33 30 20 100 30 70 100 

潛在客戶團隊 0 0 0 0 0 0 20 

機會 33 30 20 100 30 70 100 

活動 33 30 20 100 30 45 100 



應用程式自訂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99 

 

記錄類型 數字 百分比 電話 選擇清單 文字 
(長)  

文字 (短)  Web 連結加上 
串連的欄位 

宣傳活動 35 30 20 100 30 70 100 

解決方案 33 30 20 100 30 46 100 

事件 33 30 20 100 30 70 100 

家庭 35 30 20 100 30 70 100 

資金 33 30 10 100 30 45 100 

MDF 要求 35 30 20 100 30 60 100 

投資組合 33 30 20 100 30 70 100 

車輛 35 30 20 100 30 60 100 

服務要求 33 30 20 100 30 45 100 

服務要求團隊 0 0 0 0 0 0 20 

SP 要求 35 30 20 100 30 60 100 

方案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自訂物件 01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自訂物件 02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自訂物件 03 35 30 20 100 30 60 100 

經銷商 35 30 20 100 30 60 100 

產品 33 30 10 100 30 45 100 

資產 33 30 20 100 30 70 100 

資金要求 33 30 20 100 30 70 100 

合作夥伴 68 60 30 200 60 105 100 

收益 33 30 20 100 30 45 100 

使用者 35 30 20 100 30 60 100 

交易註冊 35 30 20 100 30 60 100 

交易註冊收益產品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課程 35 30 20 100 30 60 100 

測驗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認證 35 30 20 100 30 60 100 

鑑定 35 30 20 100 30 6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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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數字 百分比 電話 選擇清單 文字 
(長)  

文字 (短)  Web 連結加上 
串連的欄位 

自訂物件 04 
及以上  

35 30 20 100 30 60 100 

不在此表格中所列

的特定產業記錄類
型 

35 30 20 100 30 60 100 

聯絡人關係 35 30 20 100 30 60 100 

受邀者 35 30 20 100 30 60 98 

除了以上提供的欄位，下列表格會顯示下列記錄類型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用的其他最佳化欄位。如需有關最佳化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記錄類型 核取方塊 幣別 日期 日期/時間 整數 多選式選擇清單 

客戶 5 25 25 0 25 0 

客戶團隊 35 25 25 25 35 0 

活動 5 25 25 0 25 0 

評估 5 5 5 0 5 0 

業務計畫團隊 35 25 25 25 35 0 

宣傳活動 5 5 5 0 5 0 

聯絡人 5 25 25 0 25 0 

聯絡人團隊 35 25 25 25 35 0 

自訂物件 1-40 5 5 5 0 5 0 

事業群 35 25 25 35 35 0 

潛在客戶 5 5 5 0 5 0 

潛在客戶團隊 35 25 25 25 35 0 

機會 5 25 25 0 25 0 

機會團隊 35 25 25 25 35 0 

產品 5 5 5 0 5 0 

產品適應症 35 25 25 35 35 0 

收益 5 5 5 0 5 0 

服務要求 5 25 25 0 25 0 

服務要求團隊 35 25 25 25 3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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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數字 百分比 電話 選擇清單 文字 
(長)  

文字 (短)  Web 連結/ 
串連的欄位 

  

客戶 25 0 0 25 25 25 0 

客戶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活動 25 0 0 25 25 25 0 

評估 5 0 0 5 5 5 0 

業務計畫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宣傳活動 5 0 0 5 5 5 0 

聯絡人 25 0 0 25 25 25 0 

聯絡人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自訂物件 1-40 5 0 0 5 5 5 0 

事業群 35 30 20 100 30 60 0 

潛在客戶 5 0 0 5 5 5 0 

潛在客戶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機會 25 0 0 25 25 25 0 

機會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產品 5 0 0 5 5 5 0 

產品適應症 35 30 20 100 30 60 0 

收益 5 0 0 5 5 5 0 

服務要求 25 0 0 25 25 25 0 

服務要求團隊 35 25 25 50 25 50 0 

 

 

 
 

管理過時的自訂欄位 
您無法刪除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未使用的自訂欄位，不過可執行下列作業： 

 改變自訂欄位用途 

 藉由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區域中移除所用的自訂欄位來加以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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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自訂欄位標示為未使用 

改變自訂欄位用途 
您可以藉由重新命名「欄位設定」中的欄位來改變自訂欄位的用途。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必須為您的角色選取「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改變自訂欄位用途 

1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a 透過「批次刪除」或使用 Web 服務，刪除所有內含過時欄位的舊資料。 

b 使用「匯入助理」，將自訂欄位設成 Null 值。 

2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4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5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6 找出您要編輯的自訂欄位，然後按一下「編輯」。 

7 重新命名自訂欄位。 

如需編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8 檢閱與更新有自訂欄位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區域，例如頁面版面配置、搜尋版面配置、工作流程等等。 

隱藏自訂欄位 
若改變過時自訂欄位用途的業務需求，您可從頁面版面配置、搜尋版面配置、工作流程等 Oracle CRM On Demand 
區域中移除自訂欄位，藉此對一般使用者隱藏該欄位。 

將自訂欄位標示為未使用 
您可以編輯自訂欄位名稱，以包含「未使用」等字詞。例如，若自訂欄位名稱為「聯絡人編號」，您可將其重新命名為「聯絡人

編號 – 未使用」。這表示該自訂欄位不再是使用中的欄位。   

將自訂欄位標示為未使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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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找出您要編輯的自訂欄位，然後按一下「編輯」。 

6 編輯自訂欄位以表示該欄位並未使用。 

如需編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7 檢閱與更新有自訂欄位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區域，例如頁面版面配置、搜尋版面配置、工作流程等等。 

 
 

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您可以設定欄位，使該欄位在預設上並非必要，而是在符合所定義的條件時才會變成必要。依此方式設定的欄位即稱為條件式必

要欄位。例如，您可能會決定當使用者將機會狀態設成「喪失」時，必須先選取「得失原因」欄位值，才能儲存記錄。若要實作

這項程序，您可以在欄位管理中為「得失原因」欄位輸入下列條件： 

[{Status}]=LookupValue("OPTY_STATUS", "Lost") 

依此方式設定欄位後，如果使用者為機會選取「喪失」狀態，則除非在「得失原因」欄位中選取一個值，否則將無法儲存機會。
此時欄位旁邊會出現紅色星號 (*)，且如果欄位顯示標籤，將會以紅色文字顯示。  

設定條件式必要欄位時，請注意下列要點： 

 您必須確定條件式必要欄位是顯示在相關頁面版面配置上。否則，當欄位成為必要時，使用者將無法輸入欄位值。同理，建
議最好在「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為條件式必要欄位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讓使用者無法從頁面版面

配置中移除該欄位。如果部分使用者已將頁面版面配置個人化，則在您設定條件式必要欄位之後，可能需將個人化的頁面版

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如果想讓條件式必要欄位成為特定角色的必要欄位，您可以在用於該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中將欄位設為必要。只要是使用該

頁面版面配置，此欄位均為必要欄位，即便不符合在欄位層次為該欄位所定義的條件亦無影響。若是使用其他頁面版面配置

，該欄位僅在符合條件時方為必要欄位。 

下表說明在欄位管理中以及「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讓欄位成為必要或條件式必要的設定方式。 

欄位管理中的必要核

取方塊 
欄位管理中的條件

式必要欄位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的

必要核取方塊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的條

件式必要核取方塊 
結果  

已選取 空白 已選取且唯讀 未選取且唯讀 一律為必要欄位。 

未選取 包含運算式 未選取且可編輯 已選取且唯讀 

備註：如果在「頁面版面

配置精靈」中勾選「必要

」核取方塊，則會自動清

除「條件式必要」核取方

塊。 

除非在「頁面版面配置精

靈」中勾選「必要」核取

方塊，否則欄位僅在符合

指定給欄位的條件時才為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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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管理中的必要核

取方塊 
欄位管理中的條件

式必要欄位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的

必要核取方塊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的條

件式必要核取方塊 
結果  

未選取 空白 未選取且可編輯 未選取且唯讀 如果在「頁面版面配置精

靈」中勾選「必要」核取

方塊，則欄位在使用該頁

面版面配置的所有情況中

均為必要。否則，欄位為

非必要。 

條件式必要欄位的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適用下列限制，可供您用於為條件式必要欄位建立的條件： 

 函數。僅支援下列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FieldValue (頁數 749) 

 FindNoneOf (頁數 750) 

 FindOneOf (頁數 751) 

 IfNull (頁數 752) 

 IIf (頁數 753) 

 InStr (頁數 754) 

 Left (頁數 762) 

 Len (頁數 763) 

 LN (頁數 764) 

 LookupName (頁數 766) 

 LookupValue (頁數 767) 

 Mid (頁數 769) 

 Right (頁數 773) 

 資料類型。您無法在條件式必要欄位的運算式中使用欄位類型為「日期」或「日期時間」的欄位。您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支援的所有其他欄位類型。 

 運算子。不適用任何限制。 

如需有關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編輯條件式必要欄位時的限制 
編輯條件式必要欄位時，管理員與使用者必須考量下列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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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件式必要欄位上的運算式可包含來自相關聯記錄的欄位。例如，您可以在「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中，設置僅在特定客戶

關聯至聯絡人記錄時才需要的欄位。運算式可包含客戶的 ID 欄位或名稱欄位，如下列範例所示：  

[{Account Id}]="1QA2-1IRPI7"  

[{Primary Account Name}]="ACME Computer Parts"  

當您執行 Web 服務或 REST API 
呼叫來更新記錄，且要求中包含關聯時，為確保條件式必要欄位中的運算式會正確進行評估，則要求必須包含來自相關

聯記錄的正確欄位。在聯絡人範例中，取決於條件式必要欄位的設定方式，要求中必須包含 ID 
或名稱欄位。或者，要求可同時包含 ID 欄位與名稱欄位。 

 條件式必要欄位的運算式可評估當更新兩筆記錄間的關聯時即會自動進行更新的唯讀欄位，如聯絡人記錄的「客戶地點」欄

位。不過，此種組態在下列情況中並不會正確運作： 

 若條件式必要欄位目前並非必要 
(亦即，欄位的運算式會評估成偽)，而記錄是在內嵌於記錄「詳細資料」頁面時進行編輯，且更新導致條件式必要欄位

的運算式評估為真。在此情況下，條件式必要欄位會繼續保持非必要。  

 若條件式必要欄位目前為必要 
(亦即，欄位的運算式會評估為真)，而記錄是在記錄「編輯」頁面中進行編輯，且更新導致條件式必要欄位的運算式評

估成偽。在此情況下，條件式必要欄位會繼續保持為必要。 

 條件式必要欄位可以使用會評估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運算式。不過，當更新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來源欄位時，系統會先出現

極短暫的延遲後，才更新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值。  

因此，若條件式必要欄位的運算式在評估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時，當系統更新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來源欄位後，可能不會

立即正確評估運算式。 
 

建立與編輯欄位 
您可從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存取記錄類型，在該記錄類型的「欄位編輯」頁面中，您可建立自訂欄位與編輯現有的欄位定義

。記錄類型「欄位」頁面會顯示每個欄位的顯示名稱、欄位類型、欄位是否為必要及欄位是否可啟用複製功能。 

若您的角色包含「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與「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標記」權限，則「HTML 
欄位標記」資料欄也會顯示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上。此資料欄會顯示欄位名稱，而該名稱會在執行欄位作業的自訂 
JavaScript 程式碼中使用。如需有關開發這類自訂程式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JavaScript API 
Developer’s Guide。   

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的「整合標記 Web 服務 2.0 版」資料欄會顯示每個欄位的整合標記。這些為 Web 服務 2.0 版的 WSDL 
檔案中使用的欄位名稱。如需有關 WSDL 檔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載 WSDL 與結構描述檔案 (請參閱 "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頁數 683)。 

備註：針對「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與特定其他記錄類型，您可以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對於這些記錄類型，下列欄位可在「

欄位編輯」頁面中使用：相關資訊、相關記錄類型及相關欄位。這些「欄位編輯」頁面中的欄位只能用來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在您選取「相關資訊」核取方塊後，大部分「欄位編輯」頁面中的其他欄位都會變成唯讀欄位。如需有關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及

如何建立這些欄位的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1)與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自訂欄位和編輯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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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在「欄位」頁面上：  

 如果您要建立自訂欄位，請按一下「新建欄位」。 

 若要編輯欄位的定義，請按一下該欄位的「編輯」連結。 

備註：若您已編輯標準欄位且想要將所有編輯過的值重設為預設設定值，請按一下「儲存」與「取消」按鈕旁的「預設
」按鈕。 

6 在「欄位編輯」頁面上，輸入「顯示名稱」。 

這個顯示名稱即為欄位的標籤。 

7 如果您要建立欄位，請在「欄位編輯」頁面上，選取「欄位類型」。 

注意： 儲存自訂欄位後，無法變更「欄位類型」。 

下列規則適用於自訂欄位，不過這些規則可能與適用於相同欄位類型之預設欄位的規則不同：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附註 

核取方塊 N/A 備註：使用者不一定要選取標示為「必要」之核取方塊類型的欄

位。如果您要讓核取方塊欄位有 True 值 
(即您要選取核取方塊)，則必須在核取方塊欄位上使用欄位驗證

規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日期 25  

日期/時間 25  

整數 10 整數值範圍從 - 2147483647 到 2147483647 的整數。 

複選清單  您無法定義複選清單的預設值。 

 

數字 10 值範圍從 -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的數字。 

電話 35  

選擇清單 30 選擇清單最多可定義 1000 個值。但其中只有 300 
個值可在使用者介面中使用。根據選擇清單值的數量乘以在公司
層級中的有效語言數，便可計算出在執行時間擷取的選擇清單值
集總計。此數目絕不能超過 10000。例如，若有 900 
個值清單與 12 個有效語言，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就無法存取此選擇清單，因為擷取值的合併清單數為 
10800，已超過 10000。 

雖然選擇清單值的長度上限為 30 個字元，但只有前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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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附註 

個字元會用來判斷所輸入的值是否為現有值的重複項目。 

備註：定義選擇清單值時，每個語言的選擇清單順序是獨立的。
亦即，您為一個語言定義選擇清單值的順序時，若將該選擇清單
翻譯為其他語言，此順序並不會自動複製。如果您要讓選擇清單
值的順序在所有語言間保持一致，則必須手動為所有翻譯設定正
確的順序。 

文字 (長) 255 「文字」欄位會使用單行文字欄位。 

文字 (短) 40 「文字」欄位會使用單行文字欄位。不過，不同的欄位所使用的

長度也不同。  

文字 (短 - 可遮罩) 40 可遮罩欄位可讓您對某些使用者隱藏特定記錄類型的部分資料。

例如，若可遮罩欄位包含值 4558785236，則使用者會看到 
XXXX5236。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可遮罩欄位。 

Web 連結 N/A 「Web 
連結」自訂欄位可讓您在版面配置中建立區分內容的超連結。 
 

「顯示文字」欄位最多可包含 250 個字元。URL 
欄位最多可包含 8000 個字元。瀏覽器具有不同的 URL 
長度上限。如果您指定過長的 
URL，它可能無法如預期方式運作。如果您要使用參數替代，UR
L 長度將會變更。 

您可建立的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合併總計，會隨記錄類型而異，但對於某些記

錄類型，合併總計為 100 個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欄位 (頁數 96)。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串連的欄位 N/A 串連的欄位可以顯示多個欄位中的值，還可以顯示額外文字。 

您可建立的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合併總計，會隨記錄類型而異，但對於某些記

錄類型，合併總計為 100 個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欄位 (頁數 96)。  

您可以設定大部分記錄類型的串連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設定串連的欄位 (頁數 126)。  

8 (選擇性) 若要指出欄位名稱需要翻譯成已為貴公司啟動的其他語言，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9 按一下「儲存」。 

10 在「其他屬性」區段中，視需要完成下列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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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必要 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即可讓此欄位成為建立或更新記錄時的必要欄位。例如，您

可以要求所有使用者在加入新的聯絡人時填入「客戶」欄位。  

備註：使用者不一定要選取標示為「必要」之核取方塊類型的欄位。如果您要讓

核取方塊欄位有 True 值 
(即您要選取核取方塊)，則必須在核取方塊欄位上使用欄位驗證規則。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條件式必要 如果想讓欄位只在符合所定義的條件時才成為必要，則直接輸入該條件的運算式

，或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 

備註：在欄位管理中，可將欄位設為必要或條件式必要，但兩者不得並存。因此

，如已勾選「必要」核取方塊，則不能在「條件式必要」欄位中輸入運算式。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適用某些限制，可供您用於條件式必要欄位的條件。如需條件式必要欄位的

相關資訊，以及適用於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的限制，請參閱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頁數 103)。  

預設值 直接輸入值或運算式，或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 

唯有在您的角色具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可新增複雜運算式。這個欄位

可包含最多 1024 
個字元的運算式。如果您建立運算式來設定預設值，則運算式的結果絕對不能超
過允許的欄位字元數上限。此外，傳遞至 Expression Builder 
中函數的任何字串或數值文字，絕對不能超過 75 個字元。 

如果您直接在此欄位中輸入預設值，則預設值的字元數絕對不能超過該欄位類型
允許的字元數上限。對於數字類型的欄位，此值必須在該欄位值的範圍內。 

如需設定預設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如需可用於運算式之語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備註：若您對可遮罩欄位指定預設值，即使使用者角色並不具備「檢視遮罩資料
」權限，使用者建立新記錄時，完整預設值仍會顯示於欄位中。 

唯讀 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即可讓此欄位成為唯讀欄位。 

複製已啟用 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可以允許在使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複製記錄」按鈕複

製記錄類型時，同時複製這個欄位。 

最佳化 當您選取該記錄類型可用之最佳化欄位的欄位類型，此核取方塊便會自動啟用。
可用的最佳化欄位剩餘數會顯示在「最佳化」核取方塊的右邊。如果您需要最佳
化的欄位版本，您必須選取「最佳化」核取方塊。  

備註：選取欄位的「最佳化」核取方塊並儲存之後，您就無法在「編輯」頁面上

加以取消選取。不過，如果您想要改變欄位用途，可以重新命名欄位。 

描述 輸入有關欄位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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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公布預設值 只有當您的使用者角色含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會顯示這個欄位。 

如果您要求此欄位不要在建立新記錄時自動填入預設值，請選取這個核取方塊。
只有當使用者或整合工具沒有提供值時，系統才會在儲存記錄時設定指定的預設
值。  

備註：您無法為核取方塊欄位選取「公布預設值」。 

欄位驗證 只有當您的使用者角色含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會顯示這個欄位。 

直接輸入運算式，或者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如需有關欄位驗證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如需可用於運算式之語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欄位驗證錯誤訊

息 
只有當您的使用者角色含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會顯示這個欄位。 

輸入欄位驗證失敗時，除了標準訊息以外要顯示的自訂錯誤訊息。此訊息只能包

含字母、數字、空格、逗號、句號和破折號。 

下面會顯示錯誤訊息的顯示方式，端視您是否指定自訂錯誤訊息而定： 

如果已設定欄位驗證，而且沒有指定任何自訂訊息：針對 '[欄位]' 
所輸入的值不符合公司管理員所設定的驗證規則。驗證條件是 '[Rule]' 
(錯誤碼)。 

如果已設定欄位驗證，而且已指定自訂訊息：[自訂錯誤訊息] (錯誤碼)。 

工具提示顯示格

式 
只有當您的使用者角色含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會顯示這個欄位。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HTML 
或「純文字」，來選取顯示您工具提示的格式。此欄位的預設值為「純文字」。  

使用 HTML 格式的工具提示時，若您避免複雜的 
HTML，並減少工具提示中顯示的影像數，便會有較好的效能。不支援互動控制項

，如超連結。也建議您在使用 HTML 
格式的工具提示時使用邊框距離，以讓工具提示文字更易讀取。使用 HTML 標記 
<DIV> 時，建議您使用框線來確保 <DIV> 
標記中的內容會留在工具提示方塊中。例如： 

<div style="background-color:red;padding:3px 8px; 

border-radius:5px;"> 

此為含有邊框距離與紅色背景的工具提示訊息。 

</div> 

備註：如需有關適用於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訂程式碼的考慮事項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自訂程式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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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工具提示文字 只有當您的使用者角色含有「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會顯示這個欄位。 

輸入有關欄位功能的資訊。使用者將指標移至欄位上時，此資訊將會顯示為工具

提示。此文字欄位長度上限為 1500 個字元。  

備註：建議您審慎地使用工具提示，讓工具提示文字富含資訊且簡潔有力。 

11 按一下「儲存」。 

您所加入的新欄位就會自動使用其他啟動語言以藍色文字和方括號顯示 
(不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的設定為何)。 

12 若要手動輸入新名稱、欄位驗證錯誤訊息、描述或工具提示文字的等同翻譯，請執行下列作業： 

a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要輸入翻譯的語言。 

b 在您要翻譯的欄位名稱、欄位驗證錯誤訊息、描述或工具提示文字，按一下「編輯」連結。 

c 在「顯示名稱」、「欄位驗證錯誤訊息」、「描述」或「工具提示文字」欄位中輸入翻譯，然後按一下「儲存」。 

若您翻譯欄位名稱，則翻譯名稱會以黑色文字顯示在「顯示名稱」資料欄中。 

d 請針對每個您要輸入的翻譯語言，重複步驟 a 至 c。 

e 完成翻譯輸入後，若您要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繼續作業，請在「語言」下拉式清單中為貴公司選取預設語言。 

備註：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語言與建立自訂欄位所使用的語言不同時，若要讓自訂欄位顯示在「分析」中，您必須將自訂欄位翻譯成適用的

語言。例如，如果自訂欄位是使用英文建立的，則德文語言使用者只有在此欄位翻譯成德文時，才會在「分析」中看見

此欄位。 

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會同時覆寫所有其他語言的「顯示名稱」和「欄位驗證錯誤訊息」。  

13 如果您建立了選擇清單或複選清單： 

a 針對自訂欄位按一下「編輯選擇清單」連結。 

b 在「選擇清單值」方塊中，於不同的行輸入每個值。 

c 儲存記錄。 

d (選擇性)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選擇清單值群組，請將選擇清單值對應到選擇清單值群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選擇清單值對應
到選擇清單值群組 (請參閱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備註： 此時，您必須公開新建立的自訂欄位，這樣它們才會顯示於表單 (「編輯」、「詳細資料」及「建立」表單) 
中。預設並不會將其顯示出來。若要公開自訂欄位，請視需要建立新頁面版面配置，並確定已指派這些頁面版面配置給需要檢視

此欄位的每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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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透過使用聯合欄位，Oracle CRM On Demand 
可讓您顯示「詳細資料」頁面之指定記錄類型的一些相關記錄資訊，或第二記錄類型的記錄相關資訊清單。聯合欄位為記錄類型

欄位，使用外部索引鍵來參考其他記錄類型的欄位。例如，「自訂物件 04」可連結至「聯絡人」記錄類型，且數個「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中的聯合欄位可讓您在自訂物件 04 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聯絡人記錄資訊。在連結自訂物件 04 
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您可顯示聯絡人名字、姓氏、電子郵件地址及其他聯絡人記錄欄位。同樣地，您可在連結至其他記

錄類型之記錄的自訂物件 04 記錄清單中，顯示聯絡人記錄欄位。 

但在沒有聯合欄位的相關記錄類型中，您可能會有顯示欄位值的需求。例如，您可能想在自訂物件 04 
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相關聯絡人助理的電話號碼，但「聯絡人」記錄類型中的「助理電話號碼」欄位無法使用聯合欄

位。或者，您可能想在自訂物件 04 記錄清單的「聯絡人」記錄類型中顯示自訂欄位值，而自訂物件 04 
記錄是顯示在另一個連結記錄類型 (例如「自訂物件 05」記錄類型) 
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針對「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與特定其他記錄類型，您可以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這些欄位可讓您顯

示無法使用聯合欄位的欄位資訊。如需有關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備註： 除了 Web 
連結、串連、可遮罩及複選清單欄位之外，您可以為所有欄位類型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因為這些欄位並未在「分析」中對

應，所以您無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報表中使用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您必須改為使用原始來源欄位，「分析」中會顯示該欄位。 

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的更新值 
下列考慮事項可套用至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的更新值： 

 您儲存新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自動提交要求以初始化新欄位。初始化程序會在記錄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填入在相關記錄類型之記錄中對應欄位的值
。  

 記錄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初始化後，每當相關記錄的對應欄位值更新時，欄位中的值便會自動更新。 

 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值無法透過任何管道直接更新。 

使用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範例 
貴公司負責及管理會議中心，來提供會議設備給其他公司、政府客戶等等。您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來追蹤事件的相關資訊，並

使用另一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來追蹤有關事件使用的房間資訊。每個房間都會用於多個事件，而每個事件都可使用數個房間，因

此您需在記錄類型間建立多對多關係。若要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多對多關係，您可將第三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作為交叉表格使用，來追蹤有關每個房間預定或階段作業的資訊。然後您會

在房間與階段作業間，以及事件與階段作業間建立一對多關係，如此房間與事件之間就形成多對多關係。如需有關設定自訂物件

間的多對多關係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物件的多對多關係 (頁數 225)。 

您有兩個「房間」記錄類型的自訂欄位：房間類型與房間容納人數。您現在想在特定使用者角色的「事件詳細資料」頁面上，顯

示「階段作業」相關資訊區段的「房間類型」與「房間容納人數」欄位資訊。此組態可讓檢視「事件詳細資料」頁面的使用者查
看指派給事件的房間類型與房間容納人數。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設定此範例的「事件」與「階段作業」記錄類型。 

若要設定事件與階段作業記錄類型 

1 在「階段作業」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建立兩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來顯示「房間」記錄類型中的「房間類型

」與「房間容納人數」欄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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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提供相同名稱給「階段作業」記錄類型的新欄位，來作為「房間」記錄類型的欄位，或者您也可提供不同名稱給它

們。如需有關建立自訂欄位的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2 檢視「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頁面，來確認欄位的初始化要求已順利完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3 在「事件」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建立或編輯「階段作業」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並在「相關資訊

版面配置」精靈中，將您為「階段作業」記錄類型建立的自訂欄位從「可用」欄位區段移至「選取的欄位」區段。 

如需有關設定相關資訊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4 在「事件」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建立或編輯「事件詳細資料」頁面的版面配置，並指派您為「階段作業」

記錄類型所設定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設定頁面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5 將您為「事件」記錄類型設定的「事件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每個相關的使用者角色。 

如需有關設定角色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6 若角色尚未指派給使用者，則將角色指派給適當的使用者。 

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記錄的資訊，請參閱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為特定記錄類型的欄位，您可用其來顯示相關記錄類型的欄位值。您可將您建立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新增至頁
面版面配置，以及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針對「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與特定其他記錄類型，您可以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如需
如何使用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範例，請參閱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1)。  

下列記錄類型支援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客戶 

 客戶聯絡人 

 活動 

 宣傳活動 

 聯絡人 

 聯絡人投資組合 

 自訂物件 

 家庭聯絡人 

 受邀者 

 潛在客戶 

 機會 

 機會產品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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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夥伴 

 服務要求 

 解決方案 

 使用者 

對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您僅能在「欄位編輯」頁面中設定下列欄位：顯示名稱、相關資訊、欄位類型、相關記錄類型、工具提

示文字及相關欄位。在您選取「相關資訊」核取方塊後，所有「欄位編輯」頁面中的其他欄位都會變成唯讀欄位。 

備註：儲存自訂相關資訊欄位後，您就不能為該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更新任何「欄位編輯」頁面中的欄位。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在您開始之前： 

 在您正在建立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決定相關記錄類型欄位中，您想要顯示之欄位值的欄位類型。 

 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您要設定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記錄類型連結。 

例如，若您想在「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中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來顯示「聯絡人」記錄類型的欄位值，則按一下「自訂物件 04」。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欄位設定。 

5 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按一下「新增欄位」。 

6 在記錄類型欄位編輯頁面中，執行下列作業： 

a 在「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新欄位的名稱。 

您可能會想提供相同名稱給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來作為相關記錄類型的欄位。但您也可提供不同的名稱給欄位

。  

b 在「欄位類型」欄位中，選取您想要建立的欄位類型。 

例如，若您想要新欄位顯示相關記錄類型的數字欄位值，則選取「數字」。 

備註： 除了 Web 
連結、串連、可遮罩及複選清單欄位之外，您可以為所有欄位類型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欄位。 

c 選取相關資訊核取方塊。 

d 在「相關記錄類型」欄位中，選取相關記錄類型。 

例如，若您正在「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中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來顯示「聯絡人」記錄類型的欄位值，則選取「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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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選取欄位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後，「相關欄位」選項便可在選取的相關記錄類型中使用所有選取欄位類

型的欄位。 

e 在「相關欄位」中，選取您想要新自訂欄位顯示資訊的欄位名稱。 

f 儲存新欄位。 

7 (選擇性) 輸入新欄位名稱的翻譯，如下所示： 

a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的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選取您要輸入的轉譯語言。 

b 在您要翻譯的欄位名稱、欄位驗證錯誤訊息、描述或工具提示文字，按一下「編輯」連結。 

c 在「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翻譯，然後按一下「儲存」。 

翻譯的名稱就會以黑色文字顯示在「顯示名稱」資料欄中。 

d 請針對每個您要輸入的翻譯語言，重複步驟 a 至 c。 

e 完成翻譯輸入後，若您要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繼續作業，請在「語言」下拉式清單中為貴公司選取預設語言。 

您儲存新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自動提交要求以初始化新欄位。初始化程序會在記錄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填入在相關記錄類型之記錄中對應欄位的值。 
您可在「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頁面中檢視初始化要求狀態，如下列程序中所述。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傳送電子郵件來確認初始化處理已完成。 

檢視初始化要求狀態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 

「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頁面會與初始化處理資訊一同出現。 

您可將新欄位新增至您所建立欄位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也可新增至其他記錄類型的記錄類型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例如，若

您在顯示「聯絡人」記錄類型欄位值的「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中，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您便可將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新增至「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也可新增至其他記錄類型 (如「客戶」記錄類型、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等等) 
的「詳細資料」頁面中，用來顯示自訂物件 04 
記錄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如需使用相關資訊版面配置的自訂相關欄位範例，請參閱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1)。 
 

管理已啟用複製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大多數記錄類型均具有複製功能，也就是說，使用者可以複製他們正在使用的目前記錄。 

附註：當您使用「複製記錄」按鈕時，系統只會複製基礎記錄，而不會複製相關項目下階記錄。 

使用複製功能時會套用下列限制： 

 無法複製 Web 
連結、串連欄位、系統欄位、地址欄位、可遮罩欄位、計算及參考欄位。這些項目無法使用「已啟用複製」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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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複製唯讀欄位。唯讀欄位是在欄位設定或欄位配置中設為唯讀的欄位。 

 使用者表單版面配置上無法使用的欄位無法加以複製。 

本主題說明如何指定您可以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記錄詳細資訊頁面上的「複製」按鈕來進行複製的欄位。 

使用「複製」按鈕指定可以複製的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要啟用複製功能的記錄類型。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該記錄類型欄位的設定連結。  

特定記錄類型欄位的欄位清單隨即顯示。  

5 尋找您要編輯的欄位，並且按一下「編輯」連結。  

附註：如果您要複製關聯，您必須選取關聯選擇清單，而不是關聯 
ID。當關聯選擇清單設為「已啟用複製」時，系統就會自動複製所有與此關聯相關的欄位。 

6 勾選「已啟用複製」核取方塊。  

7 按一下「儲存」。 

這些變更會在使用者下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生效。 
 

設定自訂欄位整合標籤 
自訂欄位的整合標籤是獨立於語言之外而指派給每一個自訂欄位的符號識別碼，這些標籤是由「Web 服務」(用來產生 WSDL 
欄位) 和「Web 
連結」自訂欄位參數加以使用。這些標籤可以讓管理員為每一個自訂欄位設定有意義的整合名稱，而這個名稱是由整合元件所使

用，以便在不影響現有整合的情況下變更標籤名稱。整合標記會顯示於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的「整合標記 Web Services 
v2.0」資料欄。 

Expression Builder 
使用整合標記。因此這些標籤也會在建立工作流程規則和欄位時使用。如需有關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

規則 (頁數 378)。如需有關建立及編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及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注意： 設定整合標記之後，請勿加以變更。如果加以變更，就會冒著風險，可能失去任何參考整合標籤的技術。 

設定自訂欄位的整合標籤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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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上，按一下「管理欄位標籤」。 

6 在「管理欄位標籤」頁面上，按一下「進階」按鈕。 

7 更新整合標籤。 

附註：有一或多個記錄類型的自訂欄位時，欄位僅會顯示在「進階設定」頁面上。 

提示：  請為「整合標記」使用可輕易識別此自訂欄位的簡短描述性名稱。這個標籤是由 Web 服務、Web 
連結和其他整合技術 (Web 服務的 WSDL 檔案和 Web 連結的 URL 參數) 使用。 
 

設定 Web 連結 
Web 連結 是一個自訂欄位，使您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記錄中放置外部網站或 Web 
應用程式的超連結。您可以使用 Web 連結自訂欄位，讓使用者能夠方便地導覽至其他網頁，包括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其他頁面。您可以針對任何記錄類型建立 Web 連結自訂欄位。例如，針對客戶記錄類型定義 Web 
連結欄位，以使用來自其他應用程式的值更新客戶詳細資料。如同其他自訂欄位，您必須將「Web 
連結」欄位加入至記錄頁面版面配置，才能讓它們顯示給使用者查看。  

您可以將 Web 連結設定成僅開啟其他網站。或將 Web 連結設定成傳遞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中的特定資訊當做 
URL 中的參數。例如，您可能會建立 Web 
連結欄位，以便將客戶記錄的地址資訊傳遞至提供地址特定地圖的網站。然後，當使用者按一下客戶記錄的 Web 
連結時，就會開啟客戶地點的地圖。  

您也可以設定 Web 連結來開啟報表或儀表板。 

備註： 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您可以將 Web 連結設定成僅適用於特定情況。例如，您可以指定唯有符合特定條件時才會顯示 Web 
連結，也可設定成只在「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連結，以防止使用者從「編輯」頁面點按連結。 

備註：在轉換潛在客戶時，Web 連結欄位的內容不會被帶至新記錄。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Web 連結」欄位，您必須熟悉目標 URL 的語法。若要設定開啟報表或儀表板的 Web 
連結，該報表或儀表板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設定 Web 連結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如果不存在任何 Web 連結欄位，請依照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中的說明建立自訂 Web 連結欄位。 

6 在「欄位」頁面上，按一下自訂欄位的「編輯 Web 連結」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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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編輯 Web 連結」頁面上，完成下列適用屬性： 

a 欄位顯示名稱。這是唯讀的欄位。 

b 類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URL。若要建立連至另一 Web 頁面 (包含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另一頁面)，則選取此值。 

 報表。若要建立連至報表的 Web 連結，則選取此值。 

 儀表板。若要建立連至儀表板的 Web 連結，則選取此值。 

c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當您建立 Web 連結，此欄位便會自動顯示使用者與公司的相關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頁數 122)。 

d 記錄類型 欄位。當您建立 Web 連結，此欄位便會自動顯示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 

備註：記錄類型會參考您設定 Web 連結的記錄類型。例如，當您正在編輯聯絡人記錄的 Web 
連結，這個欄位就會顯示成「聯絡人欄位」清單。 

e 功能。 (僅限 URL Web 連結類型) 若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需要進一步編碼來正確顯示，請從選擇清單中選取「編碼 URL」。 

f 註記翻譯需求。若您要在其他啟動的語言中顯示此 Web 連結，請選取此核取方塊。 

8 請在「Windows 屬性」區段中，輸入下列屬性： 

a 對於「顯示文字」，輸入使用者會在版面配置中看見的超連結標籤 (顯示名稱)。 

範例：按一下此處顯示股票即時行情 (底線)。 

您也可以藉由將游標放置於「顯示文字」欄位，然後選取「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或「(記錄類型) 
欄位」清單，來在「顯示文字」欄位中納入上下文關聯參數。此欄位參數會放置在「顯示文字」欄位中以 
%%%fieldname%%% 表示，並將根據目前的記錄由欄位值取代。 

備註： 如果您的顯示文字過長而無法納入版面配置中，文字就會遭到截斷。此外，任何變數的資訊將會在執

行階段加入。 

b 選取您要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如何表現： 

 在目前的視窗中開啟：在目前的視窗中開啟超連結的頁面，並取代目前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階段作業。 

 在自訂 Web 頁標中開啟。在自訂 Web 頁標中開啟超連結的頁面。請從「目標自訂 Web 
頁標」清單中選取所需的 Web 頁標。 

 在新的視窗中開啟：在新的視窗中開啟超連結的頁面，並保留目前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視窗不變。若要在使用者關閉新視窗後重新整理上階視窗，請選取「上階視窗重新整理」核取方塊。 

c 針對「顯示選項」，選取「詳細資料頁面」、「編輯頁面」或「兩者」，指定只在「詳細資料」頁面、只在「編輯」頁

面或同時在「詳細資料」和「編輯」頁面上顯示 Web 連結。您可以將 Web 
連結新增至「清單」頁面與相關資訊區段。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清單存取與清單順序 (請參閱 
"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頁數 170)及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9 填入「連結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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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針對「有效的連結條件」，輸入條件運算式來控制 Web 
連結在「詳細資料」和「編輯」頁面上何時有效。您可以按一下「有效的連結條件」欄位旁的 fx 
圖示，開啟「運算式產生器」視窗輸入運算式。如需有關運算式可用語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例如，若輸入的運算式為「[收益] > 10000」，則唯有符合「收益」值大於 10000 的條件時，Web 
連結才有效。 

如果您不輸入運算式，Web 連結將始終有效。如果您輸入了運算式，在條件不符時 Web 
連結仍會顯示但不是處於有效狀態。  

b 針對「顯示連結條件」，輸入條件運算式來控制 Web 連結在「詳細資料」和「編輯」頁面上何時可見。 

例如，若輸入的運算式為「[收益] > 10000」，則唯有符合「收益」值大於 10000 的條件時，Web 
連結才會出現。 

如果您不輸入運算式，Web 連結將始終顯示。 

下列選項適用於「顯示連結條件」和「有效的連結條件」欄位中的運算式。  

 新頁面。新頁面一律不評估可見與有效條件運算式，即運算式預設為 TRUE。唯有明確地輸入運算式 FALSE 
才能停用連結。 

 編輯頁面。可見與有效條件運算式預設為 TRUE。不過，您可以使用「運算式產生器」新增運算式。 

c (僅限「報表」與「儀表板」Web 連結類型) 在「路徑」欄位中，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接著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報表或儀表板，然後按一下「確定」。「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報表

或儀表板後自動填入。 

d (僅限「報表」與「儀表板」Web 連結類型) 
若要指定會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報表的篩選，則在「參數」欄位中指定篩選。如需關於指定篩選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

於指定內嵌報表與儀表板的篩選器。 

e (僅限 URL Web 連結類型) 對於 URL，輸入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所叫用的 URL，例如 www.oracle.com。 

備註：您也可以藉由將游標放置於 URL 欄位，然後選取「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或「(記錄類型) 
欄位」清單，來納入上下文關聯參數。此欄位參數會放置在 URL 中以 %%%fieldname%%% 
表示，並將於使用者按下其值時，根據目前的記錄由欄位值取代。 

如果您沒有指定任何 URL，當使用者按一下此連結時，就會導向無效的 URL。 

每個瀏覽器都具有 URL 長度上限。如果您指定的 URL 超過此長度，則使用者按一下 Web 
連結時，可能會在瀏覽器上看見不確定的行為。請確定您指定的 URL 是有效的通用資源識別碼 
(URI)。如果其為無效，即會顯示錯誤訊息而非連結。 

備註：雖可使用 URL 將報表或儀表板嵌入 URL 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但系統並不完全支援此功能，且升級後 URL 可能無法運作。 

f (僅限 URL Web 連結類型) 對於「要求方法」，請選取您要用來傳送 Web 連結要求的方法： 

 GET。GET 要求會在要求 URL 中傳送查詢字串參數 (名稱與值的配對)。此為現有 Web 連結的預設值。 

 POST。POST 要求會在 HTTP 訊息主體中傳送查詢字串參數 (名稱與值的配對)。此為新 Web 連結的預設值。 

10 對於使用者與系統欄位，請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清單中選取選項，以將參數欄位新增至目前游標所在的 
URL、顯示文字或參數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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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使用者 ID」，就會視游標指向的位置而定，將 %%%User id%%% 插入 URL 
欄位、顯示文字欄位或參數欄位。%%%User id%%% 將在執行階段取代成登入使用者的使用者 
ID。此外，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主機名稱」，則會在游標位置插入 
%%%Hostname%%%。在執行階段，會以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取代此參數。這在包含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組態中很實用，因為從一個環境移轉至另一個環境時，不需要再手動修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主機名稱。 

11 對於記錄類型欄位，請將游標放在 URL、顯示文字或參數欄位中要加入參數的位置，再從清單中選取要加入的欄位。 

例如，如果您選取「資料列 ID」欄位，就會視游標指向的位置而定，將 %%%User id%%% 插入 URL 
欄位、顯示文字欄位或參數欄位。此參數將在執行階段取代成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備註： 斜體字記錄類型代表特定記錄類型名稱的預留位置。記錄類型是指您要加入 Web 
連結自訂欄位的記錄類型。例如，當您正在編輯聯絡人記錄的 Web 連結，這個欄位就會顯示成「聯絡人欄位」清單。 

12 按一下「儲存」。 

13 依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中的說明，將 Web 連結欄位新增至記錄類型頁面版面配置。 
 

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您可以在下列任何位置嵌入來自「分析」目錄的報表： 

 「報表」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屬於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與「首頁」。請參閱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報表 Web Applet (頁數 157)。 

 「報表」類型的全域 Web Applet，屬於「我的首頁」與「動作」列。請參閱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與建立報表 Web Applet (頁數 157)。 

 「報表」類型的「自訂 Web」頁標。請參閱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頁數 189)。 

 「報表」類型的「自訂 Web」連結。請參閱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使用「首頁自訂報表」功能的「我的首頁」與記錄類型「首頁」。請參閱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頁數 
207)與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頁數 171)。 

您可以在下列任何位置嵌入來自「分析」目錄的儀表板： 

 「儀表板」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屬於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與「首頁」。請參閱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頁數 158)。 

 「儀表板」類型的全域 Web Applet，屬於「我的首頁」與「動作」列。請參閱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與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頁數 158)。 

 「儀表板」類型的「自訂 Web」頁標。請參閱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頁數 189)。 

 「儀表板」類型的「自訂 Web」連結。請參閱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若要嵌入來自「分析」目錄的報表或儀表板，報表或儀表板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且您必須有報表或儀表板所在資料夾

的存取權。 

備註：雖可使用 URL 將報表或儀表板嵌入 URL 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但系統並不完全支援此功能，且升級後 URL 可能無法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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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指定嵌入報表與儀表板的篩選 
您可以在自訂 Web Applet 與 Web 頁標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還可設定 Web 連結欄位來開啟報表與儀表板。 

建立「報表或儀表板」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時，您可以指定將在執行時間套用的篩選。若為儀表板，您指定的篩選會套用至儀表板中的所有報表。您最多可為報表或儀

表板指定六個篩選。 

備註：您在篩選中指定的資料欄必須已包含在報表中，且必須將資料欄的篩選設為「會提示」。否則，執行報表時將不會套用您

在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中指定的篩選。 

P0 參數 
在 P0 參數中，您可在參數字串的開頭處，指定要設定的篩選數量。P0 參數的有效值為 1 到 6。P0 
參數只能在參數字串中使用一次。 

篩選參數 
每個篩選均使用三種參數：運算子、資料欄及值，且必須按此順序指定各參數。您會在參數 P1-P3 
中指定第一個篩選，然後在不同的三種參數集合中指定後續篩選，也就是 P4-P6、P7-P9、P10-P12、P13-P15 及 P16-
P18。您必須使用 & 符號來分隔參數。每個參數只能在參數字串中使用一次。 

語法 
若為單一篩選，其語法如下所示： 

P0=1&P1=運算子&P2=資料欄&P3=值 

若要指定其他篩選，可新增參數 P4-P6、P7-P9 等，並提高 P0 
參數的值來符合新增篩選的數量。因此，若為兩個篩選，則語法如下所示： 

P0=2&P1=運算子&P2=資料欄&P3=值&P4=運算子&P5=資料欄&P6=值 

以下各節說明組成篩選的運算子、資料欄及值參數。 

運算子 
三個篩選參數中的第一個參數是指定運算子。下表列出您可以使用的運算子。 

運算子 描述 

eq 等於或位於 

neq 不等於或不位於 

lt 小於 

gt 大於 

ge 大於或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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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 描述 

le 小於或等於 

bwith 開頭是 

ewith 結尾為 

cany 包含任何。值參數可擁有多重值，彼此以加號 (+) 
分隔，且您必須指定值的數目。例如，若要尋找 1、3 及 5 
等「銷售地區」(亦即，共有三個地區)： 

&P1=cany&P2=Sales.Region&P3=3+1+3+5 

call 包含所有。值參數可擁有多重值，彼此以加號 (+) 
分隔，且您必須指定值的數目。  

like 類似。值參數必須包含值，且值字串須以萬用字元 % 
(百分比符號) 為結尾。例如，若要尋找類似 Acme 
的客戶名稱： 

&P1=like&P2=Account.Name&P3=Acme% 

top 前 n 名項目。例如，若要尋找前 6 名銷售營收： 

&P1=top&P2=Sales.Revenue&P3=6 

bottom 後 n 名項目。例如，若要尋找後 4 名銷售營收： 

&P1=bottom&P2=Sales.Revenue&P3=4 

bet 介於。值參數必須擁有兩個值，彼此以加號 (+) 
分隔，且您必須指定值的數目。例如，若要篩選介於 3 與 7 
之間的「銷售地區」，請使用： 

&P1=bet&P2=Sales.Region&P3=2+3+7 

null 為空值。值參數必須為 0 (零)，或省略。 

nnull 非空值。值參數必須為 0 (零)，或省略。 

資料欄 
三個篩選參數的第二個參數是指定要篩選的資料欄。指定資料欄時，請注意以下各點： 

 您必須指定表格名稱與資料欄名稱，並如下列範例所示以句號 (.) 分隔，其中指定了來自「客戶」表格的「名稱」欄位： 

Account.Name 

 如果表格名稱或資料欄名稱內含空格，則須以雙引號括住名稱，如下列範例所示： 

"Activity Metrics"."# of Activities" 

 您必須使用原始的資料欄名稱，而非顯示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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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值是在三個篩選參數的第三個參數中所指定。您可以直接指定一值，或指定欄位作為參數，如下所述：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使用者或系統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欄位中要新增參數的位置，然後「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清單中選取要包含的欄位。 

如需關於可用於參數中之使用者與系統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僅限「詳細資料」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以及 Web 連結)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來自記錄類型的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欄位中要新增欄位的位置，然後從記錄類型「欄位」

清單選取該欄位，其中記錄類型是指為其建立 Applet 之記錄類型的名稱。 

例如，若從記錄類型「欄位」清單選取「資料列 ID」欄位，就會插入 %%%Row_Id%%%。%%%Row_Id%%% 
將在執行階段取代成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備註：報表或儀表板的 URL 是在執行階段產生。報表或儀表板的 URL 長度會因時而異，視執行階段傳給報表篩選 URL 
的值而定。每個瀏覽器都具有 URL 長度上限。如果報表或儀表板的 URL 
超過此長度，則當使用者嘗試檢視報表或儀表板時，瀏覽器可能會出現不確定的行為。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下表說明您可在自訂 Web 連結、串連的欄位、自訂 Web Applet 及自訂 Web 頁標中用作參數的各種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欄位 描述 

動畫旗標 決定「訊息中心」和記錄「詳細資訊」頁面中的附註是否會以動畫方式顯現。 

業務單位 公司的業務單位。 

行事曆週開始日 已登入之使用者的行事曆週開始日。 

客戶溝通完成日期篩選 「客戶溝通首頁」顯示最近完成的使用者活動期間，例如，上個月、昨天等等。 

客戶溝通收件匣日期篩選 「客戶溝通首頁收件匣」顯示登入使用者的活動期間，例如，上個月、昨天等等。 

公司語言代碼 以三個字母表示的使用者公司語言代碼。每個語言的代碼列於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Guide 的附錄中。  

公司地點 公司地點。 

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預設行事曆檢視 已登入之使用者的行事曆檢視，每當按一下「行事曆」頁標時即會顯示。 

預設搜尋物件 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出現在「動作」列之搜尋選擇清單中的記錄類型。 

主機名稱 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所在伺服器主機名稱。 

HUD 模式 決定使用者是否可在瀏覽器視窗底部的「詳細資料」頁面看到相關資訊區段連結。 

安全性問題數目 登入使用者的組織所需的安全性問題數目。 

預覽模式 登入使用者的記錄預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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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主要事業群 ID 與登入使用者相關聯的主要事業群 ID。 

主要事業群名稱 與登入使用者相關聯的主要事業群名稱。 

主要群組名稱 登入使用者所加入的群組名稱。 

主要組織 ID 登入使用者的主要組織 ID。 

主要職位 ID 登入使用者的主要職位 ID。 

提示撥號旗標 決定當使用者在「詳細資料」或「清單」頁面中按一下電話號碼連結時，是否對其

提示「單鍵撥號」視窗。 

相關資訊格式 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相關資訊區段格式，如清單、頁標。 

銷售方式 ID 登入使用者的銷售方式 ID。 

SSO 憑證 存取公司「單一登入 (SSO)」入口網站所需的認證資訊。 

主題 ID 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所使用的主題。 

使用者別名 登入使用者的別名。 

使用者驗證類型 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的驗證類型，如「僅限使用者 
ID/密碼」、「僅限單一登入」。 

使用者國家 登入使用者的國家名稱。 

使用者幣別代碼 以三個字母表示的使用者幣別代碼。 

使用者名字 登入使用者的名字。 

使用者全名 登入使用者的全名。 

使用者電子郵件 登入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使用者 ID 登入使用者的使用者登入 ID。 

使用者語言代碼 使用者語言以三個字母表示的代碼。每個語言的代碼列於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Guide 的附錄中。 

使用者上次登入時間 登入使用者的上次登入時間。 

使用者姓氏 登入使用者的姓氏。 

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 使用者地區設定以三個字母表示的代碼。您可以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地

區設定」欄位中查看受支援的語言。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本主題中的「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支援的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表格。 

使用者密碼旗標 判斷登入使用者的密碼是否為臨時密碼。 

使用者資料列 ID 登入使用者的資料列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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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使用者時區 ID 登入使用者的時區 ID。 

歡迎旗標 指出每當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是否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歡迎頁面。 

XSS 動作代碼 登入使用者公司的可用跨網站指令碼 (XSS) 保護行為，如封鎖、更正等。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支援的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 
下表列出地區設定與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 

地區設定 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 

中文 - 香港特別行政區 ZHH  

中文 - 中國 CHS 

中文 - 新加坡 ZHI 

中文 - 台灣 CHT 

捷克文 - 捷克共和國 CSY 

丹麥文 - 丹麥 DAN 

荷蘭文 - 比利時 NLB 

荷蘭文 - 荷蘭 NLD 

英文 - 澳大利亞 ENA 

英文 - 加拿大 ENC 

英文 - 印度 ENN 

英文 - 愛爾蘭 ENI 

英文 - 紐西蘭 ENZ 

英文 - 菲律賓 ENP 

英文 - 南非 ENS 

英文 - 英國 ENG 

英文 - 美國 ENU 

芬蘭文 - 芬蘭 FIN 

法文 - 比利時 F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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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設定 使用者地區設定代碼 

法文 - 加拿大 FRC 

法文 - 法國 FRA 

法文 - 盧森堡 FRL 

法文 - 瑞士 FRS 

德文 - 奧地利 DEA 

德文 - 德國 DEU 

德文 - 盧森堡 DEL 

德文 - 瑞士 DES 

希臘文 - 希臘 ELL 

匈牙利文 - 匈牙利 HUN 

印尼文 - 印尼 IND 

義大利文 - 義大利 ITA 

日文 - 日本 JPN 

韓文 - 韓國 KOR 

馬來文 - 馬來西亞 MSL 

挪威文 - 巴克摩 NOR 

波蘭文 - 波蘭 PLK 

葡萄牙文 - 巴西 PTB 

葡萄牙文 - 葡萄牙 PTG 

羅馬尼亞文 - 羅馬尼亞 ROU 

俄文 - 俄羅斯 RUS 

斯洛伐克文 - 斯洛伐克 SVK 

西班牙文 - 智利 ESL 

西班牙文 - 墨西哥 ESM 

西班牙文 - 西班牙 ESN 

瑞典文 - 瑞典 SVE 

泰文 - 泰國 THA 

土耳其文 - 土耳其 T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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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使用 Web 連結建立新的整合案例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加入 Web 
連結自訂欄位提供了多種新的整合機會。您可以建立現場和外部系統的使用者介面架構整合，讓使用者能夠直接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導覽內容。 

下面列出一些範例： 

 根據可顯示客戶股票圖的客戶股票代號，建立財務網站的連結。 

 建立使用 Web 服務的內部系統連結，然後從多個與目前帳戶有關的現場和己裝載解決方案，建立複合式資料檢視。 

備註：雖可使用 URL 將報表或儀表板嵌入 URL 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但系統並不完全支援此功能，且升級後 URL 可能無法運作。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如需有關如何建立 Web 連結的逐步指示，請參閱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設定串連的欄位 
串連的欄位可以顯示多個欄位中的值，還可以顯示額外文字。當您要合併數個個別欄位中的值，並想要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
、「編輯」頁面、相關資訊區段及清單上顯示此資訊時，您可以設定串連的欄位。如需有關串連的欄位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串

連的欄位。 

若要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串連的欄位，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如需使用串連欄位時的限制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串連欄位時的限制 (頁數 
127)。 

設定串連的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如果串連的欄位尚不存在，請建立串連的欄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6 在「欄位」頁面上，按一下串連欄位的「編輯欄位」連結。 

7 在「編輯欄位」頁面上，完成下列適用欄位： 

a 欄位顯示名稱。這是唯讀的欄位。 

b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清單中選取選項，以將參數欄位新增至目前游標所在的「顯示文字」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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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使用者 ID」，就會視游標指向的位置而將 %%%User id%%% 
插入「顯示文字」欄位。此參數將在執行階段取代成登入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頁數 122)。 

c 記錄類型欄位。請將游標放置於您要新增欄位的「顯示文字」欄位中，然後從清單選取您要包含的欄位。 

例如，如果您選取了「資料列 ID」欄位，%%%Row id%%% 
就會根據游標的位置插入「顯示文字」欄位中。此參數將在執行階段取代成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備註：記錄類型會參考您設定串連欄位的記錄類型。例如，當您正在編輯聯絡人記錄的串連欄位，這個欄位就

會顯示成「聯絡人欄位」清單。 

d 註記翻譯需求。若您要在其他啟動的語言中顯示此串連欄位，請選取此核取方塊。 

e 顯示文字。顯示建構串連欄位的欄位與額外文字。在「顯示文字」欄位中，您可以指定記錄類型、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以

及附加文字的欄位。 

例如，如果您要設定以「職稱」與「年齡」為基礎的串連欄位，您可以從記錄類型欄位選取「職稱」，輸入文

字“, aged”，然後從記錄類型欄位選取「年齡」。「顯示文字」欄位中即會顯示下列文字： 

%%%職稱%%%, aged %%%年齡%%% 

接著，例如，串連欄位中可能顯示下列內容： 

經理，41 歲 

您可以在「顯示文字」欄位中使用 Enter 鍵，指定在串連的欄位中將文字與欄位顯示在不同行。 

備註： 如果您的顯示文字過長而無法納入版面配置中，文字就會遭到截斷。「顯示文字」欄位最多可包含 
250 個字元。 

8 按一下「儲存」。 

9 將串連的欄位新增至「詳細資料」頁面。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串連的欄位 

 使用串連欄位時的限制 (頁數 127)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使用串連欄位時的限制 
下列限制適用於使用串連的欄位時： 

 串連的欄位只支援下列欄位類型：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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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別 

 日期/日期時間 

 整數 

 數字 

 百分比 

 選擇清單 

 文字 (長) 

 文字 (短) 

附註：「銷售階段」欄位不是真正的選擇清單欄位。此類型的選擇清單不支援串連的欄位。 

 您可建立的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合併總計，會隨記錄類型而異，但對於某些記錄類型，合併總計為 100 個 Web 
連結與串連的欄位。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欄位 (頁數 96)。  

 串連欄位無法透過「更新值」工作流程動作更新，且無法包含在整合事件內。相反地，您必須使用構成串連欄位的個別欄位

。 

 您無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匯入或匯出串連的欄位。但是，您可以匯入與匯出構成串連欄位的個別欄位。 

 以地址欄位來設定串連欄位時，適用下列條件： 

 您可以將個別欄位從一個地址或多個地址新增至串連欄位。 

 只有您新增至串連欄位的地址欄位，才會顯示在串連欄位中。不過，使用者更新該串連欄位時，使用者可編輯相關地址

範本中的所有欄位，而非只有顯示在串連欄位中的地址欄位，除非該欄位來自共用地址。若串連欄位中的地址欄位來自

客戶、聯絡人、經銷商或合作夥伴記錄的共用地址，則使用者無法編輯地址內的欄位。使用者可以改為選取其他地址。 

 設定含有層疊選擇清單的串連欄位時，與層疊選擇清單相關聯的所有選擇清單皆必須加入到串連的欄位中。若您並未加入所

有選擇清單，則它們會保持唯讀狀態且無法編輯。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串連欄位 

 設定串連的欄位 (頁數 126)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管理欄位標籤 
若要使用您的員工所熟悉的詞彙，您可以變更欄位名稱。例如，您可以將「客戶名稱」欄位標籤變更為「公司名稱」。您也可用

圖示來取代您的欄位標籤。  

附註：系統可能要花 30-60 分鐘，才能讓新欄位顯示名稱出現在報表與分析中。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若翻譯語言與您的使用者語言不同，就無法使用

「顯示類型」與「圖示」功能表。如需有關翻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應用程式自訂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129 

 

重新命名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欄位設定」連結。 

5 在 記錄類型 欄位頁面中，按一下「管理欄位標籤」。 

6 若要變更欄位名稱，請執行下列作業： 

a 在「管理欄位標籤」頁面中，從「顯示類型」功能表中選取「僅文字」。 

b 在「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新欄位名稱。 

7 若要使用圖示，而非欄位標籤，請執行下列作業： 

a 在「管理欄位標籤」頁面中，從「顯示類型」功能表中選取「僅圖示」。 

b (選擇性) 若要選取預設圖示以外的圖示，請按一下「查閱」圖示 (放大鏡)，並選取一個圖示。 

附註： 
若您從「顯示類型」功能表中選取「無」，則在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中，不會顯示任何欄位名稱或圖示。 

8 (選擇性) 若要指示更新的名稱必須翻譯成您公司已啟動的其他語言，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附註： 如果您希望此已更新名稱以其他啟用的語言來顯示，請選取「註記轉譯需求」核取方塊。在其他語言中 
(或從此頁面上的「翻譯」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其他語言時)，更新名稱會以方括號括住的藍色文字顯示，直到您手動輸入

翻譯版本為止。這可協助您追蹤必須翻譯的術語。 
如果您不選取「註記翻譯需求」，就會保留上一個顯示名稱，而不受您在此處所做變更的影響。 

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也會在發生錯誤訊時息，讓 
(來自「欄位編輯」頁面的)「欄位驗證錯誤訊息」註記為需要翻譯。只有使用者角色包含「進階欄位管理」權限時才能

看見「欄位驗證錯誤訊息」欄位。  

9 手動輸入新名稱的翻譯名稱： 

a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要輸入翻譯的語言。 

b 在適當的「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翻譯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c 按一下連結，以便回到您剛更新的「欄位」頁面，必要時請再次選取語言。 

翻譯的名稱就會以黑色文字顯示在「顯示名稱」資料欄中。 

10 按一下「儲存」。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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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使用索引自訂欄位 
若要最佳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效能，您可以使用已經針對特定記錄類型進行最佳化的自訂欄位。這些最佳化欄位又稱為索引自訂欄位，也是可以在搜尋或排

序特定清單期間改進回應時間的特殊欄位。索引自訂欄位已經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預先設定。您可以變更索引自訂欄位上的標記，但不得變更整合標記。  

附註：您可以選擇將資料從自訂欄位移轉成索引自訂欄位，以提升使用者旳清單效能。若要將現有資料移轉成可用的記錄類型，

請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匯出和匯入功能或 Web 
服務。如需有關匯出和匯入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和匯出工具 (請參閱 "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如需有關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Web Services 整合 (請參閱 "Web 服務整合" 頁數 682)。 

依預設，索引自訂欄位會加上前置詞 Indexed (索引)。下列記錄類型不支援索引自訂欄位： 

 評估 

 工作簿 

 使用者 

下表列出支援已編列索引自訂欄位的記錄類型： 

 客戶 

 客戶團隊 

 活動 

 地址 (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 

附註：地址記錄的選擇清單自訂具有限制。請參閱關於地址記錄中的選擇清單自訂。 

 約會聯絡人 

 約會、任務及電訪  

 約會使用者  

 資產 

附註：「投資組合」與「資產」記錄類型共用相同的「索引選擇清單」欄位。當您新增、編輯或刪除任何記錄類型中的

值，在其他記錄類型中也會發生相同動作。 

 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收件者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 

 捨棄的電訪促銷項目 

 聯絡人 

 最佳聯絡時間 

 聯絡人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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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物件 1-3 

 經銷商 

 事件 

 資金 

 資金要求 

 家庭 

 潛在客戶 

 附註 

 機會 

 機會聯絡人角色 

 機會產品收益 

 合作夥伴方案 

 投資組合 

附註：「投資組合」與「資產」記錄類型共用相同的「索引選擇清單」欄位。當您新增、編輯或刪除任何記錄類型中的
值，在其他記錄類型中也會發生相同動作。 

 產品分類 

 服務要求 

 解決方案 

 任務聯絡人 

 任務使用者 

 使用者 

 車輛 

 車輛聯絡人  

 車輛銷售歷史記錄 

 車輛維修服務記錄 

表格中的每個記錄都有下列索引自訂欄位：  

 索引核取方塊 

 索引幣別 

 索引日期 

 索引編號 

 索引選擇清單 1 

 索引選擇清單 2 

 索引選擇清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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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引選擇清單 4 

 索引選擇清單 5 

 索引選擇清單 6 

 索引長文字 

 索引短文字 1 

 索引短文字 2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有其他記錄類型都具有下列索引自訂欄位： 

 索引編號 

 索引日期 

 索引核取方塊 

 索引幣別 

 索引選擇清單 1 

 索引選擇清單 2 

 索引選擇清單 3 

 索引選擇清單 4 

 索引選擇清單 5 

例外：在所有「自訂物件」中，有些欄位使用不同於前面表格欄位的命名慣例： 

 索引選擇清單 6 = 類型 

 索引短文字 1 = 快速搜尋 1 

 索引短文字 2 = 快速搜尋 2 

 索引長文字 = 名稱 

關於地址記錄中的選擇清單自訂 
所有在客戶、聯絡人、經銷商及合作夥伴間共用之地址的選擇清單自訂也會共用 (例如，索引選擇清單、自訂選擇清單 
1、自訂選擇清單 2 
等等)。然而，您可以在選擇清單上使用標籤。例如，即使「索引選擇清單」的選擇清單定義與「客戶地址」及「聯絡人地址」

的定義相同，您可以在某個記錄中將欄位重新命名為我的選擇清單 A，而在另一個記錄中將欄位重新命名為我的選擇清單 
1。對於索引選擇清單，公司管理員可以選擇要自訂與使用的選擇清單，然而，公司管理員在自訂選擇清單則沒有此項控制權。 

使用索引自訂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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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在 
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按一下「管理欄位標籤」，將已編列索引的自訂欄位重新命名以符合貴公司需求，並參閱管理欄

位標籤 (頁數 128)。 
 

將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您可以將所有己重新標示的欄位名稱還原為原始名稱(預設選項不會影響您所加入的自訂欄位或選擇清單值，這些不會還原為其
預設值)。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將設定還原為預設值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欄位設定」連結。 

5 在 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按一下「管理欄位標籤」按鈕。 

6 按一下「預設」按鈕。 
 

變更選擇清單值 
某些欄位會提供使用者一份下拉式清單，其中包含他們必須從中選擇的預先定義值。這份值清單就稱為選擇清單。例如，在服務

要求之「服務種類」欄位選擇清單中的值可能是「產品」、「安裝」、「維護」和「訓練」。 

您可以新增、編輯和重新排序欄位的選擇清單值。選擇清單必須至少包含一個值，而且最多不能超過 1000 個值 
(有效或停用皆計入)。新選擇清單項目的順序編號會自動填入，但您可以在編輯選擇清單時變更順序編號。  

系統不允許您變更用於預測和報告分析指標的選擇清單值。不過，系統允許您變更當做準則清單之基礎使用的其他選擇清單值，
而這些清單會顯示在應用程式的其他區域中。對於這些準則清單而言，不論您重新命名的選擇清單值為何，應用程式仍然會包含
符合準則的記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選擇清單和分析指標 (頁數 222)。 

在您建立新的選擇清單後，選擇清單中會自動出現名稱為 <無值> 
的初始值。如果將真實值新增至清單前，欄位已被新增至頁面版面配置，這個值可用來告知使用者選擇清單中尚未有值存在。在
將自訂值新增至選擇清單後，預設的 <無值> 選項會立即從選擇清單消失。  

注意：請勿使用預設的 <無值> 值作為任何新選擇清單或層疊選擇清單的一部分。以這種方式使用值可能會導致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發生錯誤。如果您想繼續在選擇清單中提供 <無值> 選項，就必須將它新增為自訂值。 

最佳的做法，就是不要重複命名或重新使用現有的選擇清單值。應該要停用舊的選擇清單值，建立新的選擇清單值，然後執行匯
入或大量更新 (或使用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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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將全部的記錄值變更成新的選擇清單值。如果您變更選擇清單中的值，您就必須確認每一筆個別記錄是否有更新和變更
這個值，因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自動執行這個作業。 

備註：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標準應用程式) 中，任務清單中的任務優先順序會以箭頭表示。向上箭頭表示「1 - 
高」、沒有箭頭表示「2 - 中」，而向下箭頭則表示「3 - 
低」優先順序。如果您變更「活動」記錄類型中「優先順序」欄位的預設顯示值 (例如，從預設值 1-高變更為值最高)，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在任務清單的「優先順序」欄位中顯示箭頭，除非您使用下列模式：1-標籤、2-標籤 或 3-
標籤，其中標籤是您提供的任務優先順序名稱。在此情況下，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 1-標籤顯示箭頭，在 2-
標籤不顯示箭頭、在 3-標籤顯示向下箭頭，在任何其他顯示值則不顯示箭頭。例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值 1-
我的最高顯示向上箭頭，但在值我的最高不顯示箭頭。Oracle CRM On Demand 
在任何您新增至「優先順序」欄位之選擇清單的自訂值，則不顯示箭頭。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此外，若要新增或變更「活動」記錄類型之「狀態

」選擇清單中的值，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 - 編輯活動狀態選擇清單」權限。 

變更選擇清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欄位設定」連結。 

5 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上，針對含有您想要自訂其值的欄位，按一下「編輯選擇清單」連結。 

附註：因為使用專用編碼的關係，所以不支援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樣品交易類型」選擇清單、「客戶電訪類型」選擇清單及「聯絡人電訪類型」選擇清單。 

注意：新增或編輯「活動」記錄類型之「狀態」欄位的預設可用值，將可能產生不想要的活動處理結果。Oracle CRM 
On Demand 
在處理活動時，會特別尋找已完成、提交中、已提交或已計劃等欄位值。如果您的公司停用這些狀態值，並以自訂值加
以取代，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中的活動處理方式將不會如同文件所述。因此，不建議變更「活動」記錄類型的「狀態」欄位選擇清單值。 

6 在「編輯選擇清單」視窗中： 

 若要變更現有的值，請在「選擇清單值」欄位中輸入新的值，或停用舊的值，然後建立新的值。 

備註： 若您想讓此更新名稱顯示在其他啟動語言的選擇清單中，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在其他
語言中，這個更新的名稱會以含有方括號的藍色文字顯示，直到您手動輸入翻譯的版本為止。這可協助您追蹤

哪些詞彙需要翻譯。 
如果您沒有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您在此所做的變更就不會影響其他選擇清單值。 

 若要加入新的值，請在顯示於清單底部的資料列中輸入資訊。 

若要加入其他新的值，請按一下「儲存並新建」。  

您所加入的新選擇清單值就會自動使用其他啟動語言以藍色文字和方括號顯示 
(不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的設定為何)。 

 若要刪除值，請選取「已停用」核取方塊。若要隱藏或顯示已停用的值，請分別按一下「隱藏已停用」和「顯示已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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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當您停用值時，也會隱藏其他語言的翻譯版本。 

 若要排列選擇清單值顯示的順序，請變更「順序」資料欄中的數字。 

提示：  考量在數字之間輸入差距，例如 10、20、30 
等等。這可讓您更簡便地將值新增到選擇清單中間，而不需要重新排序整個清單。 

 若要按照字母順序排列選擇清單值，請按一下「儲存並依字母排序」按鈕。 

7 在「編輯選擇清單」視窗中，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8 若要手動輸入新選擇清單值的翻譯對等項目： 

a 在「欄位」頁面上，從「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語言。 

b 按一下適當的「編輯選擇清單」連結。 

c 輸入翻譯的對等項目，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為了在編輯時協助您識別選擇清單值，此應用程式會顯示內部 ID 
和語言特有的預設值。如果您編輯錯誤的選擇清單值，選擇清單就會變成與語言不同步。使用動態版面配置時
，您不得使用與內部選擇清單 ID 相同的選擇清單值，因為這會導致無法預期的行為。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如需許多記錄類型，您可以將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對應至一或多個選擇清單值群組。選擇清單值群組限制使用者在選擇清單欄位

中可選取的值。每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可以對一或多個記錄類型控制一或多個選擇清單欄位。如需有關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將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時，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不對應或將部份或所有的值對應至指定選擇清單值群組。 

 將每個值對應至一或多個選擇清單值群組，或不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設定」。  

5 在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上，為您要對應至一或多個選擇清單值群組的選擇清單，按一下「編輯選擇清單值群組」連結。 

6 在「選擇清單值群組對應設定」頁面上，於步驟 1 執行下列作業： 

a 在頁面的「選擇清單值群組」區段中，選取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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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使用箭頭以將您要對應至所選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從「選擇清單可用值」清單移至「與所選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的值
」清單。 

c 為您要對應至欄位的每個選擇清單值群組，重複步驟 a 與 b。 

7 您完成將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移至「選擇清單值群組對應設定」頁面中的步驟 2，並確認您的對應作業。 

8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194)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您可以自訂頁面版面配置來加強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與風格。相關項目版面配置功能可讓您自訂大部分記錄類型的相關清單版面配置，以顯示指定的欄位。您可從相關清單和

某些上層欄位當中選取欄位。您可按照自己的業務需求，選取想要顯示的欄位，以及指定欄位順序。不過，您無法選擇想要顯示

的資料列數目，也不能指定排序欄位，但特定上階記錄類型的「機會」相關項目除外。 

備註：對於支援團隊的大部分記錄類型，您無法自訂「團隊」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 

如果公司資料上已選取「啟用頁標的增強檢視」選項，則您可為支援增強檢視的相關資訊區段來指定自訂預設篩選。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管理相關項目的預設篩選條件 (頁數 137)。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您想要用於所選取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連結。 

「相關資訊區段」頁面便會出現。 

5 在「相關資訊設定」區段中，選取您要自訂的相關資訊類型。 

您所選取之相關資訊類型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頁面便會出現。 

備註：「相關資訊設定」區段中的項目視您選取的記錄類型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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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即可修改現有的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即可建立新版面配置。 

 按一下「複製」，即可複製現有的版面配置。 

「相關資訊版面配置精靈」將會出現，逐步引導您完成程序。 

7 在「步驟 1 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和說明 (選擇性)，然後按「下一步」。 

8 在「步驟 2 
欄位設定」中，從「可用欄位」清單上選取欄位，再按幾次「選取的欄位」清單旁的向上和向下箭頭，將欄位組織成您想要

的順序。 

版面配置的欄位數上限為 20。如果您選取超過 20 個欄位，在您嘗試儲存版面配置時會出現錯誤。 

9 (選擇性) 若要定義記錄類型「機會相關項目」的排序準則，請執行下列作業： 

a 在「排序方式」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個排序欄位。 

您可以依「已修改：日期」、「機會名稱」、「結案日期」或「已建立：日期」進行排序。 

b 按一下「遞增」或「遞減」以選取排序順序。 

備註：若未選取排序欄位，則會使用預設排序欄位與排序順序。 

相關資訊區段以頁標及清單顯示時，會套用此排序條件。在「排序方式」下拉式功能表中所選取的欄位將用於排序作業

，即便「選取的欄位」清單中沒有這個欄位。例如，若在「排序方式」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已建立：日期」，即使「

選取的欄位」清單中沒有「已建立：日期」欄位，仍會依建立日期來排序所有機會。 

注意：基於效能考量，建議僅將此選項用於排序「客戶機會相關項目」。 

10  按一下「完成」。 

 
 

管理相關項目的預設篩選條件 
如果公司資料上已選取「啟用頁標的增強檢視」選項，則您可為支援增強檢視的相關資訊區段來指定自訂預設篩選。如果您為相
關資訊區段定義篩選，則使用者開啟上階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時便會套用該篩選，前提是下列二者皆成立： 

 使用者為相關資訊區段使用頁標格式。 

 用於篩選的欄位是在為相關記錄類型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中可用的搜尋欄位。 

使用者可以清除預設篩選。不過，在使用者離開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且稍後返回時會再次套用自訂預設篩選。 

為自訂預設篩選指定條件時，請注意下列考量： 

 指定上階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類型只能有一個篩選。您無法為相關記錄類型的個別版面配置指定其他篩選。 

 篩選會影響使用者開啟相關資訊頁標時的效能，而且若相關資訊區段是「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第一個頁標時，可能會影響使
用者開啟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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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為篩選所選取的欄位未在該記錄類型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中，則該欄位會於執行時間新增至相關資訊區段，前提

是篩選欄位在使用者角色之相關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中是可用的搜尋欄位。 

 特定欄位會進行最佳化，以改善搜尋期間與排序清單時的效能。這些最佳化欄位會在欄位清單中以綠色文字顯示，它可用作

篩選欄位。最佳作法是使用其中一個欄位作為篩選。 

 如果您為篩選選取的欄位不是選擇清單欄位，則輸入的篩選值會以您的使用者語言儲存且不會經過翻譯。使用者開啟相關記
錄的清單時，無論開啟篩選清單的使用者語言為何，都會依您為篩選輸入的值來篩選記錄。如需以預設篩選條件使用選擇清
單欄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本主題的「關於預設篩選條件的選擇清單欄位」一節。 

 如果您使用的欄位其格式取決於篩選的目前使用者地區設定，則無論格式為何，搜尋都會傳回符合篩選值的記錄。例如，如
果您使用篩選的日期欄位，則搜尋會傳回篩選欄位中日期符合您指定日期的記錄，無論對檢視相關記錄清單的使用者，該日
期是以何種格式表示。 

 搜尋符合篩選條件的記錄時，有區分大小寫。 

關於預設篩選條件的選擇清單欄位 
如果您為篩選選取選擇清單欄位，且如果篩選條件需要指定一或多個值，則您可使用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值，或者您可直接輸入值。 

若為「等於」、「包含所有值」、「不包含任何值」及「不等於」條件，當您指定篩選條件時便適用下列行為： 

 如果您使用查尋圖示來選取選擇清單值，或者如果您輸入的值完全符合您語言中現有的選擇清單值，則選擇清單值的語言獨
立代碼 (LIC) 會被儲存以供搜尋。使用者開啟相關記錄的清單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比較先前儲存的語言獨立代碼與選擇清單值的語言獨立代碼，而使用者語言中語言獨立代碼的對應選擇清單值會用來篩選
相關記錄的清單。 

 如果您輸入的值未完全符合您使用者語言中現有的選擇清單值，則您輸入的值會被儲存以供搜尋。該值會以您的使用者語言
進行儲存。使用者開啟相關記錄的清單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比較您輸入的值與選擇清單值的語言獨立代碼。無論開啟篩選清單的使用者語言為何，都會依您為篩選輸入的值來篩選記
錄。 

對於「介於」、「大於」及「小於」條件，會儲存您為篩選輸入或選取的值以供搜尋。該值會以您的使用者語言進行儲存。針對
這些條件，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比較您輸入的值與選擇清單值的語言獨立代碼。 

對於「至少包含一個值」條件，會儲存您為篩選輸入或選取的值以供搜尋。這些值會以您的使用者語言進行儲存。針對此條件，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比較您輸入的值與選擇清單值，而非值的語言獨立代碼。因此，使用「至少包含一個值」條件作為預設篩選，對具有其他使用
者語言的使用者而言，可能會造成無法預期的行為。  

您可以在下列主題中找到更多篩選條件與篩選值的相關資訊： 

 關於篩選條件 

 關於篩選值 

 關於搜尋複選清單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為相關記錄類型指定自訂預設篩選的條件。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為相關記錄類型指定自訂預設篩選的條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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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上階記錄類型的連結。 

例如，如果您想要在「電訪詳細資料」頁面的相關資訊區段中指定記錄清單的篩選，則按一下「活動」。 

4 在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上，於「頁面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相關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連

結。 

例如，如果您想要為客戶在「電訪詳細資料」頁面的「聯絡人」相關資訊區段中指定記錄清單的篩選，則在活動的「應

用程式自訂」頁面中按一下「客戶電訪相關資訊版面配置」。 

5 在「相關資訊設定」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管理預設篩選條件」。 

6 在上階記錄類型的「預設篩選條件」頁面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a 如果相關記錄類型的篩選尚不存在，則按一下「新增預設篩選條件」。 

b 如果相關記錄類型的篩選已存在，則從該篩選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如果您想要編輯篩選，則選取「編輯」。 

 如果您想要刪除篩選，則選取「刪除」。 

7 如果您是第一次為相關記錄類型設定篩選，則在「預設篩選條件編輯」頁面的「相關記錄類型」欄位中，選取相關記錄類型

。 

備註：您為相關記錄類型編輯現有的自訂預設篩選時，無法在「相關記錄類型」欄位中選取其他相關記錄類型。若要為

其他相關記錄類型建立篩選，您必須建立新的篩選。 

8 在「預設篩選條件」區段中，選取篩選的欄位，然後選取篩選條件，接著再選取或輸入篩選值。 

9 儲存變更。 
 

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特定限制適用於下列版面配置類型： 

 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首頁版面配置 

 搜尋版面配置 

對於靜態、動態及「首頁」版面配置類型，您可以在自訂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最大字元數 (包含空格) 為 
50。對於搜尋版面配置類型，您可以在自訂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最大字元數 (包含空格) 為 30。 

對於記錄類型，請勿在指定類型的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超過 30,000 個字元總數，包含預設版面配置 
(若存在的話)。否則，「角色管理精靈」無法正常運作。此限制決定了您可以建立的自訂版面配置數。當版面配置名稱儲存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其會以逗號分隔，因此儲存版面配置名稱所需的字元總數為： 

1+(版面配置名稱長度) 

在此情況下，版面配置名稱長度為版面配置名稱中的字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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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預估您可以為記錄類型建立多少指定類型的版面配置，請決定您要在一般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然後套用下列公式

： 

30000/[1+(版面配置名稱長度)] 

在此公式中，版面配置名稱長度為一般版面配置名稱中的字元數。 

例如，如果您的公司通常在「客戶」記錄類型的每個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 29 
個字元，則可為「客戶」記錄類型儲存約 1000 個靜態頁面版面配置，也就是 30,000 除以 
30。不過，在記錄類型的預設靜態頁面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會被計算為整體限制的一部份。因此，在此範例中可儲存

之「客戶」記錄類型的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數為 999 或更少，視預設頁面版面配置名稱的長度而定。 

同樣地，如果您的公司在「客戶」記錄類型的每個「首頁」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 29 個字元，則可為「客戶」記錄類型儲存約 
999 個自訂「首頁」版面配置，視「客戶」記錄類型之預設「首頁」版面配置名稱的長度而定。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正確的應用程式外觀與操作對於獲得使用者採用而言很重要，而達到正確外觀與操作的其中一種方式即為自訂頁面版面配置。在

自訂程序中，您可以： 

 將自訂欄位加入至「編輯」、「詳細資料」及「建立」表單。 

 讓「編輯」和「建立」表單上的欄位成為必要欄位。 

 在「詳細資料」頁面上加入或隱藏區段。 

您可以讓區段無法供員工使用 (隱藏)，也可以讓它們可供使用，但一開始隱藏它們。 

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的方法有兩種。您可以定義依照角色定義特定欄位的靜態頁面版面配置，或是根據所建立之記錄類型變更的動

態頁面版面配置。您也可以依照角色指派動態頁面版面配置。您可以在頁面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有限。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頁數 139)。 

備註：您可以在 Oracle Contact On Demand 中針對電子郵件、語音留言和電話建立頁面版面配置。Oracle Contact On 
Demand 中不支援動態版面配置。您也可為建立新記錄來定義靜態頁面版面配置，如自訂用於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6)中所述。 

您可以針對每種記錄類型建立新的版面配置，然後將每種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當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登

入時，使用者就會看見每種記錄類型特有的任何自訂版面配置。例如，您可以為機會建立兩種頁面版面配置：服務代表的簡化版

面配置 (僅顯示最重要的欄位) 和現場銷售代表的其他版面配置 
(顯示更多欄位)，然後將不同的版面配置指派給不同的角色。沒有被指派服務代表或現場銷售代表角色的使用者會繼續看見「機

會」頁面的預設版面配置。此外，您可以為聯絡人建立兩種頁面版面配置，讓「客戶」欄位在服務代表加入新聯絡人時成為必要

欄位，不過在服務經理加入新聯絡人時成為非必要欄位。 

如果您沒有針對給定的角色指派某種記錄類型的自訂頁面版面配置，該記錄類型就會使用預設頁面。 

自訂頁面版面配置時，您可以決定： 

 要顯示在頁面上的欄位 

若要顯示自訂欄位，您必須將它們加入至頁面版面配置。之後，具有被指派自訂頁面版面配置之角色的使用者就會在「

編輯」頁面、「詳細資料」頁面及「建立」表單 (位於動作列中) 上看見這些欄位。 

 要在頁面上顯示欄位的位置 

 必要的欄位 

 唯讀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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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使用者已經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仍必須持續出現在版面配置上的欄位 

 要在「詳細資料」頁面的「相關資訊」區段中顯示的連結記錄類型。 

例如，您可能會想要讓連結的聯絡人顯示在「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 

 要顯示的頁面區段數目以及所包含的標題。 

您可以複製標準版面配置，但是無法編輯或刪除它們。除非您已經將自訂版面配置指派給角色或動態版面配置，否則您可以刪除

自訂版面配置。  

關於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如果使用者角色的「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相關資訊」權限已啟用，則使用者可根據記錄類型，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上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 

使用者的角色設定如下時，使用者可根據記錄類型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的欄位版面配置： 

 角色的「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欄位」權限已啟用。 

 自訂的頁面版面配置已指派給記錄類型的角色。 

如需有關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 

 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7) 

頁面版面配置中欄位的考量 
當您設計頁面版面配置時，請考慮下列幾點： 

 某些記錄欄位對於報表和預測計算很重要。為了強制以一致的方式使用這些欄位，它們會被標記為必要。自訂頁面版面配置

時，您無法變更這些欄位的必要旗標。您也無法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它們。   

 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欄位可能會對記錄的使用方式具有重要的含義。例如，如果您在解決方案記錄上移除「狀態」和「公

布」欄位，具有該頁面版面配置的員工就無法核准解決方案或讓它們供其他人使用。 

 地址會一起組成群組，以便欄位及其標籤反映每個國家的命名慣例。因此，對於某些記錄類型，您無法分隔出個別的地址行

。不過，您必須選取含有地址行群組的欄位 (單一地址選項)。此選項會取代您可以在第 20 
版之前的版本中選取的個別欄位，如街道、城市或郵遞區號。例如，若為潛在客戶，「帳單」欄位會顯示在「頁面版面配置

」助理的「欄位設定」和「欄位版面配置」步驟上。「帳單」欄位包括所有「帳單地址」欄位。 

 您可以將頁面版面配置上「長型文字欄位」清單中的標準與自訂附註欄位移至您頁面版面配置中的其他區域。 

 您可以在頁面版面配置中，將下列欄位移入或移出「長型文字欄位」清單，以及移入或移出其他區域： 

記錄 欄位名稱 

客戶地址 描述 

地址 描述 

地址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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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欄位名稱 

銷售評估範本 描述 

活動 下一個通話 

申請 現有合作夥伴關係 

申請 預期合作夥伴關係收益 

申請 索引長文字 

資產 描述 

工作簿 描述 

經銷商地址 描述 

事件 描述 

事件 階段作業詳細資料 

事件 測試目標 

資金 描述 

資金要求 描述 

家庭 描述 

受邀者 註解 

受邀者 工作階段詳細資料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概要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演講者附註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對象 

訊息傳送計畫 對象 

訊息傳送計畫 註解 

訊息傳送計畫 描述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關係 對象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關係 概要 

目標 描述 

目標 目標對象 

客戶電訪 下一個通話 

客戶電訪 描述 

約會 下一個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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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 欄位名稱 

約會 描述 

出席者拜訪 下一個通話 

出席者拜訪 描述 

聯絡人地址 可接受的排程 

聯絡人地址 描述 

聯絡電話 描述 

聯絡電話 下一個通話 

智慧型電訪 描述 

智慧型電訪 下一個通話 

任務 描述 

任務 下一個通話 

合作夥伴 描述 

合作夥伴地址 描述 

合作夥伴方案 描述 

產品 描述 

產品適應症 描述 

收益 描述 

客戶收益 描述 

聯絡人收益 描述 

機會產品收益 描述 

樣品免責聲明 免責聲明文字 

樣品批號 描述 

樣品交易 註解 

服務要求 主旨 

交易項目 描述 

車輛 描述 

車輛維修服務記錄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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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面版面配置與清單 
您可以使用頁面版面配置與角色權限來限制欄位，讓使用者可進行搜尋、清單檢視及匯出。當使用者建立或調整記錄清單，或使

用進階搜尋來尋找記錄時，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權限與頁面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可搜尋與檢視的欄位。 

如果已啟用使用者角色的「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可就記錄類型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搜尋其
中可用的所有欄位。此外，當建立或調整清單時，使用者可選取任何欄位，來顯示成搜尋傳回的記錄清單欄位。 

附註：建議公司管理員不要為多數使用者角色啟用「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在未啟用該權限情況下，公司未使用的欄
位便不會顯示於搜尋與清單頁面中。這樣可避免頁面雜亂，並讓使用者更容易檢視其最感興趣的欄位。 

若未對使用者角色啟用「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只有在符合以下兩項條件後才能搜尋欄位： 

 欄位是在就記錄類型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中，可用的搜尋欄位。 

 根據該記錄類型來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會顯示此欄位。若定義角色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則

欄位必須顯示至少一個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此外，建立或調整清單時，只有當欄位顯示在至少一個「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包含根據記錄類型來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使用者才能選取欄位，以顯示成搜尋傳回的記錄清單欄位。此限

制也會影響使用者可在清單中匯出的項目。如果使用者角色已啟用「清單 - 匯出顯示欄位」權限，但並未啟用「清單 - 
匯出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只能匯出清單中所顯示的欄位。使用者無法匯出清單記錄上的所有欄位。 

備註：若是使用者在上階記錄之相關記錄清單的「進階」連結中，所開始的進階搜尋，會額外考量可用的搜尋欄位以及搜尋結果

中可顯示的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的進階搜尋。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頁面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版面配置」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頁面版面配置」連結。 

5 在「頁面版面配置」清單中，進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為現有的版面配置按一下「編輯」連結，即可進行修改。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按一下「複製」連結，即可複製現有的版面配置。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隨即顯示，以便逐步引導您完成此程序。 

備註：根據您按一下的「頁面版面配置」連結，「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的步驟數目可能會有所不同。 

6 在步驟 1「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與描述 (選擇性)。 

7 在步驟 2「欄位設定」中選取欄位特性，如下所示： 

 為您想要設定為必要的任何欄位，勾選「必要」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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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使用者不一定要選取標示為「必要」之核取方塊類型的欄位。如果您要讓核取方塊欄位有 True 值 
(即您要選取核取方塊)，則必須在核取方塊欄位上使用欄位驗證規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為您想要設定為唯讀的任何欄位，勾選「唯讀」核取方塊。 

 為您不想讓使用者從版面配置中移除的任何欄位，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 

備註： 
您建立新頁面版面配置時，依預設會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且對於設為必要欄位的任何欄

位為唯讀，除非已設定欄位的預設值。若已為必要欄位設定預設值，則會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
方塊，但您可以取消勾選。同時建議您為設定為條件式必要的任何欄位，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

方塊。此外，如果您使用或計畫使用記錄類型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建議您為可驅動動態版面配置的選擇清單

欄位，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條件式必要」核取方塊的資訊，請參閱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頁數 103)。 

8 在步驟 3「欄位版面配置」中，您可以： 

 將欄位從「記錄類型 可用欄位」清單移至「記錄類型 排列頁面版面配置」區域的各種區段。 

請務必移動您想要加入至表單的自訂欄位和產業特有欄位。此外，在步驟 2 
中，若您已勾選「一律顯示於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的任何欄位已不在版面配置上，請將欄位新增至版面配置

中。 

注意：除非已設定必要欄位的預設值，否則必要欄位必須出現在頁面版面配置上。不然，具有該版面配置的任何人將無
法建立或編輯該類型的記錄。如果已設定必要欄位的預設值，則可選擇性地在頁面版面配置上顯示必要欄位。同樣地，
您必須確定相關頁面版面配置上有任何條件式必要欄位。否則，使用者將無法在欄位變成必要時輸入這些欄位值。 

 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描述」欄位，或將「描述」欄位移至頁面版面配置上的其他區域。 

 重新排列資訊。 

備註： 當具有適當角色的使用者檢視頁面時，這些變更會影響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表單。然而，在使用者個人化記錄類

型的欄位版面配置後，若您更新欄位版面配置，該變更將不會套用至已個人化的版面配置。某些欄位包括一組欄位或多

行欄位。請避免四處移動這些欄位，因為資訊本身可能會與最終版面配置中的其他欄位重疊。因此，應用程式不允許您

移動多行文字欄位，例如「描述」。 
應用程式會使用根據每個國家提供特有欄位的地址範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9 在步驟 4「相關資訊」中，您可以： 

 在「詳細資料」頁面上加入區段或移除區段。這些區段即為使用者可以將記錄連結至目前記錄的區域。 

例如，如果您不想讓員工能夠將產品連結至機會，請確定「產品」區段沒有顯示在「已顯示」或「可用資訊」
方塊中。 

備註： 使用者可透過他們應用程式「詳細資料」頁面的「編輯版面配置」連結來變更這些預設設定。在使用

者編輯過自己的個人版面配置後，於在下次編輯版面配置前，會看不見公司管理員對相關資訊所做的新變更。 

 在「詳細資料」頁面上變更區段的順序。 

備註： 具有適當自訂角色的使用者檢視頁面時，這些變更會影響該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 

10 在步驟 5「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中，針對頁面上每個相關資訊區段選取適當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 

備註：每個相關資訊區段的預設版面配置都是標準版面配置。如果您已建立自訂的相關資訊版面配置，就可以從清單中

選取這些版面配置。如需有關建立相關資訊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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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按一下「完成」。 

12 視需要將此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使用者角色，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自訂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 
您可以建立與自訂用來建立新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對於這些版面配置，您可以改善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與操作方式，讓使用者僅檢視記錄類型最相關且最常使用的欄位。  

在「新記錄版面配置」頁面中，您可以選取版面配置中會顯示的欄位、必要的欄位及唯讀的欄位，而且您可以重新排列欄位在版

面配置中的順序，以符合您的業務需求。 

您可以複製或編輯現有的版面配置，然後進行修改以符合您的需求。 

備註：您可以在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有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頁數 139)。 

建立版面配置之後，您必須使用「角色管理精靈」，以便指派新記錄版面配置給必須使用該版面配置的使用者角色。當您執行此

作業時，也會指定版面配置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例如，您可以指定只有在使用者透過「動作列」或全域標頭建立記錄時才

使用版面配置。如需有關對角色指派新記錄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與關於新記錄頁面的版面配置。  

建立或修改建立新記錄的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新記錄版面配置」連結。 

5 在「新記錄版面配置」頁面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修改現有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隨即顯示，以便逐步引導您完成此程序。 

6 在「步驟 1 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需要時也輸入描述。 

7 在步驟 2 的「欄位設定」中選取欄位特性，如下所示： 

 針對您想要設定為必要的任何欄位，選取「必要」核取方塊。  

備註：使用者不一定要選取標示為「必要」的核取方塊欄位類型。如果您要讓核取方塊欄位有 True 值 
(即您要選取核取方塊)，則必須在核取方塊欄位上使用欄位驗證規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針對您想要設定為唯讀的任何欄位，選取「唯讀」核取方塊。 

如需「條件式必要」核取方塊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條件式必要欄位 (頁數 103)。 

8 在步驟 3：「欄位版面配置」中，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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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欄位從「可用記錄類型欄位」清單移至「排列記錄類型頁面版面配置」區域的各種區段。 

請確定移動您要加入至頁面版面配置的自訂欄位和產業特有欄位。 

注意：除非已設定必要欄位的預設值，否則必要欄位必須出現在頁面版面配置上。不然，具有該配置的任何人將無法建

立該類型的記錄。如果已設定必要欄位的預設值，則可選擇性地在頁面版面配置上顯示必要欄位。同樣地，您必須確定
相關頁面版面配置上有任何條件式必要欄位。否則，使用者將無法在欄位變成必要時輸入這些欄位值。 

 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描述」欄位，或確定「描述」欄位在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文字欄位」區段中。 

 視需要在區段之間移動欄位，以重新排列資訊。 

備註：當具有適當角色的使用者檢視頁面時，這些變更會影響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表單。某些欄位包括一組欄位或多行欄

位。請避免四處移動這些欄位，因為資訊本身可能會與最終版面配置中的其他欄位重疊。 

9 按一下「完成」。 

備註：在您將版面配置加入至應用程式之後，就必須將它提供給使用者角色，這樣使用者才能看見。如需有關新增及修

改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重新命名欄位標題 
在記錄「編輯」和「詳細資料」頁面上，欄位是群組成區段。若要使用您的使用者所熟悉的辭彙，您可以重新命名「編輯」和「

詳細資料」頁面上欄位群組上方的標題。在「客戶首頁」上，例如，您可以將「主要客戶資訊」變更為「客戶資料檔」。 

您不能重新命名標準配置上的區段，您必須在自訂配置上建立新區段，然後重新命名這些區段。 

沒有欄位的區段不會出現在「詳細資料」頁面上。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重新命名區段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配置」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頁面配置」連結。 

5 在「記錄類型 頁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編輯區段」。 

6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7 在「顯示名稱」中輸入您要使用的名稱。 

8 (選擇性) 若要指示更新的名稱必須翻譯成您公司已啟動的其他語言，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附註： 如果您要這個更新名稱以其他已啟動語言顯示，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在其他語言中 
(或從此頁面上的「翻譯」下拉式清單中選擇其他語言時)，更新名稱會以方括號括住的藍色文字顯示，直到您手動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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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版本為止。這可協助您追蹤必須翻譯的術語。 
如果您不選取「註記翻譯需求」，就會保留上一個顯示名稱，而不受您在此處所做變更的影響。 

9 手動輸入新名稱的翻譯名稱： 

a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要輸入翻譯的語言。 

b 在適當的「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翻譯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c 按一下連結，以便回到您剛更新的「欄位」頁面，必要時請再次選取語言。 

翻譯的名稱就會以黑色文字顯示在「顯示名稱」資料欄中。 

 
 

關於自訂 Web Applet 
自訂 Web Applet 可讓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下列位置嵌入外部 Web 內容、報表及儀表板： 

 全域 Web Applet： 

 動作列 

備註：若為第 27 版或更新版本，此項目也可指通用標頭中的全域 Web 
Applet，並可作為「動作列」與「通用標頭」版面配置的一部份加以設定。 

 我的首頁 

 記錄類型 Web Applet： 

 記錄類型首頁 

 詳細資料頁面  

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您可以建立五種類型的 Web Applet，讓您嵌入不同類型的 Web 內容： 

 儀表板。用來嵌入儀表板。 

 摘要。用來嵌入 RSS 摘要。例如，您可能要在「我的首頁」上嵌入新聞摘要。 

備註：只支援 RSS 2.0 標準。 

 HTML。用於內嵌 HTML 程式碼。例如，請使用此 Web Applet 從外部來源如 Google Maps 內嵌 Web 小工具。 

 報表。用來嵌入報表。 

 URL。用於將透過指定 URL 來提供的內容內嵌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的小程式。例如，您可以在「潛在客戶詳細資訊」頁面上放置自訂 Web Applet，供您以 Google 
搜尋該潛在客戶的名稱。如需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 URL 標準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URL 標準化 (頁數 
189)。 

備註：雖可使用 URL 將報表或儀表板嵌入 URL 類型的自訂 Web Applet、Web 頁標或 Web 
連結，但系統並不完全支援此功能，且升級後 URL 可能無法運作。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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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您可以為可看見「頁面版面配置」連結的任何記錄類型，新增 Web Applet。 

建立自訂 Web Applet 而不建立自訂 Web 頁標有兩大優點： 

 顯示在頁面 (例如「潛在客戶詳細資料」) 上的自訂 Web 
Applet，可讓您檢視「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資料以及其他內容相關的資料。在另一方面，如果您的外部資料是使用 Web 
頁標進行檢視，當您按一下 Web 頁標時，就會導引您離開「詳細資料」頁面，並重新導向至 Web 頁標頁面。 

 您的公司可能會有您想要顯示的大量資訊，例如投資組合持有股份。自訂 Web Applet 
可以讓您顯示來自其他網站的大量資料，而您不需要將資訊載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將大量資料載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中需要整合工具，才能管理大批資料欄。  

自訂 Web Applet 限制 
可於版面配置精靈中顯示之自訂 Web Applet 的最大數目為 200 
個。此限制適用於「我的首頁」版面配置精靈、記錄類型首頁與詳細資料頁面，以及動作列。自訂首頁報表會包含在記錄類型首

頁與「我的首頁」位置之自訂 Web Applet 的數目中。 

此限制可能會影響一般使用者在應用程式中看到的版面配置，以及管理員用來建立與編輯版面配置的版面配置精靈。如果為某個

位置建立超過 200 個自訂 Web Applet 
(即針對「我的首頁」、記錄類型首頁或詳細資料頁面，或動作列)，則下次您為該位置編輯版面配置時，版面配置精靈中只會顯

示 200個最近修改的自訂 Web Applet。任何剩餘的自訂 Web Applet 都不會顯示，即使這些 Applet 先前已包含在顯示的 
Applet 清單或可用 Applet 清單中。儲存對版面配置所做的變更後，精靈中無法使用的任何 Applet 
將不再供其角色具有該版面配置的一般使用者運用，即使該 Applet 
先前依照預設已顯示在版面配置中，或可供使用者新增至其版面配置。 

相關資訊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頁數 158) 

 建立 HTML Web Applet (頁數 155) 

 建立報表 Web Applet (頁數 157) 

 建立 RSS 摘要 Web Applet (頁數 152) 

 建立 URL Web Applet (頁數 156) 

 設定 RSS 摘要 Web Applet 的範例 (頁數 160) 

 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關於停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 (頁數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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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停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 
您正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為使用者疑難排解技術問題時，可能會想要停用該使用者的所有自訂程式碼，包含在自訂 
Web Applet 與所有自訂 HTML 
標頭新增中的自訂程式碼。若停用自訂程式碼後不再出現問題，則該自訂程式碼可能是造成問題的原因。此外，如果您聯絡 
Oracle 尋求協助，則可能會被要求停用所有自訂程式碼，以協助疑難排解問題。 

使用者資料檔中的「自訂程式碼啟用」欄位，可讓管理員停用該使用者的所有自訂程式碼，同時啟用該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指標
。已啟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指標時，下列其中一個訊息會出現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者所存取的每個頁面底部： 

 自訂程式碼有效。目前頁面中偵測到自訂程式碼且有效。 

 未偵測到自訂程式碼。目前頁面中未偵測到自訂程式碼。 

 已停用自訂程式碼。目前頁面偵測到自訂程式碼但已停用。 

如需有關可在「自訂程式碼啟用」欄位中使用之選項的資訊，請參閱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備註：如果您就使用者角色將「自訂程式碼啟用」欄位新增至「使用者負責人」頁面版面配置，則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可為自己
停用自訂程式碼並啟用自訂程式碼指標。 

關於來源程式碼中的自訂程式碼 
頁面中的自訂程式碼有效時，會顯示在該頁面的來源程式碼中，內含標示自訂程式碼開頭與結尾的註解。停用自訂程式碼時，則

不會包含在該頁面的來源程式碼中。來源程式碼會改為包含註解，以指出已停用自訂程式碼。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您可以建立顯示在記錄類型「首頁」或「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自訂 Web 小程式，以便嵌入外部 Web 
內容。您還可在記錄類型「首頁」與「詳細資料」頁面的自訂 Web Applet 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當您建立 Web 
小程式時，必須加入至「首頁」或「詳細資料」頁面的頁面配置中。若要讓使用者看到該頁面配置，必須指派至適當的使用者角

色。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個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及管理自訂的 Web 
小程式」權限。若已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的語言為公司的預設語言時，您才能建立 Applet。 

建立新的 Web 小程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配置管理」區段，按一下必要記錄類型「Web 小程式」連結。 

5 在「記錄類型 小程式」清單中按一下「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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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Web 小程式」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 

欄位 備註 

名稱 輸入名稱。名稱欄位中的值會出現在「相關資訊」區段的標
題列中。 

註記翻譯需求 只有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您首

次建立 Applet 
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已勾選且為唯讀狀態。「註

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您更新現有的 Applet 
時才會生效。此外，如果您編輯 Applet 之前先在 Applet 
清單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了公司預設語言之外的任何

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為唯讀狀態。如需有關

翻譯自訂 Web Applet 名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若您在公司預設語言中變更現有自訂 Web Applet 
名稱，請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如下所示：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由更新的名稱取代，請勾

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維持不變，則請勿勾選「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地點 視外部內容、報表或儀表板是要顯示在「首頁」或「詳細資

料」頁面上，選取「首頁」或「詳細資料」頁面。 

資料欄 備註：只有在「位置」值為「首頁」時才可使用這個欄位。 

從「欄」功能表選取單欄或雙欄，指定 Applet 的寬度。  

接下來，依照您所需的 Applet 類型來填寫欄位，如下列主題中所述： 

 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頁數 158) 

 建立 HTML Web Applet (頁數 155) 

 建立報表 Web Applet (頁數 157) 

 建立 RSS 摘要 Web Applet (頁數 152) 

 建立 URL Web Applet (頁數 156) 

讓 Web 小程式可見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頁面版面配置」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頁面版面配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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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頁面版面配置」清單中，進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按一下「編輯」，即可修改現有的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即可建立新版面配置。 

 按一下「複製」，即可複製現有的版面配置。 

「頁面配置精靈」隨即顯示，並引導您完成程序。  

備註：根據您按一下的「頁面配置」連結，「頁面配置精靈」中的步驟數目可能會有所不同。在「步驟 1 
配置名稱」中，確定配置已有名稱，以及必要的說明。 

6 在步驟 4「相關資訊」中：  

a 將新的「自訂 Web 小程式」從「可用資訊」清單移到「顯示的資訊」清單。 

b 按一下向上和向下箭頭，依需求放置新的自訂 Web 小程式。 

c 按一下「完成」以建立新配置。 

7 依需求新增頁面配置至使用者角色，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相關主題 
下列主題提供的範例，會建立顯示 Twitter RSS 摘要的 Web Applet： 

 設定 RSS 摘要 Web Applet 的範例 (頁數 160) 
 

建立 RSS 摘要 Web Applet 
為您要嵌入應用程式中的 RSS 摘要建立此類型 Applet。設定 RSS 摘要 Applet，使內嵌的內容與使用者相關。 

您可以讓使用者設定 RSS 摘要 Applet，不過建議您僅開放設定少數 Applet。如果您新增 RSS 摘要 Applet 
至「動作」列，並讓記錄可在自訂「Web 頁標」中使用，使用者就能更輕鬆地讀取這些摘要，因為不必瀏覽至不同的頁面。  

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建立 RSS 摘要 Applet  

備註：這是建立 Web Applet 的最後一個步驟，如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主題中所述。 

在「Web Applet」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註解 

類型 選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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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註解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在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 Web Applet 
前，請仔細考量您會如何使用參數欄位的變數，如 %%%User Id%%% 
(若欄位包含可被逸出作為字元實體參考的字元)。 

當您在 HTML 中插入參數欄位變數，欄位名稱中的字元 (如 &) 
會被逸出作為對應的字元實體參考 (在此案例中為 
&#38;)，且瀏覽器會展開實體參考以便顯示參考的字元。例如，您可能想要

使用公司名稱 A&B Manufacturing 來建立首頁 HTML Web 
Applet。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清單中，您可以選擇「公司名稱」來

插入變數 %%%Company name%%%，而在執行時，此變數具有 
A&#38;B Manufacturing 的值，其在瀏覽器中會顯示為 A&B 
Manufacturing。不過，字元實體參考不會在 JavaScript 
程式碼中展開，因此在此情況下，請將變數置於可參考的內容中，將其從文

件 DOM 中擷取，然後視需要對其進行編碼。這些差異會在下列 Web 
Applet HTML 程式碼的範例中說明： 

<span id=”companyname” style=”display:none” data-

value=”%%%Company name%%%”></span>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var1 = ”%%%Company name%%%”;  

var var2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ompanyname”).getAttribute(“dat

a-value”);  

</script> 

var1 的值是 “A&#38;B Manufacturing” 而 var2 的值是 “A&B 
Manufacturing”。var1 與 var2 的值不同，因為瀏覽器會展開 HTML 
標記與資料中的實體參考，但不會處理 <script> 元素內的部份。 

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選項，以將參數欄位新增至目前

游標所在的 URL 欄位。 

例如，如果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使用者 ID」，就會插入 %%%User 
id%%%。在執行階段，這個參數會以登入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取代。 

此外，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主機名稱」，則會在游標位置插入 
%%%Hostname%%%。在執行階段，會以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取代此參數。這在包含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組態中很實用，因為從一個環境移轉至另一個環境時，不需要再手動修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主機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頁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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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註解 

記錄類型欄位 備註：只有在「位置」值為「詳細資料頁面」時才可使用這個欄位。 

請將游標放置於您要加入參數的 URL 
欄位中，然後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您要包含的欄位。 

例如，如果選取欄位「資料列 ID」，就會插入 %%%Row 
id%%%。在執行階段，這個參數會以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取代。 

功能 若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需要進一步編碼來正確顯示，請從選擇清單中選取「編碼 URL」。 

URL 輸入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叫用的 URL，例如 
http://rss.news.yahoo.com/topstories。 

URL 中必須包含http://。 請確定 URL 是有效的通用資源識別碼 
(URI)。如果其為無效，則使用者存取自訂 Web Applet 
時，即會顯示錯誤訊息而非內嵌內容。 

附註：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 URL 
標準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URL 標準化 (頁數 189)。 

您也可以藉由將游標放置於 URL 
欄位，然後選取「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來在此欄位中納入上下

文關聯參數。這個動作會將欄位參數放置於 URL (以 
%%%fieldname%%% 指定) 中，在 Applet 呼叫來源 URL 
時，會根據目前的記錄，以欄位值取代。  

如果您沒有指定任何 URL，當使用者按一下此連結時，就會導向無效的 
URL。 

備註：每個瀏覽器都有最大的 URL 長度，如果您指定超過此長度的 
URL，使用者可能會在瀏覽器上看到不明確的行為。 

允許使用者覆寫 URL 針對與使用者角色相關的內容設定 RSS 摘要 
Applet。雖然您可以讓使用者設定 RSS 摘要 
Applet，但是建議您僅開放設定少數 Applet。 

記錄開啟方式 依據您要讓記錄在目前瀏覽器視窗開啟，或是在新的瀏覽器視窗開啟的不同
方式來選取值。如果您要將 RSS 摘要 Applet 
新增至「動作列」，請記住，摘要在新的瀏覽器視窗中比較容易讀取。這樣

使用者就不必巡覽至不同頁面。  

高度 

 

Applet 高度，單位是畫素。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Applet 
的圖示。「現代圖示」欄位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所建立

的 Web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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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HTML Web Applet 
為您要新增內容之 HTML 程式碼中的內嵌內容建立此類型 Applet。 

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建立 HTML Web Applet  

備註：這是建立 Web Applet 的最後一個步驟，如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主題中所述。 

在「Web Applet」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註解 

類型 選取 HTML。 

記錄類型欄位 備註：只有在「位置」值為「詳細資料頁面」時才可使用這個欄位。 

請將游標放置於您要加入參數的 Web Applet HTML 
欄位中，然後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您要包含的欄位。 

例如，如果選取欄位「資料列 ID」，就會插入 %%%Row 
id%%%。在執行階段，這個參數會以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取代。 

HTML 表頭新增 在您新增 Web Applet 之頁面 HTML 程式碼內 <iframe> 元素的 src 
屬性中，會使用您輸入的 HTML。任何您新增至 Web Applet HTML 
欄位的程式碼都會新增至 <iframe> 元素。您可在此欄位中包含對嵌入 
HTML <head> 區段之 JavaScript 檔案的參考。  

不支援參考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上的 JavaScript 
檔案。您在這個欄位中輸入的任何內容均會新增至 <head> 標籤。 

Web Applet HTML 在您新增 Web Applet 之頁面 HTML 程式碼內 <iframe> 元素的 src 
屬性中，會使用您輸入的 HTML。 

任何您新增至 Web Applet HTML 欄位的程式碼都會新增至 <iframe> 
元素。任何您在此欄位中輸入的內容都會新增至 <body> 標籤。 

一律執行 此核取方塊會決定如果將 Applet 降到最少時，是否要執行自訂 Web 
Applet。此核取方塊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或「動作」列

所建立的 Web Applet。 

高度 

 

 

Applet 高度，單位是畫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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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註解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Applet 
的圖示。「現代圖示」欄位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所建立

的 Web Applet。 

 
 

建立 URL Web Applet 
要從 URL 嵌入內容至 IFrame 時，建立此類型的 Applet。 

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建立 URL Web Applet 

備註：這是建立 Web Applet 的最後一個步驟，如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主題中所述。 

在「Web Applet」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註解 

類型 選取 URL。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選項，以將使用者參數欄位

新增至目前游標所在的 URL 欄位。 

例如，如果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使用者 ID」，就會插入 
%%%User 
id%%%。在執行階段，這個參數會以登入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取代。 

此外，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主機名稱」，則會在游標位置插入 
%%%Hostname%%%。在執行階段，會以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取代此參數。這在包含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組態中很實用，因為從一個環境移轉至另一個環境時，不需要再手動修

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主機名稱。 

記錄類型欄位 備註：只有在「位置」值為「詳細資料頁面」時才可使用這個欄位。 

請將游標放置於您要加入參數的 URL 
欄位中，然後從下拉式清單選取您要包含的欄位。 

例如，如果選取欄位「資料列 ID」，就會插入 %%%Row 
id%%%。在執行階段，這個參數會以目前記錄的資料列 ID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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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註解 

功能 若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需要進一步編碼來正確顯示，請從選擇清單中選取「編碼 URL」。 

URL 輸入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叫用的 URL，例如 
http://maps.google.com。 

您必須包含 URL 的 http:// 部分。 請確定 URL 
是有效的通用資源識別碼 (URI)。如果其為無效，則使用者存取自訂 
Web Applet 時，即會顯示錯誤訊息而非內嵌內容。 

您也可以藉由將游標放置於 URL 
欄位，然後選取「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來在此欄位中納入

上下文關聯參數。這個動作會將欄位參數放置於 URL (以 
%%%fieldname%%% 指定) 
中，在使用者按一下該值時，會根據目前的記錄，以欄位值取代。例如
，下列 URL 會傳送出貨地址至 Google 
地圖：http://maps.google.com/?q=%%%Ship_To_ADDR_Add
ress1%%%,+%%%Ship_To_CITY_City%%%,+%%%SHIP_L
IST_USSTATE%%% 

如果您沒有指定任何 
URL，當使用者按一下此連結時，就會導向無效的 URL。 

備註：每個瀏覽器都有最大的 URL 長度，如果您指定超過此長度的 
URL，使用者可能會在瀏覽器上看到不明確的行為。 

 

一律執行 此核取方塊會決定如果將 Applet 降到最少時，是否要執行自訂 Web 
Applet。此核取方塊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或「動作

」列所建立的 Web Applet。 

高度 

 

 

Applet 高度，單位是畫素。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Applet 
的圖示。「現代圖示」欄位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所

建立的 Web Applet。 

 
 

建立報表 Web Applet 
要嵌入報表時，建立此類型的 Applet。您可以指定將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報表的篩選。 

備註： 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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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您要嵌入 Web Applet 的報表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建立報表 Web Applet 

備註：這是建立 Web Applet 的最後一個步驟，如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主題中所述。 

 在「Web Applet」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備註 

類型 選取報表。 

路徑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接著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報表，然後按一下「確定」。 

「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報表後自動填入。 

參數 (選擇性) 指定要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報表的篩選。 

如需關於指定篩選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指定內嵌報表與儀表板的篩選器。 

您可以新增欄位作為參數，如下所述：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使用者或系統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欄位中要新增參數的

位置，然後「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清單中選取要包含的欄位。 

如需關於可用於參數中之使用者與系統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僅限「詳細資料」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來自記錄類型的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欄位中要新增欄位

的位置，然後從記錄類型「欄位」清單選取該欄位，其中記錄類型是指為其建立 Applet 
之記錄類型的名稱。 

一律執行 此核取方塊會決定如果將 Applet 降到最少時，是否要執行自訂 Web 
Applet。此核取方塊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或「動作」列所建立的 Web 
Applet。 

描述 (選擇性) 輸入 Applet 的描述。 

高度 輸入 Applet 高度，單位是畫素。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Applet 
的圖示。「現代圖示」欄位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所建立的 Web Applet。 

備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要嵌入儀表板時，建立此類型的 Applet。您可以指定將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儀表板中所含報表的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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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在您開始之前。您要嵌入 Web Applet 的儀表板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備註：這是建立 Web Applet 的最後一個步驟，如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與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主題中所述。 

 在「Web Applet」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備註 

類型 選取儀表板。 

路徑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接著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儀表板，然後按一下「確

定」。 

「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儀表板後自動填入。 

參數 (選擇性) 
指定要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儀表板所含報表的篩選。篩選即會套用至儀表板中

的所有報表。如需關於指定篩選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指定內嵌報表與

儀表板的篩選器。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使用者或系統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欄

位中要新增參數的位置，然後「使用者與系統欄位」清單中選取要包含

的欄位。 

如需關於可用於參數中之使用者與系統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

用者與系統欄位。 

 (僅限「詳細資料」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若要在篩選器參數中包含來自記錄類型的欄位，請將游標移至「參數」

欄位中要新增欄位的位置，然後從記錄類型「欄位」清單選取該欄位，

其中記錄類型是指為其建立 Applet 之記錄類型的名稱。 

一律執行 此核取方塊會決定如果將 Applet 降到最少時，是否要執行自訂 Web 
Applet。此核取方塊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或「動作」列

所建立的 Web Applet。 

描述 (選擇性) 輸入 Web Applet 的描述。 

高度 輸入 Applet 高度，單位是畫素。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Applet 
的圖示。「現代圖示」欄位僅適用於您為記錄類型「詳細資料」頁面所建立

的 Web Applet。 

備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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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RSS 摘要 Web Applet 的範例 
本主題提供了設定 RSS 摘要 Web 
小程式的範例。您可根據業務模型，將此功能用於不同用途。此範例在聯絡人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設定一個 RSS 摘要 Web 
小程式，讓具有「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使用者使用。這個 Web 小程式會顯示聯絡人的 Twitter 摘要。 

公司管理員會在聯絡人記錄類型中設定「Twitter ID」欄位，並建立 Twitter Web 
小程式。接著，公司管理員就可在「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頁面配置上新增欄位與 Twitter Web 
小程式。具有「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使用者就可在「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中輸入聯絡人的 Twitter 
ID。當這位具有「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使用者填寫聯絡人 Twitter ID 欄位後，「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上的 Twitter 
Web 小程式中就會出現該聯絡人的 Twitter RSS 摘要。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 Twitter ID 欄位、建立 Twitter Web 
小程式，並將欄位與小程式新增至頁面配置，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 RSS 摘要 Web 小程式 (公司管理員) 

1 在「聯絡人」記錄類型中設定 Twitter ID 欄位，如下所述：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b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c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 

d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欄位設定」。 

e 在「欄位」頁面中，按一下「新增欄位」。 

f 在「聯絡人欄位編輯」頁面中，於「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 Twitter ID，並在「欄位類型」欄位中選擇「文字 
(短)」。 

g 儲存變更。 

2 按一下「返回聯絡人應用程式自訂」。 

3 建立 Twitter Web 小程式，如下所述： 

a 在「聯絡人應用程式自訂」頁面的「頁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 Web 小程式」。 

b 在「聯絡人小程式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新增」。 

c 在「聯絡人 Web 小程式」頁面中，輸入 Web 小程式的詳細資料如下： 

 輸入 Web 小程式的名稱，如「聯絡人 Twitter 摘要」。 

 在「地點」欄位中，選取「詳細資料頁面」。 

 在「類型」欄位中，選取「摘要」。 

 在 URL 
欄位中，輸入下列網址：http://twitter.com/statuses/user_timeline.rss?id=%%%stTwitter_ID%%%&
coun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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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允許使用者覆寫 URL」欄位中，選取「否」。 

 在「記錄開啟方式」欄位中，選取「目前視窗」。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如「聯絡人的 Twitter 摘要」等描述。 

 在「高度」欄位中，輸入 200。 

附註：該 URL 指定「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小程式可顯示 10 行摘要 (count=10)。若要顯示 10 
行，小程式的高度採用 200 像素較為適當。若您想要讓「聯絡人詳細資訊」頁面中出現的摘要超過 10 
行，可依此變更 URL，並增加小程式的高度。 

d 儲存變更。 

4 按一下「返回聯絡人應用程式自訂」。 

5 在使用者角色的聯絡人頁面配置中，新增「Twitter ID」欄位與 Web 小程式，如下所述： 

a 在「聯絡人應用程式自訂」頁面的「頁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頁面配置」。 

b 在指派給「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頁面配置上，從記錄層級功能表按一下「編輯」。 

c 在「步驟 3，欄位配置」中，使用箭頭將 Twitter ID 
欄位從「可用聯絡人欄位」區段移至要顯示的頁面區段，例如「主要聯絡人資訊」區段。 

d 在「步驟 4，相關資訊」中，使用箭頭將您從「可用資訊」區段建立的 Web 小程式移至「顯示的資訊」區段。 

e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下次具有「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使用者在編輯聯絡人記錄，或建立新聯絡人記錄時，便可依下述程序設定聯絡人的 
Twitter RSS 摘要。 

設定聯絡人的 Twitter RSS 摘要 (使用者) 

1 開啟現有聯絡人記錄，或者建立並儲存新聯絡人。 

2 在「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中，若頁面尚未顯示「聯絡人 Twitter 摘要」小程式，則新增小程式如下： 

a 按一下「編輯版面配置」。 

b 如果「個人版面配置」頁面開啟，則按一下「相關資訊」。 

c 在「個人版面配置 - 相關資訊」頁面中，使用箭頭將「聯絡人 Twitter 摘要」Applet 
從「可用」區段移至「顯示的資訊」區段。 

d 儲存變更。 

3 在「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編輯」。 

4 在「聯絡人編輯」頁面的「Twitter ID」欄位中，輸入聯絡人的 Twitter ID。 

5 儲存變更。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162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聯絡人的 Twitter 摘要就會出現在「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的「聯絡人 Twitter 摘要」小程式上。 
 

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根據公司資料檔上的「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設定而定，您可能可以為下列類型的 Applet 
輸入翻譯名稱： 

 自訂 Web Applet，包含全域 Web Applet 與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在記錄類型首頁上顯示自訂報表的 Applet 

 在「我的首頁」上顯示自訂報表的 Applet 

如果公司資料檔上已取消勾選「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您便無法為這些類型的 Applet 
輸入翻譯名稱。 

如果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這些類型的 Applet 行為如下： 

 當您檢視 Applet 
清單時，可使用「翻譯語言」欄位。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的語言為公司預設語言時，您才能建立 
Applet。建立新 Applet 後，Applet 
名稱會以藍色字型顯示，並置於公司預設語言以外的各個語言的括弧中。您隨後可編輯 Applet，以輸入 Applet 
名稱的翻譯版本。 

 您編輯 Applet 的頁面中會顯示「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如果您變更公司預設語言中的 Applet 
名稱，則可以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來指示是否以更新名稱來取代 Applet 
名稱的翻譯版本，或者這些名稱是否保持不變。如果您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更新後的 Applet 
名稱會以預設公司語言的預設字型顯示，而該名稱也會以藍色字型顯示，並置於各個其他語言的括弧中，直到您為該語言輸

入翻譯名稱。如果您在更新預設公司語言的 Applet 名稱時，未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預設公司語言的 
Applet 名稱會變更，但翻譯的 Applet 名稱不會變更。 

備註：您首次建立 Applet 
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已勾選且為唯讀狀態。「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您更新現有的 Applet 
時才會生效。此外，如果您編輯 Applet 之前先在 Applet 
清單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了公司預設語言之外的任何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為唯讀狀態。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輸入 Applet 名稱的翻譯版本。 

輸入 Applet 名稱的翻譯版本 

1 瀏覽至 Applet 的「清單」頁面。 

2 在 Applet 的「清單」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您輸入翻譯名稱時要使用的語言。 

3 按一下 Applet 的「編輯」連結。 

4 在「名稱」欄位中，輸入 Applet 的翻譯名稱。 

5 儲存變更。 

視需要，為每個語言重複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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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頁數 171)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頁數 207) 
 

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層疊選擇清單會根據在另一個選擇清單 (即上階選擇清單) 中選取的值，來限制一個選擇清單 (即相關 選擇清單) 
的值。例如，上階選擇清單可能呈現了一份服務要求「分類」的清單，並驅動相關選擇清單 (稱為「子分類」) 
的值。例如，當使用者選取「安裝」做為「分類」的值，「子分類」選擇清單會透過動態方式加以限制，只顯示與「安裝分類」
關聯的選擇清單值。  

您可以連結多個選擇清單 (包括預先定義和自訂的選擇清單欄位) 
做為層疊選擇清單。您也可以將層疊選擇清單嵌入巢狀結構中，以便讓一個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的相關選擇清單在其他層疊選擇

清單定義中成為上階選擇清單。 

若您有一些巢狀層疊選擇清單，並更新最上層上階選擇清單值，則您的更新值僅會反映在第一層巢狀結構中，如下列範例中所示
： 

 您有名為「客戶類型」的層疊上階選擇清單，以及名為「客戶優先順序」的相關選擇清單。 

 您有名為「客戶優先順序」的第二層疊上階選擇清單，以及名為「客戶分類」的相關選擇清單。 

 您有包含下列值的「客戶」記錄： 

 客戶類型。此欄位值為「客戶」。 

 客戶優先順序。此欄位值為「高」。 

 客戶分類。此欄位值為「白金級」。 

 若您將「客戶類型」值更新為「合作夥伴」，則「客戶優先順序」值會自動重設。但「客戶分類」值會維持不變。   

在層疊選擇清單中，您可使用選擇清單欄位，該欄位包含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不過，不論您是否在定義層疊選擇清單時
選取「選擇清單值群組」清單中的選擇清單值群組，在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您只能在上階選擇清單欄位值與相關選擇清單欄位
值中，指定一個關係集。如需有關層疊選擇清單如何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搭配使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層疊選擇清單與選擇清

單值群組 (頁數 164)。如需有關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在您開始之前。在您建立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之前，必須先有上階及相關選擇清單並顯示於您的頁面版面配置中。上階選擇清單必

須為可見才能篩選相關的選擇清單值。如需有關建立選擇清單的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層疊選擇清單定義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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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層疊選擇清單」區段中，按一下所需的「層疊選擇清單」連結。 

所列出的記錄類型包括具有自訂選擇清單值的上層記錄類型和相關記錄類型。例如，針對商機，有「商機合作夥伴」和
「商機競爭者」等連結。 

5 在「層疊選擇清單」頁面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即可修改現有的層疊選擇清單。 

 按一下「新建」按鈕，即可建立新的層疊選擇清單定義。 

「層疊選擇清單精靈」會引導您完成程式。 

6 在「步驟 1 選取選擇清單」中，選取上層選擇清單和相關選擇清單。 

7 在「步驟 2 選取值」中，您可以： 

 檢視「上層選擇清單」值與「相關選擇清單」值之間的現有關聯。當您選取「上層選擇清單可用值」清單中的值時，相
關選擇清單可用值就會顯示在「相關選擇清單可用值」清單中，而將會顯示的值是顯示在「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清單
中。如果「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清單中沒有任何值，則在上層選擇清單中選取了對應值時，相關選擇清單中的所有值
都會顯示。 

附註：如果已為您的公司定義選擇清單值群組，則為了協助您確認您對於層疊選擇清單的組態是否正確符合業
務需求，您可以在「選擇清單值群組」清單中選取或反白顯示選擇清單值群組。當您選取選擇清單值群組，「
上階選擇清單可用值」清單與「相關選擇清單可用值」清單只會顯示對應到您選取之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 

 建立新關聯。將想要的值從「相關選擇清單可用值」移到「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  

 移除現有關聯。將值從「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移到「相關選擇清單可用值」。 

8 在「步驟 3 
確認」中，您可以確認為每個「上層選擇清單」值選取的「相關選擇清單」值區段，然後按一下「完成」，完成定義「上層
」與「相關」選擇清單之間層疊關係的作業。 

在精靈中按一下「完成」，即可回到目前記錄類型的「層疊選擇清單」。 

按一下「完成」，並新增層疊選擇清單定義至頁面配置之後，就會自動為包含該配置的所有角色啟動該清單。  
 

關於層疊選擇清單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在層疊選擇清單中，您可使用選擇清單欄位，該欄位包含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不過，不論您是否在定義層疊選擇清單時
選取「選擇清單值群組」清單中的選擇清單值群組，在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您只能在上階選擇清單欄位值與相關選擇清單欄位
值中，指定一個關係集。如果某個欄位是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的相關欄位，且同時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則記錄建立或更新時

，該欄位中可供選取的值會先依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篩選，再依層疊選擇清單定義篩選。 

例如，假設您為「客戶」記錄類型設定下列組態： 

 「客戶類型」欄位與「優先順序」欄位於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連結，且以「客戶類型」欄位為上階選擇清單欄位。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客戶類型」欄位，以及「優先順序」欄位皆顯示於「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填入客戶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時，選擇清單欄位中可供選取的值如下： 

 在「客戶類型」欄位中，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可供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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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優先順序」選擇清單欄位中，所有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於選取「客戶類型」欄位中的值前皆可使用。選取「客
戶類型」欄位中的值後，「優先順序」欄位中的值會限制為同時符合下列條件的值： 

 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值連結至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客戶類型」欄位的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頁數 163) 

 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3)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194)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對於大部分的記錄類型，您可以指定欄位 (包括標準與自訂欄位) 
供使用者用來搜尋記錄。另外，您也可以指定顯示在搜尋結果頁面的欄位。您是在搜尋版面配置中指定搜尋欄位，而您可以視情

況需要，將各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指派給使用者角色，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您可以複製現有搜尋版面配置，然後配合您的需求修改，也可以編輯現有的搜尋版面配置。預設搜尋版面配置是唯讀的，您可以

複製，但無法刪除或編輯。若要指定搜尋中使用的欄位與搜尋結果中顯示的欄位，您就要使用「搜尋版面配置精靈」。  

備註：您可以在搜尋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有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頁數 139)。 

注意：當您建立或編輯「使用者」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請勿新增「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至相同的搜尋版面配置中。若這兩個欄位皆能在搜尋版面配置上使用，則使用該搜尋版面配置的搜尋會失敗。如需

有關「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 欄位 (頁數 
242)。 

管理查尋視窗的行為 
您也可以使用「搜尋版面配置精靈」來管理「查尋」視窗的行為與啟用智慧型關聯。以下選項可用來為每個記錄類型設定「查尋
」視窗的行為。所有這些選項皆在預設搜尋版面配置中選取： 

 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使用預設欄位。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會使用預設版面搜尋版面配置中的欄位。 

 顯示查尋視窗開啟時的搜尋結果。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查尋」視窗開啟時會顯示可用的記錄清單。如果取消勾選此核
取方塊，則「查尋」視窗開啟時不會顯示記錄。 

備註：如果啟用公司的供管理者閱覽，則在某些「查尋」視窗中填入記錄清單的速度可能會很慢，而在某些情況下，「

查尋」視窗可能會逾時。若要避免逾時， 可取消勾選與「查尋」視窗相關聯之記錄類型的「顯示查尋視窗開啟時的搜
尋結果」核取方塊。如此「查尋」視窗就不會顯示任何記錄，而使用者即可指定尋找所需記錄的搜尋準則。 

 已啟用自動解決。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會啟用智慧型關聯。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智慧型關聯為自動搜尋，可讓使用者更容易將不同記錄類型的記錄 (如客戶、聯絡人、機會、活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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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聯結。啟用智慧型關聯後，使用者可以在適當欄位中，輸入要與主要記錄產生關聯之記錄的部分或全部名稱，然後允許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動解決關聯。使用者嘗試儲存變更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搜尋使用者輸入之名稱的相符項。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找到唯一的相符項，則會使用相符記錄，並儲存使用者的變更。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找不到相符項，或找到多個可能的相符項，系統就會對使用者顯示「查尋」視窗。在「查尋」視窗中，使用者可執行其他搜
尋，然後選取適當的記錄。如果未啟用智慧型關聯，則使用者必須按一下欄位旁的「查尋」圖示來開啟「查尋」視窗，以便
搜尋記錄。 

 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尋視窗預設值。只有在「查尋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功能表在公司資料檔上設為「已啟用」時
，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如果勾選「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且記錄類型具有一或多個上下文
關聯清單，則在「查尋」視窗左上角之記錄類型「清單」欄位中，會在其他清單前，顯示所有此類清單。上下文關聯清單最

有可能包含使用者所需的記錄。如需有關記錄類型「清單」欄位與上下文關聯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查尋視窗中搜尋記
錄。如需有關「查尋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功能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備註：如果您設定搜尋版面配置後，在公司資料檔上的「查閱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功能表中選取「已停用」，則「
搜尋版面配置精靈」中無法再使用「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此外，上下文關聯清單在「
查閱」視窗中無法使用，且「查閱」視窗中特定記錄類型的記錄初始搜尋，會在使用者可存取的所有該記錄類型之記錄

上執行，無論先前是否已選取「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選項。不過，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儲存每個搜尋版面配置的「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設定。如果您稍後在公司資料檔上的
「在查閱視窗中的記錄類型清單」功能表中再次選取「已啟用」或「混合」，則每個搜尋版面配置的「將上下文關聯清
單顯示為查閱視窗預設值」核取方塊設定會還原並再次生效。 

為「產品」記錄類型建立搜尋版面配置時，若您要讓搜尋版面配置視窗依事業群顯示產品，可使用下列選項： 

 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搜尋欄位。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搜尋版面配置」精靈中建立「產品」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時，可勾選「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搜尋欄
位」核取方塊，以將產品搜尋版面配置設定為依事業群列出產品。在「產品查尋」視窗中依事業群顯示產品後，便可允許使
用者在相關產品集內執行搜尋，並減少使用者從產品清單中搜尋與選取時所發生的錯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產品搜尋版面配置時的考量 (頁數 169)。 

如果您正在建立搜尋版面配置，而且想要設定增強關鍵字搜尋的搜尋結果頁面，以顯示客戶、機會、聯絡人、約會及任務等記錄

類型的特定結果欄位，則可使用下列選項： 

 以「選取的搜尋結果欄位」設定增強關鍵字搜尋。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搜尋版面配置中定義的欄位會顯示在增強關鍵字

搜尋的搜尋結果頁面中。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記錄類型的索引鍵欄位會顯示在搜尋結果頁面中。 

如果您正建立搜尋版面配置，且想要將目標搜尋欄位清單中的第一個欄位，指定為「查尋」視窗中的預設搜尋欄位，則可使用下
列選項： 

 第一個目標搜尋欄位作為查尋中的預設搜尋。如果已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搜尋版面配置中目標搜尋欄位清單中的第一個欄位

，會用作「查尋」視窗中的預設搜尋欄位。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預設搜尋欄位會與對應查尋的欄位相同。 

相關記錄進階搜尋的搜尋版面配置功能 
您建立或編輯搜尋版面配置時，請考量讓欄位可在相關記錄進階搜尋中用作搜尋欄位的需求。Oracle CRM On Demand 
在判斷欄位是否可於指定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進階搜尋中進行搜尋時，在某些情況下，會為該記錄類型在搜尋版面配置中使用下

列功能： 

 搜尋版面配置中可用的搜尋欄位清單。 

 搜尋版面配置中「限制搜尋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中選取的欄位」核取方塊的設定。 

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這些功能來判斷欄位在相關記錄的進階搜尋中，是否可供搜尋之時機與方式的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進階搜尋。 



應用程式自訂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167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管理搜尋版面配置，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建立或修改搜尋版面配置。 

建立或修改搜尋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要建立或修改搜尋版面配置的記錄類型。  

4 在「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搜尋版面配置」連結。 

5 在「搜尋版面配置」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修改現有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按一下「移除」以刪除目前未指派給角色的現有版面配置。 

「搜尋版面配置精靈」會引導您完成程序。 

6 在步驟 1「定義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或修改版面配置的名稱與選擇性描述。 

7 按「下一步」。 

在步驟 2「指定搜尋欄位」中有三個清單： 

 無法使用的搜尋欄位。此清單顯示所有無法用於搜尋的欄位。 

 目標搜尋欄位。此清單顯示所有能在目標搜尋中使用的欄位，且會顯示在「動作」列的記錄類型「目標搜尋」Applet 
中。「目標搜尋」Applet 
最多可顯示十個欄位。如果在清單中新增十個以上的欄位，然後嘗試儲存版面配置，則會顯示錯誤訊息。如果使用「目

標搜尋」欄位，也會發生下列狀況： 

 欄位可做為「進階搜尋」準則表單中預先填入的預設欄位。 

 當建立或調整清單時，選取的欄位會顯示為篩選準則中預先填入的預設欄位。 

 選取的欄位會顯示成您能在「查尋」視窗中搜尋的欄位集。 

如果未在此清單中指定任何欄位，則記錄類型會顯示在「目標搜尋」Applet 中，但 Applet 
中不會顯示搜尋欄位。 

 其他搜尋欄位。此清單會顯示未在「目標搜尋」Applet 中顯示但可在其他搜尋 (例如進階搜尋) 
中使用的欄位。索引欄位是以綠色文字顯示，不區分大小寫的索引欄位是以藍色文字顯示。 

備註：為了達到最佳效能，請在定義搜尋欄位時使用索引欄位。若「目標搜尋欄位」或「其他搜尋欄位」清單包含任何

未達最佳化的欄位，則會顯示警告訊息。 

您透過按一下向上箭頭與向下箭頭來排列清單中的欄位，及透過按一下向右箭頭與向左箭頭、或向上箭頭與向下箭頭來

移動清單間的欄位。清單中的欄位順序，是在「動作」列中的「目標搜尋」Applet 與搜尋準則表單中使用。 

備註：以紫色文字顯示的欄位一律不區分大小寫。這些欄位並未針對快速搜尋最佳化。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168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8 步驟 2，移動欄位至「無法使用的搜尋欄位」清單，並視需要來排列「目標搜尋欄位」與「其他搜尋欄位」清單中的欄位。 

9 (選擇性) 在步驟 2 
中，視需要勾選或取消勾選「限制搜尋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中選取的欄位」核取方塊，以符合讓欄位可在相關記錄進階搜尋中

用作搜尋欄位的需求。 

如需有關此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的進階搜尋。 

10 (選擇性) 如果您計畫在步驟 3 
勾選「第一個目標搜尋欄位作為查尋中的預設搜尋」核取方塊，則可視需要使用向上與向下箭頭，來放置目標搜尋欄位清單
中的第一個欄位。 

11 (選擇性) 
若您要讓搜尋版面配置視窗依事業群顯示產品，請勾選「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搜尋欄位」核取方塊。 

備註：只有在指定「產品」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時，才可使用此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產品搜尋版面配
置時的考量 (頁數 169)。 

12 按「下一步」。 

在步驟 3「定義搜尋結果版面配置」中有三個清單： 

 無法使用的搜尋結果欄位。此清單顯示所有無法在搜尋結果中顯示的欄位。 

 查尋視窗搜尋結果欄位。此清單顯示能在「查尋」視窗的搜尋結果中顯示的欄位。此清單只限有九個欄位。 

 額外搜尋結果欄位。此清單會顯示額外欄位與在「查尋視窗搜尋結果欄位」清單中的欄位，而其會顯示在「查尋」視窗
搜尋以外的搜尋結果中。 

「查尋視窗搜尋結果欄位」與「其他搜尋結果欄位」清單所允許的欄位總數為 
20，而這表示搜尋結果無法顯示超過 20 個資料欄。如需有關搜尋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尋找記錄。  

注意：請謹慎將欄位新增至清單，因為清單中的資料欄數目會影響效能。記錄類型與欄位類型對效能有巨大的影響。每個額

外的欄位都會增加清單的載入時間。 

13 在步驟 
3「定義搜尋結果版面配置」中，移動欄位至「查尋視窗搜尋結果欄位」與「其他搜尋結果欄位」清單，並視需要將它們重
新排列。 

備註：「查尋視窗搜尋結果欄位」清單僅決定單一關聯查閱視窗中搜尋結果欄位的版面配置。您無法指定多重關聯查尋
視窗之搜尋結果欄位的版面配置。 

14 視需要來勾選或取消勾選下列的核取方塊，以設定「查尋視窗」行為： 

 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使用預設欄位 

 顯示查尋視窗開啟時的搜尋結果 

 已啟用自動解決 

 將上下文關聯清單顯示為查尋視窗預設值 

 以「選取的搜尋結果欄位」設定增強關鍵字搜尋。 

 第一個目標搜尋欄位作為查尋中的預設搜尋 

15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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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建立產品搜尋版面配置時的考量 
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搜尋版面配置」精靈中建立「產品」記錄類型的搜尋版面配置時，可勾選「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搜尋欄位」
核取方塊，以將產品搜尋版面配置設定為依事業群列出產品。在「產品查尋」視窗中依事業群顯示產品後，便可允許使用者在相
關產品集內執行搜尋，並減少使用者從產品清單中搜尋與選取時所發生的錯誤。  

您選擇在產品搜尋版面配置中依事業群顯示產品時： 

 「產品查尋」視窗會使用「事業群」欄位作為預設搜尋欄位，且若使用者具有主要事業群，則會預先填入使用者的主要事業

群。 

 若已勾選「查尋視窗開啟時顯示搜尋結果」核取方塊，則會顯示產品清單並依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來自動篩選。若使用者沒
有主要事業群，則會顯示所有產品，但不會進行篩選。  

 若未勾選「查尋視窗開啟時顯示搜尋結果」核取方塊，「產品查尋」視窗中便不會顯示任何產品。 

您選擇不要在產品搜尋版面配置中依事業群顯示產品時： 

 「產品查尋」視窗會使用「產品名稱」欄位作為預設搜尋欄位。 

 若已勾選「查尋視窗開啟時顯示搜尋結果」核取方塊，則「產品查尋」視窗會使用「產品名稱」欄位作為預設搜尋欄位並列
出所有產品。 

 若未勾選「查尋視窗開啟時顯示搜尋結果」核取方塊，則「產品查尋」視窗會使用「產品名稱」欄位作為預設搜尋欄位且不
會列出任何產品。 

「事業群」欄位不會自動新增至「目標搜尋」Applet，不過您可以將其新增至目標搜尋，讓該欄位顯示於動作列的「目標搜尋

」Applet 中。 

若事業群列於「無法使用的搜尋欄位」清單中，使用者便無法搜尋該事業群。然而，勾選「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
搜尋欄位」核取方塊後，使用者僅可使用查尋視窗來進行搜尋。  

附註：您勾選「將查尋視窗設定為以事業群作為預設搜尋欄位」核取方塊時，此設定的優先順序會高於「第一個目標搜尋欄位作
為查尋中的預設搜尋」核取方塊。如需在「查尋」視窗中指定預設搜尋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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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清單存取和清單順序 
針對記錄類型，您可以指定每個角色都能使用的清單，以及清單顯示在記錄類型「首頁」上的順序。 

您只能為尚未自訂的角色建立新版面配置，您也可以編輯或刪除現有的版面配置。您不能管理使用者私人清單的清單存取和順序

。 

在您開始之前： 

由於您必須選取這個自訂所套用的角色，請先設定所有角色，再開始執行這項程序。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

訂應用程式」權限與「管理公開清單」權限。 

建立或修改清單存取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清單存取和順序」區段，按一下「記錄類型 清單存取和順序」連結。 

5 在「清單順序版面配置」頁面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修改現有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6 如果您是建立新版面配置，請從「角色名稱」下拉式清單選取角色。 

只有尚未與版面配置關聯的角色才會在下拉式清單中提供使用。  

7 依需求在「所有清單」、「此角色可用的清單」與「顯示於決選名單」之間移動清單。 

 「所有清單」包含為記錄類型列出的所有清單，但私人清單除外。  

 「此角色可用的清單」包含可供您所選取角色使用的所有清單。在記錄類型的「查閱」視窗中，這些清單也會顯示於記

錄類型清單欄位。 

 「顯示於決選名單」包含許多清單，顯示在「首頁」的「清單」區段、在記錄類型的「清單」頁面中的選擇清單，以及

在記錄類型「查閱」視窗的記錄類型「清單」欄位中。如需有關記錄類型「清單」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查閱視窗
中搜尋記錄。  

8 依需求使用向上和向下方向箭頭，重新排列清單的順序。 

9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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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您可以使用「首頁自訂報表」功能，將多重報表新增至記錄類型「首頁」，包括預建和自訂報表。這項功能可以讓您為不同使用

者提供最為相關的資訊。例如，您可以將客戶服務代表的「首頁」設定為顯示自訂服務要求報表。 

對於某些記錄類型，標準報表會依預設顯示在「首頁」記錄類型上。您可以用不同的報表來取代標準報表，或者新增其他報表。

此外，您也可以針對記錄類型「首頁」上預設不顯示報表的記錄類型指定「首頁」報表。 

備註： 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若要讓預建或自訂報表用於記錄類型「首頁」上，您必須先為報表建立「首頁」自訂報表記錄。建立或編輯記錄類型的「首頁」

配置時，任何已針對該記錄類型建立的「首頁」自訂報表記錄都會列在「首頁配置精靈」的「所有區段」清單中。接著，您就可

以讓報表用於「首頁」版面配置，如下所示： 

 您可以將報表移至「首頁」版面配置依預設顯示的其中一個區段清單內，讓角色擁有該版面配置的任何使用者，都會自動在

其記錄類型「首頁」上看到該報表。 

 您可以將報表移至「首頁」版面配置中的「可用」區段清單，只要具有該版面配置與「個人化首頁」權限角色的任何使用者

，都可以將報表新增至其記錄類型「首頁」。 

如需有關自訂「首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如需有關為「我的首頁」建立自訂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頁數 207)。 

關於管理首頁自訂報表記錄的權限 
當角色擁有適當權限時，您就可以建立自訂報表記錄，並將其新增至所有記錄類型的自訂「首頁」配置中。下表顯示設定「首頁

」可使用自訂報表時，各種相關任務所需的權限。 

任務 所需權限 附註 

(選擇性) 
建立自訂報表，並將其公布至全

公司的資料夾 

管理自訂報表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分析入門。 

建立首頁自訂報表記錄 自訂應用程式 

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 

存取已移轉之公司範圍內的共享資

料夾 

本主題提供這項任務的指示。 

唯有在您要將來自「已移轉之公司

範圍內的共享資料夾」的報表新增

至「首頁」自訂報表時，才需要「

存取已移轉之公司範圍內的共享資

料夾」權限。 

新增自訂報表區段至首頁版面配

置 
自訂應用程式 

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記錄首

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新增首頁版面配置至使用者角色 管理角色與存取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選擇性) 
在首頁上新增或移除自訂報表區

段 (一般使用者) 

個人化首頁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首頁版

面配置。 

在您開始之前： 

 您要在首頁中啟用的報表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172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若已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Web Applet 
的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的語言為公司的預設語言時，您才能建立自訂報表。 

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首頁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首頁自訂報表」。 

5 按一下新首頁報表。 

6 在「首頁自訂報表詳細資料」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 

欄位 備註 

名稱 輸入自訂報表名稱。 

註記翻譯需求 只有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建立

自訂報表時，會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該核取方

塊也會變成唯讀。此外，若您在更新現有自訂報表前，於自

訂報表清單的「翻譯欄位」中，選取公司預設語言以外的任

何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變成唯讀。 

若您在公司預設語言中變更現有自訂報表名稱，請使用「註

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如下所示：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由更新的名稱取代，請勾

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維持不變，則請勿勾選「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翻譯自訂報表名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高度 選取單一或加倍。如果將高度設定為「加倍」，報表在「首

頁」上的高度會是其他區段的兩倍。 

寬度 選取單一或加倍。如果您要報表從左至右橫跨整個「首頁」

，請將寬度設定為「加倍」。  

備註：HTML RowSpan 屬性值超過 2 
的報表有時會橫跨到指定的大小以外。 

立即執行報表 如果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報表就會自動執行，而使用者就不

必按一下連結來更新報表。 

目錄 選取您要嵌入之報表所屬的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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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然後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報表。 

「報表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報表後自動填入。 

2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首頁自訂報表的描述。 

3 按一下「儲存」。 
 

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您可以為所有記錄類型建立自訂「首頁」版面配置。這項功能可以讓您為不同使用者提供最為相關的資訊，包括在記錄類型「首

頁」上顯示自訂報表的能力。例如，客戶服務代表的「服務要求首頁」可以設定為顯示使用者的目前服務要求相關任務和自訂服

務要求報表。 

附註：如果要在自訂「首頁」版面配置中使用預建或自訂報表，您就必須依照建立首頁自訂報表 (頁數 
171)中所說明的程序，先為報表建立「首頁」自訂報表記錄。 

您可以複製現有的「首頁」版面配置，然後進行修改以配合您的需求。您也可以編輯現有的「首頁」版面配置，唯一的例外是預

設「首頁」版面配置，它是唯讀的。您可以複製預設「首頁」版面配置，但無法加以刪除或編輯。 

附註：您可以在「首頁」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有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頁數 139)。 

建立自訂「首頁」版面配置之後，您必須使用「角色管理精靈」，以便指派版面配置給必須使用該版面配置的使用者角色。角色

包含「設定個人化首頁」權限的使用者可以自訂自己的記錄類型「首頁」版面配置。自訂版面配置可以顯示您針對該記錄類型指

派給使用者角色之「首頁」版面配置的任何可用區段。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括「自訂應用程式」權限，以及「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權限。 

建立或修改首頁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首頁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首頁版面配置」連結。 

5 在「首頁版面配置」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修改現有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首頁版面配置精靈」隨即顯示，引導您完成程序。 

6 在「步驟 1 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需要時也輸入描述。 

7 在「步驟 2 首頁版面配置」中，指定可用和顯示的區段，如下所示： 

 將區段從「所有區段」清單移到「可用區段」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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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區段」清單包含可新增至「首頁」的區段。如果您不要讓使用者新增區段至「首頁」，請將區段保留在

「所有區段」清單中。 

 將區段從「左側」清單移到「右側」清單，然後視需要重新排列兩份清單中的資訊。  

將加倍寬度的區段保留在「左側」清單中，這些區段會在顯示時自動延伸橫跨「首頁」。 

8 按一下「完成」。 

附註：當您將自訂「首頁」版面配置加入至應用程式之後，就必須將它提供給使用者角色，如此一來，使用者才能看見它。如需

有關新增及修改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角色具有「設定個人化首頁」權限的使用者，可以使用您針對該記錄類型指派給其角色之「首頁」版面配置的任何清單

或報表，編輯其「首頁」版面配置。 
 

自訂稽核軌跡 
針對許多記錄類型，您可以使用稽核軌跡來追蹤記錄的建立、刪除及還原等作業，同時追蹤現有記錄上指定欄位的更新。稽核軌

跡記錄會顯示其動作觸發稽核軌跡記錄的使用者詳細資料、所執行的動作類型及時間戳記。更新現有記錄的稽核欄位時，欄位變

更的稽核軌跡記錄會顯示欄位的舊值與新值。 

備註：如果更新記錄時未更新任何稽核欄位，則不會產生該作業的稽核軌跡記錄。 

稽核軌跡的公司設定值 
公司資料檔的「稽核到期 (天數)」欄位中會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保留稽核軌跡記錄的時間長度。在標準應用程式中，記錄會保留 90 天，但管理員可指定其他時間長度。 

公司資料檔的「記錄類型可稽核」欄位中會指定針對記錄類型可稽核的欄位數上限。在標準應用程式中，上限是 35 
個欄位，但管理員可變更此限制。  

備註：針對記錄類型可稽核的欄位數上限會顯示於每個記錄類型的「稽核欄位設定」頁面，但無法於該頁面中變更此值。 

如需為稽核軌跡變更公司設定值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稽核會花費更多時間與資源 
稽核會增加作業的處理時間，因為在執行作業時，必須評估稽核規則。對於更新作業，必須為更新的每個稽核欄位產生稽核軌跡
記錄並加以儲存，因此您對記錄類型所稽核的欄位越多，儲存該類型記錄所花費的時間就越長。 

稽核軌跡組態 
對於支援稽核軌跡的每個記錄類型，您可以指定下列項目： 

 您要稽核的欄位。 

 您是否要追蹤記錄的建立作業。 

備註：您無法取消選取在使用者稽核軌跡中，追蹤記錄建立作業的選項。 

 對於可刪除的記錄，您是否要追蹤那些記錄的刪除或還原作業。 

備註：追蹤記錄刪除與還原作業的選項無法用於「使用者」與「使用者合作夥伴管理」的稽核軌跡，因為這類記錄無法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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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您指定至少為特定記錄類型稽核一個欄位時，或您選取追蹤、刪除及還原記錄的任一選項時，便會啟用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
。 

關於讓稽核軌跡記錄可供使用者檢視 
稽核軌跡記錄會顯示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中，如檢視記錄的稽核軌跡中所述。若要讓稽核軌跡

記錄可供使用者檢視，您必須執行下列作業： 

 將「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新增至記錄類型之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相關版面配置。 

備註：「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無法供您新增至「資產」與「收益」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這些記錄類型的稽核
軌跡資訊只能在「主要稽核軌跡」中檢視。 

 更新相關的使用者存取權資料檔，以允許存取稽核軌跡記錄。例如，若要允許使用者檢視帳戶上的稽核軌跡記錄，請提供使

用者該帳戶記錄類型之「稽核軌跡」相關資訊類型的唯讀存取權。如需有關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權資

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管理員也可以在「主要稽核軌跡」中檢視所有稽核記錄類型的完整稽核軌跡記錄集，如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頁數 66)中所述。 

依預設稽核的記錄類型 
在第一次設定公司時，依預設會為「機會」與「服務要求」記錄類型來啟用稽核軌跡。此外，針對特定產業或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所特定的某些記錄類型，當公司啟用該記錄類型時，便會啟用稽核軌跡。針對所有這些記錄類型，稽核軌跡的設定如下： 

 特定欄位會進行稽核。您可以將欄位新增至已稽核欄位的清單，以及從清單中移除欄位。 

 系統會選取追蹤記錄建立作業和追蹤記錄刪除與還原作業的選項。您可以變更這些設定值。 

預設會設定下列項目 (僅適用於「機會」與「服務要求」記錄類型)： 

 「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可在標準「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中取用。 

 所有標準的存取權資料檔都會提供稽核軌跡記錄的唯讀存取權。 

在第一次設定公司時，預設也會為「使用者」記錄類型來啟用稽核軌跡。預設會稽核特定必要欄位。系統也會選取追蹤記錄建立
作業的選項，且您無法變更此設定。 

下表列出支援稽核軌跡的記錄類型，並顯示是否預設啟用該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此表也會列出預設稽核的欄位。 

備註：如果您從某一記錄類型的稽核欄位清單中移除所有欄位，並且如果您也取消選取追蹤記錄建立、刪除及還原等作業的選項

，則會停用該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 

記錄類型 是否要依預設

啟用稽核軌跡
？ 

預設稽核欄位 

客戶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鑑定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活動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地址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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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是否要依預設

啟用稽核軌跡
？ 

預設稽核欄位 

分配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申請 是 年收益、申請 
ID、核准狀態、核准日期、宣傳活動、目前核准者、

電子郵件地址、現有合作夥伴關係、預期合作夥伴關

係收益、名字、姓氏、地點、主要傳真號碼 
(#)、主要電話號碼 
(#)、名稱、員工人數、合作夥伴、合作夥伴方案、

合作夥伴類型、方案等級、拒絕原因、來源、提交狀
態、公司傳真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 

資產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封鎖的產品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經紀人資料檔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商務計畫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宣傳活動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認證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求償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聯絡人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聯絡人州執照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課程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保險項目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自訂物件 01 或更高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損害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交易註冊 是 核准狀態、相關聯絡人、相關客戶、相關潛在客戶、

相關機會、行動電話、城市、結案日期、公司名稱、

國家、幣別、目前核准者、交易大小、電子郵件、到

期日、傳真、名字、姓氏、名稱、原始合作夥伴客戶

、合作夥伴方案、郵遞區號、主要合作夥伴、有興趣

的產品、拒絕原因、州、街道、提交狀態、電話號碼 
(#)、類型。 

經銷商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事件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測驗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財務帳戶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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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是否要依預設

啟用稽核軌跡
？ 

預設稽核欄位 

財務帳戶持有人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財務帳戶持有類別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財務計畫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財務產品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財務交易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資金 是 負責人、合作夥伴、狀態、目標金額。 

資金要求 是 已核准、請款核定日期、請款要求、到期日、資金、

授權金額、負責人、預先核准日期、預先核准要求、

狀態。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家庭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產物保險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存貨稽核報表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存貨期間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受邀者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關係人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潛在客戶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MDF 要求 是 預先核准金額、要求的金額、核准狀態、請款核定日

期、請款狀態、資金、預先核准日期、提交狀態、提

交日期、核准的請款金額總計、要求的請款金額總計

。 

傳訊計畫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傳訊計畫項目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傳訊計畫項目關係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目標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機會 是 結案日期、預測、負責人、成功率 
(%)、收益、銷售階段。 

訂單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合作夥伴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合作夥伴方案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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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是否要依預設

啟用稽核軌跡
？ 

預設稽核欄位 

計畫客戶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計畫聯絡人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計畫機會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保單 是 面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保單欄位。  

投保人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投資組合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產品適應症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報價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收益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樣品免責聲明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樣品批號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樣品要求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樣品要求項目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樣品交易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服務要求 是 服務種類、原因、描述、負責人、優先順序、來源、

狀態、主題、類型。 

簽名 是 聯絡人 

社交媒體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社交個人檔案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解決方案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特殊訂價要求 是 核准狀態、授權日期、請款核定日期、請款狀態、提

交狀態、提交日期、授權總金額、申請總金額、理賠

核准總金額、理賠申請總金額。 

使用者 是 永遠傳送重要提醒、認證類型、電子郵件、單一登入

外部識別碼、角色、狀態、使用者登入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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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是否要依預設

啟用稽核軌跡
？ 

預設稽核欄位 

使用者合作夥伴管理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最佳作法稽核下列

欄位：  

永遠傳送重要提醒、認證類型、電子郵件、單一登入

外部識別碼、角色、狀態、使用者登入 ID。 

備註：在「主要稽核軌跡」中，透過合作夥伴自我管

理頁面，對使用者記錄所做的變更會與「使用者合作

夥伴管理」記錄類型一同顯示。 

車輛 否 根據預設，沒有欄位會進行稽核。 

下列考量適用於有關稽核的欄位： 

 若為「使用者」稽核軌跡，則必要欄位會以紅色文字顯示在稽核欄位清單中。如果您從稽核欄位清單中移除任何必要欄位，

就無法儲存「使用者稽核軌跡」。  

 若為外部索引鍵欄位，名稱 (而非 ID) 
會儲存並顯示於稽核軌跡中。例如，如果您稽核了「機會」記錄類型上的「客戶」欄位，則稽核軌跡就會顯示客戶名稱，而

非資料列 ID。 

 所有可稽核的記錄類型，都沒有地址欄位可用。 

 選擇清單欄位會顯示使用者的語言相依值 (LDV)。 

 沒有顯示在版面配置上的 ID 資料欄無法進行稽核。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自訂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下列所有權限： 

 自訂應用程式 

 管理欄位稽核 

 管理角色與存取權 

自訂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稽核設定」區段，按一下「記錄類型 欄位稽核設定」連結。 

5 (選擇性) 如果您想追蹤在稽核軌跡中的記錄建立，可選取「稽核記錄類型記錄建立」。 

6 (選擇性) 如果您想追蹤在稽核軌跡中的記錄刪除或還原，可選取「稽核記錄類型記錄刪除/還原」。 

7 在「稽核欄位設定」頁面中，視需要將欄位從「可用欄位」清單移至「稽核欄位」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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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超過公司的限制，就會顯示一則錯誤訊息。 

「可用欄位」清單包含尚未稽核之記錄類型的所有標準和自訂欄位。 

8 按一下「儲存」。 

只要啟用之後，欄位的稽核功能就會立即生效。 

備註：「受邀者」記錄類型是「事件」記錄類型的下階記錄類型。您可以為「受邀者」記錄類型自訂稽核軌跡欄位，並透過「事

件」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為「受邀者」記錄類型設定「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受邀者」記錄類型的「稽核

軌跡」相關資訊區段，只能新增至「受邀者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受邀者」記錄類型的「稽核軌跡」相關資訊區段，無法

新增至「事件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此外，若要允許使用者檢視受邀者記錄的稽核軌跡，您必須更新相關的存取權資料檔，

以授予使用者對「事件」上階記錄類型之「受邀者稽核軌跡」相關項目的存取權。 
 

關於記錄中已修改欄位的資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下列系統欄位來儲存有關最近一次變更記錄的資訊。 

 修改外部 

 修改：日期 

 修改者 

 修改：外部日期 

在某些案例中，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資訊寫入此處一或多個欄位，以反映並非由明確使用者動作引起的記錄變更。基於這個原因，建議您不要依賴這些欄位中的

資訊來追蹤使用者進行過的記錄變更。請改用稽核追蹤功能來追蹤使用者對記錄中特定欄位所做的變更。如需有關自訂記錄類型

稽核追蹤的資訊，請參閱自訂稽核追蹤 (請參閱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如需有關檢視欄位設定、角色及存取權資料檔變更的資訊，請參閱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追蹤 (請參閱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下列為記錄「修改者」欄位的系統變更範例。使用者刪除連結至聯絡人記錄的客戶，而該記錄為聯絡人的主要客戶。當刪除的客

戶記錄已從資料庫中清除，刪除的客戶與聯絡人之間的連結會從資料庫中移除。連結從資料庫移除後，下一次任何使用者開啟聯
絡人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便會選取其他連結的客戶來作為聯絡人的主要客戶，以及將客戶 ID 
寫入主要客戶欄位中。或者，若沒有任何客戶連結至聯絡人，Oracle CRM On Demand 
便會更新記錄來反映該狀況。然後，Oracle CRM On Demand 就會以開啟聯絡人記錄的使用者名稱來更新「修改者」欄位。 

此外，就群組所擁有的記錄而言，記錄上系統欄位中的資訊在使用者從群組中刪除後，可能會自動更新。如果從群組中刪除之使

用者的名稱，出現在該群組所有之共用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中，則該記錄上「負責人」欄位中的名稱在先前負責人從群組中

刪除後，會變更為該群組的其他成員名稱。對機會記錄或投資組合記錄之所有權做出此變更時，儲存記錄最近變更之相關資訊的

系統欄位即會更新，且該資訊會顯示記錄已由 Oracle Administrator 
使用者更新。不過，就支援群組的其他記錄類型而言，系統欄位不會更新。對於所有支援群組的記錄類型，若欄位是因使用者從

群組中被刪除而遭到變更，則在稽核追蹤中不會追蹤對共用記錄上「負責人」欄位的變更，即使記錄類型的「負責人」欄位是設

定為待稽核。 

記錄的「修改者」欄位也可顯示使用者名稱，而該使用者沒有直接更新記錄的必要存取權與權限。例如，當使用者狀態從「有效

」變成「無效」，或從「無效」變成「有效」，則「公司資料檔」頁面上「有效使用者」與「無效使用者」欄位的值會更新。由
於這些欄位變更所導致的結果，「公司資料檔」頁面的「修改者」欄位會更新，以顯示已更新使用者記錄的使用者姓名，即使進
行變更的使用者並不具備更新公司資料檔的必要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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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動態版面配置可以精簡應用程式作業，允許一般使用者只管理與特定情況相關的資訊子集。例如，您的公司可能會追蹤多種不同

類型的客戶，例如老客戶類型客戶、準客戶類型客戶或合作夥伴類型客戶。藉由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功能，您可以依據客戶類型來

設定不同的版面配置，以顯示一組不同的客戶欄位和相關項目。然後您可以將不同的版面配置和一或多個使用者角色相關聯。當

使用者逐層往下檢視特定客戶記錄時，便會根據使用者的角色以及客戶類型向使用者顯示適當的頁面版面配置。 

您為記錄類型定義動態頁面版面配置時，是使用預先定義的選擇清單值來驅動頁面版面配置的動態呈現。您指定要為選擇清單各
值顯示的頁面版面配置，然後使用者就可以根據在記錄中選取的選擇清單值，看到相同記錄類型之不同記錄的不同頁面版面配置
。 

備註：使用動態版面配置時，您無法使用與內部選擇清單 ID 相同的選擇清單值，因為這可能會造成無法預測的行為。 

您必須依系統要求將動態頁面版面配置與使用者角色相關聯。動態頁面版面配置與使用者角色之間有多對多的關係。 

各個選擇清單值只能與一種版面配置建立關聯，但頁面版面配置可與多個選擇清單值建立關聯。選擇清單值與頁面版面配置之間
的關聯上限為 200 個。您不得刪除已經與使用者角色相關聯的版面配置。 

注意：建議所有與驅動選擇清單關聯的動態版面配置都包含驅動選擇清單。如果您的其中一個指派版面配置沒有具備驅動選擇清

單，而某筆記錄已選取並儲存與該版面配置關聯的選擇清單值，這時您在該版面配置上將看不到驅動選擇清單，因此也無法編輯

欄位。 

下表顯示為各記錄類型預先定義的驅動選擇清單值。 

記錄類型 驅動選擇清單 

客戶 客戶類型 

活動：約會 類型 

活動：任務 類型 

約會 類型 

資產 資產類型 

業務計畫 類型 

電訪活動 類型 

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類型 

聯絡人 聯絡人類型 

自訂物件 01-03 類型 

自訂物件 04 或更高 類型 

交易註冊 類型 

經銷商 狀態 

事件 類型 

資金 狀態 

資金要求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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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驅動選擇清單 

家庭 區隔 

存貨稽核報表 類型 

潛在客戶 潛在客戶來源 

醫療教育 類型 

訊息計畫回應 類型 

訊息傳送計畫 類型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類型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關係 類型 

目標 類型 

機會 機會類型 

機會產品收益 類型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組織狀態 

合作夥伴方案 合作夥伴類型 

保單 業務範圍 

投資組合 客戶類型 

收益 類型 

收益：客戶收益 類型 

收益：聯絡人收益 類型 

樣品交易 類型 

服務要求 類型 

解決方案 狀態 

任務 類型 

車輛 產品類型 

車輛融資資訊 融資類型 

您可以在頁面版面配置名稱中使用的字元數有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自訂版面配置限制 (頁數 139)。 

頁面版面配置與清單 
您可以使用頁面版面配置與角色權限來限制欄位，讓使用者可進行搜尋、清單檢視及匯出。當使用者建立或調整記錄清單，或使

用進階搜尋來尋找記錄時，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權限與頁面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可搜尋與檢視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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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啟用使用者角色的「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可就記錄類型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搜尋其
中可用的所有欄位。此外，當建立或調整清單時，使用者可選取任何欄位，來顯示成搜尋傳回的記錄清單欄位。 

附註：建議公司管理員不要為多數使用者角色啟用「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在未啟用該權限情況下，公司未使用的欄
位便不會顯示於搜尋與清單頁面中。這樣可避免頁面雜亂，並讓使用者更容易檢視其最感興趣的欄位。 

若未對使用者角色啟用「搜尋與清單中的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只有在符合以下兩項條件後才能搜尋欄位： 

 欄位是在就記錄類型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搜尋版面配置中，可用的搜尋欄位。 

 根據該記錄類型來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會顯示此欄位。若定義角色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則

欄位必須顯示至少一個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此外，建立或調整清單時，只有當欄位顯示在至少一個「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包含根據記錄類型來指派給使用者角色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使用者才能選取欄位，以顯示成搜尋傳回的記錄清單欄位。此限

制也會影響使用者可在清單中匯出的項目。如果使用者角色已啟用「清單 - 匯出顯示欄位」權限，但並未啟用「清單 - 
匯出所有欄位」權限，則使用者只能匯出清單中所顯示的欄位。使用者無法匯出清單記錄上的所有欄位。 

備註：若是使用者在上階記錄之相關記錄清單的「進階」連結中，所開始的進階搜尋，會額外考量可用的搜尋欄位以及搜尋結果

中可顯示的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的進階搜尋。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以及「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動態版面配置」權限。 

建立或修改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動態版面配置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 動態版面配置」連結。 

5 在「動態頁面版面配置」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修改現有版面配置。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動態版面配置精靈」會引導您完成程序。 

6 在「步驟 1 版面配置名稱」中：  

a 輸入「動態版面配置」的名稱。 

b 選取「預設版面配置」。這個版面配置會在下一個步驟中以預設版面配置呈現。 

「驅動選擇清單」欄位會顯示選擇清單，其值決定使用者所看到的版面配置。   

7 在「步驟 2 指派欄位」中，將每個選擇清單值與版面配置名稱相關聯。  

備註：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中，驅動選擇清單值與頁面版面配置之間的關聯上限數為 200 個。 

當記錄有對應的選擇清單值時，就會顯示您所選取的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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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完成」。 

相關主題 
如需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如何與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互動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 

 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7)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每個使用者角色在每個記錄類型都有指定的頁面版面配置。頁面版面配置決定使用者可在各種記錄類型之建立、檢視及編輯記錄

的頁面上看到的欄位、頁面區段以及相關資訊區段。如果使用者角色的「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相關資訊」權限已啟用，則使用者可根據記錄類型，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上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使用者可以顯示或隱
藏相關資訊區段，也可以變更相關資訊區段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顯示順序。 

備註：根據使用者角色的設定而定，使用者可能也可個人化記錄頁面上的欄位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個人化欄位版面

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7)。 

如有需要，您可以為角色將頁面版面配置的任何個人化版本重設為預設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靜態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使用靜態頁面版面配置時，使用者看到的版面配置會與指定記錄類型之所有記錄的版面配置相同。當使用者為靜態「詳細資料」

頁面版面配置建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時，行為如下： 

 在使用者變更記錄類型之「詳細資料」頁面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後，每當使用者開啟該類型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
便會使用該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使用者對於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會繼續用於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直到發生下列其中一項動作為止： 

 使用者再次編輯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使用者將版面配置重設為使用者角色的預設頁面版面配置。 

備註：將欄位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版面配置後，不會影響相關資訊區段的任何個人化版面配置。同樣地，將相

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的版面配置後，不會影響該記錄類型的任何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 

 公司管理員將該使用者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頁面版面配置。 

備註：如果管理員將某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則所有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該

記錄類型相關資訊區段的所有個人化版面配置都會還原至具備該角色身分之使用者的預設值。不過，如果管理
員將某記錄類型的新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角色，則所有具備該角色的使用者會看見該記錄類型的新欄位版面配
置，不過除非這些使用者將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的版面配置，否則他們仍將繼續看見該記錄類型相關

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如果公司管理員在某個使用者角色的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中，對可用且已顯示之相關資訊區段的清單進行變更，則會執行下列

行為： 

 如果公司管理員移動已顯示區段之清單 (或是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中可用區段的清單) 
先前無法使用的相關資訊區段，則該區段不會自動顯示於使用者的對應個人化版面配置中。如果使用者想要顯示新近可

用的區段，則使用者必須編輯個人化版面配置，以將區段新增至已顯示區段的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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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司管理員將相關資訊區段從已顯示區段清單移至預設頁面版面配置可用區段的清單，且該區段已顯示在使用者的

個人化版面配置中，則該區段可繼續向使用者顯示，直到使用者從個人化版面配置的已顯示區段清單中移除該區段，或

將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為止。 

 如果公司管理員將相關資訊區段移至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不可使用區段的清單中，且該區段已顯示在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

配置中，則該區段可繼續顯示在該使用者的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然而，使用者下次編輯「詳細資料」頁面的個人

化版面配置時，該區段將不再顯示於版面配置的已顯示區段清單中，且在使用者於「個人版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儲

存」後，無法使用的區段便會從版面配置中移除，且不再顯示於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在某些記錄類型中，公司管理員可以建立動態頁面版面配置。在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中，記錄欄位中的選擇清單值是用於決定該記
錄頁面版面配置的動態呈現。例如，您的公司可能希望使用者在客戶類型為「客戶」的「詳細資料」頁面看到某個版面配置，而
在客戶類型為「競爭者」的「詳細資料」頁面看到另一種頁面版面配置。在這種情況下，您的公司管理員可以為「客戶詳細資料
」頁面設定一個動態頁面版面配置，並視需要將其指定給使用者角色。 

使用動態版面配置時，公司資料檔的「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會決定使用者只能為記錄類型建立一個
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還是能為記錄類型建立多個個人化版面配置。「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
塊會有下列行為：    

 如果取消勾選公司資料檔的「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則使用者只能為記錄類型建立一個相關資訊
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使用者在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會用於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不論
決定頁面版面配置動態呈現的選擇清單欄位值為何。 

例如，假設如上所述，有動態版面配置用於「客戶」記錄型態。若使用者在具有「競爭者」客戶類型的客戶「詳細資料

」頁面中作業時，變更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則不論客戶類型為何，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會用於所有客

戶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 

將版面配置個人化後，使用者對個人化版面配置所進行的任何變更，都會反映在該類型所有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中

。如果使用者為記錄類型將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重設為使用者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則該記錄類型的動態頁面版面

配置會用於「詳細資料」記錄頁面。 

例如，假設如上所述，有動態版面配置用於「客戶」記錄型態。在使用者為「客戶」記錄類型將相關詳細資訊區段的版

面配置重設為使用者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後，系統會使用適用於客戶類型、競爭者或顧客的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如果勾選公司資料檔的「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則使用者可為決定頁面版面配置動態呈現之選擇
清單欄位中的每個值，選擇建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每當使用者開啟據以選取選擇清單值之類型的記錄時，就
會使用該使用者的選擇清單值個人化版面配置。 

使用者為選擇清單值建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版面配置後，可再次變更個人化版面配置，或可為選擇清單中的其他值建
立個人化版面配置。使用者也可選擇為所有選擇清單值將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頁面版面配置。 

不論公司資料檔的「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設定為何，相關資訊區段的使用者個人化版面配置與使用者
角色頁面版面配置之間的互動如下： 

 如果公司管理員在某個使用者角色的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中，對可用且已顯示之相關資訊區段的清單進行變更，則會執行下列

行為： 

 如果公司管理員移動已顯示區段之清單 (或是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中可用區段的清單) 
先前無法使用的相關資訊區段，則該區段不會自動顯示於使用者的對應個人化版面配置中。如果使用者想要顯示新近可

用的區段，則使用者必須編輯個人化版面配置，以將區段新增至已顯示區段的清單中。  

 如果公司管理員將相關資訊區段從已顯示區段清單移至預設頁面版面配置可用區段的清單，且該區段已顯示在使用者的

個人化版面配置中，則該區段可繼續向使用者顯示，直到使用者從個人化版面配置的已顯示區段清單中移除該區段，或

將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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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公司管理員將相關資訊區段移至預設頁面版面配置不可使用區段的清單中，且該區段已顯示在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

配置中，則該區段可繼續顯示在該使用者的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然而，使用者下次編輯「詳細資料」頁面的個人

化版面配置時，該區段將不再顯示於版面配置的已顯示區段清單中，且在使用者於「個人版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儲

存」後，無法使用的區段便會從版面配置中移除，且不再顯示於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 

關於變更「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選項 
公司管理員可變更公司資料檔的「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設定。如果您變更核取方塊的設定，則使用者
看到的相關資訊區段版面配置可能會受影響。使用者在該設定變更後會看到的行為取決於下列幾點： 

 先前是否已勾選該核取方塊，進而允許使用者為記錄類型的個別選擇清單值建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使用者先前為使用動態版面配置的頁面所建立的是相關資訊區段的單一個人化版面配置，還是多個個人化版面配置。 

下表顯示若目前取消勾選「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而您加以選取時，使用者會看到的行為。 

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

建立單一個人化版面配置

？ 

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的

個別選擇清單值建立個人化
版面配置？ 

 

勾選核取方塊之後的行為 

是 否 使用者會看到指派給該記錄

類型之角色的預設動態頁面

版面配置集合。 

是 是 使用者會看到先前為個別選

擇清單值所建立的個人化版
面配置。 

否 否 使用者會看到指派給該記錄

類型之角色的預設動態頁面

版面配置集合。 

否 是 使用者會看到先前為個別選

擇清單值所建立的個人化版
面配置。 

下表顯示若目前勾選「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而您加以取消選取時，使用者會看到的行為。 

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

建立單一個人化版面配置

？ 

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的

個別選擇清單值建立個人化
版面配置？ 

 

取消勾選核取方塊之後的行

為 

是 否 使用者會看到先前建立的單

一個人化版面配置。 

是 是 使用者會看到先前建立的單

一個人化版面配置。 

否 否 使用者會看到指派給該記錄

類型之角色的預設動態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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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

建立單一個人化版面配置

？ 

使用者先前已為記錄類型的

個別選擇清單值建立個人化
版面配置？ 

 

取消勾選核取方塊之後的行

為 

版面配置集合。 

否 是 使用者會看到指派給該記錄

類型之角色的預設動態頁面

版面配置集合。 

備註：如果您的使用者過去所建立的個人化版面配置可能與目前的預設版面配置不同時，則在您變更「啟動個別動態頁面版面配
置的個人化」核取方塊的設定後，可能會想要將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不過，重設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會將
任何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也會重設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或者，您也可以建議使用者將其相關資訊區

段的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值。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7) 
 

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使用者的角色設定如下時，使用者可根據記錄類型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的欄位版面配置： 

 角色的「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欄位」權限已啟用。 

 自訂的頁面版面配置已指派給記錄類型的角色。 

備註：如果已將標準版面配置指派給某個記錄類型的角色，則使用者無法個人化該記錄角色的欄位版面配置。此外，您無法設定

使用者角色，因此使用者可個人化部份 (但非全部) 
已指派給其角色的自訂頁面版面配置。如果使用者角色包括「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欄位」權限，則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可個人化已指派給該角色的所有自訂頁面版面配置。 

在設定自訂頁面版面配置時，您可以指定某些欄位必須一律顯示在版面配置上。除了必要欄位以及您指定必須一律顯示在版面配

置上的欄位外，使用者在其個人化版面配置上可顯示或隱藏欄位。使用者也可變更欄位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顯示順序。使用

者無法將預設版面配置上未顯示的任何欄位新增至其個人化版面配置。使用者可以同時個人化靜態與動態版面配置的欄位版面配

置。 

備註：根據使用者角色的設定而定，使用者可能也可以個人化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 

使用者建立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後，每次使用者開啟或編輯該記錄類型的記錄時都會使用此版面配置，除非出現以下動作： 

 使用者再次變更欄位版面配置。 

 使用者還原頁面的預設欄位版面配置。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188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備註：將欄位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版面配置後，不會影響相關資訊區段的任何個人化版面配置。同樣地，將相關資訊區

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的版面配置後，不會影響該記錄類型的任何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 

 管理員將該使用者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或指派不同版面配置給該記錄類型的角色。 

備註：如果管理員將某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則所有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與該記錄類型

相關資訊區段的所有個人化版面配置都會還原至具備該角色身分之使用者的預設值。不過，如果管理員將某記錄類型的
新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角色，則所有具備該角色的使用者會看見該記錄類型的新欄位版面配置，不過除非這些使用者將

相關資訊版面配置還原至預設的版面配置，否則他們仍將繼續看見該記錄類型相關資訊區段的個人化版面配置。 

關於新記錄頁面中的欄位版面配置 
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配置也用於使用者為該記錄類型輸入新記錄資訊的所在頁面，除非已將新記錄頁面的自訂版面配置指派給該

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如果已將新記錄頁面的自訂版面配置指派給使用者角色以用於所有案例，則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配置永

遠不會用於新記錄頁面。不過，如果使用者的角色指定只有在使用者從「動作列」或全域標頭建立記錄時，才使用新記錄頁面的

自訂版面配置，則當使用者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任何其他區域建立記錄時，即會採用使用者的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 

如某頁面版面配置在使用者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後變更，會發生什麼事？ 
在具有特定角色的使用者為某個記錄類型個人化其欄位版面配置後，管理員可對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進行變更。根據管理員所做

的變更而定，版面配置的變更與個人化版面配置的互動如下： 

 如果管理員將不同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指派給該記錄類型的角色，則具有該角色的所有使用者下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就會看到該記錄類型的新欄位版面配置。不過，如果管理員稍後再次將原始頁面版面配置重新指派給該角色，則使用者

會再次看到他們對該版面配置的個人化版本。 

 如果管理員對「詳細資料」頁面 (已指派給角色) 
之欄位版面配置上的欄位，進行了顯示狀態、版面配置或特性的變更，則該變更不會自動套用到個人化版面配置。例如： 

 如果管理員從「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欄位，則該欄位並不會自個人化版面配置中移除。此外，如果使用者開

啟該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版面配置 - 
欄位」頁面，則管理員已移除的欄位繼續可供使用，無論是在版面配置中的其中一個區段或「可用欄位」清單中 
(依使用者指定)。 

 如果管理員將欄位新增至「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則新欄位並不會顯示在個人化版面配置上。此外，如果使用者開

啟該頁面版面配置的「個人版面配置 - 
欄位」頁面，則管理員已新增的欄位並不會顯示在版面配置中的任一區段或「可用欄位」清單中。 

 如果管理員變更某個欄位的特性，則該變更不會自動反映在個人化版面配置中。例如，如果管理員將先前在頁面版面配

置中的非必要欄位設為必要，則對於已個人化版面配置的使用者，該欄位並不會變成必要欄位。同樣地，如果管理員勾

選欄位的「一律顯示在版面配置上」核取方塊，則不會強制使用者在其個人化版面配置上顯示該欄位，即使使用者在管

理員進行變更後對個人化版面配置進行進一步的更新。 

如果管理員要將欄位版面配置的變更套用到具有該角色的所有使用者，則管理員必須為該角色將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

置。或者，使用者可以將其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值，然後選擇性再次個人化版面配置。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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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 
 

關於 URL 標準化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為所有記錄類型標準化各種 URL，因此在 Web 連結、Web 頁標及 Web Applet 
中使用下列 URL 時，亦適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未來版次：      

 開啟記錄類型首頁 

 使用記錄 ID 開啟記錄詳細資料頁面 

 使用記錄 ID 開啟記錄編輯頁面 

 使用預先填入的驅動選擇清單欄位值來建立或編輯記錄，以決定頁面版面配置 

 使用層疊選擇清單欄位的上階選擇清單與相關選擇清單的預先填入值來建立或編輯記錄 

 更新機會記錄以更新「銷售階段」欄位來啟動銷售程序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頁數 189) 

 關於自訂 Web 小程式 (請參閱 "關於自訂 Web Applet" 頁數 148) 

 建立記錄類型的 Web Applet (頁數 150) 

 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設定 Web 連結 (頁數 116) 

 使用 RSS 摘要小程式 

 
 

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報表及儀表板 
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的頁標中顯示 Web 內容。此 Web 內容可以是外部網頁或 Web 
所提供的公司資料。例如，您可能會在其他 Web 應用程式中追蹤存貨資訊，以便當服務代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工作時，提供這項資訊給他們使用。若要處理這項需求，您可以建立自訂 Web 頁標，以便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主要內容區域中顯示外部 Web 應用程式。您還可在自訂 Web 頁標中從「分析」目錄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備註： 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您也可以建立自訂 Web Applet 來包含 Web 內容、報表及儀表板。如需有關自訂 Web Applet 的詳細資訊以及其與自訂 
Web 頁標的比較，請參閱關於自訂 Web Applet (頁數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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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適用之考量的資訊，請參閱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代碼的客戶重要考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頁數 
199)。 

若要顯示自訂 Web 頁標，您必須使用「角色管理精靈」，將頁標加入至所需的使用者角色。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上顯示外部資訊之前，您必須確定： 

 外部應用程式具有 Web 介面   

 外部應用程式或網頁不需要瀏覽器視窗的完整控制權 

若要在 Web 頁標中嵌入報表或儀表板，報表或儀表板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備註：如果打算使用諸如「單一登入」等功能或要將網站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整合，您就必須確定公司已啟用 Web 
服務。 

在頁標中顯示外部網頁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 Web 頁標」連結。 

4 在「自訂頁標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建」。 

5 在「自訂 Web 頁標」頁面上，使用下表填入必要資訊，並儲存記錄。 

6 (選擇性) 若要指示更新的名稱必須翻譯成您公司已啟動的其他語言，請為 Web 頁標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在「自訂 Web 頁標清單」頁面上)。 

欄位 備註 

名稱 自訂 Web 頁標的名稱。 

類型 選取要建立的 Web 頁標類型：URL、HTML、報表或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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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在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 Web Applet 
前，請仔細考量您會如何使用參數欄位的變數，如 %%%User Id%%% 
(若欄位包含可被逸出作為字元實體參考的字元)。 

當您在 HTML 中插入參數欄位變數，欄位名稱中的字元 (如 &) 
會被逸出作為對應的字元實體參考 (在此案例中為 
&#38;)，且瀏覽器會展開實體參考以便顯示參考的字元。例如，您可能想要使用公

司名稱 A&B Manufacturing 來建立首頁 HTML Web 
Applet。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清單中，您可以選擇「公司名稱」來插入變數 
%%%Company name%%%，而在執行時，此變數具有 A&#38;B 
Manufacturing 的值，其在瀏覽器中會顯示為 A&B 
Manufacturing。不過，字元實體參考不會在 JavaScript 
程式碼中展開，因此在此情況下，請將變數置於可參考的內容中，將其從文件 DOM 
中擷取，然後視需要對其進行編碼。這些差異會在下列 Web Applet HTML 
程式碼的範例中說明： 

<span id=”companyname” style=”display:none” data-

value=”%%%Company name%%%”></span> 

<script type=”text/javascript”> 

var var1 = ”%%%Company name%%%”;  

var var2 = 

document.getElementById(“companyname”).getAttribute(“data-

value”);  

</script> 

var1 的值是 “A&#38;B Manufacturing” 而 var2 的值是 “A&B 
Manufacturing”。var1 與 var2 的值不同，因為瀏覽器會展開 HTML 
標記與資料中的實體參考，但不會處理 <script> 元素內的部份。 

從「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中選取選項，以將參數欄位新增至目前游標所在

的 URL 或 HTML 欄位。例如，如果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使用者 
ID」，就會視游標指向的位置而定將 %%%User id%%% 插入 URL 或 HTML 
欄位。在執行階段，會以登入之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取代參數。 

此外，如果您從清單中選擇「主機名稱」，則會在游標位置插入 
%%%Hostname%%%。在執行階段，會以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伺服器的主機名稱取代此參數。這在包含 Oracle CRM On Demand URL 
組態中很實用，因為從一個環境移轉至另一個環境時，不需要再手動修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主機名稱。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與系統欄位 (頁數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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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URL 備註：唯有在您從「類型」功能表中選取 URL 時才能使用此設定。 

輸入當使用者按一下超連結時叫用的 URL，例如 www.oracle.com。您不必輸入 
URL 中的 http://。請確定 URL 是有效的通用資源識別碼 
(URI)。如果其為無效，使用者存取自訂 Web 
頁標時，即會顯示錯誤訊息而非內嵌內容。 

附註：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 URL 
標準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URL 標準化 (頁數 189)。 

您也可以藉由將游標放置於 URL 
欄位，然後選取「使用者與系統欄位」下拉式清單，來納入上下文關聯參數。此動作

會將欄位參數放置於 URL (由 %%%fieldname%%% 
指定)，而系統會根據使用者按一下此值時的目前記錄，以欄位值取代這個參數。如
果您不想指定任何 URL，則當使用者按一下頁標時，會將使用者導向無效的 URL。 

每個瀏覽器都具有 URL 長度上限。如果您指定了超過此長度的 
URL，當使用者按一下 Web 頁標時，可能會在瀏覽器上看見不確定的行為。 

備註：雖可使用 URL 將報表或儀表板嵌入 URL 類型的自訂 Web 
頁標，但系統並不完全支援此功能，且升級後 URL 可能無法運作。 

HTML 表頭新增 備註：唯有在您從「類型」功能表中選取 HTML 時才可使用此設定。 

在您新增 Web 頁標之頁面 HTML 程式碼內 <iframe> 元素的 src 
屬性中，會使用您輸入的 HTML。任何新增至 Web 頁標 HTML 
欄位的程式碼，都會新增至 <iframe> 元素。您可在此欄位中包含對嵌入 HTML 
<head> 區段之 JavaScript 檔案的參考。  

不支援參考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上的 JavaScript 
檔案。您在這個欄位中輸入的任何內容均會新增至 <head> 標籤。 

Web 頁標 HTML  備註：唯有在您從「類型」功能表中選取 HTML 時才可使用此設定。 

在您新增 Web 頁標之頁面 HTML 程式碼內 <iframe> 元素的 src 
屬性中，會使用您輸入的 HTML。任何新增至 Web 頁標 HTML 
欄位的程式碼，都會新增至 <iframe> 
元素。任何您在此欄位中輸入的內容都會新增至 <body> 標籤。 

路徑 備註：此欄位僅在您從「類型」功能表選取「報表」或「儀表板」時才可使用。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接著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報表或儀表板，然後按一下「確定

」。 

「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報表或儀表板後自動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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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參數 備註：此欄位僅在您從「類型」功能表選取「報表」或「儀表板」時才可使用。 

(選擇性) 
若要指定會在執行時間套用至報表或儀表板的篩選，則在「參數」欄位中指定篩選。 

如需關於指定篩選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指定內嵌報表與儀表板的篩選器。 

描述 輸入 Web 頁標的描述。 

高度 輸入 Web 頁標的畫素值。 

寬度 輸入 Web 頁標的畫素值。 

經典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經典主題中用於 Web 頁標的圖示。 

現代圖示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 來選取要在現代主題中用於 Web 頁標的圖示。 

備註： 如果您希望此已更新名稱以其他啟用的語言來顯示，請選取「註記轉譯需求」核取方塊。在其他語言中 
(或當您從本頁面「轉譯語言」清單中選擇其他語言時)，會以括號的藍色文字顯示已更新名稱，直到您手動輸入翻譯的

版本為止。以藍色文字表示的更新名稱可協助您追蹤哪些詞彙需要翻譯。 

當您將自訂網頁加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後，就必須將它提供給使用者角色，如此一來，使用者才能看見它。如需有關新增角色的資訊，請參閱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 
您的公司可將選擇清單欄位中可用的值限制為欄位定義的值子集，以便您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有使用者的可用記錄類型製作指定選擇清單欄位，同時限制於欄位的選擇清單中顯示的值。若要限制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
您可以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然後將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如此一來，使用者可從選擇清單選取的值集便
能由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  

您可以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新增至某些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此欄位允許使用者選取您已建立的任何選擇清單值群組
。然後，由記錄上所選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任何選擇清單欄位中，只有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會在選擇清單中顯示。由選
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選擇清單欄位用於層疊選擇清單時，也會以相同方式控制。如需可使用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記錄類型清單，請
參閱支援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的記錄類型 (頁數 196)。 

例如，假設您的公司有三個客服中心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根據客服中心的位置與客服中心提供的產品，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數個選擇清單欄位的某些值對各客服中心的使用者來說並非有效的選項。在此情況下，您可以設定三個選擇清單值群組；亦即
，每個客服中心使用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您接著可將每個相關選擇清單欄位的值子集對應至每個選擇清單值群組。您新增「選
擇清單值群組」欄位至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後，使用者可在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為客服中心選取適當的選
擇清單值群組。接著，記錄上的選擇清單欄位選擇會限制為您對應至客服中心所選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以此方式控制選擇清單
欄位中的可用值，能協助您降低在記錄上記錄無效資料的風險。 

關於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事業群」記錄類型，您也可以將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建立關聯。如需有關事業群與如何加以設定的資訊
，請參閱事業群設定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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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每個事業群只能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若使用者與一或多個事業群相關，則當使用者建立支援事業群記錄類型的
記錄，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便會自動指派至該記錄。若「事業群」欄位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皆存在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上，且若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相關，則記錄上的「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便會填入該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名稱。
則在任何由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選擇清單欄位中，只有連結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才會出現在選擇清單中。如需有關建立與更
新記錄時，「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行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62)與關於選擇清單欄位、選擇清單值群組及事業群。 

如需有關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194)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 

 關於記錄的事業群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62)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請考慮下列事項： 

 選擇清單欄位。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可以對一或多個記錄類型控制一或多個選擇清單欄位。在支援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記錄類
型上，您可以將任何可編輯的選擇清單欄位對應至多個選擇清單值群組。 

 層疊選擇清單。在層疊選擇清單中，您可使用選擇清單欄位，該欄位包含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不過，不論您是否在
定義層疊選擇清單時選取「選擇清單值群組」清單中的選擇清單值群組，在層疊選擇清單定義中，您只能在上階選擇清單欄
位值與相關選擇清單欄位值中，指定一個關係集。如需有關層疊選擇清單如何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搭配使用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關於層疊選擇清單與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64)。 

 頁面版面配置。您必須根據您要選擇清單欄位由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記錄類型，新增「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至該記錄類
型的頁面版面配置。 

 事業群。您可以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一或多個事業群建立關聯，但每個事業群只能與一個選擇清單值群組建立關聯。在
「選擇清單值群組詳細資料」頁面的唯讀「事業群」區段中，您可以查看與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聯的事業群清單。 

 搜尋。您無法使用「動作」列或進階搜尋來搜尋選擇清單值群組記錄。 

 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對於支援選擇清單值群組的記錄類型，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如果您不希望使用者變更或清除「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中的值，請將該欄位指定成唯讀。 

 在運算式產生器中使用「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 

 在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 

 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納入搜尋版面配置。 

附註：您無法透過「欄位設定」頁面指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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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在您開始之前。檢閱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時的考慮事項 (頁數 194)中的資訊。 

若要設定您公司的選擇清單值群組，請執行下列任務： 

1 決定下列項目： 

 您要設定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要由您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選擇清單欄位。 

 對於要由您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每個選擇清單欄位，您希望對應至各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值。 

2 建立您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95)。 

3 將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對應至您的選擇清單值群組。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 

4 根據選擇清單欄位將由選擇清單值群組控制的記錄類型，新增「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至該記錄類型的每個頁面版面配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附註：對於控制記錄上選擇清單欄位可用值的選擇清單值群組來說，「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必須顯示於記錄類型的「
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若要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此任務是設定選擇清單值群組的程序 (頁數 195)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本主題所描述的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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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管理選擇清單值群組」。 

4 在「選擇清單值群組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新建」。 

5 輸入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名稱與描述，然後儲存變更。 

附註：您建立選擇清單值群組後，可將選擇清單欄位值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選擇清單值對應至選擇
清單值群組 (頁數 
135)。您接著可在「選擇清單值群組詳細資料」頁面的「物件清單」區段中，查看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選擇清單欄位清單
。對應至選擇清單值群組的每個選擇清單欄位，會顯示選擇清單欄位出現所在之記錄類型的名稱，以及選擇清單欄位的名稱。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事業群」記錄類型，則「選擇清單值群組詳細資料」頁面的「事業群」區段，會顯示與選擇清單值群組相關
聯的事業群名稱。如需有關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的資訊，請參閱將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59)。 
 

支援選擇清單值群組與事業群的記錄類型 
「事業群」欄位與「選擇清單值群組」欄位可新增至下列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以讓事業群以及選擇清單值群組可與任何記
錄類型的記錄建立關聯： 

 客戶 

 活動 

 封鎖的產品 

 經紀人資料檔 

 業務計劃 

 宣傳活動 

 理賠 

 聯絡人 

 自訂物件 

 損害 

 交易註冊 

 交易註冊產品收益 

 事件 

 財務帳戶 

 財務帳戶持有人 

 財務帳戶持有類別 

 財務計劃 

 財務產品 

 財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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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金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配置 

 家庭 

 產物保險 

 潛在客戶 

 MDF 要求 

 訊息回應 

 訊息傳送計劃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關係 

 目標 

 機會 

 訂單 

 合作夥伴 

 計劃客戶 

 計劃聯絡人 

 計劃機會 

 保單 

 投保人 

 投資組合 

 產品 

 產品適應症 

 樣品免責聲明 

 樣品存貨 

 樣品批號 

 樣品要求 

 樣品要求項目 

 樣品交易 

 服務要求 

 解決方案 

 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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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全域 Web Applet 是可以顯示在「我的首頁」或「動作」列上的自訂 Web Applet。您可以在自訂全域 Web Applet 
中嵌入外部 Web 內容。還可在自訂全域 Web Applet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當您建立全域 Web Applet 時，必須將其加入至「我的首頁」或「動作」列的版面配置。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個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及管理自訂的 Web 
小程式」權限。若已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的語言為公司的預設語言時，您才能建立 Applet。 

建立新的全域 Web 小程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選取「全域 Web 小程式」。  

4 在「我的小程式清單」中按一下「新建」。 

5 在「我的 Web 小程式」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 

欄位 備註 

名稱 輸入名稱。 

註記翻譯需求 只有在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您首次建立 
Applet 
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已勾選且為唯讀狀態。「註記翻譯

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您更新現有的 Applet 
時才會生效。此外，如果您編輯 Applet 之前先在 Applet 
清單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了公司預設語言之外的任何語言，

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為唯讀狀態。 

若您在公司預設語言中變更現有自訂 Web Applet 
名稱，請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如下所示：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由更新的名稱取代，請勾選「註

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維持不變，則請勿勾選「註記翻

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翻譯自訂 Web Applet 名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地點 依外部內容、報表或儀表板是要顯示在首頁或「動作」列上，選取

「首頁」或「動作」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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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資料欄 備註：只有在「位置」值為「首頁」時才可使用這個欄位。 

從「欄」功能表選取單欄或雙欄，指定 Applet 的寬度。 

一律執行 此核取方塊會決定如果將 Applet 降到最少時，是否要執行全域 
Web Applet。此核取方塊僅適用於您選取動作列作為位置的全域 
Web Applet。 

備註：無論是否勾選「一律執行」核取方塊，您新增至通用標頭的

全域 Web Applet 
皆會一律執行。全域標頭僅會隨現代主題一併顯示。 

 

接下來，依照您所需的 Applet 類型來填寫欄位，如下列主題中所述： 

 建立儀表板 Web Applet (頁數 158) 

 建立 HTML Web Applet (頁數 155) 

 建立報表 Web Applet (頁數 157) 

 建立 RSS 摘要 Web Applet (頁數 152) 

 建立 URL Web Applet (頁數 156) 

相關主題 
 設定 RSS 摘要 Web Applet 的範例 (頁數 160) 

 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之客戶的重要考慮事項 
下列重要考慮事項適用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 (如 JavaScript 程式碼) 的客戶需自己承擔這樣做的風險。Oracle 
不會為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所造成的任何問題提供支援或疑難排解，包含透過自訂程式碼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所做的任何修改。 

 強烈鼓勵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程式碼 (如 JavaScript 程式碼) 的客戶，在對新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進行任何升級後測試其程式碼。客戶有責任在升級為新版後，更新其自訂程式碼。此外，新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能會包含更新的基礎架構元件，客戶有責任視需要修改任何自訂程式碼，以適應基礎結構元件中的任何變更。 

 客戶可透過自訂程式碼來叫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 API 方法。不過，Oracle 只提供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 API、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階段作業管理，以及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最佳做法的指引方針。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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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可透過自訂 HTML 標頭新增程式碼來叫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公用 JavaScript API 
方法。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頁數 202)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JavaScript API 
Developer’s Guide。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停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 (頁數 150) 
 

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 
客戶端附屬延伸是您可上傳並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上代管，而非在其他伺服器上代管的檔案。當您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可讓您用來參考延伸的唯一 URL。透過使用第二個客戶端附屬延伸的唯一 
URL，一個客戶端附屬延伸可呼叫第二個客戶端附屬延伸。在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Applet 及自訂 
HTML 標頭新增中，您可使用 URL 來部署客戶端附屬延伸。 

您可從 Oracle CRM On Demand「客戶端附屬延伸清單」頁面來上傳 HTML、JPG、GIF、SWF、JavaScript 及 CSS 
檔，以建立客戶端附屬延伸。檔案大小上限是 20 MB。不過，當瀏覽器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下載這些檔案時，大小越小的檔案效能越佳。  

附註：Oracle CRM On Demand 
客戶關懷中心沒有任何客戶端附屬延伸元件的存取權。這些元件包含已上傳的檔案，或這些檔案、影像所包含的內容，或客戶端

附屬延伸參考的位置，其中包含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Applet 及自訂 HTML 
標頭新增。因此，您要負責維護與支援這些延伸。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與「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標記」權限。如需新增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權限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按一下「客戶端附屬延伸」。 

「客戶端附屬延伸清單」頁面會顯示先前上傳的客戶端附屬延伸。您也可刪除在本頁面上先前上傳的客戶端附屬延伸。  

附註：若您刪除為自訂 Web 頁標、Applet、全域 Web Applet 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所設定的客戶端附屬延伸，則那些 Applet 將不再正確運作，因為客戶端附屬延伸已移除。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指出是否正在使用特定的客戶端附屬延伸。 

4 按一下「新建」。 

5 按一下迴紋針圖示來尋找您想以客戶端附屬延伸形式上傳的內容。 

這是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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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下列詳細資料： 

 MIME 類型。這表示網際網路媒體類型。這個類型可讓瀏覽器正確顯示媒體類型。輸入 MME 
類型的完整詳細資料。例如，根據您的檔案類型來輸入下列其中一個項目： 

 文字/html 

 影像/jpeg 

 影像/gif 

 應用程式/x-shockwave-flash 

 文字/css 

 檔案：大小 (位元組)。上傳檔案的大小。Oracle CRM On Demand 填入此欄位。 

 檔案：副檔名。已上傳的檔案副檔名。Oracle CRM On Demand 填入此欄位。 

 名稱。客戶端附屬延伸的名稱。這是必要欄位。 

 URL 名稱。這個值是用來為指向客戶端附屬延伸的 URL 提供有意義的名稱。在 URL 名稱中接受下列字元：A-Z、a-
z、0-9、底線 (_) 及句點 (.)。不允許雙句點 (..)，且句點 (.) 不得為字串中的最後一個字元。URL 
名稱的範例有：Logo_Image 與 
Map376。建議此欄位越短越好。此欄位只會在使用者編輯時變更。因此，若您取代上傳的檔案或變更客戶端附屬延伸

名稱，「URL 名稱」欄位值就不會變更。所以，您不需重新設定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頁標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就能更新、維護及部署多個版本的客戶端附屬延伸。編輯此欄位會變更「相對 
URL」與「完整 URL」欄位。這是必要欄位。 

 相對 URL。Oracle CRM On Demand 完成此欄位。這個值代表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瀏覽至客戶端附屬延伸的相對 
URL。若此欄位值變更，且客戶端附屬延伸已部署，您就必須更新參考此客戶端附屬延伸的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頁標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才能使用新產生的 URL。此欄位值只有在更新「URL 
名稱」欄位時才會變更。 

 完整 URL。Oracle CRM On Demand 完成此欄位。這個值代表指向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中 URL 
的完整 URL。若此欄位值變更，且客戶端附屬延伸已部署，您就必須更新參考此客戶端附屬延伸的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頁標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才能使用新產生的 
URL。此欄位值只有在更新「URL 名稱」欄位時才會變更。 

7 按一下「儲存」。 

附註：您可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但除非您在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頁標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中進行設定，否則其為無效。 

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後，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相對 URL」與「完整 URL」欄位。您可使用這些值來將自訂 
Web 頁標、自訂 Web Applet、全域 Web 頁標或自訂 HTML 
標頭新增與客戶端附屬延伸產生關聯。您可採用在伺服器上設定代管任何延伸的相同方式來設定這些位置。 

如需有關新增自訂 HTML 標頭新增的資訊，請參閱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頁數 202)。 

編輯現有的客戶端附屬延伸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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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按一下「客戶端附屬延伸」。 

4 在「客戶端附屬延伸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編輯的客戶端附屬延伸。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名稱」欄位。這個步驟會開啟可供您編輯客戶端附屬延伸的「客戶端附屬」詳細資料頁面。 

 按一下「編輯」。 

6 按一下「儲存」。 

7 如果您已取代客戶端附屬延伸的檔案，請依照下列步驟執行： 

a 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b 清除您的瀏覽器快取。 

c 再次登入以下載新的客戶端附屬延伸，也就是下載客戶端附屬延伸到部署客戶端附屬延伸的頁面。如果您並未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並再次登入，則會在您第一次執行下載的 30 天後，下載新的客戶端附屬延伸。 

編輯客戶端附屬延伸的指導方針 
請考慮下列指導方針： 

 在頁面上保留對於客戶端附屬延伸最少的參考數，以降低對效能的負面影響。 

 保持客戶端附屬延伸越小越好。例如，避免使用大型影像或 SWF 
檔。比起較大型的檔案，下載作為部分客戶端附屬延伸的檔案越小，頁面載入的速度越快。 

 盡量在少數檔案中保留所有客戶端附屬延伸，以降低對效能的負面影響。 

 讓您的瀏覽器快取客戶端附屬延伸。如果您讓瀏覽器快取客戶端附屬延伸，則每當使用者載入頁面時，就不需要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下載內容。如果客戶端附屬延伸變更，則您必須清除快取，Oracle CRM On Demand 
才能載入包含該延伸的頁面。根據預設，客戶端附屬延伸的快取會保留 30 天。 

 保持最少的客戶端附屬延伸與資產，以改善「動作」列的效能。設定包含於「動作」列 Applet 
中的客戶端附屬延伸時，每當頁面重新整理，「動作」列就會載入一次。 

 使用客戶端附屬延伸時，請依照所有 Web Services 指導方針來呼叫 Web Service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您可將自訂 <script> 元素新增至您頁面的 HTML <head> 元素。例如，在 <script> 
元素中，您可在頁面上新增含有建立自訂按鈕功能的 JavaScript 程式碼。您的自訂程式碼也可參考透過用戶端附屬延伸或外部 
JavaScript 檔案上傳的 JavaScript 檔案，以便這些檔案中的功能可在您的自訂程式碼中使用。HTML 標頭新增可套用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所有頁面。  

在「編輯自訂 HTML 標頭標記」頁面上，「預覽」按鈕可讓您驗證已執行的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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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頁面的 URL 中，您可透過設定 disableCustomJS=Y 參數來停用自訂 HTML 
標頭新增。若您按一下其他連結來離開頁面，就不會保留 URL 參數。每當您需要 URL 
參數時，就必須加以指定。如需有關撰寫可用的自訂 JavaScript 程式碼與公共應用程式介面 (API)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JavaScript API Developer’s Guide。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上傳客戶端附屬延伸」與「管理自訂 HTML 
標頭標記」權限。如需新增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權限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若要新增自訂 HTML 標頭新增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 HTML 標頭標記」。 

4 在「自訂 HTML 標頭標記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編輯」。 

5 在「HTML 標頭新增」文字方塊中，輸入您需要的 <script> 元素。 

這個欄位有 50,000 個字元的上限。 

6 按一下「預覽」來驗證已執行的任何變更。 

7 按一下「儲存」。 

參考客戶端附屬延伸的指導方針 
請考慮下列指導方針： 

 在頁面上保留對於客戶端附屬延伸最少的參考數，以降低對效能的負面影響。 

 保持客戶端附屬延伸越小越好。比起較大型的檔案，下載作為部分客戶端附屬延伸的檔案越小，頁面載入的速度越快。 

 盡量在少數檔案中保留所有客戶端附屬延伸，以降低對效能的負面影響。 

 讓您的瀏覽器快取客戶端附屬延伸。如果您讓瀏覽器快取客戶端附屬延伸，則每當使用者載入頁面時，就不需要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下載內容。如果客戶端附屬延伸變更，則您必須清除快取，Oracle CRM On Demand 
才能載入包含該延伸的頁面。根據預設，客戶端附屬延伸的快取會保留 30 天。 

相關資訊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停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 (頁數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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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與管理動作列及通用全域版面配置 
「動作列」可包含許多區段，例如「訊息中心」、「搜尋」、「客戶溝通工具」、「增強關鍵字搜尋」及「最近檢視的」。您可

以建立「動作」列及全域標頭的自訂版面配置、自訂全域標頭區段，並將這些版面配置指派給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角色。只有使用現代主題的角色可看見動作列與全域標頭兩者的組態變更。不過，使用古典主題的角色，只可看見動作

列版面配置的組態變更。    

讓使用者無法使用動作列 
根據預設，「動作」列會顯示在所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的左側。使用者可視需要隱藏或顯示「動作」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或隱藏動作列。 

如果您不想要讓特定使用者角色使用動作列，則請設定空白的動作列版面配置 
(即版面配置中不顯示或無法使用任何區段)，並將該版面配置指定給該使用者角色。動作列便會對具有該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永

久隱藏。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新增動作列配置。 

新增動作列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 

4 在「動作列版面配置」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 

5 在「配置名稱」欄位中，請輸入新動作列配置的名稱。  

6 在「說明」欄位中，請輸入新動作列配置的名稱，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7 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將欄位從「動作列可用區段」移至「動作列顯示區段」，以選擇要在動作列版面配置中顯示的區段。

您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頭來變更選取之欄位的順序。 

8 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將欄位從「動作列顯示區段」移至「全域標頭可用區段」，以選擇要在全域標頭中顯示的區段。 

9 按一下「完成」。 

10 (選擇性) 按一下「編輯」按鈕以編輯任何您在步驟 5 到 9 中輸入的值。 

或者，您可以複製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預設動作列配置，然後依照您的需求變更說明與組態。 

複製動作列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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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動作列」與「全域標頭配置」。 

4 按一下「動作列」與「全域標頭標準版面配置」左側的「複製」連結。 

5 在「配置名稱」欄位中，請輸入新動作列配置的名稱。  

6 在「說明」欄位中，請輸入新動作列配置的名稱，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7 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將欄位從「動作列可用區段」移至「動作列顯示區段」，以選擇要在動作列版面配置中顯示的區段。

您可以使用向上和向下箭頭來變更選取之欄位的順序。 

8 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將欄位從「動作列顯示區段」移至「全域標頭可用區段」，以選擇要在全域標頭中顯示的區段。 

9 按一下「完成」。 

備註：若要複製其他動作列，請按一下動作列名稱左側的向下箭頭，以顯示複製功能。 

編輯全域標頭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動作列」與「全域標頭配置」。 

4 在「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必要版面配置旁的向下箭頭。 

5 從功能表選取「編輯全域標頭」。 

「全域標頭圖示編輯」頁面會以遞增順序列出所有可用的全域標頭區段。如果您為兩個以上的全域標頭區段輸入相同的

順序值，則這些全域標頭區段會以其建立的順序顯示。  

6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增」以設定全域標頭區段。 

 按一下您要編輯的全域標頭區段旁的「編輯」。 

7 按一下放大鏡圖示以變更您區段的圖示。 

8 從 Applet 功能表選取可用區段。 

9 (選擇性)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描述。 

10 在「Applet 寬度」 欄位中輸入區段寬度。 

全域標頭區段的寬度上限為 700 像素。 

11 在「順序」欄位中，輸入您要在全域標頭上用以顯示區段的順序值。 

全域標頭區段會根據遞增順序值從左至右顯示。 

12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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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無論是否已在「我的 Web Applet」頁面中勾選「一律執行」核取方塊，顯示在通用標頭中的全域 Web Applet 
皆會一律執行。請注意，Web Applet 內容會影響效能，例如，您的 Web Applet 
參考外部網站時。如需有關「一律執行」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全域 Web Applet (請參閱 "建立全域 Web 
小程式" 頁數 198)。 

 
 

為公司自訂我的首頁 
依員工的需求而定，您公司的員工可能要在「我的首頁」頁面上查看不同的資訊。您可以用與員工角色更相關的內容取代預設內
容，自訂「我的首頁」的版面配置。例如，您可以為客戶服務代表設定「我的首頁」，以便顯示新的服務要求，而不是顯示該頁
面上標準的「最近建立的潛在客戶」區段，同時也顯示客戶服務要求報表，而不是顯示標準的銷售業務進程品質報表。 

自訂了「我的首頁」之後，您必須指派「首頁」版面配置給使用者角色。具備該角色的所有使用者都能看到您所設定的自訂「我

的首頁」。 

在您開始之前。由於您必須選取這個自訂所套用的角色，請先設定所有角色，再開始執行這項程序。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

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以及「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權限。 

為您公司自訂我的首頁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我的首頁版面配置」連結。 

4 在「首頁版面配置」清單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按鈕以建立新版面配置。 

 按一下「編輯」或「複製」，以便修改現有自訂版面配置。 

「首頁版面配置精靈」隨即顯示，引導您完成程序。 

5 在「步驟 1 版面配置名稱」中，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需要時也輸入描述。 

6 在「步驟 2 首頁版面配置」中： 

 將區段從「所有區段」清單移到「可用區段」清單。 

「可用區段」清單包含可新增至「首頁」的區段，這包括您已為要包含於「首頁」中而啟用的任何自訂報表。
如果您不要讓使用者新增區段至「首頁」，請將區段保留在「所有區段」清單中。 

 將區段從「左側」清單移到「右側」清單，然後視需要重新排列兩份清單中的資訊。  

將加倍寬度的區段保留在「左側」清單中，這些區段會在顯示時自動延伸橫跨「首頁」。 

7 按一下「完成」。 

備註：新增自訂首頁至應用程式之後，您必須先讓該首頁可供使用者角色使用，使用者才能看到。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新增角

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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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首頁中啟用自訂報表 
您可以使用「我的首頁自訂報表」功能，將多重報表新增至「我的首頁」，包括預建和自訂報表。這些自訂報表隨即會顯示在「

首頁版面配置精靈」之「步驟 
2」的「所有區段」清單中，而您可將其移至「可用區段」清單，或移至「我的首頁」依預設顯示的其中一個區段清單中。如需

有關自訂「我的首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為公司自訂我的首頁 (頁數 206)。 

備註： 如需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可供嵌入報表與儀表板之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嵌入報表與儀表板 (頁數 119)。 

在您開始之前： 

您要在「我的首頁」中啟用的報表，必須儲存在「共用資料夾」下可供您存取的資料夾中。 

 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以及「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首頁自訂」權限。 

 若要從「已移轉之公司範圍內的共享資料夾」中選取報表，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存取已移轉之公司範圍內的共享資料

夾」權限。 

 若已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Web Applet 
的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的語言為公司的預設語言時，您才能建立自訂報表。 

建立我的首頁自訂報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我的首頁自訂報表」連結。 

4 在「我的首頁自訂報表」清單中，按一下「新建首頁報表」。 

5 在「首頁自訂報表詳細資料」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 

欄位 備註 

名稱 輸入自訂報表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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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註記翻譯需求 只有在公司資料檔上選取「啟用 Web Applet 
的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建立

自訂報表時，會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該核取方

塊也會變成唯讀。此外，若您在更新現有自訂報表前，於自

訂報表清單的「翻譯欄位」中，選取公司預設語言以外的任

何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變成唯讀。 

若您在公司預設語言中變更現有自訂報表名稱，請使用「註

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如下所示：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由更新的名稱取代，請勾

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希望名稱的已翻譯版本維持不變，則請勿勾選「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翻譯自訂報表名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翻譯 Web 
Applet 與自訂報表名稱 (頁數 162)。 

高度 選取單一或加倍。如果將高度設定為「加倍」，報表在「首

頁」上的高度會是其他區段的兩倍。 

寬度 選取單一或加倍。如果您要報表從左至右橫跨整個「首頁」

，請將寬度設定為「加倍」。  

備註：HTML RowSpan 屬性值超過 2 
的報表有時會橫跨到指定的大小以外。 

立即執行報表 如果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報表就會自動執行，而使用者就不

必按一下連結來更新報表。 

目錄 選取您要嵌入之報表所屬的目錄。 

1 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然後導覽至「共用資料夾」中您所需的報表。 

「報表路徑」欄位會在您選取報表後自動填入。 

2 在「描述」欄位中，輸入首頁自訂報表的描述。 

3 按一下「儲存」。 
 

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為了使用您的使用者所熟悉的辭彙，您可能想要將記錄類型重新命名。針對某些記錄類型，應用程式中的預設記錄類型名稱與您

公司所用的名稱可能不盡相同。如果有這種狀況，您可以變更名稱，以符合您的需要。  

當您變更記錄類型的名稱時，新名稱會顯示在應用程式中的大部分位置，例如：  

 頁標與按鈕 

  下拉式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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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先定義的篩選清單，例如「客戶首頁」上的「全部客戶」清單   

  頁面上的標題列，例如在記錄詳細資料和清單頁面上   

  「動作」列上的「建立」區段   

 頁面的區段名稱 

  記錄指派電子郵件通知   

  自訂的頁面區段名稱   

例如，您可以將客戶顯示名稱變更為「公司」。如此一來，「客戶」頁標就會變成「公司」，其他區段標題也會隨之變更。 

但有幾個位置不會顯示新名稱。如果您變更過名稱，請知會使用者，讓他們知道下列位置不會顯示新名稱：   

 自訂篩選清單名稱  

 自訂欄位名稱 

 報表與分析 

 Oracle Outlook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說明頁面 

附註：所有顯示名稱的長度最大為 50 個字元。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記錄類型」連結。 

4 在「自訂記錄類型」頁面的適當列中，輸入新名稱。您必須提供三種變化，供應用程式用在介面的適當區域：「顯示名稱/
單數」、「顯示名稱/複數」和「顯示名稱/簡短」。 

附註： 「顯示名稱/簡短」會顯示在頁標上，所以不得超過 15 
個字元。您無法將物件重新命名為任何可在「自訂記錄類型」頁面中存取之物件的名稱。您無法重新命名「任務」或「

約會」等物件，因為物件未列於「自訂記錄類型」頁面。 

5 (選擇性) 若要指示更新的名稱必須翻譯成您公司已啟動的其他語言，請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附註： 如果您希望此已更新名稱以其他啟用的語言來顯示，請選取「註記轉譯需求」核取方塊。採用其他語言時 
(或當您從這個頁面的「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了其他語言時)，更新的名稱就會以藍色文字和方括號顯示，直到

您手動輸入翻譯的版本為止。這樣可協助您追蹤哪些詞彙需要翻譯。如果未選取「註記翻譯需求」，就會保留之前翻譯

的顯示名稱，完全不受您在此所做的變更影響。 

6 手動輸入新名稱的翻譯名稱： 

a 在「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要輸入翻譯的語言。 

b 在適當的「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翻譯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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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一下連結，返回您剛才更新的頁面，並視需要重新選取語言。 

翻譯的名稱就會以黑色文字顯示在「顯示名稱」資料欄中。 

 
 

啟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影像 
您可以新增影像至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例如，您可能想新增相片至「聯絡人詳細資料」頁面、新增公司商標至「客戶詳細

資料」頁面，或新增產品圖片至「產品詳細資料」頁面。您只能為下列記錄類型啟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影像：  

 客戶 

 聯絡人 

 產品 

啟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影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記錄類型」連結。 

4 勾選「客戶」、「聯絡人」或「產品」記錄類型的「顯示影像」核取方塊。 

5 按一下「儲存」。 

 
 

上傳與管理自訂圖示集 
您可以上傳與管理要與記錄類型相關聯的自訂圖示集。每個自訂圖示集包含三個圖示：記錄類型頁標的圖示、「動作列」的圖示

以及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相關資訊區域的圖示。   

自訂圖示集可改善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與操作方式，讓使用者檢視與記錄類型更為相關的圖示。您可以編輯現有的自訂圖示集，然後進行修改以符合您的需求。  

備註：您可以建立的自訂圖示集數目上限為 100。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括「管理自訂圖示」權限。您可以僅將自訂圖示集與使用現代主題的記錄類

型相關聯。 

建立與發佈新圖示集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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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圖示管理」連結。 

4 在「圖示管理」頁面上，按一下「物件圖示」連結。 

5 在「圖示集」頁面中，按一下「新增」來建立新圖示集。 

6 在「圖示集編輯」頁面中，在「圖示集名稱」欄位中輸入新圖示集的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在「圖示集名稱」欄位中可使用的字元數上限是 50。 

7 在「圖示」頁標中，按一下「新建」。 

8 在「圖示編輯」頁面中，從「圖示類型」選擇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項來尋找您要在圖示集中使用的影像： 

 主要圖示。記錄類型頁標中使用的自訂圖示。建議為此圖示選取的影像大小為寬度 50 畫素乘以高度 50 畫素。 

 最小化圖示。「動作列」中使用的自訂圖示。建議為此圖示選取的影像大小為寬度 25 畫素乘以高度 25 畫素。 

 相關資訊圖示。相關資訊區域中使用的自訂圖示。建議為此圖示選取的影像大小為寬度 45 畫素乘以高度 45 
畫素。如果您想要讓此影像符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的色彩配置，則此影像必須使用透明背景。 

備註：您可以上傳下列副檔名的影像：JPEG、JPG、PNG 或 GIF。檔案大小限制是 100 KB。 

9 按一下「瀏覽」來尋找您需要的影像，然後按一下「儲存並新建圖示」。 

10 為自訂圖示集中的每個圖示類型重複步驟 8 - 9。 

11 按一下「發佈」。 

如需將自訂圖示集與記錄類型產生關聯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頁數 214)。 

 
 

上傳與管理自訂全域標頭圖示 
您可以上傳自訂圖示以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產生關聯。這可讓您在全域標頭版面配置中，為項目使用有意義的圖示。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自訂圖示」權限。 

建立新的自訂圖示集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圖示管理」連結。 

4 在「圖示管理」頁面上，按一下「全域標頭圖示」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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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全域標頭圖示」頁面中，按一下「新增」以建立新的自訂圖示。 

6 在「全域標頭圖示編輯」頁面中，按一下「瀏覽」來找出您要使用的影像。 

備註：您可以上傳下列副檔名的影像：JPEG、JPG、PNG 或 GIF。檔案大小限制是 100 
KB。您可上傳的影像數目上限為 50。如果您想要讓此影像符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的色彩配置，則此影像必須為白色，且長寬皆必須約為 45 像素並使用透明背景。 

7 按一下「儲存並新增全域標頭」圖示。 

8 為您要上傳至全域標頭圖示集的每個自訂圖示，重複步驟 6-7。 

9 (選擇性) 若要刪除自訂圖示，請執行下列作業： 

a 按一下所需自訂圖示旁的向下箭頭。 

b 從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如需全域標頭版面配置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管理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 (請參閱 
"建立與管理動作列及通用全域版面配置" 頁數 204)  

 (請參閱 "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頁數 214) 
 

新增記錄類型 
您可以為公司新增自訂記錄類型。例如，您可能會想要顯示「訂單」頁標，讓員工使用。若要新增記錄類型，您必須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重新命名及設定其中一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 

允許貴公司使用「自訂物件 01」至「自訂物件 10」記錄類型，並讓使用者可存取這些記錄類型。依預設，這些權限皆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管理員」角色啟用。但若貴公司需要超過 10 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您必須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以取得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供貴公司使用。 

一般而言，新記錄類型的運作方式與預設提供之記錄類型的運作方式相同。每個記錄類型皆可使用欄位集，其中包含可用來篩選

與排序清單的「名稱」欄位。 

備註：針對每個「自訂物件 01」、「自訂物件 02」及「自訂物件 03」記錄類型，有 8 
個欄位可用來篩選與排序這些記錄類型的記錄清單。對於其他所有自訂物件記錄類型，僅有「名稱」欄位可用來篩選與排序該記

錄類型的記錄清單。 

您可為新記錄類型設定自訂欄位、頁面版面配置以及搜尋版面配置等等。但您無法在下列區域中使用新記錄類型： 

 指派管理程式 

 預測 

 預設群組指派 (無法透過群組共用它們) 

此外，新記錄類型具有下列限制： 

 新的記錄類型無法包含國家特定的地址群組 

 根據預設，只有「名稱」欄位是新記錄類型的必要欄位 

 系統不會針對新的記錄類型執行複本檢查 

如需有關搭配新記錄類型使用 Web 服務的資訊，請參閱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頁數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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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自訂應用程式」權限，以及當做新記錄類型之自訂物件的適當「自訂應用

程式」權限。「自訂物件 01」、「自訂物件 02」和「自訂物件 03」記錄類型有個別的權限，例如「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自訂物件 01」權限。針對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每個權限會套用至一組自訂物件，例如「自訂應用程式 - 管理自訂物件 
04-10」權限。 

加入記錄類型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記錄類型」連結。 

4 在您要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的資料列中，填入資訊，例如輸入「訂單」。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頁數 
208)。重新命名記錄類型之後，它就會以這個新名稱顯示在「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上的「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並

取代自訂物件記錄類型的連結。 

5 按一下「儲存」。 

6 在「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上的「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新記錄類型的連結。 

7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欄位設定」連結。 

8 在「欄位設定」頁面上，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 

 (建議使用) 按一下「管理欄位標籤」，並重新命名欄位，以符合您的需求。 

建議您重新命名「名稱」欄位。在整個應用程式中，每種記錄類型都具有一個名為「名稱」的欄位，而且前面

會加上記錄類型 
(客戶名稱、商機名稱等等)。因此，若您正在新增名為「訂單」的記錄類型，您可能會將「名稱」欄位重新命

名為「訂單名稱」。依預設，若貴公司使用「目標搜尋」，「名稱」欄位便會以搜尋欄位的方式出現在動作列

的「搜尋」區段中。 

備註：對於僅限「自訂物件 01」到「自訂物件 03」記錄類型，「快速搜尋 1」與「快速搜尋 
2」欄位也會依預設，以搜尋欄位的方式出現在「動作」列的「搜尋」區段中，因此您可能需要重新命名「快

速搜尋 1」與「快速搜尋 2」欄位。例如，若您正在新增名為「訂單」的記錄類型，您可能會想將「快速搜尋 
1」欄位重新命名為「訂單編號」。當員工從「搜尋」區段的記錄類型清單中選取「訂單」，「訂單編號」便

會以其中一個搜尋欄位的方式出現。 

 按一下「新建欄位」，然後新增自訂欄位。 

這些記錄類型與預設記錄類型的自訂欄位存在相同的限制。 

如需有關編輯欄位與建立自訂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9 為新記錄類型的「編輯」與「詳細資料」頁面，來設定頁面版面配置。 

您可以將欄位加入至記錄的「編輯」頁面、將這些欄位組成不同的區段，以及重新命名這些區段。 

若要建立其他記錄類型的關係，請將這些欄位 (客戶、聯絡人、商機等等) 
加入至頁面版面配置。這樣就會在此欄位旁建立「查閱」圖示，讓使用者可以將現有的記錄連結至這種新記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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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將相關資訊區段加入至「詳細資訊」頁面。  

當您加入「團隊」當做相關資訊區段時，使用者就可以按照記錄與團隊成員共用這個記錄。 

備註：支援所有自訂物件記錄類型的「團隊」相關資訊區段。 

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10 (選擇性) 為新記錄類型設定搜尋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11 (選擇性) 為新記錄類型設定自訂「首頁」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12 (選擇性) 在其他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中，新增新記錄類型，以作為欄位或區段的相關資訊。 

備註：新記錄類型設定完成後，您必須更新相關的存取權資料檔，以授予使用者新記錄類型的適當存取層級。您也必須更新相關

使用者角色，讓角色能使用記錄類型頁標，並將該記錄類型的自訂頁面版面配置、「首頁」版面配置及搜尋版面配置指定給角色

。如需有關更新存取權資料檔的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如需有關更新角色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自訂物件的多對多關係 (頁數 225) 
 

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您可以變更與記錄類型關聯的圖示，此圖示會顯示在頁標和動作列中的「建立」區段中。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自訂應用程式」權限。 

變更記錄類型的圖示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記錄類型」連結。 

4 在「自訂記錄類型」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或兩項作業皆執行： 

a 在記錄類型的「古典圖示」欄位中按一下「查閱」圖示，然後從視窗中選取圖示。 

b 在記錄類型的「現代圖示」欄位中按一下「查閱」圖示，然後從視窗中選取圖示。 

如果您已建立任何自訂圖示集，它們會顯示在「自訂圖示」標題下方。如需有關自訂圖示集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上傳與管理自訂圖示集 (頁數 210)。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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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 REST 整合標記 
每個記錄類型具有兩個 REST 整合標記，Oracle CRM On Demand REST API 可使用這些標記來存取記錄類型 
(資源)。其中一個 REST 整合標記是記錄類型的預設標記。預設標記與語言無關，而且您無法予以變更。您可以自訂其他 
REST 整合標記。例如，如果您的公司重新命名記錄類型或使用自訂記錄類型，則您可能會想要自訂該記錄類型的 REST 
整合標記，讓 REST 整合標記反映記錄類型的名稱。 

Oracle CRM On Demand REST API URL 可使用任一 REST 整合標記來存取資源，如下列範例 URL 中所示： 

http://server/OnDemand/user/Rest/latest/default_integration_tag 

http://server/OnDemand/user/Rest/latest/custom_integration_tag 

在這些範例中，default_integration_tag 是預設整合標記的預留位置，而 custom_integration_tag 是自訂 REST 
整合標記的預留位置。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自訂用於 REST API URL 中的 REST API 整合標記。 

自訂 REST 整合標記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按一下「自訂 REST 整合標記」連結。 

4 在「REST 整合標記」清單中，按一下記錄類型的「編輯」連結。 

5 在「REST 整合標記」欄位中輸入新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建立新主題 
主題可決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觀。最初為新公司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就會有數種預先定義的主題可供使用，預設主題為 
Oracle。您可以在「角色管理精靈」中指定可以建立並管理主題的角色。如需有關新增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如需有關在公司層級指定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您可以在公司、角色或使用者層級選擇主題。在使用者層級指定的主題會優先採用，其次是在角色層級指定的主題。如果使用者

層級或角色層級均未指定主題，系統就會套用公司預設主題。 

若您正準備將主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16 版升級到之後的版本，請注意下列事項： 

 新公司。Oracle是公司層級的預設主題。角色或使用者層級並未選取任何主題。公司管理員可以建立新主題並將這些主題

設為預設。他們也可以停用現有的主題，不讓使用者選取停用的主題。 

 現有公司。任何舊主題的名稱將由下列字串替代：Oracle - 已取代、當代 - 已取代或古典 - 
已取代。建議您變更這些舊主題、選擇一種新主題，並從使用者資料檔移除舊主題。 

 使用商標與連結的現有公司。升級不會影響已取代的主題，仍可選取該主題。然而，建議您不要使用舊 (已取代) 
主題，而是建立新主題，並將新主題設為公司或角色層級的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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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建立及編輯主題，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管理主題」權限。 

下列作業會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您自己的主題。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新主題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主題」連結。  

4 在「主題」頁面中，按一下「新建」。  

5 輸入下列欄位的資訊：  

 主題名稱。輸入新主題的名稱。 

 顯示預設說明連結。如果您要使新主題顯示預設「說明」連結，請勾選此核取方塊。 

 顯示預設訓練與支援連結。如果您要使新主題顯示預設「訓練與支援」連結，請勾選此核取方塊。 

 顯示預設刪除的項目連結。如果您要讓新主題顯示預設「刪除的項目」通用連結，請勾選此核取方塊。 

 支援抬頭顯示器設定值。如果您要讓新主題支援預設抬頭顯示器，請勾選此核取方塊。您可以在使用者的主題上取消勾

選此核取方塊，來完全移除抬頭顯示器。 

附註：除了您的主題支援抬頭顯示器功能，使用者需要在「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啟用「抬頭顯示器」選項。
如果使用者個人資料檔的「抬頭顯示器」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設定。如需抬頭顯示器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逐頁概觀與更新個人詳細資料。 

 說明。輸入新主題的說明。 

 主題樣式。這是必要欄位。此功能表的預設值為「古典」。 

 頁標樣式。選取古典或現代。只有您從「主題樣式」功能表選取「古典」時，才能使用此功能表。此功能表的預設值為
「堆疊」。 

 字型大小。選取一般或大型。如果您從「主題樣式」功能表中選取「古典」，則此功能表的預設值為「一般」。如果您
從「主題樣式」功能表中選取「現代」，則此功能表的預設值為「大型」。 

6 按一下「儲存」。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畫面的右側開啟具有新主題動態預覽的「主題詳細資料」頁面。預覽會顯示已套用新主題的「首頁」、「詳細資料
」與「清單」頁面。在現代主題中，您也可以預覽「行事曆」頁面。  

7 輸入下列表格中所列欄位的資訊。  

詳細說明 

附註：若要輸入新顏色代碼，您可以輸入每一種顏色的十六進位數值，或將滑鼠移動到預設顏色值以顯示顏色面板圖示
。按一下顏色面板圖示以選取此欄位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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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描述 

顯示預設說明連結。 如果您要使新主題顯示預設「說明」連結，請勾選此核

取方塊。 

顯示預設訓練與支援連結。 如果您要使新主題顯示預設「訓練與支援」連結，請勾

選此核取方塊。 

在頁尾區段中顯示記錄類型連結 如果您要新主題在頁面底部顯示記錄類型連結，請勾選

此核取方塊。 

支援抬頭顯示器設定值 如果您要讓新主題支援預設抬頭顯示器，請勾選此核取

方塊。您可以在使用者的主題上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

來完全移除抬頭顯示器。  

附註：除了您的主題支援抬頭顯示器功能，使用者需要

在「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啟用「抬頭顯示器」選項。

如果使用者個人資料檔的「抬頭顯示器」欄位空白，則

會使用公司的設定。如需抬頭顯示器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逐頁概觀與更新個人詳細資料。 

應用程式背景 此欄位表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背景。在現代主題中，此欄位也代表按鈕顯示所在的

「頂端」區段背景。  

應用程式文字 此欄位只適用於古典主題。其表示位於應用程式頁面底

部的法律聲明，以及介於通用連結與頁標連結之間的垂

直線。  

應用程式連結 此欄位只適用於古典主題。其表示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頂端與底部的通用連結，例如，管理、我的設定、隱私

權聲明、使用條款等等。  

提醒文字 此欄位表示用於必要欄位與過期任務的文字。  

頁標 (僅限古典主題) 

頁標樣式 從功能表選取「圓形」、「堆疊」或「直線」。  

有效頁標文字 此欄位表示有效頁標中使用的文字。  

有效頁標背景 此欄位表示有效頁標的背景顏色。  

無效頁標文字 此欄位表示無效頁標中使用的文字。  

無效頁標背景 - 頂端 此欄位表示無效頁標上方背景的顏色。  

無效頁標背景 - 底部 此欄位表示無效頁標下方背景的顏色。  

無效頁標背景盤旋 此欄位表示當您將滑鼠移至無效頁標時顯示的顏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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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描述 

表示功能表頁標中使用的顏色。  

全域表頭區段 (僅限現代主題) 

背景 此欄位表示全域表頭的背景顏色。 

頂端區段 (僅限現代主題)  

文字 此欄位表示按鈕下方的文字。 

動作列 (僅限現代主題) 

動作列圖示 此欄位表示動作列三角形圖示的顏色。 

動作列文字 此欄位表示動作列中使用的文字。 

動作列連結 此欄位表示「動作列」中的可用連結，例如，位於「最

愛記錄」或「最近檢視的」區段下方的瀏覽連結。 

動作列背景 此欄位表示動作列中顯示的背景顏色。 

按鈕 (僅限現代主題) 

按鈕背景 - 頂端 

 

此欄位表示按鈕上方背景的顏色。 

按鈕背景 - 底部 

 

此欄位表示按鈕下方背景的顏色。 

按鈕框線 

 

此欄位表示按鈕框線的框線中使用的顏色。 

按鈕文字 

 

此欄位表示按鈕中使用的文字。 

頁面 (古典與現代主題) 

頁面文字 

 

此欄位表示頁面或蹦現視窗上的所有文字，例如內嵌說
明、欄位標籤、欄位值、頁面標題、無效連結、表單區
段表頭、垂直線、項目符號等等。 

頁面連結 

 

此欄位表示頁面背景上的所有連結，例如，「顯示完整

清單」連結、「管理清單」連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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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描述 

頁面背景 - 頂端 

 

此欄位表示每一頁面與蹦現視窗頂端標題列的顏色，例
如「機會詳細資料」。此標題列上有按鈕。此欄位也可
控制「動作」列、「相關清單」、及「行事曆約會」窗
格。在古典主題中，此欄位控制有效行事曆頁標。   

注意：在現代主題中，有效行事曆頁標已由功能表取代

。 

頁面背景 - 底部 

 

此欄位表示每一頁面與蹦現視窗底部標題列的顏色，例
如「機會詳細資料」。此標題列上有按鈕。此欄位也可
控制「動作」列、「相關清單」、「行事曆」檢視與有
效「行事曆」頁標。  

 

反白選取的頁面背景 

 

此欄位表示頁面上反白選取的項目顏色，例如內嵌編輯

欄位、行事曆上的目前日期、精靈中的有效步驟、抬頭

顯示器背景等等。 

頁面表頭文字 

 

此欄位表示用於頁面名稱的文字顏色，例如「機會首頁

」。 

頁面表頭背景 - 頂端 

 

此欄位表示用於頁面名稱後方的上方區域的顏色。 

頁面表頭背景 - 底部 

 

此欄位表示用於頁面名稱後方的下方區域的顏色。 

區段表頭線條 此欄位表示「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區段表頭線條。 

頁面線條 此欄位表示清單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表單區段、精

靈步驟中等等所使用的線條顏色。 

頁面圖示 此欄位只適用於現代主題。這表示用來收合與展開頁面

區段的三角形圖示所使用的顏色。   

相關資訊按鈕背景 

  

此欄位只適用於現代主題。其表示「相關資訊」按鈕後

方使用的顏色。  

清單 (古典與現代主題)  

清單表頭文字 此欄位表示每日與每週行事曆檢視中篩選列、清單頁尾

列及時間軸所使用的文字顏色。 

清單表頭背景 此欄位表示每日與每週行事曆檢視中時間區段、篩選列

及包含清單瀏覽圖示之清單頁尾的背景顏色。 

資料欄表頭文字 此欄位表示現代主題中資料欄表頭及行事曆主題之日區

段所使用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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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訊 描述 

資料欄表頭背景 此欄位表示現代主題中相關清單、完整清單及行事曆檢

視的日區段所使用的背景顏色。 

線條 此欄位表示清單區段中水平線的顏色。 

行事曆 (古典與現代主題)  

非上班時間背景 此欄位表示行事曆中用來代表使用者非上班時間的背景

顏色。  

行事曆線條 此欄位表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每日行事曆」與「行事曆檢視」區段使用的線條顏

色。 

約會背景 - 預設 此欄位表示行事曆的每日、每週及每月檢視中，所顯示

的約會背景顏色。此欄位只適用於現代主題。 

約會文字 - 連結 此欄位表示行事曆約會中可用的連結，例如，約會、聯

絡人及客戶的導覽連結。此欄位只適用於現代主題。 

備註：如果您使用古典主題，則行事曆約會中的連結會

以頁面連結的相同顏色顯示。 

約會文字 - 非連結 此欄位表示約會中使用的文字顏色。此欄位只適用於現

代主題。 

備註：如果您使用古典主題，則行事曆約會中的文字會

以頁面文字的相同顏色顯示。 

8 (選擇性) 如果您要將通用連結加入您的主題，請在「通用連結」區段中按一下「新建」。 

「連結編輯」頁面隨即開啟。   

9 輸入下列資訊： 

 連結名稱。輸入您要加入主題的通用連結名稱。 

 類型。從功能表選取「表頭」或「頁尾」，視您要將通用連結放置在頁面的頂端或底部而定。 

 連結 URL。輸入通用連結的 URL。 

 連結順序。輸入值以表示顯示連結的順序。例如，若您輸入數字 1，則該連結就是您通用連結中的第一個連結。 

10 按一下「儲存」。或者，如果您要將其他自訂通用連結加入您的主題，請按一下「儲存並新建連結」。  

11 (選擇性) 如果您要將特定商標加入主題，請在「商標」區段中按一下「加入商標」。  

「商標編輯」頁面隨即開啟。   

12 按一下「瀏覽」，找出您要做為主題中的表頭商標所使用的影像。 

附註：您可以使用下列副檔名上傳做為表頭商標的影像：JPEG、JPG、PNG 或 GIF。若是古典主題，Oracle CRM 
On Demand 可顯示最大高度為 45 像素的表頭商標。若是現代主題，Oracle CRM On Demand 可顯示最大高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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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像素的表頭商標。為確保符合最大水平涵蓋範圍，建議表頭商標寬度為 1680 
畫素。您必須擁有權限才能使用並上傳您上傳至主題的影像。 

13 輸入下列資訊： 

 名稱。輸入您要加入主題的商標名稱。 

 商標類型。從功能表選取「表頭」或「頁尾」，視您要將商標放置在頁面的頂端或底部而定。如果您選取「表頭」，您

的商標會留在連結與頁標後方的背景中。如果您選取「頁尾」，頁尾商標就會放置在應用程式底部的連結。 

14 按一下「儲存」。 

備註：您必須登出並再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才能檢視您加入主題之新商標的預覽。 

如果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自訂建立的現代主題，則可以定義不同活動在行事曆中顯示的顏色。 

15 按一下「行事曆活動」區段中的「新建」。 

「行事曆活動詳細資料」頁面隨即開啟。 

16 輸入下列資訊：  

 活動類型。選取必要的行事曆活動。 

 順序。輸入一個值來表示行事曆活動在行事曆圖例中顯示的順序。當您檢視每日與每週行事曆時，行事曆圖例會顯示前

四種活動類型。當您檢視每月行事曆時，行事曆圖例會顯示前六種活動類型。 

17 按一下「儲存」。或者，如果您要在行事曆中定義多個行事曆活動，則按一下「儲存並新建行事曆活動」。 

「行事曆活動」區段會列出您在行事曆中以特定顏色顯示的活動。 

18 按一下下列欄位來定義每個行事曆活動在行事曆中的顯示方式： 

 活動類型。選取必要的行事曆活動。 

 順序。 
輸入一個值來表示行事曆活動在行事曆圖例中顯示的順序。當您檢視每日與每週行事曆時，行事曆圖例會顯示前四種活
動類型。當您檢視每月行事曆時，行事曆圖例會顯示前六種活動類型。 

 背景色彩。輸入十六進位數值，或從顏色面板中選取一種顏色，以定義行事曆活動的背景顏色。 

 連結色彩。輸入十六進位數值，或從顏色面板中選取一種顏色，以定義連結顯示在行事曆活動中的顏色。 

 非連結色彩。輸入十六進位數值，或從顏色面板中選取一種顏色，以定義文字顯示在行事曆活動中的顏色。 

備註：您必須登出並再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才能檢視行事曆活動的變更。如需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行事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行事曆頁面。 

 

自訂共用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對於支援團隊共用記錄的記錄類型，您可以自訂該記錄類型，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負責人」欄位有所變更時，您仍可保留前一位負責人作為團隊的一份子。「自訂前一位負責人」頁面會顯示支援團隊共用

記錄的記錄類型清單。對於每個記錄類型，您可以選取團隊中有保留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的通路，且可以將新存取角色指派給前

一位負責人。例如，您可以設定「客戶」記錄類型，以在透過互動作業來變更共用客戶記錄的負責人時，團隊中會保留前一位負

責人，且前一位負責人會被指派該記錄類型的唯讀存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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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記錄所有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移轉記錄的所有權與共用記錄 (團隊)。 

自訂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應用程式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自訂前一位負責人」。 

「自訂前一位負責人」頁面會列出支援團隊共用記錄的記錄類型，以及那些記錄類型的對應通路與存取資料檔。 

4 在「自訂前一位負責人」頁面中，按一下「編輯」，針對記錄類型的前一位負責人來修改通路或存取資料檔。 

5 從「選取通路」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永不保留負責人。這是預設值。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將不會保留在團隊中。 

 一律保留負責人。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將會保留在團隊中，但使用指派管理程式來更改負責人時除外。 

 所有互動式作業。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將會保留在團隊中，但使用「匯入助理」、指派管理程式、大量更新功能或 
Web 服務來更改負責人時除外。 

6 從「存取資料檔」中，選取前一位負責人的新存取資料檔。 

如需提供其他存取資料檔供團隊使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7 按一下「儲存」。 

 
 

關於欄位、選擇清單和分析指標 
此應用程式不允許您變更用於預測和報告的欄位名稱或選擇清單值。但是一些預先建立的清單 (例如「首頁」上的清單) 
會根據選擇清單值，選取要包含的記錄。應用程式會使用與語言無關的基礎程式碼，決定要包含於標準清單中的記錄。因此，您
可以重新命名選擇清單值和欄位，而不會影響這些清單。 

附註：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標準應用程式) 中，任務清單中的任務優先順序會以箭頭表示。向上箭頭表示「1 - 
高」、沒有箭頭表示「2 - 中」，而向下箭頭則表示「3 - 
低」優先順序。如果您變更「活動」記錄類型中「優先順序」欄位的預設顯示值 (例如，從預設值 1-高變更為值最高)，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在任務清單的「優先順序」欄位中顯示箭頭，除非您使用下列模式：1-標籤、2-標籤 或 3-
標籤，其中標籤是您提供的任務優先順序名稱。在此情況下，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 1-標籤顯示箭頭，在 2-
標籤不顯示箭頭、在 3-標籤顯示向下箭頭，在任何其他顯示值則不顯示箭頭。例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值 1-
我的最高顯示向上箭頭，但在值我的最高不顯示箭頭。Oracle CRM On Demand 
在任何您新增至「優先順序」欄位之選擇清單的自訂值，則不顯示箭頭。  
 



應用程式自訂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223 

 

關於附件組態 
視記錄類型而定，檔案可透過下列方式附加至記錄： 

 透過上階記錄相關項目的附件 

 透過附件欄位 

關於設定附件相關項目 
對於支援預先設定之「附件」相關項目的記錄類型，您可以設定頁面版面配置與使用者角色，讓使用者將多個附件連結至上階記

錄。每一附件項目可包含檔案或 URL。若要讓使用者以此方式附加檔案與 
URL，您必須將頁面版面配置與使用者角色設定如下： 

 「附件」區段必須在上階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中，作為相關資訊區段。 

 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附件」記錄類型的必要權限。 

 使用者角色的存取權資料檔必須具有適當的存取權，以在上階記錄類型的存取設定中存取「附件」相關記錄類型。 

如需有關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角色與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頁數 227)。 

下列記錄類型支援預先設定的「附件」相關項目： 

 客戶 

 活動 

 宣傳活動 

 聯絡人 

 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經銷商 

 事件 

 資金 

 資金要求 

 家庭 

 潛在客戶 

 機會 

 合作夥伴 

 方案成員資格 

 服務要求 

 解決方案 

附件也可連結至提醒記錄和銷售階段記錄。 

公司管理員可以透過預先設定的「附件」相關項目來檢視新增附件的詳細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公司的附件 (頁數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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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設定附件欄位 
附件欄位可讓使用者將單一檔案附加至記錄。下列記錄類型可支援附件欄位： 

 自訂物件 01、02、03、04 及以上 

 存貨稽核報表 

 樣品交易 

 簽名 

下列記錄類型也支援附件欄位。不過，這些記錄類型只能用於下列相關項目： 

 鑑定附件 

「鑑定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鑑定」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申請書附件 

「申請書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申請書」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業務計劃附件 

「業務計劃」記錄類型可設成僅供作為「業務計劃」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認證附件 

「認證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認證」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課程附件 

「課程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課程」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測驗附件 

「測驗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測驗」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MDF 要求附件 

「MDF 要求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MDF 要求」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宗旨附件 

「宗旨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供作為「宗旨」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合作夥伴方案附件 

「合作夥伴方案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合作夥伴方案」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政策附件 

「政策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政策」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特價要求附件 

「特價要求附件」記錄類型可設成僅為「特價要求」記錄類型的相關項目。 

其中某些記錄類型為特定產業或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特定類型，且可能無法在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版本中使用。 

對於部份記錄類型，附件欄位會顯示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標準頁面版面配置中。您可以視需要針對所有列出的記錄類型，在其「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中顯示附件欄位。以下是三種

附件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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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此欄位一開始會在記錄「編輯」頁面中顯示迴紋針圖示。檔案上傳後，欄位便會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顯示附件

檔案的名稱與大小。在記錄「編輯」頁面上，此欄位也會顯示迴紋針圖示與可用來移除檔案的 X 
圖示。若要讓使用者附加檔案至記錄，您必須在頁面版面配置中顯示此欄位。因為「附件」欄位中的檔名與檔案大小皆為計

算的值，所以無法作為搜尋欄位。 

 附件：檔名。此為唯讀欄位，會以使用者上傳之檔案的名稱來自動填入。「附件：檔名」欄位可作為搜尋欄位。可選擇顯示

此欄位。 

 附件：大小 (位元組)。此欄位顯示附件的大小。可選擇顯示此欄位。 

如需有關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與指定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81)。 

有關設定自訂物件與附件欄位  
您可以多種方式設定「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來達到您公司的業務需求，如下所示： 

 您可以在其他記錄類型中，將「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設為相關記錄類型。(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大多數的主要記錄類型中，支援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來作為相關記錄類型。) 

此類組態，在上階記錄與連結的記錄類型之間具有一對多關係。當附件欄位顯示在連結的記錄類型時，此組態可讓使用

者將多個附件 (每一下階記錄的附件) 連結至上階記錄。  

例如，您可以在「自訂物件 04」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附件欄位，然後重新命名「自訂物件 
04」以便讓其標示為目標附件。然後您可以在「目標」記錄類型中，將新「目標附件」記錄類型作為相關資訊區段來

使用。  

 您可以設定「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與其他記錄類型的多對多關係，請參閱關於自訂物件的多對多關係 (頁數 
225)以取得詳細資訊。 

 您可以設定「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作為附件記錄類型使用，並讓其作為最上層的記錄類型，含有自己的頁標、首頁、清單等

等。 

此類組態可用來讓使用者存取多數使用者感興趣的文宣，也可讓使用者搜尋先前上傳至自訂附件記錄類型之記錄的附件

。 

如同其他記錄類型，您必須確保使用者對於自己的使用者角色與存取權資料檔具有適當的存取層級，以讓其在支援附件欄位之處

使用記錄類型。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角色與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頁數 227)。 
 

關於自訂物件的多對多關係 
根據預設，自訂物件 01、02 和 03 與其他記錄類型之間的所有關係都是多對多。不過，針對所有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 
(例如，自訂物件 04)，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與任何其他記錄類型 (包括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 
之間的任何關係預設都是一對多。 

您可以使用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做為交集表格，建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的多對多關係。 

將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作為交集表格的優點 
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作為交集表格，而非使用與其他記錄類型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內所提供) 
的多對多關係，具有下列優點： 

 彈性。您可以更彈性的控制物件之間的關係。使用自訂記錄類型作為交集表格，可直接存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中的交集記錄

。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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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顯示交集表格，以及這些表格與其他記錄類型的多對多關係。因此，使用者無法檢視或修改交集記錄。自訂物件 04 
與較高記錄類型也會更有彈性，因為其可讓您決定哪些記錄類型應具有多對多關係。已預先設定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與其他記錄類型的多對多關係，您無法加以變更。例如，使用自訂物件 01 時，如果您只需要自訂物件 01 
與客戶之間的一對多關係，則會將其儲存為多對多關係。即使不需要，自訂物件 01 
也會使用附加記錄來儲存隱藏交集表格中的關係，而此附加記錄會算在您公司的記錄分配中。不過，如果您使用自訂物件 
04，且只需要自訂物件 04 
與客戶之間的一對多關係，則您可以使用所提供的預設一對多關係。否則，如果您未使用自訂物件 
04，則您可以選擇使用其他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來建立自訂物件 04 與客戶之間的多對多關係。 

 更好的整合。您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作為交集表格時，整合事件會更有效率。您可以藉由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或 Web 服務中的匯入工具，將多對多關係直接載入至自訂物件記錄類型。不過，匯入工具不支援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與其他記錄類型之間的匯入關係。此外，整合事件只能追蹤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的上階欄位。整合事件無法追蹤任何因自訂物件 01、02、03 
以及其相關記錄類型而發生的事件，如與其他記錄類型的關聯或取消關聯。不過，如果您使用自訂物件 04 
與較高記錄類型作為交集表格，則您可以追蹤與偵測任何發生在交集表格中的事件，因為其為含有整合事件支援的自訂物件

記錄類型。 

 儲存附加資訊。您可能會想要儲存有關兩個記錄類型之間多對多關係的附加資訊，例如，文字欄位或更複雜的業務模型可能

需要與其他記錄類型的關係。自訂物件 04 與較高記錄類型支援所有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的自訂欄位，可讓您在交集表格中建立自訂欄位。自訂物件 04 
與較高記錄類型也支援與其他記錄類型的關係，可讓您建立與交集表格的關係。自訂物件 01、02 及 03 
與其他記錄類型的交集表格，不支援自訂欄位或與其他記錄類型的關係。 

建立多對多關係的範例 
您的公司經營及管理會議中心，並提供會議設備給其他公司、政府客戶。您想要使用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追蹤有關活動的資訊，以

及使用另一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追蹤有關每一項活動所使用會議室的資訊。每一間會議室都會用於多項活動，而每一項活動都可

以使用多間會議室，因此您必須在記錄類型之間建立多對多關係。 

若要建立這個多對多關係，您可以使用第三個自訂物件記錄類型做為交集表格，追蹤有關每一間會議室預定或使用時間的資訊。

然後分別在會議室與使用時間之間，以及活動與使用時間之間建立一對多關係，如此會議室與活動之間就形成多對多關係。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設定此範例的記錄類型和關係。自訂物件 04、05 和 06 會用於新的記錄類型。   

設定多對多關係 

1 如果您公司並未設定您要使用的自訂物件記錄類型，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進行設定。 

2 當「客戶關懷中心」設定自訂物件之後，請將自訂物件 04、05 和 06 
記錄類型分別重新命名為「會議室」、「活動」和「使用時間」。 

如需有關重新命名記錄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重新命名記錄類型 (頁數 208)。 

3 針對需要存取新記錄類型的每一個使用者角色，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權」中設定必要的存取等級(必要的存取等級是由您根據使用者的責任所決定)。 

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4 針對每一個需要存取新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設定新記錄類型的存取權資料檔。 

您至少必須設定下列各項： 

 在新的「會議室」記錄類型上，將「檢視」存取權授予給新的「使用時間」相關資訊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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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活動」記錄類型上，將「檢視」存取權授予給新的「使用時間」相關資訊區段。 

如需有關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5 為新記錄類型建立新的頁面版面配置： 

 在新的「會議室」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加入「使用時間」記錄類型做為相關資訊區段。 

 在新的「活動」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加入「使用時間」記錄類型做為相關資訊區段。 

如需設定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6 對於需要存取新記錄類型的每一個使用者角色，指派您在「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6 中所建立的頁面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附註：除了上面程序所述的設定變更，您還可以使用自訂其他記錄類型的方式來自訂新的記錄類型。如需有關自訂記錄類型的資

訊，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此標題提供管理使用者與控制存取的資訊。 

在您開始之前。請執行下列作業： 

 請確定您的使用者角色有適當的權限： 

 若要存取「管理首頁」上的「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管理角

色與存取權」權限或同時具備這兩種權限。 

 若要設定使用者，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或「管理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權限。 

附註：有「管理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權限的使用者僅可設定自己合作夥伴組織的使用者。 

 若要設定您公司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若要建立、編輯或刪除群組，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若要將使用者加入至群組或從群組中移除使用者，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與「管理使用者」這

兩種權限。 

 若要設定工作簿，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工作簿」權限。 

 若要設定您公司的銷售地區，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銷售地區」權限。 

 比較授權數與必須有效的使用者數目。唯有有效的使用者可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有效的使用者總數不可超出您公司授權數。如需驗證授權狀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驗證授權狀態及有效的使用

者 (頁數 39)。 

 閱讀角色和存取資料檔的背景資訊。請參閱以下主題以取得詳細資訊。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請參閱 "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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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請參閱 "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6)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決定將使用哪些資料檔來管理工作簿、角色及團隊的資料存取權。 

 決定想指派給每個使用者的角色，以及每個使用者回報對象的角色。如果您的組織需要其他角色來因應多種業務範圍，請建

立您需要的新角色。 

您公司所有使用者的累積設定就會定義您公司的報告階層架構和銷售配額。 

您必須為公司的每位使用者分別指定使用者角色。使用者的角色及相關存取資料檔會決定員工對頁標、功能和記錄的存取權，也

會決定員工在使用應用程式時會看到哪些頁面版面配置。 

按一下主題來查看管理使用者、存取資料檔、角色、自訂工作簿及群組的程序： 

 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設定使用者的銷售配額 (頁數 242) 

 設定使用者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 (頁數 243)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頁數 243)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頁數 244) 

 重設使用者的 DMS PIN (頁數 245)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246) 

 檢閱使用者的安全性相關活動 (頁數 246) 

 管理委派使用者 (管理員) (頁數 248) 

 建立使用者的存貨期間 (頁數 250) 

 停用使用者 (頁數 250) 

 設定合作夥伴管理員的程序 (管理員) (頁數 251) 

 設定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2)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合作夥伴) (頁數 254)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合作夥伴) (頁數 255) 

 停用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6)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設定工作簿的程序 (頁數 306) 

 驗證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頁數 307) 

 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311)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頁數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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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頁數 317) 

 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 

 新增工作簿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320)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重設個人化動作列版面配置 (頁數 286) 

 重設個人化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286) 

 設定群組 (頁數 328) 

 設定銷售地區 (頁數 330) 

提示：  考量設定每個角色的測試使用者。然後啟用測試使用者以確定在啟用其他使用者之前，是否已正確設定組態。在完成所

有使用者設定活動，包含存取權、角色版面配置、呈報與資料共用階層、工作流程與任何其他商務程序自訂之前，不要啟用其他
使用者。請記住，測試完成時要停用測試使用者。 
 

使用者管理 
使用者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實體，不論其是否具備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的能力皆然。例如，使用者可以是公司內的員工、合作夥伴或外部應用程式。使用者可為有效或無效。有效的使用者可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無效的使用者則不然。若要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就必須先根據針對您公司設定的登入及密碼政策來驗證有效的使用者。如需有關登入及密碼政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

登入及密碼政策 (請參閱 "關於登入和密碼原則" 頁數 39)。 

每位使用者都會被指派一個角色。相同的角色可以指派至多位使用者。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角色與使用者在組織內執行的業務功能相似，例如銷售主管功能或服務管理者功能。在您的組織中，您的業務功能會提供您

某些專屬於業務功能的權限與許可權。同樣地，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脈絡之內，角色將定義下列項目：  

 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具有使用權限的功能 

 提供給使用者使用受保護資訊的一組權限 

 顯示資訊的使用者介面設定 

如需有關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角色管理 (頁數 256)。若要管理使用者，請執行下列作業： 

 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設定使用者的銷售配額 (頁數 242)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頁數 243)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頁數 244) 

 重設使用者的 DMS PIN (頁數 245)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頁數 245) 

 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頁數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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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閱使用者的安全性相關活動 (頁數 246) 

 管理委派使用者 (管理員) (頁數 248) 

 建立使用者的存貨期間 (頁數 250) 

 停用使用者 (頁數 250) 

相關主題 
如需使用者管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使用者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關於使用者頁面配置" 頁數 241) 

 關於使用者委派 (頁數 247) 

 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檢視記錄的稽核追蹤 

 自訂稽核追蹤 (請參閱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 
 

設定使用者 
在設定使用者時要特別注意下列欄位，因為其將決定使用者可以存取、檢視和執行下列作業的權限： 

 狀態欄位。初次設定使用者時，您可以將使用者狀態設定為「有效」，讓使用者可以立刻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同時可在使用者記錄上選擇適當選項，提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您儲存使用者記錄時，將必要的登入資訊傳送給該使用者。 

另外，如果您希望讓使用者稍後再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請設定使用者記錄，並將使用者狀態設定為「無效」。當您稍後要讓使用者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請將使用者狀態變更成「有效」，然後使用重設密碼功能，透過電子郵件將必要的登入資訊傳送給該使用者。 

 「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從屬結構決定經理所能存取的員工記錄，同時也決定要包含於預測計算以及要包含於上呈經理和高階主管

報表中的員工資料。您設定使用者的頁面可包含「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但不能同時包含這兩個欄位。如需有關「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 欄位 (頁數 242)。 

提示： 先輸入在報告階層最上層的使用者。 

 角色欄位。使用者的角色會決定使用者對頁標、功能、記錄及頁面版面配置的存取權。 

附註：您也可以使用匯入助理，匯入您的使用者記錄。如需有關此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和匯出工具 (請參閱 
"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 

關於新使用者的登入資訊 
若要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新使用者必須具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臨時 URL 
與臨時密碼。您可以在建立使用者帳戶時要求 Oracle CRM On Demand 
傳送登入資訊給該使用者，或者您可以稍後再依下列方式傳送該登入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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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在建立使用者帳戶時傳送登入資訊，則您必須先選取使用者記錄上的電子郵件核取方塊，才可以進行使用者記錄的初

次儲存。 

根據您是使用「快速新增」按鈕或「新增使用者」按鈕來建立使用者記錄，電子郵件核取方塊將依下列不同方式命名： 

 「快速新增」頁面上的「電子郵件」核取方塊 

 「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核取方塊 

請注意，如果您希望資訊能立刻傳送給該使用者，則您必須先選取該核取方塊，才可以進行記錄的初次儲存。系統會透

過電子郵件寄送使用者的登入資訊，透過兩個部份來寄送： 

 第一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 URL。 

 第二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密碼與使用者登入 ID 的詳細資料。 

 如果您要稍後再將登入資訊傳送給使用者，請不要在建立使用者記錄時選取此核取方塊。 

之後，當您要將登入資訊寄送給使用者時，您可以按一下使用者記錄上的「重設密碼」按鈕，提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資訊。當您按一下「重設密碼」按鈕，系統就會透過電子郵件將登入資訊寄送給使用者，透過兩個部份來寄送： 

 第一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 URL。 

 第二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密碼。 

在這個情況下，電子郵件不會包含使用者登入 ID 的詳細資料。 

關於刪除使用者 
您不能刪除使用者。當員工離開公司時，請將該使用者的「狀態」變更為「無效」。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您公司的使用者，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設定使用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新增使用者，請按一下「新建使用者」。 

 若要迅速新增一些使用者，請按一下「快速新增」。 

這樣會開啟「快速新增」頁面，供您為每個使用者輸入必要而有限制的資訊。例如，它不允許您指定從屬結構
。  

附註：如果除了在「快速新增」頁面上的必要「使用者」欄位之外，您還定義了其他任何必要欄位，就無法使

用「快速新增」方法。 

在「快速新增」視窗中輸入資訊之後，請按一下「儲存」，就會將您帶到「使用者清單」頁面。 

 若要編輯使用者的資訊，請按一下使用者的姓氏，然後在「使用者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編輯」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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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編輯使用者」頁面上填入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6 儲存記錄。 

提示：您可以建立篩選清單，以便限制可查看的使用者記錄數。如需指示，請參閱使用清單。 

開啟使用者的篩選清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從下拉式清單選取選項。 
 

使用者欄位 
設定使用者時，下列欄位需要特別注意： 

 狀態 

 「直屬主管」或「直屬主管 (別名)」，視其中出現在使用者的頁面版面配置上的欄位而定 

 角色 

這些欄位的輸入內容會決定使用者可存取、檢視和進行的項目。 

本表格說明使用者的部分欄位資訊。若要查看此表格中所列的所有欄位，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使用者」權限。某些欄位為唯
讀欄位。此外，視您是從「使用者清單」頁面導覽之後或向下探鑽中的使用者名稱之後存取「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而定，您看
到的欄位會有所不同。發生這些差異的原因是這些詳細資料頁面使用不同的頁面版面配置。如需有關使用者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關於使用者頁面配置" 頁數 241)。 

欄位 描述 

主要使用者資訊區段 

狀態 

 

指示使用者為有效或無效的狀態。如需設定使用者密碼及啟用使用者之順序
的資訊，請參閱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與重設所有密碼 (頁數 46)。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您刪除使用者。員工從公司離職時，請將該員工的「狀態」變更為「

無效」。 

直屬主管 使用者的經理。每個使用者都必須要有經理以進行報告和預測。 

備註：依據貴公司設定的使用者頁面版面配置，可能會出現的是「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而非「直屬主管」欄位。「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顯示使用者經理的簡短識別碼。 

合作夥伴組織 使用者所屬合作夥伴組織的名稱。只有在使用者是合作夥伴組織的成員時，

才會填入此欄位。 

備註：屬於某個合作夥伴組織的成員而且角色中具有「管理合作夥伴組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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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者」權限的使用者可以新增其合作夥伴組織中的其他成員來當做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使用者。如果您的使用者角色允許您設定屬於您合作夥伴組織之一部分

的使用者，則此欄位為唯讀。 

角色 指派給使用者的角色。若要瞭解角色詳細資訊，請參閱角色管理 (頁數 
256)。 

主要群組 此使用者已新增至其中的群組。唯讀。 

預設工作簿 (選擇性) 
使用者在「分析」頁面以外的任何區域作業時，依預設可以在「工作簿」選

取器中看到的使用者工作簿或自訂工作簿。使用者記錄上的這項設定不會限

制使用者對記錄的存取權。使用者可以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不同的工

作簿。 

備註：您可以為使用者的每個記錄類型指定預設工作簿。如需詳細資訊，請

參閱設定使用者依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 (請參閱 
"設定使用者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 頁數 
243)。如果已為使用者的記錄類型指定預設工作簿，則在「工作簿」選取

器中，該記錄類型之預設工作簿的優先順序會高於使用者資料檔上「預設工

作簿」欄位中所指定的預設工作簿。 

分析的預設工作簿 (選擇性) 
使用者在預設情況下，於「分析」頁面的「工作簿」選取器中會看到的使用

者工作簿或自訂工作簿。使用者記錄上的這項設定不會限制使用者對資料的

存取權。使用者可以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不同的工作簿。 

保留預設工作簿 此核取方塊適用於「分析」頁面以外，Oracle CRM On Demand 
所有區域中的「工作簿」選取器。「保留預設工作簿」核取方塊的作用如下

：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每次使用者開啟可使用「工作簿」選取器的任何
頁面或視窗時，「工作簿」選取器便會顯示使用者資料檔內「預設工作
簿」欄位中所選取的工作簿。使用者可以在任何頁面或視窗的「工作簿
」選取器中，選取其他工作簿。然而，下次使用者再次瀏覽該頁面或視
窗時，或是開啟可使用「工作簿」選取器的任何其他頁面或視窗時，該
使用者在「工作簿」選取器中會看見預設工作簿。使用者先前在「工作
簿」選取器的選取內容會遺失。 

 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除非使用者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其他工

作簿，否則「工作簿」選取器會顯示使用者資料檔內「預設工作簿」欄

位中所選取的工作簿。使用者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其他工作簿後

，該使用者在「工作簿」選取器中會持續看到此記錄類型的新工作簿，

直到使用者登出並再次登入為止。 

使用者詳細資料區段 

別名 使用者的簡短識別碼，例如，使用者的偏好名稱或暱稱。 

如果您透過「快速新增」頁面來新增使用者，電子郵件地址中 (@) 
符號前的所有字元會變成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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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 ID 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的唯一系統識別碼。 

使用者 ID 可包含的最大字元數為 50。使用者 ID 
不得包含空格或下列任一特殊字元： 

 星號 (*) 

 反斜線 (\) 

 數字符號 (#) 

 問號 (?) 

 斜線 (/) 

 波狀符號 (~) 

根據公司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之「使用者資料檔一有更新就傳送電子郵件」

設定中選取的選項，在使用者資料檔之「使用者 
ID」欄位中的值變更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如需有關「傳送使用
者資料檔更新的電子郵件」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

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電子郵件 使用者的完整電子郵件地址，例如，isample@companysample.com。

使用者必須具備有效的電子郵件地址才會被授予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存取權限。 

電子郵件地址可包含的字元數上限是 100。 

根據公司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之「使用者資料檔一有更新就傳送電子郵件」

設定中選取的選項，在使用者資料檔之「電子郵件」欄位中的值變更時，就
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如需有關「傳送使用者資料檔更新的電子郵件」
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次要電子郵件 您可以使用此欄位來儲存使用者的額外電子郵件地址。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傳送任何通知或提醒電子郵件至此地址。 

使用者登入 ID 

 

唯讀欄位。此值是公司登入 ID 與使用者 ID 的組合，也是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的唯一系統識別碼。  

聯絡人偏好設定 

不希望接聽來電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將不會收到「Oracle CRM On Demand 
行銷」的來電。 

不希望收到信函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將不會從「Oracle CRM On Demand 
行銷」收到信函或廣告資料。 

不希望收到電子郵件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將不會從「Oracle CRM On Demand 
行銷」收到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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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傳送重要提醒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將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收到內含重要資訊的電子郵件。這些訊息包括：  

 Oracle CRM On Demand 
產品更新及服務變更以及相關產品的重要資訊 

 升級至主要新版次的指示和排程 

 用於補充一般支援程序的高優先順序或緊急的溝通 
(例如，發生硬體失敗的情況) 

只有公司管理員才有能力為使用者更新此核取方塊。在主要聯絡人，此核取

方塊為自動啟用。 

備註：此核取方塊不是用來決定哪些使用者會收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發出的系統提醒 
(例如，即將到來的已排定維護提醒)。 

使用者地理位置資訊區段 

語言、地區設定、幣別、時區 如果您未在這些欄位中設定任何值，將會使用針對公司設定的預設值。您可
以為使用者變更這些值。使用者也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些設定
值。 

使用者安全性資訊 

呈報主題區域 此設定定義了使用者對「分析」中之即時報表記錄的可見度。這些報表會提

供資料的即時分析。您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值： 

 供管理者閱覽。允許使用者查看使用者擁有的資料以及使用者下屬擁有
的資料。(此為預設設定。) 

 供團隊閱覽。允許使用者查看使用者擁有的資料以及使用者透過團隊共
有的資料 

如果您沒有定義「呈報主題區域」設定，系統則會套用管理員所設定的公司

範圍設定。如需報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分析 
(特別是關於分析中的記錄可見度主題)。 

您可以為使用者變更此值。使用者也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此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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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主題區域 此設定定義了使用者對「分析」中之歷史報表記錄的可見度。允許的值如以
下所示： 

 供管理者閱覽。允許使用者查看使用者擁有的資料以及使用者下屬擁有
的資料。(此為預設設定。) 

 供團隊閱覽。允許使用者查看使用者擁有的資料以及使用者透過團隊共
有的資料 

 全部皆可閱覽。允許使用者查看自己擁有以及使用者與他人共有的資料
以及自己擁有以及使用者與其下屬共有的資料。 

如果您沒有定義「歷史主題區域」設定，系統則會套用管理員所設定的公司

範圍設定。 

您可以為使用者變更此值。使用者也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此設定
。  

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 使用此選擇清單來指定您是否要依照「角色管理精靈」內「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面的定義，讓「分析」依記錄類型基礎來使用「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如果已透過公司資料檔或您的使用者資料檔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

所有記錄」設定，且管理員為特定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選取了「可讀取所

有記錄」可見度設定，您便可在「分析」中檢視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 

如需有關何時和如何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的指引方

針，請參閱「關於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如果未啟用「以角色為基礎/可讀取所有記錄」設定，則「分析」會使用「

呈報主題區域」與「歷史主題區域」欄位上所設定的可見度。 

外部唯一 ID 您可使用此欄位，以在外部系統中儲存使用者的識別碼。 

整合 ID 您可在此欄位輸入值，或允許欄位採用預設值。依據使用者的記錄如何建立
，「整合 ID」欄位會採用以下的預設值： 

 對於透過使用者介面所建立的使用者記錄： 

 若「整合 
ID」欄位出現在「頁面版面配置」中，且欄位中未輸入任何值，則
此欄位在記錄首次儲存前，採用分配給使用者記錄的暫時「資料列 
ID」。 

 若「整合 
ID」欄位未出現在使用者頁面版面配置中，則此欄位採用使用者記

錄的「資料列 ID」欄位值。 

 對於不是透過使用者介面通路來建立的使用者記錄，若「整合 
ID」欄位未輸入任何值，則此欄位會採用使用者記錄的「資料列 
ID」欄位值。 

您可以變更「整合 ID」欄位中的值。 

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 如果您的公司已設定使用單一登入，公司管理員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者對應至外部系統時，可使用此欄位，而不使用「使用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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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欄位。 

使用者檢視其個人資料檔時，此欄位為唯讀。 

根據公司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之「使用者資料檔一有更新就傳送電子郵件」

設定中選取的選項，在使用者資料檔之「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欄位中的值
變更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如需有關「傳送使用者資料檔更新的
電子郵件」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認證類型 決定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方式。 

若公司層級的認證類型不是「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則使用者記錄上的此欄位為唯讀。若公司層級

的認證類型是「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公司管理員可選取一個值，或將此欄位留空，
如下所示：  

 僅使用者 ID/密碼。若選取此值，使用者必須使用其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登入 ID 與密碼登入。 

 僅單一登入。若選取此值，使用者必須使用您公司的單一登入機制登入
。選取此值時，使用者無法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登入 ID 與密碼登入。 

 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若選取此值，使用者可使用其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使用者登入 ID 
與密碼，或透過您公司的單一登入方法進行登入。 

 空白。若使用者資料檔的此欄位空白，則會為此使用者使用公司層級的

「驗證類型」設定。 

使用者檢視其個人資料檔時，此欄位為唯讀。 

備註： 若已選取「使用者 
ID/密碼」或「單一登入」值，便會繼續強制執行您公司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密碼的原則。因此，當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密碼到期，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提示使用者變更密碼 
(即使該使用者使用「單一登入」進行登入)。所有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密碼的其他原則也會強制執行，如密碼的最短長度、所需的密碼複雜度等等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管理用於「單一登入」的密碼。 

如需有關設定公司層級驗證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

預設值 (頁數 18)。 

密碼狀態 

 

表示使用者密碼的狀態 (唯讀)。可能值為： 

 有效。使用者密碼有效。 

 已停用/暫時的。使用者已提交變更密碼的要求，或者管理員重設使用

者的密碼，但使用者尚未儲存新密碼。 

 無效。 
使用者記錄的「狀態」欄位先前已設為「無效」，而使用者目前的認證

無法用來登入 Oracle CRM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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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若「狀態」欄位已變更為「有效」，請重設使用者密碼以允

許使用者登入。 

 已鎖定。嘗試使用指定的密碼連續登入，失敗次數超過「目前密碼嘗試

次數上限」設定允許的次數，而「登入鎖定持續時間」設定中指定的鎖

定期間尚未到期。 

 密碼已到期。使用者密碼已到期。使用者密碼的有效時間長度是由「使

用者密碼到期日」設定決定。 

 暫時密碼已到期。暫時密碼已指定給使用者，但使用者在「暫時登入天

數視同有效」設定所允許的時間內，並未使用暫時密碼登入。您必須再

次重設密碼。 

 暫時密碼已鎖定。嘗試使用暫時密碼連續登入，失敗次數超過「目前密

碼嘗試次數上限」設定允許的次數，而「登入鎖定持續時間」設定中指

定的鎖定期間尚未到期。 

備註：上述描述中所參考的設定值可在「公司登入與密碼控制」頁面上使用
。如需有關這些設定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客戶溝通設定值區段 

顯示「單鍵撥號」快顯功能表 此核取方塊適用於以 Oracle Contact On Demand 
來設定的使用者。Oracle Contact On Demand 
會將電話號碼轉譯為使用者可在「清單」與「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的連

結。若您勾選使用者的「顯示單鍵撥號快顯功能表」核取方塊，則使用者按

一下電話號碼連結時，系統會先提示「單鍵撥號」視窗，然後 Oracle 
Contact On Demand 電話系統才會撥號。 

顯示「客戶溝通首頁」收件匣 從功能表中選取值來決定「客戶溝通首頁收件匣」顯示使用者活動的期間，
例如，上個月、昨天等等。期間越短，顯示的客戶溝通活動數就越少。如果
您從功能表中選取「全部」，或將功能表保留空白，則「客戶溝通」頁面會
顯示所有客戶溝通。使用者必須登出並再次登入，此設定的變更才會生效。  

顯示「客戶溝通首頁」最近完成的活

動 
從功能表中選取值來決定「客戶溝通首頁」顯示最近完成的使用者活動期間
，例如，上個月、昨天等等。時間範圍越短，顯示的客戶溝通活動就越少。
如果您從功能表中選取「全部」，或將功能表保留空白，則「客戶溝通」頁

面會顯示所有活動。使用者必須登出並再次登入，此設定的變更才會生效。  

詳細資訊區段 

預設主題 使用者以桌上型或膝上型電腦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所使用的主題。使用者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項設定。如果

使用者記錄中未選取預設主題，則會使用根據使用者角色所選取的預設主題

。如果使用者記錄或使用者角色中未選取預設主題，則會使用根據公司所指

定的預設主題。 

備註：主題不會影響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行為。如果您的使用者角色具有適當的權限，您可以依據公司需求來建立

新的主題。如需有關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新主題 (頁數 215)。 

平板主題 (選擇性) 若 Oracle CRM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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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已偵測到平板電腦或觸控螢幕裝置，使用者以平板電腦或其他觸控螢幕裝置

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所使用的主題。使用者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項設定。如果

使用者記錄中未選取平板主題，則會使用根據使用者角色所選取的平板主題

。如果使用者記錄或使用者角色中未選取平板主題，則會使用根據公司所指

定的平板主題。如果未指定任何層級的平板主題，則會使用預設主題。 

預設搜尋記錄類型 使用者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出現在「動作」列之搜尋選擇清單中的記錄類型。 

登入時顯示歡迎頁面 若要避免使用者每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都顯示「歡迎」頁面，請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 

備註：登入時，使用者也可取消勾選「歡迎」頁面中的「登入時顯示歡迎頁

面」核取方塊。 

資金核准限制 此欄位提供給 Oracle CRM On Demand High Tech Edition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的使用者使用。 

狀態設定為「請款已獲核准」時，此使用者可以核准之每筆資金要求的金額

限制。如果使用者嘗試超過此限制，將會顯示錯誤訊息，而且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防止資金要求核准。 

啟用訊息中心動畫 決定「訊息中心」與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的附註顯示是否會以動畫呈現

。  

記錄預覽模式 使用者的記錄預覽模式。根據這裡的設定，當使用者將指標放在記錄連結上

時，或在按一下當使用者將指標放在記錄連結上所出現的預覽圖示時，預覽

視窗會開啟。預覽視窗會顯示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第一個區段。在此欄
位中選取「關閉」會停用使用者的記錄預覽功能。 

記錄預覽設定可以在公司層級或使用者層級上指定。使用者層級上的設定會

覆寫公司的設定。如果此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記錄預覽設定。使用者

可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變更此設定。 

抬頭顯示器 如果已開啟抬頭顯示器功能，且已在使用者的主題上勾選「支援抬頭顯示器
設定值」核取方塊，則使用者就會看見瀏覽器視窗底部詳細資料頁面之相關

資訊區段的連結。這些連結允許使用者跳至相關資訊區段而不必向下捲動頁

面。 

抬頭顯示器功能可以在公司層級與使用者層級開啟或關閉。使用者層級的設
定會覆寫公司的設定。如果此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抬頭顯示器設定。
使用者可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變更此設定。 

如果未在使用者的主題上勾選「支援抬頭顯示器設定值」核取方塊，即使抬
頭顯示器功能已在公司層級或使用者層級開啟，仍無法使用抬頭顯示器。 

相關資訊格式 決定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相關資訊區段是否顯示為清單或頁標。如

果使用者記錄中的「相關資訊格式」欄位空白，則採用使用者角色的設定；

如果使用者角色的「相關資訊格式」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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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凍結清單資料欄表頭 決定使用者向下捲動記錄頁面時，「清單」頁面中的資料欄標題是否一律保

持在檢視畫面中。 

此功能可以在公司層級與使用者層級開啟或關閉。使用者層級上的設定會覆
寫公司的設定。如果此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設定。 

呈報主題區域的使用者時區支援 若使用者資料檔上的此核取方塊存在且已勾選，則即時報告中顯示的日期與

時間會根據使用者的時區顯示。若取消勾選使用者資料檔上的此核取方塊，

則報告中顯示的日期與時間會根據公司的時區顯示。 

若要啟用此使用者設定，公司管理員必須新增此欄位至管理員角色的「使用
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若要允許使用者在個人資料檔中啟用或停用此設定
，公司管理員必須新增此欄位至相關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負責人」頁面版
面配置。 

主要事業群 「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預設不會顯示「主要事業群」欄位，不過公司管理

員可以將它加入「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的公司使用「事業群

」記錄類型將使用者分組以符合業務需求，則每位使用者都可以與一或多個

事業群相關聯。與使用者相關聯的第一個事業群會自動指定為使用者的主要

事業群，而事業群的名稱則會顯示在使用者記錄的「主要事業群」欄位中。

您的公司管理員可以變更使用者記錄的主要事業群。如需有關事業群的詳細

資訊，請參閱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 

備註：「使用者」記錄類型也提供名為「事業群」的文字欄位。「使用者」

記錄類型的「事業群」文字欄位與「事業群」記錄類型無關。 

自訂程式碼啟用 此選擇清單欄位會決定是否啟用或停用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頁面上的所有自訂程式碼，以及是否啟用或停用使用者的自訂程式碼指標

。下列為可用選項： 

 已啟用。這是標準應用程式中的預設設定。選取此選項時，會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中可用的所有自訂程式碼，但不會啟用自訂程式碼指標。 

 啟用且含指標。選取此選項時，會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中可用的所有自訂程式碼。此外，也會啟用自訂程式碼指標。 

 停用且含指標。選取此選項時，會停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頁面中可用的所有自訂程式碼。此外，也會啟用自訂程式碼指標。 

如需有關自訂程式碼與自訂程式碼指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啟用與停用
自訂程式碼及自訂程式碼指標。 

若要變更此欄位中的設定，管理員必須新增此欄位至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

管理」頁面版面配置。若要允許使用者在個人資料檔中變更此設定，管理員

必須新增此欄位至相關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負責人」頁面版面配置。  

備註：具有「管理使用者與存取權 - 管理委派使用者」與「管理使用者」權限的使用者 (通常是公司管理員) 
可為其他使用者指定委派者。具有「管理使用者與存取權 - 
管理委派使用者」權限的使用者可為自己指定委派者。如需有關指定委派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委派 (頁數 
247)、新增委派使用者及管理委派使用者 (管理員) (頁數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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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使用者頁面配置 
您可以為使用者記錄定義一些頁面配置類型。頁面配置類型會對應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者詳細資料的不同檢視。下列的使用者頁面配置類型可以在「使用者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使用： 

 使用者頁面配置。此頁面配置類型是用於當您從記錄、「最近檢視的」或「最愛」清單中逐層往下檢視使用者名稱時，所顯

示的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公司的所有使用者都能看到這些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此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沒有可用的相關資

訊區段，但使用者可個人化欄位在頁面中的版面配置 
(如果他們的使用者角色允許執行此作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詳細資料頁面配置。 

 使用者管理頁面配置。此類型的頁面配置是用於使用者的詳細資料頁面，而該頁面是從「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下的

「使用者清單」頁面來顯示。 

 使用者負責人頁面配置。此頁面配置類型是用於「我的設定」中的「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使用者可控制欄位與相關資訊區

段在「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的版面配置 
(如果他們的使用者角色允許執行此作業)。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詳細資料頁面配置。 

 合作夥伴管理頁面配置。當合作夥伴使用者從「合作夥伴自我管理」連結中存取使用者記錄時，此類型的頁面配置可用於所

顯示的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若要存取「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連結，合作夥伴使用者必須具有「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

理使用者」權限。 

當您有包含私人資料的使用者欄位時，不同的使用者頁面配置類型就會很有用。在此情況下，在使用者於記錄的使用者名稱向下

探鑽時，您不要讓私人欄位可供閱覽。您因而能讓私人欄位在「使用者負責人」配置類型或「使用者管理」配置類型的頁面配置

中使用，且讓私人欄位無法在「使用者」配置類型的頁面配置中使用。 

頁面配置是指派給特定角色，因此，您可以透過指派適當的頁面配置給角色，確保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無法看到他們不應該看到

的任何私人欄位。 

下列欄位類型範例對於為特定角色以私人欄位形式進行追蹤可能會很有用：  

 內部銷售代表 

 未被拒絕的合格潛在客戶數  

 每個月份聯絡的潛在客戶數  

 現場銷售業務代表 

 將潛在客戶轉換成客戶的成本  

 市場行銷經理 

 宣傳活動成效 (花費金額與收益金額比較)  

 地區銷售經理 

 每季喪失的客戶數  

 因地區競爭者而喪失的收益額  

當您要讓欄位對某些使用者成為唯讀時，不同的使用者頁面配置類型也很有用。在此情況下，對於您不希望能編輯欄位的使用者

角色，可讓「使用者負責人」配置類型中的欄位成為唯讀欄位，以供使用。 

注意：特定的限制會在新增「直屬主管」欄位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至使用者頁面配置時套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 欄位 (頁數 
242)。 

如需有關建立頁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如需有關設定角色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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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 欄位 
使用者記錄上的經理資訊是用在報告階層與預測中。下列其中一個欄位必須顯示在「使用者管理」或「合作夥伴管理」配置類型

的每個頁面配置上，如此您才能為使用者指定經理： 

 直屬主管。此欄位顯示使用者經理的全名。 

 直屬主管 (別名)。此欄位顯示使用者經理的簡短識別碼。 

不過，當您建立使用者頁面配置時，不得將這兩個欄位新增至相同的使用者頁面配置。若「直屬主管」欄位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皆能在頁面配置上使用，則任何得到頁面配置指派的使用者角色，不能在使用者記錄清單或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中

使用內嵌編輯功能。 

同樣地，請不要就使用者記錄類型新增「直屬主管」欄位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至相同的搜尋配置。若這兩個欄位皆能在搜尋配置上使用，則任何得到搜尋配置指派的使用者角色，不能搜尋使用

者記錄；也就是說，此搜尋失敗。 
 

設定使用者的銷售配額 
如果銷售代表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來管理預測，就必須設定其配額。銷售代表可以自行設定配額，或者您可以管理員的身份，為他們建立配額。 
選取配額要開始的年度時，您可以選取目前行事曆年度，或前三年的其中一年，或是未來三年的其中一年。 

本節說明管理員設定使用者配額的程序。 

設定使用者的配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設定配額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訊」頁面上，向下捲動至「配額」區段，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新增配額」按鈕。 

 按一下您所要編輯配額的「編輯」連結。 

6 在「編輯配額」頁面上填好欄位。 

 若要將年度配額平均分攤在會計年度中，請在「總配額」欄位中輸入數額，然後按一下「平攤」。 

 若要加總每月的配額，請輸入每個月的數額，然後按一下「總計」。 

7 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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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者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 
您可為使用者的每個記錄類型來指定預設工作簿。在記錄類型的「工作簿」選取器中，使用者可依預設來查看指定的工作簿。但
指定預設工作簿不會限制使用者存取記錄。使用者可以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不同的工作簿。 

如果您選取自訂工作簿作為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且已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則使用者在建立該記錄類型的記錄時，

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便會自動植入預設工作簿的名稱。如果您選取使用者工作簿或「所有」工作簿作為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

簿，則使用者在建立該記錄類型的記錄時，即使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亦不會自動植入預設

工作簿的名稱。如需有關工作簿模式與其他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設定使用者依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 

設定使用者依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設定預設工作簿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依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區段，然後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a 按一下「新建」以加入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 

b 按一下您要變更的預設工作簿之「編輯」連結。 

6 在「加入依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頁面中，選取記錄類型與工作簿設定。 

7 儲存變更。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您可以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使用者 ID 可包含的最大字元數為 50。使用者 ID 不得包含空格或下列任一特殊字元： 

 星號 (*) 

 反斜線 (\) 

 數字符號 (#) 

 問號 (?) 

 斜線 (/) 

 波狀符號 (~)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若要允許使用者變更其電子郵件地址或使用者 
ID，必須設定「登入和密碼控制」功能。如需指示，請參閱 定義公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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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6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 ID」欄位。 

7 儲存記錄。 

根據公司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之「使用者資料檔一有更新就傳送電子郵件」設定中選取的選項，在使用者資料檔之「使用者 
ID」欄位中的值變更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如需有關「傳送使用者資料檔更新的電子郵件」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使用者可使用新使用者 ID 與使用者的現有密碼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者必須提供至少兩個安全性問題的答案，這些問題和答案可供將來萬一遺忘密碼時使用。如果使用者不記得安全性問題

，或者被鎖定無法登入而又要立即存取，您可以重設他們的密碼。   

附註： 此程序與選取「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的核取方塊效果相同。您必

須先設定使用者角色及相關資訊，才能以電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與「管理公司 - 
重設所有密碼」權限。此外，您欲變更密碼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重設個人密碼」權限。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重設密碼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的標題列上，按一下「重設密碼」按鈕。 

使用者的現有密碼會以臨時密碼取代。新的臨時密碼會由電子郵件傳送至使用者。 

附註： 「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登入記錄」區段會記錄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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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設使用者的 DMS PIN 
個人識別碼 (PIN) 是用來管理使用者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存取權。重設 PIN 會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中的使用者帳戶在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前強制重新驗證。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為獨立產品。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不會自動獲得授權，來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若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已為使用者佈建，Oracle CRM On Demand 便會自動管理使用者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存取權。例如，使用者密碼與帳戶狀態會在兩個系統中維持同步化，及短暫延遲。若要強制同步化，您需明確地重設使用者 
PIN。例如，您可能想在停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使用者帳戶後就立即強制同步化，以確保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中的使用者帳戶同時停用。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重設使用者的 DMS PIN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重設 PIN 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標題列上，按一下「重設 DMS PIN」。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如果您的公司使用「事業群」記錄類型，則可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如需有關事業群以及讓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事業群設定 (頁數 56)與將使用者與事業群建立關聯 (頁數 60)。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與「管理角色與存取權」這兩種權限。此外，「主

要事業群」欄位必須位於「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上，且該版面配置已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指定給您的角色。 

變更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1 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與群組管理」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中，按一下要變更其主要事業群之使用者的姓氏。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主要事業群」欄位中，按一下「查尋」圖示並選取所要的事業群來作為使用者的主要事業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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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 
您可以檢閱公司中每個使用者的登入記錄。 

附註：早於 90 天前的使用者登入記錄會持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清除。使用者選定歷史記錄資料會儲存在資料倉儲中，以支援 Oracle CRM On Demand 
分析中使用者選定分析指標的歷史趨勢分析，但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升級為新版次的期間，執行資料的完整擷取、轉換及載入 (ETL)，或者將公司資料從一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環境資料移轉至另一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環境，資料就不會保留。如需有關「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之分析主題區域的資訊，請參閱使用情況追蹤分析之分析主題區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檢閱使用者的活動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檢視登入活動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若要檢閱使用者的登入活動，請向下捲動至「登入記錄」區段。 

附註：登入記錄的「類型」欄位會顯示進行登入嘗試的管道。例如，若登入嘗試是透過瀏覽器視窗進行，「類型」欄位

會顯示值「互動」。若登入嘗試是透過 Web 服務進行，「類型」欄位會顯示值「Web 服務」。 
 

檢閱使用者的安全性相關活動 
您可以在使用者記錄的「稽核」區段中，檢視安全性相關活動的詳細資料。 

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稽核與稽核追蹤區段 
稽核資訊顯示在使用者記錄上的兩個相關資訊區段中，如下所示： 

 稽核區段。「稽核」區段顯示有關安全性相關活動的資訊，例如：初始設定使用者密碼的時間與重設密碼的時間。 

 稽核追蹤區段。使用者記錄上的「稽核追蹤」區段顯示使用者記錄上的特定欄位變更。有些欄位會根據預設來稽核，但公司

管理員可指定附加欄位來加以稽核。公司管理員也能在「主要稽核追蹤」中，檢視使用者的稽核追蹤資訊。如需有關自訂記

錄類型稽核追蹤的資訊，請參閱自訂稽核追蹤 (請參閱 "自訂稽核軌跡" 頁數 
174)。如需有關檢視個人記錄稽核追蹤的資訊，請參閱檢視記錄的稽核追蹤。如需有關檢視「主要稽核追蹤」中的稽核追

蹤資訊，請參閱使用主要稽核追蹤來檢閱稽核追蹤變更 (請參閱 "使用主要稽核軌跡來檢閱稽核軌跡變更" 頁數 66)。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檢閱使用者的安全性相關活動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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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檢視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向下捲動至「稽核」區段，以檢閱使用者記錄上安全性相關活動的詳細資料。 
 

關於使用者委派 
啟用委派使用者功能時，使用者便可將其記錄的負責人存取權委派給其他使用者。此外，具有適當權限的使用者能為其他使用者

指定委派者。一般而言，只有公司管理者能為其他使用者指定委派者。 

委派使用者功能是利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的下列核取方塊所控制： 

 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 

 顯示工作簿選取器 

要讓委派使用者功能得以運作，必須同時選取這兩個核取方塊。此外，「受委派使用者」與「委派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區段，必

須能在使用者或管理員角色的相關頁面版面配置上使用，如下所示： 

 若要讓使用者能夠指定委派者，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負責人」頁面版面配置上，必須要有「受委派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區
段。 

 若要讓使用者能查看使用者為委派者的使用者清單，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負責人」頁面版面配置上，必須要有「委派使用

者」的相關資訊區段。 

 若要讓管理員能為其他使用者指定委派者，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上，必須至少有一個下列相關資訊區

段可用： 

 受委派使用者。在使用者記錄的「受委派使用者」區段中，管理員能為使用者指定委派者。 

 委派使用者。在使用者記錄的「委派使用者」區段中，管理員能為其他使用者來指定使用者作為委派者。 

若要為其他使用者指定委派者，您的角色必須具有下列權限： 

 管理使用者 

 管理使用者與存取權 - 管理委派使用者 

若要為自己指定委派者，使用者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使用者與存取權 - 管理委派使用者」權限。 

指定委派使用者時，應切記下列資訊： 

 「委派使用者角色」欄位與使用者角色或資料存取權毫無關聯。這是一個選擇清單，可讓公司管理員加以定義並將使用者委

派者分類。這個選擇清單沒有任何預設值，而公司管理員則可視需要從「委派使用者」欄位設定頁面進行自訂。如需有關自
訂選擇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委派使用者將取得主要使用者對其記錄的負責人存取權，其中包含主要使用者所擁有或透過團隊或群組獲得存取權的記錄。

委派使用者並未取得主要使用者對其記錄的預設存取權。 

 對於任何記錄類型，委派使用者的角色必須已啟用「具存取權」選項，才能利用委派存取權查看該類型的記錄。同樣地，委
派使用者的角色必須已啟用「可以建立」選項，才能建立該類型的記錄。 

 委派使用者可以利用「工作簿」選取器中的「包括子項目」選項，查看自己所擁有的全部記錄以及主要使用者列於清單上的
記錄。或者，委派使用者也可選取自己的名稱，僅查看其本身透過所有權、角色或團隊而獲得存取權的記錄；此外還能選取
主要使用者的名稱，僅查看主要使用者所擁有或可透過團隊或群組來存取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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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呈報主題區域和歷史主題區域的資料，委派使用者仍受制於存取權層級的設定 
(如「供管理者閱覽」、「供團隊閱覽」或「全部皆可閱覽」)，即便委派使用者正在查看主要使用者所委派的資料亦然。 

 

管理委派使用者 (管理員) 
身為公司管理員，您可以將使用者指定成其他使用者的委派者。如需有關使用者委派如何運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委

派 (頁數 247)。 

附註：使用者也可透過「個人詳細資料」頁面，為自己指定委派者。如需有關使用者如何能指定委派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

委派使用者。 

若要執行此主題所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下列權限： 

 管理使用者 

 管理使用者和存取權 - 管理委派使用者 

此外，您的角色「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上，必須至少有一個下列相關資訊區段可使用： 

 受委派使用者。在使用者記錄的「受委派使用者」區段中，您可為使用者指定一或多個委派者。 

 委派使用者。在使用者記錄的「委派使用者」區段中，您可為一或多個使用者來指定使用者作為委派者。 

若「受委派使用者」與「委派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區段，無法從您想要指定委派者的「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中檢視，您可以透

過以下方式來使用區段：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編輯版面配置」，並新增區段至您的頁面版面配置。 

 若您想要的相關資訊區段無法新增至頁面版面配置，您可為您的角色自訂「使用者管理」頁面版面配置。如需有關自訂頁面

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若要為使用者指定一或多個委派者，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 

為使用者指定一或多個委派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新增委派者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受委派使用者」區段，再按一下該區段標題列上的「新增」。 

6 在「委派使用者編輯」頁面上，按一下「查尋」圖示。 

7 在「查尋」視窗中，選取您想要指定為委派者的使用者。 

8 如果已定義「委派使用者角色」欄位中的值，則您可以選擇性地為每個使用者選取委派使用者。 

9 儲存變更。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249 

 

附註：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受委派使用者」區段中，「角色」欄位會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委派者角色。若已定義，「委派使用者角色」欄位會顯示委派者的委派使用者角色。 

若要為使用者從委派者清單中移除委派者，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 

從使用者委派者清單中移除委派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更新委派者清單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受委派使用者」區段。 

6 在記錄層級功能表中，為您想要從委派者清單移除的使用者選取「移除」。 

7 按一下「確定」來確認變更。 

若要為一或多個使用者指定使用者為委派者，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 

為一或多個使用者指定使用者為委派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為一或多個使用者按一下您要指定為委派者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委派使用者」區段，再按一下該區段標題列上的「新增」。 

6 在「委派使用者編輯」頁面上，按一下「查尋」圖示。 

7 在「查尋」視窗中，選取您想要將目前使用者指定為委派者的使用者。 

8 儲存變更。 

在特定情況中，例如當使用者移至貴公司的不同區段時，您可能會想撤銷使用者的權限，使其無法成為一或多個使用者的委派者

。若要撤銷使用者的權限，使其無法成為一或多個使用者的委派者，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 

撤銷使用者的權限，使其無法成為一或多個使用者的委派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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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想撤銷成為委派者之權限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委派使用者」區段。 

6 對於您不再希望目前使用者作為其委派者的每位使用者，請選取記錄層次功能表中的「移除」，再按一下「確定」來確認變

更。 
 

建立使用者的存貨期間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屬主題。您必須為每一位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的銷售代表建立存貨期間。您必須僅為每一位銷售代表執行這項作業一次。您可以手動建立存貨期間，或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匯入功能。 

備註：通常，初次為公司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存貨期間就會透過匯入功能填入。 

在您為銷售代表建立初始存貨期間後，每當存貨期間為銷售代表關閉時，系統就會自動建立新存貨期間。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建立使用者的存貨期間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新增存貨期間」。 

存貨期間的開始日期將預設為目前日期。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顯示訊息確認系統已為使用者建立存貨期間，且「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仍維持開啟。若您要驗證存貨期間已經建立，請按
一下「存貨期間」頁標，並檢視最近修改的存貨期間清單。 
 

停用使用者 
您無法刪除使用者，而是必須讓使用者成為無效。對於無效使用者，您不需要授權。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停用使用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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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從系統移除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5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按鈕。 

6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主要使用者資訊」區段中，選取「狀態」欄位中的「無效」。 

7 儲存記錄。 
 

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 
公司管理員可以像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合作夥伴管理員一樣，在合作夥伴組織中設定一或多名使用者。合作夥伴管理員可以執行一組有限的使用者管理作業，例如

設定其組織的成員 (如同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使用者一般)、編輯使用者記錄，以及重設密碼或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合作夥伴管理員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管理其使用者。 

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的存取權，是由「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所控制。  

附註：公司管理員可以將「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授權給合作夥伴組織的成員。此權限並非給予品牌負責人公

司中的使用者。 

如需有關設定合作夥伴管理員的資訊，請參閱設定合作夥伴管理員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合作夥伴管理員的程序 (管理員)" 頁數 
251)。如需有關管理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中的使用者之資訊，請參閱管理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2)。 
 

設定合作夥伴管理員的程序 (管理員) 
「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是控制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的權限。此權限只會允許合作夥伴管理員使用他們自己的

合作夥伴組織的成員之使用者記錄。合作夥伴管理員不需要也不得被授予「管理使用者」權限，因為該權限可允許合作夥伴管理

員查看並編輯其合作夥伴組織外部的使用者記錄。 

基於安全理由，公司管理員也會決定合作夥伴管理員可以將哪些角色提供給其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若要這麼做，您要將角

色與合作夥伴組織記錄加以關聯。接著，當合作夥伴管理員設定使用者時，只有您已與合作夥伴組織關聯的角色才可以提供給使

用者。限制合作夥伴管理員可授予使用者的角色，可讓您確保合作夥伴管理員不會提供其使用者不適當的權限或使用者不應該看

見的資料之存取權。 

附註：將角色與合作夥伴記錄關聯可限制合作夥伴管理員可提供給其使用者的角色選擇。這不會限制品牌負責人公司內的公司管

理員可指派至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之角色選擇。 

若要設定合作夥伴組織，請執行下列作業： 

1 在合作夥伴管理員的使用者角色中，授予「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 

如需有關授予權限至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附註：您可以建立合作夥伴管理員的新角色，或者可以編輯合適的現有角色。您也可以針對各種合作夥伴組織中的合作

夥伴管理員建立不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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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性) 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自訂的「合作夥伴管理」頁面版面配置，並將其指派給使用者的角色。 

如需有關建立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如需有關指派頁面版面配置給角色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3 (選擇性) 如果您要為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建立特定角色，請設定角色。 

如需有關設定角色的資訊，請參閱角色管理 (頁數 256)予新增角色 (頁數 263)。 

4 在合作夥伴組織記錄上的「合作夥伴角色」相關資訊區段，新增合作夥伴管理員可授予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之角色。 

如需有關連結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記錄連結至您所選取的記錄。 

5 如果您為合作夥伴管理員建立或編輯的角色尚未指派至即將成為合作夥伴管理員的使用者，請將角色指派至這名使用者。 

如需有關指派角色至使用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使用者 (頁數 230)。 
 

管理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 (合作夥伴)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管理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您必須具有「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 

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管理您組織中的使用者。您可以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每一頁均提供的全域「管理」連結，存取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 

若要管理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請執行下列作業： 

 設定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2)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合作夥伴) (頁數 254)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合作夥伴) (頁數 255) 

 停用使用者 (合作夥伴) (頁數 256) 

備註：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可能會透過合作夥伴自助式管理頁面來針對使用者記錄的變更設定稽核追蹤記錄。如果已設定稽核追蹤記錄，您就可以在

「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稽核追蹤記錄」相關資訊區段中，檢視針對稽核欄位所做變更的詳細資料。 

相關主題 
如需使用者管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檢視記錄的稽核追蹤 
 

設定使用者 (合作夥伴)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必須具有「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 

設定使用者時，下列欄位會決定使用者可存取、檢視和進行的項目。您必須正確使用之。 

 狀態欄位。當您初次設定使用者時，您可以將使用者的狀態設為「有效」，立即允許使用者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並且當您儲存使用者記錄時，提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將所需的登入資訊傳送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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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稍後才要讓使用者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您可以設定使用者記錄，並將使用者的狀態設為「無效」。當您稍後想要允許使用者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您就可以將使用者的狀態變更為「有效」，並使用重設密碼功能將所需的登入資訊透過電子郵件傳送給使用者。 

 「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從屬結構決定經理所能存取的員工記錄，同時也決定要包含於預測計算以及要包含於上呈經理和高階主管

報表中的員工資料。您設定使用者的頁面可包含「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但不能同時包含這兩個欄位。如需有關「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使用者記錄上的直屬主管與直屬主管 (別名) 欄位 (頁數 242)。 

提示： 先輸入在報告階層最上層的使用者。 

 角色欄位。使用者的角色會決定使用者對頁標、功能、記錄和頁面配置的存取權。 

附註：公司管理員會決定您可以指派至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之角色。 

當您在合作夥伴組織中建立使用者時，使用者記錄上的「合作夥伴組織」欄位會自動以您的合作夥伴組織名稱填入，並且無法加

以變更。 

關於新使用者的登入資訊 
若要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新使用者必須具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臨時 URL 與臨時密碼。您可以提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您建立使用者帳戶時將登入資訊傳送至使用者，或者您也可以稍後進行，如下所述： 

 如果您想在設定使用者帳戶時傳送登入資訊，請在您第一次儲存使用者記錄之前，勾選使用者記錄上的「當我按一下儲存時

以電子郵件寄送密碼」核取方塊。 

如果您要立刻將資訊傳送至使用者，請務必在第一次儲存記錄之前先勾選核取方塊。系統會透過電子郵件寄送使用者的

登入資訊，透過兩個部份來寄送： 

 第一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 URL。 

 第二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密碼與使用者登入 ID 的詳細資料。 

 如果您想稍後再將登入資訊寄送至使用者，當您建立使用者記錄時，請不要勾選「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郵件寄送臨

時密碼」核取方塊。 

之後，當您要將登入資訊寄送給使用者時，您可以按一下使用者記錄上的「重設密碼」按鈕，提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寄送資訊。當您按一下「重設密碼」按鈕，系統就會透過電子郵件將登入資訊寄送給使用者，透過兩個部份來寄送： 

 第一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 URL。 

 第二封電子郵件包含臨時密碼。 

在這個情況下，電子郵件不會包含使用者登入 ID 的詳細資料。 

關於刪除使用者 
您不能刪除使用者。當員工離開公司時，請將該使用者的狀態變更為「無效」。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將您組織的成員設定為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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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使用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合作夥伴自我管理」 

「使用者清單」頁面會開啟，顯示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清單。 

3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新增使用者，請按一下「新建使用者」。 

 若要編輯使用者的資訊，請按一下使用者的姓氏，然後在「使用者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編輯」按鈕。 

4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5 儲存記錄。 

提示：您可以建立篩選清單，限制您所查看的使用者記錄。如需篩選清單的資訊，請參閱使用清單。 

您所開啟的任何使用者記錄清單僅會顯示符合清單篩選器中的條件之使用者，以及屬於您合作夥伴組織成員的使用者。下列程序
將說明如何開啟使用者的篩選清單。 

開啟使用者的篩選清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合作夥伴自我管理」 

「使用者清單」頁面會開啟，顯示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清單。 

3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從下拉式清單選取選項。 

 
 

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合作夥伴)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變更您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之使用者 ID。 

使用者 ID 可包含的最大字元數為 50。使用者 ID 不得包含空格或下列任一特殊字元： 

 星號 (*) 

 反斜線 (\) 

 數字符號 (#) 

 問號 (?) 

 斜線 (/) 

 波狀符號 (~)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必須具有「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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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合作夥伴自我管理」 

「使用者清單」頁面會開啟，顯示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清單。 

3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4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5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上按一下「使用者 ID」欄位。 

6 儲存記錄。 

根據公司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之「使用者資料檔一有更新就傳送電子郵件」設定中選取的選項，在使用者資料檔之「使用者 
ID」欄位中的值變更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者。如需有關「傳送使用者資料檔更新的電子郵件」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設定您的公司資料檔與全域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使用者可使用新使用者 ID 與使用者的現有密碼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合作夥伴)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者必須回答至少兩個安全性問題，這些問題和答案可供將來萬一遺忘密碼時使用。如果使用者不記得安全性問題，或者

被鎖定無法登入而又要立即存取，您可以重設他們的密碼。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個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合作夥伴組織中的管理使用者」權限與「管理公司 - 
重設所有密碼」權限。此外，您欲變更密碼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重設個人密碼」權限。 

附註： 此程序與選取「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的核取方塊效果相同。您必

須先設定使用者角色及相關資訊，才能寄送內含臨時密碼的電子郵件。 

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重設您合作夥伴組織內的使用者密碼。 

重設使用者的密碼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合作夥伴自我管理」 

「使用者清單」頁面會開啟，顯示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清單。 

3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重設密碼之使用者的「姓氏」連結。 

4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的標題列上，按一下「重設密碼」按鈕。 

使用者的現有密碼會以臨時密碼取代。新的臨時密碼會由電子郵件傳送至使用者。 

附註： 「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登入記錄」區段會記錄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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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使用者 (合作夥伴) 
您無法刪除使用者，而是必須讓使用者成為無效。無效的使用者不需要授權。下列程序將說明如何停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

。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必須具有「合作夥伴組織」內的「管理使用者」權限。 

停用使用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合作夥伴自我管理」 

「使用者清單」頁面會開啟，顯示您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清單。 

3 在「使用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從系統移除的使用者「姓氏」連結。 

4 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按鈕。 

5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主要使用者資訊」區段中，選取「狀態」欄位中的「無效」。 

6 儲存記錄。 
 

角色管理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您是在「角色清單」頁面以及「角色管理精靈」中管理角色。您可以從出現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每個頁面中的全域「管理」連結來存取「角色清單」頁面和「角色管理精靈」。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角色類似於使用者在組織中執行的業務功能，例如銷售主管功能或服務經理功能。在您的組織中，您的業務功能會提供您某

些專屬於業務功能的權限與許可權。同樣地，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內容中，角色在各個業務功能中會有所差別，這是透過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定義使用者具有使用權限的功能、提供給使用者使用受保護資訊時所需的權限集合，以及顯示資訊的使用者介面設定。  

附註：使用者可以是員工或者是合作夥伴組織的員工。使用者可以也可以是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部系統。 

角色定義的參數包括下列： 

 權限 

 記錄類型存取權 

 角色的存取權資料檔 

 使用者介面設定，其中包括下列： 

 頁標設定 

 頁面版面配置 

 搜尋版面配置 

 首頁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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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使用者都會被指派一個角色。相同的角色可以指派至多位使用者。角色沒有階層。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資料檔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關於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頁數 261)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設定角色的準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提供一組設定公司角色時可用來當做起點的預建角色。「使用者和角色設定範本」包含預建角色的相關資訊，並列出它們的記錄

存取權、權限和預設頁標存取權。如需定義「使用者和角色設定」範本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設定時使用管理員範本 (頁數 
16)。 

舉例您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的角色類型，您的公司可能需要兩種不同的銷售力：「安裝基礎客戶管理」銷售力和「新業務」銷售力。「安裝基礎客戶

管理」銷售力中的現場銷售代表會追蹤與其客戶部署相關的客戶資訊。「新業務」銷售力中的現場銷售代表會追蹤描述其準客戶

採購要求的客戶資訊。雖然這兩種工作責任很類似，但是支援他們每日進度最切合的資訊類型並不同。在這個範例中，您可設定

兩種角色： 

 安裝基礎現場銷售代表角色 

 新業務現場銷售代表角色 

您可根據預建「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來建立這些角色， 

您可依需要繼續變更與新增角色定義，例如，組織性變更或併購其他公司的結果。如果您公司的組織性結構變更，則一或多個員

工的業務功能也可能變更。如果您的公司併購其他公司，您可能必須吸收其他員工做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其他員工。 

設定角色時，請依照這些準則執行： 

 決定每個員工或員工群組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方式。 

檢查員工的工作功能以決定以下內容： 

 員工必須完成的任務，和必須存取的記錄 

 員工對各種記錄類型所需要的存取權 

 是否有任何記錄或頁標應該是員工絕對不能存取的   

下表顯示某些存取類型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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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類型 範例 

功能存取權 「內部銷售代表」角色提供「潛在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轉換」按鈕的存取權。 

記錄存取權 「主管」角色提供所有商機記錄的編輯存取權，負責人是誰沒有影響。 

頁標存取 依照預設，具有「銷售與行銷經理」角色的使用者可存取「客戶」與「商機」頁標，但

無法存取「服務要求」與「解決方案」頁標。 

 檢閱每個預建角色的特性，決定這些角色是否符合員工的需求。 

預建角色的名稱不必然要符合您公司的職稱。您必須讓職責和任務與角色相符，而不是讓職稱與角色相符。 

 將您的角色設定如下： 

 如果預建角色與您希望用於員工群組者相近，請複製預建角色來新建角色，重新命名複本，然後編輯複本以符合您的需

求。 

 如果沒有接近您需要的預建角色，請新增角色以符合您的需求。   

提示：使用「使用者和角色設定範本」，協助您記下員工群組的需求。然後當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或編輯角色時，參閱已完成的範本。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資料檔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在「角色清單」頁面，您可以執行下表中的動作。 

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新增新角色 在「角色清單」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角色」。「角色管理精靈

」將會開啟。 

如需有關使用「角色管理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藉由複製現有角色來新

增新角色 
在角色名稱旁的記錄層級的功能表中選取「複製」。「角色管理精靈」

將會開啟。 

如需有關使用「角色管理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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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刪除角色 在角色名稱旁的記錄層級的功能表選取「刪除」，接著確認您要刪除該

角色。 

備註：您無法刪除「管理員」角色。 

當您刪除角色時，被指派該角色的所有使用者會繼續擁有該角色，直到

您對他們指派不同角色為止。不過，您刪除角色後，將無法再將該角色

指派給任何使用者。 

選取語言以檢視角色清

單 
在「角色清單」頁面的標題列中，從「翻譯語言」欄位選取您檢視角色

清單時使用的語言。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公司支援的任何語言檢視該清單。 

備註：如果現有角色沒有翻譯的角色名稱，角色將沒有翻譯名稱而且名

稱顯示時會加上方括號。 

如果有「字母搜尋」控制項可用，則您可以使用「字母搜尋」來篩選角色清單。如需有關「字母搜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

清單。 

下表說明顯示在「角色清單」頁面上的部分欄位。表格中說明的欄位在「角色清單」頁面上為唯讀，您無法用來排序或篩選角色

清單。 

欄位 描述 

覆寫公司密碼政策 如果已填入角色的「使用者密碼到期日」欄位，則會勾選此核取方塊。

如果已填入「使用者密碼到期日」欄位，則對於具有此角色的使用者，

該角色的密碼到期期間會覆寫公司的密碼到期期間。  

其他 IP 限制 如果已定義角色的 IP 限制，則會勾選此核取方塊。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關於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頁數 261)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您要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中控制角色的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如需有關新增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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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記錄類型是可以當做獨立記錄類型使用的記錄類型。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大部分 (不是全部) 
主要記錄類型都可以當做頁標。不過，有些主要記錄類型不可以當做頁標。例如，「工作簿」記錄類型是主要記錄類型 
(亦即，工作簿記錄可以建立為獨立的記錄)。不過，「工作簿」記錄類型卻不可以當做頁標。不是主要記錄類型的記錄類型不可

以當做頁標。 

除了某些例外之外，「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中會列出符合下列標準的主要記錄類型： 

 您的公司取得授權使用的記錄類型。 

 您的角色具有適當權限可存取該記錄類型。 

僅用於管理目的的記錄類型屬例外，例如公司資料檔、使用者記錄、工作流程規則等等。這些記錄類型僅能透過特殊權限來存取

。 

對於精靈的步驟 2 列出的每個主要記錄類型，角色的記錄類型存取權是透過三個設定來控制： 

 是否有存取權？當角色的主要記錄類型已經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選取「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時，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可以存取該記錄類型的記錄。如果角色取消選取記錄類型的「是

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以任何形式存取該記錄類型都會被拒絕。例如，如果某角色的「客戶」記錄類
型取消選取「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以任何形式存取該「客戶」記錄類型，包括相關的小程式、搜
尋功能和其他形式存取「客戶」記錄類型，都會被拒絕。接著會發生下列： 

 如果沒有「客戶」記錄類型存取權的使用者嘗試將機會和客戶記錄建立關聯，作業會失敗。 

 如果沒有「客戶」記錄類型存取權的使用者看到和客戶連結的機會，使用者無法檢視連結之客戶記錄的任何詳細資料。 

附註：拒絕記錄類型的存取權 (不是透過在「角色管理精靈」中對該記錄類型選取「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 
會導致使用者失去建立其他記錄類型之記錄的能力。例如，如果您拒絕使用者依據其他記錄類型建立記錄時必須存取之
記錄類型的存取權，您會導致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失去建立該記錄的能力。 

 是否可以建立？當角色的記錄類型已經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中選取「是否可以建立？」核取方塊時，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將可以建立該記錄類型的記錄。 

如果對主要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可以建立」核取方塊，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將沒有能力建立該主要記錄類型的記錄

。 

附註：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建立權限是由這個設定控制。它不是由存取權資料檔控制。存取權資料檔控制現有資料的

存取，因此主要記錄必須先存在，存取權資料檔才能夠控制那些記錄的存取。 

 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當角色的主要記錄類型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中已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時，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可以查看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如果主要記錄類
型取消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一般情況下，只有在已經被授權查看記錄時，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才能夠
查看該記錄類型的記錄。其他存取權控制元件可以影響記錄的可見度，例如工作簿、團隊、群組及管理階層。使用者可以透
過那些存取權控制的元件來取得自己未擁有的記錄可見度。不過，如果沒有其他存取控制的元件將可見度權限授予記錄，同
時「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已取消選取，則使用者只能查看自己擁有的記錄。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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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您是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4 授予或撤銷角色的權限。如需有關新增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權限可控制您的公司取得使用授權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功能。當您的公司首次設定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管理員」角色會被授予所有取得使用授權之功能的權限。使用者每次和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檢閱指派給該使用者之角色的權限集合，以判斷使用者是否具備足夠的權限以執行某些功能以及存取某些資料類型。如果某個
權限之前曾經授予某個角色但之後又撤銷，具有該角色的任何使用者都將失去使用該功能的能力。當權限被撤銷時，使用者適當
保存的任何現有資料和組態資訊並不會遺失。 

在「角色管理精靈」，權限以各種分類來組織。每個分類代表構成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之功能片段的權限群組。例如，管理：使用者和存取權控制的權限分類可控制「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的所有功能區域。 

每個權限和權限分類內的個別功能區域相關。如果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希望建立、更新、編輯和刪除自訂工作簿和子工作簿以及

管理關聯的成員，則必須要有「管理工作簿」權限。每個權限還會揭露功能特有的控制欄位和其他功能。若要判斷需要哪些功能

才能夠允許使用者使用某功能，請參閱線上說明。 

附註：將權限授予角色並不足以將使用者使用功能時所需的所有存取權授予使用者。當您授予權限時，功能所需的必要記錄類型

及功能詳細資料便會揭露在角色中。例如，當「管理工作簿」權限指派給角色時，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可以在「角色管理精靈」

的步驟 2 
以及「存取權資料檔精靈」中看到「工作簿」記錄類型。不過，若要將必要權限提供給使用者以使用工作簿記錄，您還必須針對

使用者的角色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記錄類型存取權」) 以及在角色的存取權資料檔中設定必要的存取等級。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您可以指定角色層次的 IP 位址限制。此功能可讓您限制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存取權，讓特定角色的使用者只能從其 IP 位址處於為該角色所指定範圍內的電腦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您也可以指定公司層次的 IP 位址限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限制使用 IP 位址 (頁數 47)。只有在使用者電腦的 
IP 位址處於為角色層次與公司層次所指定的範圍內，才允許使用者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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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允許您將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存取權限制在公司層次、角色層次或兩種層次的特定 IP 
位址範圍，則公司資料檔的「IP 位址限制已啟用」核取方塊必須為已選取。如果此核取方塊尚未選取，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並要求他們選取該核取方塊。 

您可以在角色層次將存取權限制於特定 IP 位址範圍，即使您未限制公司層次之特定 IP 
位址範圍的存取權。但是，如果您將存取權同時限制在公司層次與角色層次的特定 IP 位址範圍，則您允許使用者角色使用的 
IP 位址範圍，必須處於您所允許的公司層次 IP 
位址範圍內。如果您限制某個使用者角色的存取權，則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只有在其電腦的 IP 位址處於該使用者角色的允許 
IP 位址範圍內，且也在公司層次的允許 IP 位址範圍內，才能夠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下表顯示的範例說明公司層次的 IP 位址限制，如何搭配角色層次的 IP 位址限制運作。此表的所有案例中，公司資料檔的「IP 
位址限制已啟用」核取方塊皆已選取，且未指定「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之外任何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公司層次的允許 IP 位址 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

允許 IP 位址 
允許使用者使用的 IP 位址 附註 

沒有指定 IP 位址 203.0.113.254  允許「現場銷售業務代

表」角色使用者使用的 
IP 位址為 
203.0.113.254。 

 允許非「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角色的使用者使

用任何 IP 位址。 

無。 

198.51.100.1 到 
198.51.100.254 

沒有指定 IP 位址 允許所有使用者使用 
198.51.100.1 到 
198.51.100.254 的 IP 
位址。 

無。 

198.51.100.1 到 
198.51.100.254 

203.0.113.254  沒有允許「現場銷售業

務代表」角色的使用者

使用的 IP 位址。 

 允許非「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角色的使用者使

用 198.51.100.1 到 
198.51.100.254 的 
IP 位址。 

IP 位址 203.0.113.254 
不在公司層次的允許位址範

圍內。 

192.0.2.1 到 
192.0.2.254 

192.0.2.1.50  允許「現場銷售業務代

表」角色使用者使用的 
IP 位址為 
192.0.2.1.50。 

 允許非「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角色的使用者使

用 192.0.2.1 到 
192.0.2.254 的 IP 
位址。 

IP 位址 192.0.2.1.50 
在公司層次的允許位址範圍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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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層次的允許 IP 位址 現場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

允許 IP 位址 
允許使用者使用的 IP 位址 附註 

沒有指定 IP 位址 沒有指定 IP 位址 所有使用者 
(包括「現場銷售業務代表」

角色的使用者在內) 
皆可從任何 IP 位址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無。 

如需在角色層次將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存取權限制在特定 IP 位址範圍相關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新增角色 
您可執行下列作業來新增角色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建立新角色 

 複製現有角色，重新命名複本，然後編輯複本的權限和存取權 

如果您想要有相似角色，但希望使用者看到不同的頁面版面配置，則複製角色很實用。例如，您的北美與 EMEA 
主管可能想以不同方式檢視機會資訊，要求每一組使用者有不同的欄位與頁面版面配置。若要設定此設定，請根據預設的「主管

」角色建立兩個角色：主管 - 北美和主管 - 
EMEA。您複製「主管」角色時，新角色會保有原始角色的存取權限，您僅須變更頁面版面配置，就能讓您授予新角色的使用者

看到與他們工作相關的檢視。 

備註：您必須建立想與角色關聯的頁面版面配置。如需有關建立頁面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 

提示：請考慮為每一種角色設定測試使用者，然後啟動測試使用者，確定組態設定完全正確無誤。尚未完成存取權限、角色設定
值、報告和資料共享階層架構、工作流程規則，以及其他業務程序自訂化等所有的使用者設定活動前，勿啟動其他使用者。測試
完成後，請停用測試使用者。 

在您開始之前。請執行下列作業： 

 確定您的角色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如果您要更新角色的「使用者密碼到期日」欄位，請確定您的角色具有「管理公司」權限。 

 閱讀設定角色的準則，請參閱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產生角色所有變更的稽核記錄。若您的使用者角色包含「存取主要稽核軌跡」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則您可以檢視角色的變
更稽核軌跡。如需有關檢視稽核軌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以下程序描述如何新增角色。 

加入角色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3 在「角色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角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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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角色清單」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擇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5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複製現有角色來建立新角色，請在想複製的角色上按一下「複製」。 

 如果要建立的新角色不是以現有角色為根據，請按一下頁面標題列中的「新角色」。 

會出現「角色管理」精靈，引導您進行程序。「角色管理精靈」中的每一步會控制角色的某些設定值。所有的角色設定
值會共同決定具有該角色之使用者的存取權限。 

6 在步驟 1「角色資訊」中，提供名稱與描述，並視需要完成其餘欄位。下表說明其餘欄位。 

欄位 描述 

註記翻譯需求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下列兩種情況下才會生效： 

 正在變更現有角色的名稱 

 現有角色名稱已經翻譯成一或多種其他語言 

在這些情況下，您可以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來指示是否以新名稱取代已翻

譯的角色名稱，或者保持不變。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的設定而定，角色名稱

可能顯示如下： 

 如果您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新名稱會以其輸入時的語言顯示，而與

檢視角色清單時使用的語言無關。當您以輸入新名稱時的語言檢視角色清單時，

名稱會以黑色字型顯示。不過，當您以其他任何語言檢視角色時，名稱會以藍色

字型顯示在方括號中。 

 如果您未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檢視角色清單時，新名稱會以輸入新

名稱時使用的語言顯示。不過，當您以其他任何語言檢視角色清單時，仍會顯示

原始已翻譯的角色名稱。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對於新增角色沒有任何影響。當您新增角色時，角色清單

會自動以所有語言顯示新名稱。當您以輸入新名稱時的語言檢視角色清單時，將會以

黑色字型顯示新角色的名稱。當您以其他任何語言檢視角色清單時，新角色的名稱會

以藍色字型顯示在方括號中。 

預設銷售流程 (選擇性) 
若要針對被指派此角色之使用者所建立的新機會設定預設銷售流程，請在「預設銷售

流程」欄位中選擇選項。 

如需有關此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預設主題 (選擇性) 已獲指派此角色的使用者使用桌上型或膝上型電腦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預設將使用的主題。使用者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項設定。如果使

用者記錄中未選取預設主題，則會使用根據使用者角色所選取的預設主題。如果使用

者記錄或使用者角色中未選取預設主題，則會使用根據公司所指定的預設主題。 

如需建立主題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新主題 (頁數 215)。 

平板主題 (選擇性) 已獲指派此角色的使用者使用平版電腦或其他觸控螢幕裝置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使用的主題，前提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偵測到平版電腦或觸控螢幕裝置。使用者可以在編輯個人偏好設定時，覆寫這項設定

。如果使用者記錄中未選取平板主題，則會使用根據使用者角色所選取的平板主題。

如果使用者記錄或使用者角色中未選取平板主題，則會使用根據公司所指定的平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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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題。如果未指定任何層級的平板主題，則會使用預設主題。 

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

置 
依預設，所有角色的動作列與全域標頭會使用標準版面配置。您也可以為角色指定不

同的版面配置。若使用者使用古典主題，則該角色的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會決

定使用者在動作列版面配置中可使用哪些區段。若使用者使用現代主題，則該角色的

動作列與全域標頭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在動作列中可使用哪些區段，也會決定使用

者在全域標頭中可使用哪些區段。 

相關資訊格式 (選擇性) 
若要為角色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設定相關資訊區段的格式，請選擇「清單」或

「頁標」。 

此設定會決定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相關資訊區段，是否顯示為清單或頁標。

此設定也可設在每位使用者的記錄上，而包含角色的「個人化相關資訊顯示格式」權

限的使用者，可在其個人資料檔中設定「相關資訊格式」選項。如果使用者記錄中的

「相關資訊格式」欄位空白，則採用使用者角色的設定；如果使用者角色的「相關資

訊格式」欄位空白，則會使用公司的設定。 

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選擇性) 若要對指派此角色的使用者設定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適用於「轉換潛在客戶」頁面)，請在「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欄位中選擇版面配置

。 

如果您未選擇角色的版面配置，則該角色會使用公司的預設版面配置。如需有關建立

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使用者密碼到期日 為具有此角色的使用者指定密碼有效的時間長度。經過此期限之後，系統就會強制使

用者變更密碼。 

此欄位預設為空白。如果您將角色的此欄位保留空白，則為公司定義的密碼到期期間

會套用至具有此角色的使用者。如需有關定義您公司密碼控制的資訊，請參閱定義公

司的密碼控制 (頁數 40)。 

備註：如果您的角色沒有「管理公司」權限，則此欄位為唯讀。 

IP 位址限制已啟用 (唯讀)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您可以指定此角色的使用者只能從某些 IP 位址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您可以在「允許的 IP 位址」欄位指定 IP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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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允許的 IP 位址 如果您想要允許此角色的使用者只能從某些 IP 位址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請在此欄位中為角色輸入有效的位址或位址範圍。如果您未在此欄位中輸

入任何位址，則此角色的使用者可從允許公司層次的任何 IP 位址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如需有關 IP 位址如何限制工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的 IP 
位址限制 (頁數 261)。 

使用逗號分隔 IP 位址與 IP 位址範圍。下列範例顯示如何輸入數個位址： 

192.0.2.1, 192.0.2.10, 192.0.2.15 

使用連字號 (-) 代表位址範圍，如以下範例所示： 

192.0.2.1-3, 192.0.2.50-100, 192.0.2.200-254 

備註：如果您限制自己使用者角色的 IP 位址，且您目前的 IP 
位址不在您允許您使用者角色的位址範圍內，則您無法儲存該角色的變更。此功能可

防止您不小心將自己鎖住而無法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每次清單匯出的記錄數上

限 
若要限制具有此角色的使用者在匯出記錄清單時，可一次匯出的記錄數，請在此欄位

中輸入適用的值。例如，如果您想要限制使用者一次最多可匯出清單中的 100 
筆的記錄，請在此欄位中輸入 100。 

此限制僅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上之「匯出清單」功能表選項所匯出的記錄。它不

適用於透過「匯出助理」或透過任何其他管道所執行的匯出作業。  

此欄位預設為空白，即不會套用任何限制。 

1 在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權」中，針對每個記錄類型，勾選希望授予角色的各存取層級。 

每種記錄類型都可選取下列一或多種存取層級： 

 是否有存取權 

 可以建立 

 可讀取所有記錄 

如需有關這些存取層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注意：拒絕記錄類型的存取權 (在「角色管理精靈」中不勾選該記錄類型的「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 
會導致使用者無法建立其他記錄類型的記錄。例如，如果您拒絕使用者依據其他記錄類型建立記錄時必須存取之記錄類型的
存取權，您會導致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失去建立該記錄的能力。 

備註：若要轉換潛在客戶或交易註冊，使用者必須對某些記錄類型具備適當存取層級設定值。如需有關轉換潛在客戶之
必要存取層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潛在客戶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值。如需有關轉換交易註冊所需的存取

層級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交易註冊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值。 

提示：若您要變更角色的存取層級，指派角色的使用者必須在您儲存變更後登出並再次登入，角色變更才會生效。 

2 在步驟 3「存取權資料檔」中，選擇要指派給此角色的存取權資料檔： 

如需有關角色中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3 在步驟 
4「權限」中，為每個想授予角色的權限勾選「指派」核取方塊，或為任何想從角色中撤銷的權限取消勾選「指派」核取方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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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會依照類別以字母順序排列。 

注意：在某些情況下，若取消勾選「管理員」角色權限的「指派」核取方塊，則會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移除權限，且公司管理員無法將權限授與任何其他角色。若發生此問題，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以還原權限。 

如需有關角色中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角色中權限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4 在步驟 
5「頁標存取及順序」中，將頁標一致頁面上的適當區段，然後按一下「選取的頁標」區段中的向上和向下箭頭，以定義在

預設顯示下使用者會看見的頁標順序。 

「非可用頁標」區段會列出您可讓角色使用的記錄類型頁標和自訂 Web 頁標。顯示於此區段的記錄類型清單是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決定。「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2 
中所列的大部分記錄類型，也會出現在本清單中。「工作簿」等其他記錄類型則不會出現在此清單中，因為它們無法顯

示為頁標。具有角色的使用者無法使用「非可用頁標」區段中顯示的頁標。 

若要讓具備此角色的使用者可用或看見頁標，請執行以下作業： 

 將預設想讓使用者看見的頁標，移至「選取的頁標」區段。此頁標會列出任何具有角色的使用者，在第一次以該角色登

入時可見的記錄類型頁標和自訂 Web 
頁標。使用向上和向下箭頭來決定頁標最初顯示的順序。每個具有角色的使用者都可自訂其設定值，將頁標預設為不再

顯示，或以不同的順序顯示。如需有關使用者管理個人設定值方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應用程式個人化」。 

 將預設不想讓使用者看見，但是使用者可自行調整為可見的頁標，移至「可用頁標」區段。此區段會列出角色可用的記

錄類型頁標和自訂 Web 
頁標，但預設為不顯示。也就是說，使用者不會看到此區段中所列的頁標，而必須自行在個人版面配置 
(可從「我的設定」連結中取得) 
中將頁標調整為可見。每個具有角色的使用者都可個人化設定值，將可用頁標預設為顯示。每個使用者也可指定顯示頁
標的順序。 

 將您想要隱藏不讓使用者看見的頁標留在「非可用頁標」區段。 

備註：將頁標從「非可用頁標」區移至「可用頁標」或「選取的頁標」區段，可讓使用者僅在「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2 
(記錄類型存取權) 中勾選「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頁標。 

提示：若要同時移動一個範圍內的頁標，可選取最上面的頁標、按住 Shift 
鍵並按一下範圍內的最後一個頁標。然後，請按一下向右或向左箭頭。 

5 在步驟 
6「頁面版面配置指派」中，對於每個記錄類型，選擇靜態或動態的「頁面檢視」，然後從適用於該檢視類型的頁面版面配

置清單中選取。 

頁面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在不同記錄類型「建立」、「編輯」及「詳細資料」頁面上看見的欄位與區段。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每個記錄類型都有標準的頁面版面配置。標準頁面版面配置是靜態的頁面版面配置，不得刪除。因此，在「頁面檢

視類型」欄位中，一律會有「靜態」選項。只有在記錄類型可使用動態頁面版面配置時，才會有「動態」選項。公司管

理員可為記錄類型，建立其他自訂的靜態頁面版面配置或動態頁面版面配置。  

對於每個記錄類型，標準頁面版面配置與任何為記錄類型建立的頁面版面配置，均可用於角色的指派。如需有關建立靜

態與動態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 

記錄類型的預設頁面是該記錄類型的標準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備註：顯示於「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6 的記錄類型清單是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決定。您可看到如「使用者管理」與「使用者負責人」等記錄類型，這些記錄類型並不會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顯示為頁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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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您要為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區段設定記錄指標的組態，則在步驟 6「頁面版面配置指派」中執行下列作業： 

a 在該記錄類型的資料列中，按一下「管理記錄指標」資料欄中的「設定」連結，以開啟頁面來設定記錄指標組態。 

b 將您要顯示記錄指標的每個相關資訊區段，從「可用相關資訊」清單移至「選取的相關資訊」清單。 

備註：記錄類型所支援的所有相關資訊區段 (同時支援記錄指標功能) 
皆可供您選取，包含目前為該記錄類型角色所選取之「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中無法使用的相關資訊區段。

記錄指標的設定值會繼續套用至該角色的記錄類型，除非您再次變更設定值。因此，若您更新已指派給某記錄
類型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則記錄指標設定值會套用至更新後的版面配置。同樣地，若您稍後對
角色指派不同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則記錄指標設定值會套用至新的頁面版面配置。 

c 您完成設定該記錄類型的記錄指標組態時，請按一下「上一頁」來返回至精靈步驟 6 的主要頁面。 

d 針對您要設定記錄指標組態的每個記錄類型，為此角色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a 至 c。 

備註：角色具備「個人化詳細資料頁面 - 
記錄指標」權限的使用者，可為某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個人化記錄指標設定值。使用者針對記錄指標
的個人化設定值會覆寫角色層次的設定值。然而，針對某個角色的記錄類型，您可以將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
設版面配置，藉此為其移除所有個人化的頁面版面配置，包含記錄指標的個人化設定值。角色具備「個人化詳
細資料頁面 - 
記錄指標」權限的使用者，也可將自己為某記錄類型個人化的記錄指標，重設為該角色記錄類型的預設設定值
。如需有關重設頁面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如需有關記錄指標之行為的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資訊區段的記錄指標。 
如需有關個人化記錄指標設定的資訊，請參閱管理相關資訊區段的記錄指標。 

7 在步驟 7「搜尋版面配置指派」中，對於每個記錄類型，從可用搜尋版面配置的清單中選取。 

對於列出的每個記錄類型，都會在「搜尋版面配置名稱」欄位顯示可用版面配置的清單。搜尋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搜

尋記錄時可用的欄位 
(標準欄位與自訂欄位)，以及使用者在搜尋頁面中可看見的欄位。您可對大部分的主要記錄類型，指派可讓角色用來作

為頁標的搜尋版面配置。您也可將搜尋版面配置指派給可搜尋的記錄類型，如「產品」與「使用者」。如需建立與修改
自訂搜尋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搜尋版面配置 (頁數 165)。  

8 在步驟 8「首頁版面配置指派」中，對於每個記錄類型，從可用首頁版面配置的清單中選取。 

對於列出的每個記錄類型，都可將標準首頁版面配置，以及您對特定記錄類型建立的首頁版面配置指派給角色。此記錄

類型清單會包含所有主要記錄類型，並以頁標形式讓角色使用。  

首頁版面配置會決定使用者可在每個記錄類型「首頁」上看見的資訊。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每個主要記錄類型都有可顯示為頁標的預設「首頁」版面配置。您可為記錄類型建立其他的自訂「首頁」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建立「首頁」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記錄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173)。 

9 (選擇性) 在步驟 
9「新記錄版面配置指派」中，為每個記錄類型指定將用於使用者輸入新記錄資訊所在之頁面的版面配置。下表說明角色管

理精靈步驟 9 中的欄位。 

欄位 描述 

新記錄版面配置名稱 管理員可為使用者輸入新記錄資訊所在的頁面設定自訂版面配置。如果已為記錄類型

建立此類自訂版面配置，則可從「新記錄版面配置名稱」欄位中的清單選取自訂版面

配置。根據預設，未對此欄位選取任何值。如果此欄位保留為空白，則在角色管理精
靈步驟 6 
中指派給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也會用於使用者輸入新記錄資訊所在的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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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面中，除非使用者已個人化該記錄類型的欄位版面配置 
(此情況下會使用個人化版面配置)。 

僅快速建立連結 使用此核取方塊來指定於何時使用您在「新記錄版面配置名稱」欄位中選取的自訂版

面配置，如下所示： 

 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任何區域建立記錄時，會使用您選取的自訂版面配置。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則只有在使用者透過動作列或全域標頭建立記錄時，才會

使用您選取的版面配置。使用者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任何其他區域建立記錄時，會使用其角色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除非

使用者已個人化該記錄類型的欄位版面配置 (此情況下會使用個人化版面配置)。 

備註：如果您未在「新記錄版面配置名稱」欄位中選取版面配置，則「僅快速建立連

結」核取方塊不適用。 

1 按一下「完成」。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在·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您可以在「存取權資料檔清單」頁面中管理存取權資料檔，也可以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中管理。您可以從全域「管理」

連結 (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每一頁面上找到) 使用存取權資料檔頁面。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存取權資料檔是主要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上的許可權集合。 

主要記錄類型是可用來當做獨立記錄類型的記錄類型。相關記錄類型則是必須具有上階記錄的記錄類型。 

許多主要記錄類型也可以用來當做相關記錄類型。例如，「機會」是相關記錄類型。它是以「機會」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並且

與以「帳戶」記錄類型為基礎的上階帳戶記錄相關。 

許可權是讀取、建立、更新或刪除記錄上資料的能力，此記錄則是屬於記錄類型的例項。許可權也表示存取權或存取層級。針對

每一種記錄類型，例如帳戶、聯絡人、服務要求等等，您都可以為記錄類型本身設定許可權。針對某些記錄類型，您也可以為相

關記錄類型設定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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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主要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設定許多由不同許可權組成的存取權資料檔。若要將這些許可權授予已驗證的使用者 
(包含外部系統)，請您將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工作簿、團隊及群組加以關聯。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提供一組預先定義的存取權資料檔。以下是一些標準的存取權資料檔： 

 編輯 

 完整 

 唯讀 

 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管理員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通常，存取權資料檔應加以命名，以區分預設存取權資料檔與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在預先定義的存取權資料檔清單中，其名

稱會有具預設與負責人詞彙的成對存取權資料檔。)在使用者角色上的存取權資料檔指派作業中，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與預設存

取權資料檔必須加以指派，而這些詞彙可以協助您識別哪些是要使用的存取權資料檔。 

「編輯」、「完整」與「唯讀」存取權資料檔都是可以授予任何角色、團隊或工作簿成員的一般存取權資料檔。例如，您可以將

「完整」存取權資料檔指派至「管理員」角色的「負責人所有權資料檔」。在標準應用程式中，「完整」存取權資料檔可提供具

有「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在最上層記錄上建立相關記錄的能力，並且讓使用者可以擷取、更新或刪除所有主要記錄類型及其相

關記錄類型的記錄。 

備註：管理員可以變更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存取權設定。因此，存取權資料檔的名稱可能與存取權資料檔授予使用者的實際權限

不相符。 

您可以使用預先定義的存取權資料檔、編輯現有存取權資料檔並建立自訂存取權資料檔以符合您公司的要求。建立新的存取權資

料檔時，您可以選擇複製現有存取權資料檔、提供新的名稱，然後編輯副本以符合您的要求。 

若要檢視、建立或修訂您公司的存取權資料檔，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因為存取權資料檔會直接影響受

保護資料的安全性，所以建議只有公司管理員可以獲得必要的權限以管理存取權資料檔。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團隊、群組與工作簿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2) 

 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使用存取權資料檔清單頁面 (請參閱 "使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 頁數 274) 

 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層級 (請參閱 "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5) 

 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層級 (請參閱 "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6)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每個角色均有兩種存取權資料檔指派： 

 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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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指派 

您可以將存取權資料檔指派至多重角色，您也可以將相同的存取權資料檔指派為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及角色上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

檔。例如，您可以將「完整」存取權資料檔 (其中一個預先定義的存取權資料檔) 
指派為預設及「管理員」角色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您可以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3 中，將存取權資料檔指派至角色。如需有關新增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針對不是由使用者負責、但因為已在使用者角色上的記錄類型存取權設定中選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可以讀取所有記錄」選項使該

記錄仍可由使用者所見的記錄而言，角色上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可控制使用者對其之存取權。  

若使用者角色上的「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已就記錄類型而取消選取，使用者就無法透過角色來存取該記錄類型，且使用

者角色上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也不會為該記錄類型而使用。 

根據存取權資料檔的命名規則，已設定要指派為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存取權資料檔，將以如下方式命名： 

角色名稱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其中： 

 角色名稱是使用存取權資料檔之角色的名稱。 

例如，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表示此存取權資料檔可控制對記錄類型及其相關「管理員」角色的記錄類型之存取權。 

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角色上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可控制使用者對於他們所負責、或由使用者的部屬所負責之記錄的存取權。  

根據存取權資料檔的命名規則，已設定要指派為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存取權資料檔，將以如下方式命名： 

角色名稱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其中： 

 角色名稱是使用存取權資料檔之角色的名稱。 

例如，服務管理者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表示此存取權資料檔可控制對記錄類型及其相關「服務管理者」角色的記錄類型之存取權

。 

相關主題 
如需存取權資料檔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如需角色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角色管理 (頁數 256) 

 設定角色的準則 (頁數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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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角色清單頁面 (頁數 258) 

 關於角色中的記錄類型存取權 (頁數 25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角色中的權限 (頁數 261)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團隊、群組與工作簿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存取權資料檔可用來提供給屬於團隊或群組成員的使用者 (透過使用者工作簿) 
以及與自訂工作簿關聯的使用者存取權。(存取權資料檔也可以指派給角色，如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中所述。)若團隊與工作簿的使用者受到由指派至其角色的存取權資料檔限制了存取權，則將存取權資料檔指派給他們，將

允許使用者存取他們可能無法存取的記錄。  

附註：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預設工作簿會指派給每位使用者，而且有使用者的名稱。當指派記錄給使用者時，記錄會被指派至使用者的預設工作簿。如

果記錄由團隊擁有，團隊會提出團隊成員使用者的一組預設工作簿。當使用者成為團隊成員，該使用者的使用者工作簿就會被加

入構成團隊的該組使用者工作簿。當記錄負責人變更時，以及當團隊成員資格變更時，使用者工作簿會自動與記錄相關聯。 

群組是支援某些記錄類型的預先定義之團隊。當記錄負責人是群組成員時，該群組的其他成員就會自動被加入該記錄上的團隊。

根據預設，群組成員會取得記錄的完整存取權，且存取層次無法變更。 

您必須提供團隊中每一本使用者工作簿存取權資料檔，以控制使用者對於其可透過團隊成員資格存取之記錄的存取權。您可以勾

選存取權資料檔上的「可授予團隊成員」核取方塊，使任何存取權資料檔皆可指派給團隊成員。 

同樣地，您必須提供與自訂工作簿關聯的每一位使用者存取權資料檔，以控制使用者對於該自訂工作簿中記錄的存取權。您可以

勾選存取權資料檔上的「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核取方塊，使任何存取權資料檔皆可指派給使用者與工作簿之間的關聯。 

如需有關使用者工作簿與自訂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團隊繼承是指對於已連結至客戶的記錄，將客戶團隊的成員自動新增至團隊。團隊繼承可以當成與上階客戶相關之聯絡人與機會

的選項來使用。團隊繼承不支援任何其他團隊關係的類型。 

備註：使用者變成團隊成員時，會將該使用者的使用者工作簿新增至組成團隊的使用者工作簿集。Oracle CRM On Demand 
無法區別透過團隊繼承功能新增至團隊的使用者以及手動新增至團隊的使用者 
(亦即，透過團隊繼承新增至團隊的使用者工作簿，將視同於手動新增至團隊的使用者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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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聯絡人記錄類型的團隊繼承 
若是「聯絡人」記錄類型，團隊繼承是由「公司資料檔」頁面上的「啟用聯絡人的上階團隊繼承」核取方塊所控制。若勾選此核
取方塊，聯絡人的團隊在連結至上階客戶時，便會繼承上階客戶團隊的成員，方式如下： 

 聯絡人與上階客戶相關時：  

 倘若在客戶團隊上的使用者記錄裡的「聯絡人存取權」欄位已指定存取權資料檔，則每一個客戶團隊成員 
(包含客戶負責人) 均會成為聯絡人團隊的成員。 

 即使停用「完整」存取權資料檔，根據預設，客戶負責人仍會被授予聯絡人團隊成員資格的「完整」存取權資料檔。 

 新成員新增至客戶團隊時，對於客戶相關的聯絡人，使用者的團隊成員資格決定如下： 

 若客戶團隊使用者記錄的「聯絡人存取」欄位中已指定存取資料檔，則對於與客戶相關的每個聯絡人，客戶團隊的新成

員也會變成該聯絡人團隊的成員。此外，在每個相關聯絡人的聯絡人團隊上，使用者的存取資料檔會被更新，變成與客

戶團隊上的使用者存取資料檔相同。  

 若客戶團隊使用者記錄的「聯絡人存取」欄位中未指定存取資料檔，則對於與客戶相關的任一聯絡人，客戶團隊的新成

員並不會被新增至該聯絡人團隊中。對於與客戶相關的聯絡人，若使用者已是其聯絡人團隊的成員，則使用者會從該聯

絡人的聯絡人團隊中移除。  

 客戶負責人變更時：  

 新負責人會成為所有相關聯絡人記錄之聯絡人團隊的成員。 

 在已新增至前任客戶負責人的聯絡人團隊中，前任客戶負責人仍然會是其成員之一。 

 使用者從客戶團隊移除時，使用者仍然會是透過團隊繼承新增至使用者之聯絡人團隊的成員。 

關於機會記錄類型的團隊繼承 
若是「機會」記錄類型，團隊繼承是由「公司資料檔」頁面上的「啟用機會的上階團隊繼承」核取方塊所控制。若勾選此核取方
塊，機會的團隊在連結至上階客戶時，便會繼承上階客戶團隊的成員，方式如下： 

 機會與上階客戶相關時： 

 倘若在客戶團隊上的使用者記錄裡的「機會存取權」欄位已指定存取權資料檔，則每一個客戶團隊成員 
(包含客戶負責人) 均會成為機會團隊的成員。 

 即使停用「完整」存取權資料檔，客戶負責人仍會被授予機會團隊成員資格的「完整」存取權資料檔。 

 新成員新增至客戶團隊時，對於客戶相關的機會，使用者的團隊成員資格決定如下： 

 若客戶團隊使用者記錄的「機會存取」欄位中已指定存取資料檔，則對於與客戶相關的每個機會，客戶團隊的新成員也

會變成該機會團隊的成員。此外，在每個相關機會的機會團隊上，使用者的存取資料檔會更新，變成與客戶團隊上的使

用者存取資料檔相同。  

 若客戶團隊使用者記錄的「機會存取」欄位中沒有指定存取資料檔，則對於與帳戶相關的任一機會，帳戶團隊的新成員

並不會被新增至該機會團隊中。對於與客戶相關的機會，若使用者已是其機會團隊的成員，則使用者會從該機會的機會

團隊中移除。  

 客戶負責人變更時：  

 新負責人會成為所有相關機會記錄之機會團隊的成員。 

 在已新增至前任客戶負責人的機會團隊中，前任客戶負責人仍然會是其成員之一。 

 使用者從客戶團隊移除時，使用者仍然會是透過團隊繼承加入使用者之機會團隊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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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團隊繼承時會發生什麼情況？ 
團隊繼承可能會將太多存取權授予客戶團隊成員，這些會成為相關聯絡人與機會記錄上的團隊成員。若是如此，您可以藉由在「

公司資料檔」頁面上取消勾選相關的核取方塊，來停用「聯絡人」記錄類型、「機會」記錄類型或這兩者的團隊繼承。 

若停用「聯絡人」記錄類型的團隊繼承，則客戶與聯絡人團隊的成員資格行為如下： 

 客戶團隊的使用者記錄中不會顯示「聯絡人存取」欄位。 

 以客戶團隊新成員身分新增的使用者，在聯絡人已連結至客戶時，並不會新增至聯絡人的聯絡人團隊。 

 如果先前已為「聯絡人」記錄類型啟用團隊繼承，而您將其停用，那麼透過團隊繼承功能成為團隊成員的使用者，仍然會是
那些團隊的成員。  

若停用「機會」記錄類型的團隊繼承，則客戶與機會團隊的成員資格行為如下： 

 客戶團隊的使用者記錄中不會顯示「機會存取」欄位。 

 以客戶團隊新成員身分新增的使用者，在機會已連結至客戶時，並不會新增至機會的機會團隊。 

 如果先前已為「機會」記錄類型啟用團隊繼承，而您將其停用，那麼透過團隊繼承功能成為團隊成員的使用者，仍然會是那
些團隊的成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使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 
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您可以執行下表中的動作。 

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新增新的存取資料檔 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隨即會開啟「
存取資料檔精靈」。 

如需有關使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資料檔

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藉由複製現有存取資料

檔來新增新的存取資料

檔 

在存取資料檔名稱旁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按一下「複製」。隨即會開啟
「存取資料檔精靈」。 

如需有關使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資料檔

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停用存取資料檔 選取存取資料檔的「已停用」核取方塊。 

當您停用存取資料檔時，該存取資料檔即不可以與角色、團隊或工作簿

建立任何新關聯。不過，停用的存取資料檔仍會在之前已建立關聯的角

色、團隊或工作簿繼續發揮存取資料檔的功能，直到您指派不同的存取

資料檔給角色、團隊或工作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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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選取語言以檢視存取資

料檔清單 
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的標題列，從「翻譯語言」欄位選取您檢視

存取資料檔清單時使用的語言。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公司支援的任何語言檢視該清單。 

附註：如果現有存取資料檔沒有翻譯的存取資料檔名稱，存取資料檔顯

示沒有翻譯名稱之名稱時會加上方括號。 

如果有「字母搜尋」控制項可用，則您可以使用「字母搜尋」來篩選存取資料檔清單。如需有關「字母搜尋」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篩選清單。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您透過「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 
設定存取等級來授予或撤銷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限。如需有關使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資料檔的

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存取等級是記錄類型可授予的最低等級的權限。對於每個主要記錄類型，您要對透過一或多個存取權控制的元件 
(角色、報告階層、團隊和工作簿) 
來繼承此存取權資料檔的任何使用者指定存取權。例如，當使用者從機會清單向下探鑽機會時，允許使用者查看機會詳細資料和
執行作業的存取權是由「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 中之「機會」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控制。 

本節中針對主要記錄類型之存取等級的說明，適用於各存取等級個別運作時的功能。使用者可以檢視的記錄以及使用者被允許可

對記錄執行的作業，是由透過一或多個存取權資料檔且適用於記錄的一或多個存取等級所構成的組合控制。 

透過特殊權限控制的記錄類型會出現在所有存取權資料檔中並具有預設設定的存取等級。對於主要記錄類型，預設設定為「唯讀

」。您必須變更此預設設定，才能夠將各種記錄類型所需的存取等級提供給您的使用者。 

每個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可以設成下列其中一項： 

 唯讀。「唯讀」存取等級可防止使用者對主要記錄執行編輯或刪除等的作業。 

 讀取/編輯。「讀取/編輯」存取等級可允許使用者檢視和編輯主要記錄。 

 讀取/編輯/刪除。「讀取/編輯/刪除」存取等級允許使用者檢視、編輯和刪除主要記錄。 

附註：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建立權限不是由「存取權資料檔精靈」步驟 2 
中的設定控制。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建立權限是由「角色管理精靈」步驟 2 
中的設定控制。如需有關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角色管理 (頁數 256)。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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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您是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 
中授予或撤銷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權限。如需有關使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透過特殊權限控制的相關記錄類型出現在所有存取資料檔中時，存取等級預設為設成「無法存取」。您必須變更此預設設定，才

能夠將各種記錄類型所需的存取等級提供給您的使用者。 

例如，「自訂物件 04」記錄類型是上階「機會」記錄類型上的相關記錄類型。在「完整」存取資料檔，「自訂物件 
04」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預設為「無法存取」。結果，具有「完整」存取資料檔之機會團隊的使用者無法查看以「自訂物
件 04」相關記錄類型為依據的相關記錄類型。如果您要讓使用者查看機會記錄上的「自訂物件 
04」記錄，您必須變更預設存取層次。 

本主題說明下列： 

 記錄關係 

 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選項 

記錄關係 
上階記錄類型和其相關記錄類型 (下階記錄) 之間的關係會決定可用於指派給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選項。 

以下是關係類型和可用的存取等級選項： 

 一對多關係。在一對多關係中，上階記錄可以有多筆相關記錄類型的下階記錄。例如，「存取資料檔精靈」的「客戶相關資

訊」頁面中有可用的「資產」相關記錄類型。「客戶」上階記錄類型具有對「資產」相關記錄類型的一對多關係。以下是可
用於一對多關係的存取等級： 

 檢視 

 唯讀 

 無法存取 

 一對多主要關係。在一對多主要關係中，相關記錄類型是以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且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可決定相關記錄

類型的存取權。一對多主要關係中的上階記錄可以有多筆相關記錄類型的下階記錄。例如，「客戶相關資訊」頁面中的「機

會」相關記錄類型，是以「機會」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客戶」上階記錄類型具有對「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一對多主要

關係。下列是可用於一對多主要關係的存取等級： 

 檢視 

 唯讀 

 無法存取 

 繼承主要 

 一對下階關係。在一對下階關係中，下階記錄的根據是沒有對應主要記錄類型的記錄類型。「附件」、「附註」和「團隊」

是一些沒有對應主要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類型的範例。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277 

 

附註：這個規則有一個例外是機會上的聯絡人下階記錄之間的關係。雖然「聯絡人」記錄類型有對應主要記錄類型關係

，但機會和聯絡人之間的關係卻是一對下階關係。使用者可以將現有聯絡人新增至機會或者從機會移除聯絡人。使用者

無法從機會建立新的聯絡人。 

以下是可用於一對下階關係的存取等級： 

 讀取/建立 

 讀取/建立/編輯 

 讀取/編輯 

 讀取/編輯/刪除 

 唯讀 

 無法存取 

 完整 

 一對唯讀關係。「一對唯讀」關係和「一對子」關係類似。不過，如關係名稱所示，使用者無法編輯或建立一對唯讀關係中

的子記錄。「稽核追蹤項目」是沒有對應主要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類型的範例。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建立「稽核追蹤項目」記錄類型。以下是可用於一對唯讀關係的存取等級： 

 唯讀 

 無法存取 

 多對多關係。在多對多關係中，上階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均以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且視您如何檢視關係而定，其中每

個記錄類型的記錄可以是對方的上階或下階。例如，「存取資料檔精靈」的「自訂物件 01 
相關資訊」頁面中的「客戶」相關記錄類型是以「客戶」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自訂物件 
01」上階記錄類型對「客戶」相關記錄類型則具有多對多關係。 

備註：兩種記錄類型之間的關係可能會不同，端視何種記錄類型為上階，何種記錄類型為相關記錄類型而定。例如，雖

然「自訂物件 01」上階記錄類型對「客戶」相關記錄類型具有多對多關係，但「客戶」上階記錄類型對「自訂物件 
01」相關記錄類型則具有多對多主要關係。 

以下是可用於多對多關係的存取等級： 

 讀取/建立 

 唯讀 

 檢視 

 無法存取 

 多對多主要關係。多對多主要關係也是一種上階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均以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的關係，且每個記錄類型

的記錄可以是對方的上階或下階。不過，若是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可決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權時，會有一些其他存取等

級可用。例如，「存取資料檔精靈客戶」之「客戶相關資訊頁面」中的「自訂物件 01」相關記錄類型是以「自訂物件 
01」主要記錄類型為基礎。「客戶」上階記錄類型則具有對「自訂物件 
01」相關記錄類型的多對多主要關係。下列是可用於多對多主要關係的存取等級： 

 讀取/建立 

 唯讀 

 檢視 

 無法存取 

 繼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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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繼承主要 

 新增/移除/繼承主要 

備註：下列記錄類型不支援「讀取/建立」存取等級：拜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回應、拜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傳送計劃項
目關係，以及拜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傳送計劃項目。 

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選項 
以下是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選項的完整集合： 

 無法存取。「無法存取」選項可用於所有相關記錄類型。可防止使用者檢視相關清單中的記錄。 

 唯讀。「唯讀」存取等級可防止使用者編輯上階記錄上內嵌的相關記錄。 

 讀取/建立。「讀取/建立」存取等級可用於一對下階記錄或屬於多對多關係的一部分的相關記錄類型。對於一對下階記錄

，「讀取/建立」存取等級允許使用者建立新記錄或逐層往下檢視現有記錄以檢視詳細資料，但不允許使用者編輯或刪除記

錄。對於多對多關係，「讀取/建立」存取等級允許使用者建立現有記錄的關聯以當做上階記錄的下階，但不允許使用者移

除現有關聯。 

 讀取/建立/編輯。「讀取/建立/編輯」存取等級可用於一對下階記錄的相關記錄類型。它允許使用者建立新記錄或逐層往

下檢視現有記錄以檢視詳細資料，若有必要則還可編輯記錄。「讀取/建立/編輯」存取等級不允許使用者刪除下階記錄。 

 讀取/編輯。「讀取/編輯」存取等級可用於所有關係，但不包括在一對唯讀關係中為唯讀的相關記錄。「讀取/編輯」存取

等級允許使用者檢視和編輯相關記錄。 

 讀取/編輯/刪除。「讀取/編輯/刪除」存取等級可用於下階記錄為一對下階關係的相關記錄類型。「讀取/編輯/刪除」存

取等級允許使用者逐層往下檢視現有記錄以檢視記錄詳細資料、或者編輯記錄或刪除記錄。「讀取/編輯/刪除」存取等級不

允許使用者建立新的下階記錄。 

 完整。「完整」存取等級可用於沒有對應主要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類型。對於這種記錄類型，「完整」存取等級允許使用者

建立、檢視、編輯和刪除記錄。 

 檢視。「檢視」存取等級僅可用於一對多和多對多關係的相關記錄類型。有了「檢視」存取等級，相關記錄的行為如下： 

 所有與上階記錄相關的下階記錄皆顯示在相關記錄清單中，忽略使用者自身是否經過授權來查看下階記錄。 

 每個相關記錄是繼承自身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而非關係中之上階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例如，若存取等級設至「客戶」上階記錄類型上之相關「機會」記錄類型的「檢視」，則相關機會記錄的行為如下： 

 所有與上階客戶記錄相關的機會皆顯示在相關記錄清單中，忽略使用者是否經過授權來查看機會記錄。 

 每個機會記錄是從主要「機會」記錄類型，而非其上階「客戶」記錄類型來繼承存取等級。當使用者嘗試在相關機會記

錄上逐層往下檢視，來查看更多記錄的詳細資料時，若機會記錄仍存在，且使用者獲得授權去查看該機會記錄的詳細資
料，則此作業成功。若使用者未獲得授權來查看該機會記錄的詳細資料，使用者就會看到錯誤訊息。 

 繼承主要。「繼承主要」存取等級僅可用於某些一對多和多對多相關記錄類型。有了「繼承主要」存取等級，相關記錄的行

為如下： 

 只有使用者獲得授權去檢視的相關下階記錄，才會顯示在相關記錄的清單中。 

 每個相關記錄是繼承自身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而非關係中之上階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例如，若存取等級設至「客戶」上階記錄類型上之相關「機會」記錄類型的「繼承主要」，則相關機會記錄的行為如下

： 

 只有使用者獲得授權去檢視的那些相關機會記錄，才會顯示在相關記錄的清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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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機會記錄是從主要「機會」記錄類型，而非其上階「客戶」記錄類型來繼承存取等級。使用者嘗試在相關機會記錄

上逐層往下檢視，來查看更多記錄的詳細資料時，若因為使用者獲得授權去查看相關記錄清單中所有機會記錄的詳細資
料而導致機會記錄仍然存在，則此作業一律會成功。 

對於多對多關係，選取「繼承主要」存取等級表示使用者無法在兩個現有記錄之間新增或移除關係。不過，「繼承主要

」存取等級還可以和「新增」存取權，或者和「新增」及「移除」存取權合併使用。 

附註：如果在用於相關記錄類型的任何資料檔中找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或其任意組合)，「繼承主要」設定會有較高的優先順序。例如，如果同時找到「繼承主要」和「檢視」存取等級，「

繼承主要」存取等級會覆寫「檢視」存取等級。如果找到所有「繼承主要」、「唯讀」和「檢視」存取等級，則「繼承

主要」存取權會覆寫「檢視」和「唯讀」存取等級。 

 新增/繼承主要。「新增/繼承主要」存取等級可用於和上階具有多對多關係的相關記錄。「新增/繼承主要」存取等級的「

繼承主要」元素的運作方式和「繼承主要」存取等級相同。不過，「新增/繼承主要」存取等級還允許使用者將現有相關記

錄和上階記錄建立關聯。如果相關記錄新增成功，該記錄會繼承其主要記錄的存取等級。「新增/繼承主要」存取等級不允

許使用者移除現有相關記錄。 

 新增/移除/繼承主要。「新增/繼承主要」存取等級可用於和上階具有多對多關係的相關記錄。「新增/移除/繼承主要」存

取等級的「繼承主要」元素的運作方式和「繼承主要」存取等級相同。不過，「新增/移除/繼承主要」存取等級還允許使用

者將現有相關記錄和上階記錄建立關聯，或者移除 (取消關聯) 
記錄之間的連結。當使用者移除相關記錄或取消其關聯時，該記錄不會被刪除，而是保留在資料庫中。如果相關記錄新增成

功，該記錄會繼承其主要記錄的存取等級。 

一般而言，對於下表所示的相關記錄類型，所有能以記錄類型作為相關記錄類型的案例中均會支援「沿用主要資訊」存取層次。

不過，仍有下列例外情形： 

 若是「家庭」上階記錄類型，「潛在客戶」相關記錄類型不支援「沿用主要資訊」存取層次。 

 對於「合作夥伴」上階記錄類型，「機會」相關記錄類型並不支援「沿用主要資訊」存取層次。 

如果您為下表所標示的任何關係將目前的存取層級設為「檢視」，我們建議您將存取層級從「檢視」變更為「繼承主要」。 

附註：您為「已完成的活動」相關記錄類型所設定的存取層次，適用於上階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已完成的活動」相關資訊

區段中所顯示的記錄。您為「活動」或「未結活動」相關記錄類型所設定的存取層次，適用於上階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活

動」、「未結任務」、「未結約會」及「未結活動」相關資訊區段中所顯示的記錄。 

相關記錄類型 

鑑定要求 

活動 

出席者拜訪 

業務計劃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回應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傳送計劃項目關係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傳送計劃項目 

電訪 

認證要求 

已完成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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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記錄類型 

課程登記 

自訂物件 01 及以上 

測驗登記 

財務帳戶：帳戶持有人 

財務帳戶：分行 

財務帳戶：外部保管機構 

財務帳戶 

潛在客戶 

訊息回應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關係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 

目標 

未結活動 

機會 

計劃客戶 

計劃聯絡人 

計劃機會 

服務要求 

附屬機會 

交易項目 

下表列出可使用「沿用主要資訊」、「新增/沿用主要資訊」及「新增/移除/沿用主要資訊」等存取層次的關係。此表格中的關

係為多對多關係。 

備註：如果您目前對任何支援「沿用主要資訊」存取層次及其組合的多對多關係使用「讀取/建立」存取層次，我們建議您將「

讀取/建立」存取層次變更為相關記錄類型上的其中一種「沿用主要資訊」組合。 

上階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類型 

客戶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活動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宣傳活動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宣傳活動 機會 

聯絡人 電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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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階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類型 

聯絡人 已完成的活動 

聯絡人 自訂物件 01 至 03 

聯絡人 未結活動 

聯絡人 機會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已完成的活動 

自訂物件 01 至 03 自訂物件 01 至 03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未結活動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潛在客戶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機會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服務要求 

經銷商 自訂物件 01 至 03 

經銷商 服務要求 

資金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家庭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潛在客戶 自訂物件 01 至 03 

事件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機會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合作夥伴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投資組合 自訂物件 01 至 03 

服務要求 自訂物件 01 至 03 

解決方案 自訂物件 01 至 03 

解決方案 服務要求 

車輛 自訂物件 01 至 03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資料檔的程序 (請參閱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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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此主題說明如何設定存取權資料檔。 

附註：Oracle CRM On Demand 
產生存取權資料檔所有變更的稽核記錄。若您的使用者角色包含「存取主要稽核追蹤」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則您可以檢視

存取權資料檔的變更稽核追蹤。如需有關檢視稽核追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追蹤 (請參閱 
"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檢視、建立或修訂您公司的存取權資料檔，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若要設定存取權資料檔，請執行下列任務： 

1 新增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82)。 

2 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請參閱 "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83)。 

3 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請參閱 "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84)。 

對於提供有關存取權資料檔之其他資訊的主題連結，請參閱存取權資料檔的相關主題 (頁數 284)。 
 

新增存取權資料檔 
您可以執行下列作業來新增存取權資料檔： 

 建立新資料檔 

 複製現有的資料檔與編輯其存取權層級 

下列程序描述如何新增存取權資料檔。 

新增存取權資料檔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連結。 

3 在「存取權資料檔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存取權資料檔」連結。 

4 在「存取權資料檔清單」中，進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若要依據現有資料檔建立新的資料檔，請對您要複製的資料檔按一下「複製」。 

 如果要建立的新資料檔不是以現有資料檔為根據，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新增」。 

「存取權資料檔精靈」會開啟，逐步引導您完成此程序。 

5 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1 中，提供名稱和說明，並視需要設定其餘欄位。下表說明其餘欄位。 

欄位 說明 

註記翻譯需求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下列兩種情況下才會生效： 

 正在變更現有存取權資料檔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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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現有存取權資料檔名稱已經翻譯成一或多種其他語言 

在這些情況下，您可以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來指示是否以新名稱取

代已翻譯的存取權資料檔名稱或者保持不變。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的

設定而定，存取權資料檔名稱可能顯示如下： 

 如果您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新名稱會以其輸入時的語言顯

示，而和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使用的語言無關。當您以輸入新名稱時

的語言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名稱會以預設字型顯示。不過，當您以

其他任何語言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名稱會以藍色字型顯示在方括號

中。 

 如果您未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新名稱會以輸入新名稱時使

用的語言顯示。不過，當您以其他任何語言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仍

會顯示原始已翻譯的存取權資料檔名稱。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對於新增新的存取權資料檔沒有任何影響。當您新

增新的存取權資料檔時，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會自動以所有語言顯示新名稱。當

您以輸入新名稱時的語言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將會以預設字型顯示新存

取權資料檔的名稱。當您以其他任何語言檢視存取權資料檔清單時，新存取權

資料檔的名稱會以藍色字型顯示在方括號中。 

可授予團隊成員 若要讓存取權資料檔可以指派給團隊成員，請選取這個核取方塊。 

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 若要讓存取權資料檔可以指派給工作簿使用者，請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如需相

關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已停用 如果您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則存取權資料檔將會被停用。存取權資料檔被停用

後即不可用於和角色、團隊或工作簿建立新的關聯。不過，停用的存取權資料

檔仍會在之前關聯的角色、團隊或工作簿繼續發揮存取權資料檔的功能，直到

您對角色、團隊或工作簿指派不同的存取權資料檔為止。 

附註：依預設，「可授予團隊成員」和「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核取方塊在預先定義的「編輯」、「完整」和「唯讀」

存取權資料檔上為已選取。因此，當使用者新增其他使用者至團隊或工作簿時，出現在「新增使用者」或「編輯使用者

」對話方塊中之存取權資料檔的選擇清單會包含這些預先定義的存取權資料檔。如果您要防止使用者將這三個存取權資

料檔的任一個指派給工作簿中的使用者或團隊中的使用者工作簿，請取消選取與該存取權資料檔對應的適當核取方塊。 
 

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若要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 

指定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1 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 中，選取每個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選項包括： 

 唯讀 

 讀取/編輯 

 讀取/編輯/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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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5)。 

2 如果您要指定主要記錄類型之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按一下主要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連結。否則，按一下「完成」

儲存您的變更。 

大部分的記錄類型都具有「相關資訊」連結。相關資訊會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成連結記錄。如需指定相關

記錄類型之存取等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84)。 
 

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若要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 

指定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1 在「存取權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2 
中，按一下您要指定一或多個相關記錄類型之存取等級的主要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連結。 

2 為每個相關資訊記錄類型選取適當的存取等級。 

存取等級選項的選擇清單會顯示在每個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欄位中，且是由相關記錄類型與其上層記錄類型的關係

決定。視您在這個欄位與「角色管理精靈」中設定的存取等級而定，您可以授予或撤銷使用者建立、更新或檢視該記錄

類型之記錄的權限。 

如需有關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6)。 

附註：若要建立新機會，「機會」記錄類型上的「收益」相關記錄類型必須設成「完整」。 

如需有關轉換潛在客戶時所需的存取權資料檔設定詳細資訊，請參閱轉換潛在客戶時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如需

有關轉換交易備案時所需的存取權資料檔設定詳細資訊，請參閱轉換交易備案時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3 當您完成主要記錄類型之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設定時，請按一下「上一頁」來返回至精靈步驟 2 的主要頁面。 

4 對您要指定一或多個相關記錄類型之存取等級的每個主要記錄類型，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1 至 3。 

5 當您完成所有主要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設定時，請按一下「完成」來儲存設定。 
 

存取權資料檔的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資料檔管理 (請參閱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資料檔 (請參閱 "關於角色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0) 

 關於團隊、群組與工作簿中的存取權資料檔 (頁數 272) 

 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使用存取權資料檔清單頁面 (請參閱 "使用存取資料檔清單頁面" 頁數 274) 

 如何決定存取權 (頁數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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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化管理 
使用者可個人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特定區域，如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首頁」版面配置及「動作列」版面配置。不過，如果您要讓具有特定角色的

使用者停止使用個人化版面配置，並再次使用其角色的預設版面配置，您可移除該使用者的個人化版面配置。例如，您可以為具

有「銷售代表」角色的使用者移除所有個人化的「首頁」版面配置，或者為具有「銷售經理」角色的使用者移除所有個人化的「

動作列」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管理個人化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重設個人化動作列版面配置 (頁數 286) 

 重設個人化首頁版面配置 (頁數 286)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若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具有特定角色，您可以為其移除所有個人化的頁面版面配置，並為該角色還原預設頁面版面配置。當您為角色將版面配置重設

為某個記錄類型的預設版面配置時，會發生下列情況： 

 所有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會還原成預設版面配置。 

 所有個人化欄位版面配置會還原成預設版面配置。 

 對於相關資訊區段，所有用來顯示記錄指標的個人化設定都會還原成於角色層次為該記錄類型所指定的設定。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的「個人化管理」區段中，按一下「重設頁面版面配置」連結來開啟「頁面版面配置重
設」頁面。 

4 在步驟 1「選取角色」中，選取您想要為其重設頁面版面配置的角色，並按一下「下一步」。 

5 在步驟 
2「選取版面配置」中，選擇您要重設的記錄類型版面配置，請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來將記錄類型從「可用」區段移至「已

選取」區段，並按一下「下一步」。 

6 在步驟 3「確認」中，驗證您的選取項目，然後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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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在您重設使用者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後，具有該角色的使用者必須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並再次登入，才能看見版面配置的變更。 
 

重設個人化動作列版面配置 
若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具有特定角色，您可以為其移除所有個人化的動作列版面配置，並為該角色還原預設動作列版面配置。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重設個人化動作列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重設動作列版面配置」連結。 

4 在「動作列版面配置重設」頁面上，選取您想要為其重設動作列版面配置的角色，並按一下「下一步」。 

5 在「摘要」頁面上，按一下「完成」。 

6 在「摘要」頁面上，按一下「完成」。 

 
 

重設個人化首頁版面配置 
若使用者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具有特定角色，您可以為其移除所有個人化的首頁版面配置，並為該角色還原預設首頁版面配置。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重設個人化首頁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上，按一下「重設首頁版面配置」連結。 

4 在「首頁版面配置重設」頁面上，選取您想要為其重設頁面版面配置的角色，並按一下「下一步」。 

5 在「選取版面配置」頁面中，選擇您要重設的首頁版面配置，請使用向左與向右箭頭來將可用首頁版面配置從「可用」區段

移至「已顯示」區段，並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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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簿管理 
工作簿是組織及區隔記錄的有效方式，可讓使用者不用成為個別記錄的團隊成員，就可共同合作。  

使用工作簿來組織公司資料，可以讓搜尋記錄速度更快、更有效。工作簿可以與群組和團隊共存。如果您對提供使用者群組存取

權的需求相當簡單，您可以使用群組指派。但是如果群組記錄所有權的需求較為複雜，建議您使用工作簿。 

預設使用者工作簿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預設工作簿會指派給每位使用者，而且有使用者的名稱。當指派記錄給使用者時，記錄會被指派至使用者的預設工作簿。如

果記錄由團隊擁有，團隊會提出團隊成員使用者的一組預設工作簿。當記錄負責人變更時，以及當團隊成員資格變更時，使用者

工作簿會自動與記錄相關聯。 

自訂工作簿 
當工作簿功能已啟用時，您可以建立自訂工作簿來整理資料，以符合業務目的。一般而言，自訂工作簿又稱為工作簿。工作簿可

以彼此獨立，但您也可以依階層方式組織工作簿。例如，您可以建立工作簿，然後根據業務的組織單位 (例如銷售地區或產品) 
來區隔資料。然後，您可以將使用者設成擁有適當的權限層級以存取工作簿。 

自動建立合作夥伴的工作簿 
合作夥伴記錄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成有效時，將會自動建立可包含資料的合作夥伴或組織工作簿。在您位於在合作夥伴記錄的「工作簿」相關項目時，自動建

立的合作夥伴工作簿會顯示在可從「合作夥伴記錄」頁面存取的「工作簿」查閱視窗中供您選擇。只有品牌負責人公司中的使用
者才可以存取合作夥伴記錄頁面。如果在新增合作夥伴關係至合作夥伴記錄時，已選取「合作夥伴存取權」核取方塊或「相反合
作夥伴存取權 (反向)」核取方塊，會進行自動建立的相關合作夥伴工作簿的同步化。如此一來，每次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合作夥伴客戶關聯時，與各個已同步化合作夥伴工作簿相關聯的合作夥伴使用者，可以看到與其合作夥伴組織相關的合作

夥伴客戶。 

當使用者被新增至合作夥伴組織時，使用者還同時會和合作夥伴組織的合作夥伴工作簿自動建立關聯。 

自訂合作夥伴的工作簿 
您也可以建立合作夥伴組織自訂工作簿。您可以依需要指定任何使用者組合 
(從品牌負責人公司的使用者與合作夥伴組織中的使用者) 到自訂工作簿。 

工作簿支援的記錄類型 
就像不同的記錄類型可以指派給相同使用者，不同的記錄類型也可以指派至相同工作簿。下列記錄類型可以指派至工作簿： 

 客戶 

 鑑定 

 分配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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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會 

 商務計畫 

 宣傳活動 

 認證 

 聯絡人 

 課程 

 自訂物件 

 交易註冊 

 經銷商 

 事件 

 測驗 

 財務帳戶 

 財務計畫 

 資金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 

 家庭 

 存貨稽核報表 

 存貨期間 

 潛在客戶 

 MDF 要求 

 傳訊計畫 

 目標 

 機會 

 訂單 

 合作夥伴 

 保單 

 投資組合 

 方案 

 樣品批號 

 樣品要求 

 樣品交易 

 服務要求 

 智慧型電訪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289 

 

 解決方案 

 特殊訂價要求 

 任務 

 車輛 

工作簿選取器中的工作簿 
如果公司已啟用「工作簿」選取器，「工作簿」選取器欄位就會出現在目標式搜尋和進階搜尋中、清單頁面的標題列中和「分析
首頁」中。「工作簿」選取器可用來將目標式搜尋限制為可能含有使用者要尋找之記錄的自訂工作簿或使用者工作簿。出現在「

工作簿」選取器欄位中的加號 (+) 指示有子層次存在。 

備註：「合作夥伴」工作簿只會出現在「合作夥伴」記錄類型的「工作簿」選取器中。 

按一下「工作簿」選取器旁的圖示可顯示工作簿階層，其組織方式如以下所示： 

 全部。所有工作簿的預設根節點，包括自訂工作簿和使用者工作簿 

 工作簿。為公司設定之所有自訂工作簿的預設根節點 

 使用者。所有使用者工作簿的預設根節點 

「全部」、「工作簿」和「使用者」都是節點或錨點。它們不是實際的工作簿。以工作簿階層為例，假設公司針對美國設定一個

地理工作簿階層。假設有一位名為 John Williams 
且配有下屬的使用者和該地理階層中的工作相關聯。「工作簿」選取器的「全部」選項下會為這位使用者顯示下列階層： 

 工作簿 

 美國 (上階工作簿) 

 北部 (子工作簿。子工作簿也可以是其他子工作簿層級的上階工作簿。) 

 東部 (子工作簿) 

 西部 (子工作簿) 

 南部 (子工作簿) 

 使用者 

 John Williams (有下屬的使用者) 

 Lucy Harris (下屬。下屬也可以有其他下屬。) 

 Rick Rogers (下屬) 

 Donna Jones (下屬) 

 Jeff Smith (下屬) 

備註：在階層最底層的工作簿稱為分葉節點工作簿。 

「工作簿」選取器中的「包含子項目」核取方塊允許使用者指定在搜尋中包含子項目 (下屬或子工作簿) 
中的資料。如需有關「工作簿」如何在報表中運作的資訊，請參閱關於分析中記錄的可見度與關於分析中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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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工作簿進行搜尋 
搜尋記錄時，使用者會選取包含要尋找之資料的工作簿。如果使用者不確定特定層級工作簿階層的哪個工作簿包含將要尋找的資

料，使用者可以選取上一個階層層級中的工作簿來進行搜尋。 

如果使用者選取「工作簿」選取器中的「包含子項目」選項，而且公司資料檔中已經選取「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核取方塊，子

工作簿或下屬的資料會包含在該搜尋中。 

例如，假設工作簿階層下列： 

 美國 

 北部 

 北部區域 1 

 北部區域 2 

如果使用者不確定記錄是在「北部區域 1」還是在「北部區域 
2」，他可以選取「北部」工作簿進行搜尋，而不用選取「美國」工作簿進行搜尋。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設計工作簿結構、設定工作簿，以及讓使用者使用工作簿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設計工作簿結構 (頁數 291) 

 關於工作簿的 Web 服務支援 (請參閱 "關於工作簿 Web 服務支援" 頁數 294) 

 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任務 (請參閱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的任務" 頁數 298) 

 關於匯入工作簿與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1)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頁數 305)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領域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頁數 305) 

 設定工作簿的程序 (頁數 306) 

 驗證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頁數 307) 

 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311)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頁數 312)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頁數 317) 

 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 

 新增工作簿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320)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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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簿階層頁面 (頁數 323) 

 工作簿欄位 (頁數 324) 

 有關工作簿疑難排解的資訊 (頁數 325) 
 

關於設計工作簿結構 
要能設定有效率的工作簿結構，您務必仔細規劃工作簿階層。在您設計與調整公司的工作簿階層時，請考量下列準則： 

 切勿以複製使用者工作簿的方式建立自訂工作簿。 

 判斷業務資料的組織與存取原則。 

 判斷企業結構是否與資料管理相關。 

 判斷您的公司中資料的連貫性。 

 根據使用者的需求設計工作簿，並考量使用者最常使用工作簿執行的任務。 

 工作簿的設計應盡量避免使用公司資料檔「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核取方塊所提供的功能。 

 將工作簿階層的層級數保持在最精簡的狀態。 

 工作簿結構應盡量減少交互陳列次數。交互陳列 是指多個工作簿交互複製記錄的作法。 

 使用工作流程規則，將工作簿管理自動化。此外，設計您的工作簿名稱時，請考慮可讓您使用單一工作流程動作的功能，以

使用可解析工作簿名稱的運算式來對不同記錄指派不同工作簿。 

使用者工作簿 
以複製使用者工作簿的方式建立自訂工作簿有個缺點，即自訂工作簿必須與預設使用者工作簿保持資料同步。這項額外的工作會

增加伺服器處理時間，進而影響擷取記錄的速度。 

備註：公司之所以會考慮複製使用者工作簿，原因可能是要讓使用者能暫時存取其他使用者的資料。要滿足這項需求，更好的作

法是將想要存取資料的使用者加入成為資料擁有者的委派者。 

資料存取需求 
您的工作簿結構不需要反映公司的企業階層。不過，我們建議工作簿結構應密切反映您的公司組織資料的方式。您部分的業務可

能是根據地理位置區分的，而其他業務可能是以產品系列或產業區分的。請特別留意下列情況： 

 兩個 (含) 以上的部門務必不能存取屬於其他各部門的資料 

 兩個 (含) 以上的部門務必能夠存取屬於其他各部門的資料 

企業結構的相關性 
在許多公司中，上層組織對下層組織的全部資料均具有完整存取權。這類上層組織的成員通常都能全面存取所有下層組織的資料

。 

如果您的組織是屬於這種結構，建議您勿將工作簿設定成反映上層組織層級的組織結構，而應考慮以下的作法： 

 設定工作簿以反映其他層級 (例如下層組織層級) 的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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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層組織層級設定其他工作簿階層。例如，您可以在上層組織層級建立工作簿或工作簿階層，而讓上層組織層級的使用者

能夠檢視所有下層組織中具備顯著收益潛力的商機。 

資料連貫性 
請審視您的公司在使用者調任至其他部門時所採行的程序，例如： 

 若由使用者管理的資料一定會隨該使用者移至新部門，以致資料保有持續連貫性，則最好透過記錄所有權和團隊來管理您的

資料。通常，所有各層級的使用者會連帶搬移其約會和任務，某些銷售環境則是將使用者負責的全部客戶資料隨之搬移。無

論中小企業還是偏重低貨量高銷售額的業務，這種資料連貫性都是很可靠的做法。 

 若資料慣常地保留在某個固定組織 
(例如某地分公司)，以致資料保有組織編制性質的所有權，則最好透過可反映組織結構的工作簿來管理資料。 

 若在使用者已調任至其他部門之後，您仍得花些時間調適持續連貫性與組織編制性質的所有權，則此期間可並存採行上述兩

種階層。 

使用者的需求與任務 
設計工作簿結構時，請考量使用者最常使用工作簿執行的任務，包括逐項處理清單、搜尋記錄，以及建立與使用報表。 

逐項處理清單 
為了幫助您識別使用者需要哪些清單，您應瞭解使用者最常使用的清單類型及其公認的理想清單。請向您公司中的使用者詢問意

見以找出答案。如果您的工作簿結構並無任何工作簿包含此一理想清單必備的所有記錄，即表示該工作簿結構可能遺漏了某個階

層。例如，您可以一併設定地理位置階層和產品導向階層。 

如果使用者花費大量時間在處理某個工作簿的特定子集，請對該子集建立子工作簿，並以使用者能夠辨識的方式命名工作簿。子
工作簿還可以設成「工作簿」選取器的預設值，如此使用者便可以不必每次選取適當的工作簿。如需有關預設「工作簿」選取器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 

搜尋記錄 
為了得知您的公司使用者的搜尋需求，請向使用者詢問其查閱特定記錄的詳情狀況。您的工作簿結構和工作簿大小應能反映使用
者最常執行的搜尋作業與搜尋標準。 

備註：若您已有現成工作簿結構而想要進一步調整，請詢問使用者能否輕鬆判別特定記錄屬於階層中特定工作簿的一部分。如果

使用者一致認為僅對較高層級的工作簿有把握，則應再向使用者追問是否可透過工作簿結構的其他分支進一步縮小搜尋範圍。使

用者應該只有在無法循正常方式搜尋時，才需要轉而搜尋較高層級的工作簿。 

搜尋時使用的欄位也會影響搜尋速度： 

 使用索引欄位在工作簿中搜尋記錄可達到最佳效能(搜尋區段會以綠色文字顯示索引欄位)。 

 使用非索引欄位 (而不是索引欄位) 
在工作簿中搜尋記錄會減慢搜尋速度，而且搜尋的記錄量將影響效能(搜尋區段會以黑色文字顯示非索引搜尋欄位)。 

例如，若您得知使用者慣用索引欄位來搜尋聯絡人記錄，則最低層級工作簿 (稱為分葉節點工作簿) 
的記錄數應能增加到每種記錄類型各 100,000 
筆。但如果使用者慣用非索引欄位搜尋聯絡人記錄，您便可將分葉節點工作簿的大小限定為每種記錄類型各 20,000 至 
30,000 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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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組態因公司而異，所以工作簿的記錄數並無建議值。您必須持之以恆地管理工作簿。工作簿可供搜尋的記錄數愈少，愈有助
於加快搜尋速度。 

建立與使用報表 
除了管理員之外，所有使用者均受制於報表的資料可見度規則。當「工作簿」選取器中指定使用者工作簿或自訂工作簿用於報告

時，報表納入資料的情況如下： 

 所有的歷史分析 (包含從「分析」頁標存取的歷史分析，及記錄「首頁」內嵌的報表) 
內容都侷限在選取的工作簿，並且包含該工作簿的所有子層級。使用者所擁有或使用者屬於團隊成員的記錄不包括在其中，

除非這些記錄也位於所選取工作簿或其任一子工作簿內。 

 即時呈報會侷限在與「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之工作簿 (自訂工作簿或使用者工作簿) 
直接關聯的資料。如果選取的工作簿有子工作簿或下屬，即時報表將忽略子工作簿或下屬的資料。 

備註：雖然工作簿結構一旦設定好後通常就不必再變更，您還是可以這麼做。進行這類變更時不需要停機，而且會立刻套用變更

。不過，即時報表的資料不會立刻反映變更。 

如需有關報表中記錄可見度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分析中記錄的可見度。 

供管理者閱覽 
設計工作簿階層時，請遵照下列原則進行設計： 

 盡量避免使用公司資料檔「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核取方塊所提供的功能。 

 若是搜尋大量資料，則鮮少或絕不會使用「包含子項目」選項(構成大量資料的記錄數因公司而異且取決於搜尋模式)。 

有些情況將需要使用「包含子項目」選項。例如，管理者必須對包含其下屬的使用者工作簿執行清單作業，因為下屬不

能相互共用資料。萬一資料量過大，搜尋時間便會增加。然而為了達到最佳效能，請僅在必要時才選取「包含子項目」

選項。 

階層層級 
包含許多層級且每個層級都有記錄的工作簿階層，其作用與已啟用供管理者閱覽的團隊功能相似。這種型式的階層可搭配小型資
料集完美運作，但隨著資料量增加，階層層級數較少 (甚或沒有階層層級) 的工作簿效能將遠優於團隊功能。 

如果工作簿階層的某個層級對於您的資料安全性或資料組織狀況毫無額外助益，請將多餘的工作簿及其子工作簿合併。詢問工作

簿使用者能否輕鬆判別特定記錄是位於某個子工作簿，或是同一個上層工作簿的其他子工作簿；若是使用者無法辨別，則表示最

好關閉這兩個子工作簿，將其一併納入該上層工作簿。 

若要減少工作簿階層的層級數，較為簡便的方法是用上層工作簿的名稱做為子工作簿的前置詞。例如，假設子工作簿名為「北區

」而其上層工作簿名為「北美」，請移除上層工作簿並將子工作簿重新命名為「北美 - 北區」。 

交互陳列 
交互陳列是指多個工作簿交互複製記錄的作法。這會對使用者造成管理上的負擔，因為交互陳列需要依賴同步處理，以致讀寫作

業頻繁而影響伺服器的效能。請盡量減少交互陳列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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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工作簿管理 
工作簿指派標準通常對應至特定記錄類型的一或多個欄位。藉由建立工作流程規則，便能在任何這些欄位變更時自動重新組織工

作簿指派。 

例如，假設您的工作簿階層名為銷售地區，您即可建立工作流程規則來監視特定記錄類型的欄位 
(例如客戶的「銷售地區」欄位)，然後針對該項規則建立「指派工作簿」動作。一旦客戶的「銷售地區」欄位值變更，此記錄的
「銷售地區」工作簿就會更新為新內容工作簿。 

設計您的工作簿名稱時，請考慮是否要使用「指派工作簿」工作流程動作，以便讓單一工作流程動作依據可解析工作簿名稱的運

算式，來對不同記錄指派不同工作簿。 

例如，假設您有北美的客戶，也有總部位於 EMEA 
的客戶。您可能想要為不同的地點設定兩個獨立的工作簿，並根據客戶的地點將適用的工作簿指派給客戶。若要設定此組態，您

可以建立兩個工作簿，一個命名為「北美」而另一個命名為 EMEA。接著，您可以使用值「北美」與 EMEA 
來建立名為「銷售地點」的自訂選擇清單欄位，並將該自訂欄位加入至適當角色之客戶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中。然後，您可

以建立「指派工作簿」工作流程動作，以在更新客戶記錄時執行下列作業： 

 評估運算式以決定在客戶記錄上的「銷售地點」欄位中所選取的值。 

 建立客戶記錄與工作簿的關聯 (該工作簿名稱必須符合運算式所傳回的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關於工作簿 Web 服務支援 
透過 Web 服務可以管理工作簿。如果您的公司已啟用工作簿，便能下載工作簿 Web 服務描述語言 (WSDL)。如需有關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指南》。 
 

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根據您公司的業務需求，您可能不想要對某些記錄類型的記錄指派負責人。而是想要組織記錄，讓您在員工移至其他職責，或在

銷售團隊因為業務模型變更而重新調整時，不需要重新指派記錄的所有權。從 20 版開始，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讓您支援這樣的業務需求，方法是讓主要自訂工作簿與記錄產生聯結，而不是將負責人指派給記錄。只要使用者的角色與存
取權資料檔設定值將需要的存取權提供給使用者，任何身為記錄上主要自訂工作簿成員的使用者，都可以存取與使用該記錄。您

的公司可能也想要設定部份記錄類型，讓該類型的記錄不需要有指派的負責人或相關聯的主要自訂工作簿。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讓您對大部份使用工作簿的記錄類型，設定下列模式的記錄所有權： 

 使用者模式。使用者模式類似於 19 版與較早版本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記錄所有權。在使用者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時，該記錄類型的每筆記錄必須具有指派的負責人。如果記錄的詳細資料頁

面中有「工作簿」欄位，則「工作簿」欄位會顯示與負責人相關聯的使用者工作簿。 

備註：根據預設，沒有負責人時也可以有服務要求記錄存在，某些記錄類型 (例如「使用者」與「產品」) 
在記錄上沒有負責人。從較早版本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起此功能未曾變更。 

 工作簿模式。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時，該記錄類型的記錄不能有指派的負責人。而是每個記錄都需要有主要自訂工

作簿。只要使用者的角色與存取權資料檔設定值將需要的存取權提供給使用者，任何身為記錄上主要工作簿成員的使用者，
都可以存取與使用該記錄。您只能對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使用工作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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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合模式。混合模式也稱為使用者或工作簿模式。在此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時，可以用下列其中一個方式設定該記錄類型的

記錄： 

 沒有指派的負責人或關聯的主要自訂工作簿，也可以有記錄存在。使用者可以透過團隊成員資格，或與記錄產生聯結之
工作簿的成員資格，來存取此類記錄。使用者的使用者角色若在「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 
中已勾選「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則也可以存取記錄。 

 記錄會有指派的負責人。 

 記錄會具有與其相關聯的主要自訂工作簿。 

備註：記錄無法同時具有指派的負責人與主要自訂工作簿。 

您只能在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使用混合模式。 

備註：您必須為「樣品交易」記錄類型使用記錄所有權使用者模式，因為每一筆樣品交易都必須與特定使用者的存貨期間相關。

請勿將「樣品交易」記錄類型設定為工作簿模式或混合模式。 

不論您為記錄類型設定的所有權模式為何，使用者都可以指派額外工作簿給記錄，且如果記錄類型支援團隊，使用者可以將額外

使用者連結至記錄。只要使用者的角色與存取權資料檔設定值將需要的存取權提供給使用者，身為指派給記錄之任何工作簿成員
的使用者，都可以存取與使用該記錄。 

報告 
對於「客戶與聯絡人」記錄類型，您可以根據記錄之間的關係與記錄上的主要工作簿，來建立即時與歷史報告。如需報告與記錄

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分析中記錄的可見度。 

記錄所有權模式不會影響您在「分析」的「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工作簿時，所套用的資料可見度規則。如需報告中工作簿的資

料可見度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設計工作簿結構 (頁數 291)。 

支援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記錄類型 
對於支援自訂工作簿的記錄類型，支援記錄所有權模式，但是有下列例外： 

 分配 

 資金 

 存貨稽核報表 

 存貨期間 

 傳訊計畫 

 智慧型電訪 

 解決方案 

您可以對在使用者模式、工作簿模式或混合模式中支援自訂工作簿的所有其他記錄類型進行設定。您可以對支援工作簿的各種記

錄類型使用混合的所有權模式。例如，您可以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聯絡人」記錄類型，以及在使用者模式中設定「客戶」記錄

類型。您可以隨時變更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視需要在記錄類型上設定「負責人」與「工作簿」欄位，藉以設定記錄類型

的記錄所有權模式，如下表所示。 

備註：對於記錄所有權模式，必須正確設定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

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配置" 頁數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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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所有權模式 負責人欄位

設為必要 
工作簿欄位設為

必要 
其他組態詳細資

料 
備註 

使用者模式 是 否 無 如果記錄版面配置上出現「工作簿」欄

位，則欄位為唯讀，且顯示指派為記錄

負責人之使用者的使用者工作簿名稱。 

工作簿模式 否 是 (選擇性) 
將「負責人」欄

位設為「唯讀」

。 

如果記錄版面配置上出現「負責人」欄

位，則欄位必須留空。 

「工作簿」欄位是選擇清單欄位，包含

您為公司設定的自訂工作簿清單。 

混合模式 否 否 無 如果在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中選取

自訂工作簿，則「負責人」欄位為空白

。 

如果在「負責人」欄位中選取使用者，

則「工作簿」欄位會自動設為負責人的

使用者工作簿名稱。 

預設記錄所有權模式 
對於在 19 版或較早版本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的現有公司，使用者模式是預設記錄所有權模式，「服務要求」記錄類型除外，該類型預設是在混合模式中設定。對於新

的公司，混合模式是支援記錄所有權模式之記錄類型的預設記錄所有權模式。 

負責人與工作簿欄位的預設值 
當使用者開啟新記錄頁面，「負責人」與「工作簿」欄位中的值如下所示： 

 若記錄類型已設定為使用者模式，則「負責人」欄位會自動填入目前使用者別名。若「工作簿」欄位存在，便會自動填入目

前使用者的使用者工作簿名稱。 

 若記錄類型已設定為混合模式，則「負責人」欄位與「工作簿」欄位就不會填入任何內容。 

備註：使用者透過行事曆建立的約會為記錄所有權模式之一般行為的例外。不論記錄所有權模式為何，當使用者透過使

用者行事曆來建立約會，「負責人」欄位便會填入目前使用者名稱。 

 如果記錄類型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不會填入新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 

 對於「工作簿」欄位，預設值會依預設工作簿而定，而該工作簿會根據目前使用者記錄類型來指定，如下所示： 

 若已指定自訂工作簿作為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則新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便會自動填入指定的預設工作簿名

稱。 

 若未指定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或指定使用者工作簿或「所有」工作簿作為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則不會填入

新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 

如需有關透過使用者記錄類型來設定預設工作簿的資訊，請參閱透過使用者記錄類型來設定預設工作簿 
(請參閱 "設定使用者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 頁數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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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頁面版面配置上的「負責人」欄位為必要，且記錄類型為混合模式，則當使用者開啟使用該頁面版面配置的新記錄頁面
，「負責人」欄位便會依預設留空。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

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版面配置 (請參閱 "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配置" 頁數 94)。 

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考量 
設定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時，請考量下列事項： 

 指派管理程式。指派管理程式只會將記錄重新指派給使用者。只有在記錄類型是在記錄所有權的使用者模式或混合模式中設

定時，才會重新指派記錄。如果在指派管理程式將記錄重新指派給負責人前，已有主要自訂工作簿指派給記錄，則指派管理

程式會將主要工作簿從記錄中移除。如果記錄類型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的，則指派管理程式無法重新指派記錄。如果您在

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則強烈建議讓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規則群組無效。如需有關指派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指

派規則 (頁數 432)。 

 使用其他應用程式。下列應用程式需要記錄具有負責人。如果應用程式使用的記錄類型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則您無法使

用這些應用程式，且如果記錄類型是在混合模式中設定，則記錄必須具有負責人： 

 Oracle Outlook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Oracle Notes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Oracle CRM On Demand Integration for Office 

 Oracle CRM On Demand Connected Mobile Sales 

 變更所有權模式之後更新記錄。如果您將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變更為使用者模式，請考量更新該類型的所有記錄以具

有負責人。否則，接下來更新該記錄類型之記錄的使用者會被強制選取記錄的負責人。同樣地，如果您將記錄類型的記錄所

有權模式變更為工作簿模式，請考量更新該類型的所有記錄以具有指派的適當主要自訂工作簿。否則，接下來更新該記錄類

型之記錄的使用者會被強制選取記錄的主要自訂工作簿。 

當您變更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時發生什麼事？ 
如果您的公司將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從某個模式變更為另一個模式，則會對該記錄類型的新記錄強制使用新的所有權模式

。對於現有的記錄，行為如下： 

 當新的記錄所有權模式為使用者模式時。變更所有權模式之後第一次更新記錄時會發生下列情況： 

 如果記錄尚未有指派為負責人的使用者，則更新記錄的使用者必須在「負責人」欄位中選取使用者。 

 如果記錄先前有與其產生聯結的主要自訂工作簿，則會清除「工作簿」欄位中的主要工作簿名稱，並且在「工作簿」欄
位中顯示新負責人的使用者工作簿名稱。工作簿也會從記錄中移除，且不再於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區段

中顯示。 

 當新的記錄所有權模式為工作簿模式時。變更所有權模式之後第一次更新記錄時會發生下列情況： 

 如果記錄尚未有與其產生聯結的主要工作簿，則更新記錄的使用者必須在「工作簿」欄位中選取主要自訂工作簿。 

 如果記錄先前有指派的負責人，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會遭到清除。 

 如果該記錄類型支援團隊，則除了記錄的前負責人外，團隊的所有成員仍繼續是團隊的成員。身為預先定義群組成

員的團隊成員其行為相同，亦即除了記錄的前負責人外，群組的所有成員仍繼續是團隊的成員。但是，「客戶」記

錄類型是此規則中的例外。如果客戶的前負責人是預先定義群組的成員，則該群組的所有成員會從團隊中移除。團

隊中任何不屬於預先定義群組的成員依然是該團隊的成員，如同其他記錄類型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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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依此處所示，在標準應用程式中，不會將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保留為團隊成員。然而，您的管理員可設

定記錄類型，因此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便可在記錄上保留為團隊成員。如需有關設定記錄類型，以將前一位負

責人保留為團隊成員的資訊，請參閱 自訂共用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頁數 221)。 

 當新的記錄所有權模式為混合模式時。變更所有權模式之後第一次更新記錄時會發生下列情況。記錄類型是混合模式，每次

更新記錄時，也會出現此行為： 

 更新記錄的使用者不需要選取負責人或主要工作簿。 

 更新記錄的使用者可以為記錄選取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但是不能同時選取兩者。 

 如果使用者將負責人指派給記錄，且主要自訂工作簿先前已與記錄產生聯結，則記錄上的「工作簿」欄位會遭到清除。
工作簿也會從記錄中移除，且不再於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區段中顯示。 

 如果使用者將自訂工作簿作為記錄上的主要工作簿而產生關聯，且記錄先前有指派的負責人，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會遭到清除。 

 如果該記錄類型支援團隊，則除了記錄的前負責人外，團隊的所有成員仍繼續是團隊的成員。身為預先定義群組成

員的團隊成員其行為相同，亦即除了記錄的前負責人外，群組的所有成員仍繼續是團隊的成員。但是，「客戶」記

錄類型是此規則中的例外。如果客戶的先前負責人是預先定義群組的成員，則該群組的所有成員會從記錄中移除。

團隊中任何不屬於預先定義群組的成員依然是該團隊的成員，如同其他記錄類型的狀況。 

如果記錄是透過大量更新功能來加以更新，會發生什麼事？ 
只有某些記錄類型支援的「大量更新」功能可讓使用者從清單頁面中更新記錄群組的欄位。使用者使用「大量更新」功能來更新

記錄群組時，系統不會強制使用者對在記錄上為空值的任何必要欄位提供值。因此，如果使用者在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變
更之後更新記錄群組，則系統不會強制使用者對使用者更新的記錄選取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即使新記錄所有權模式需要記
錄具有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亦然。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的任務 
記錄所有權模式會影響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動產生之任務的所有權，例如工作流程規則中「建立任務」作業產生的任務，以及銷售程序中銷售階段產生的任務。 

產生任務的考量 
產生任務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考量下列事項： 

 在工作流程作業或銷售階段任務的「負責人」欄位中選取的選項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與「工作簿」欄位中出現任何值，這些欄位的值為何 

附註：銷售階段任務的來源記錄是指機會，而系統會從其中存取銷售程序，或者在某些情況下，是指連結至機會的客戶

。工作流程作業的來源記錄是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 

 「活動」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將負責人與主要自訂工作簿指派給產生的任務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將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指派給自動產生的任務，但是不能同時指派兩者。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將下列其中一個指派為自動產生之任務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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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其中一個使用者：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經理 

 具有團隊角色或團隊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 

附註：團隊角色說明使用者在記錄的團隊中扮演的部份。團隊使用者角色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角色，指派給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所有使用者，包括身為記錄上團隊成員的使用者。來源記錄上團隊的每個成員都具有團隊角色與團隊使用

者角色。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產生的任務，負責人是在工作流程作業中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指派下列其中一個作為自動產生之任務的主要自訂工作簿： 

 與來源記錄產生聯結的主要自訂工作簿 

 下列其中一個的預設自訂工作簿：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經理 

 具有團隊角色或團隊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 

使用者對任務的預設工作簿會決定如下： 

 如果可包含資料的預設自訂工作簿與使用者記錄中的「活動」記錄類型產生聯結，則該工作簿是預設工作簿。 

附註：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是在「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的「依記錄類型預設工作簿」區段中指定。 

 如果未指定使用者記錄中「活動」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且已在使用者記錄的「預設工作簿」欄位指定可包含資料的

預設自訂工作簿，則使用者記錄的「預設工作簿」欄位中指定的工作簿為預設工作簿。 

附註：預設工作簿必須是自訂工作簿。Oracle CRM On Demand 
無法將使用者工作簿指派為任務的主要工作簿。此外，預設自訂工作簿必須是可包含資料的工作簿。 

如果無法識別適當的負責人或可包含資料的主要自訂工作簿，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無法產生任務。下表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判斷要指派哪個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給產生的任務。 

工作流程作業或銷

售階段任務的負責

人選項 

來源記錄：負責人或

主要自訂工作簿 
活動記錄類型：使用者

模式 
活動記錄類型：工作簿模

式 
活動記錄類型：混合模式 

來源記錄負責人 負責人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是任

務的負責人。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具

有預設工作簿，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該工作簿指派為任務

的主要工作簿。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沒

有預設工作簿，則不會建

立任務。未傳回任何錯誤

訊息。 

來源記錄的負責人是任務

的負責人。 

來源記錄負責人 主要自訂工作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來自來源記錄的主要自訂

工作簿指派為任務的主要

來自來源記錄的主要自訂

工作簿指派為任務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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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作業或銷

售階段任務的負責

人選項 

來源記錄：負責人或

主要自訂工作簿 
活動記錄類型：使用者

模式 
活動記錄類型：工作簿模

式 
活動記錄類型：混合模式 

何錯誤訊息。 工作簿。 工作簿。 

來源記錄負責人 沒有負責人且沒有主

要自訂工作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來源記錄負責人的

經理 
負責人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

有經理，則該經理是任

務的負責人。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

沒有經理，則行為如下

： 

 對於銷售程序，來

源記錄的負責人是

任務的負責人。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

，未建立任務且未

傳回錯誤訊息。 

如需關於此案例中行為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本主題

中的第二個表格。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有

經理，則該經理是任務的

負責人。 

如果來源記錄的負責人沒

有經理，則行為如下： 

 對於銷售程序，來源

記錄的負責人是任務

的負責人。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

未建立任務且未傳回

錯誤訊息。 

來源記錄負責人的

經理 
主要自訂工作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來源記錄負責人的

經理 
沒有負責人且沒有主

要自訂工作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團隊角色或團隊使

用者角色 
一或多個團隊成員具

有角色 
團隊成員是任務的負責

人。為具有指定角色的

每個團隊成員產生任務
。 

如果團隊成員具有預設工

作簿，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該工作簿指派為任務

的主要工作簿。 

如果團隊成員沒有預設工

作簿，則不會建立任務。

未傳回任何錯誤訊息。 

團隊成員是任務的負責人

。為具有指定角色的每個

團隊成員產生任務。 

團隊角色或團隊使

用者角色 
沒有團隊成員具有角

色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未

建立任務且未傳回錯誤

訊息。 

對於銷售程序，如果來

源機會具有負責人，則

機會負責人是任務的負

責人。如果來源機會沒

有負責人，則不會建立

任務也不會傳回錯誤訊

息。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未建

立任務且未傳回錯誤訊息

。 

對於銷售程序，如果來源

機會的負責人具有預設工

作簿，則預設工作簿會指

派給任務。如果來源機會

的負責人沒有預設工作簿

，則不會建立任務也不會

傳回錯誤訊息。 

對於工作流程作業，未建

立任務且未傳回錯誤訊息

。 

對於銷售程序，如果來源

機會具有負責人，則機會

負責人是任務的負責人。

如果來源機會沒有負責人

，則不會建立任務也不會

傳回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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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流程作業或銷

售階段任務的負責

人選項 

來源記錄：負責人或

主要自訂工作簿 
活動記錄類型：使用者

模式 
活動記錄類型：工作簿模

式 
活動記錄類型：混合模式 

特定使用者 不適用 指定的使用者是任務的

負責人。 
如果指定的使用者具有預

設工作簿，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該工作簿指派為任務

的主要工作簿。 

如果指定的使用者沒有預

設工作簿，則不會建立任

務。未傳回任何錯誤訊息

。 

指定的使用者是任務的負

責人。 

下表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在下列情況下，判斷要將哪個負責人或主要自訂工作簿指派給產生的任務： 

 銷售階段任務或工作流程作業的「負責人」欄位中的選項設為來源記錄負責人的經理 

 來源記錄具有負責人 

 「活動」記錄類型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 

負責人有經理 經理具有可包含資料

的預設自訂工作簿 
負責人具有可包含資

料的預設自訂工作簿 
銷售程序行為 工作流程行為 

是 是 不適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經理的預設工作簿指

派為任務的主要工作簿。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經理的預設工作簿

指派為任務的主要工作

簿。 

是 否 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來源記錄的預設工作

簿指派為任務的主要工作

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否 不適用 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來源記錄的預設工作

簿指派為任務的主要工作

簿。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否 不適用 否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何

錯誤訊息。 
未建立任務。未傳回任

何錯誤訊息。 

 
 

關於匯入工作簿與工作簿指派 
您可以將下列工作簿相關記錄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工作簿。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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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簿使用者。您可以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讓使用者與自訂工作簿產生聯結。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49)。 

 客戶工作簿。您可以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以將工作簿指派給客戶。如需關於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客戶工

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27)。 

 聯絡人工作簿。您可以匯入聯絡人工作簿記錄以將工作簿指派給聯絡人。如需關於匯入聯絡人工作簿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聯絡人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61)。 

附註： 若要匯入客戶工作簿或聯絡人工作簿的記錄，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未來工作簿」權限。 

當您匯入記錄以將工作簿指派給客戶與聯絡人時，您可以指定每個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您也可以使用「未來主要

旗標」欄位，指定您指派給客戶或聯絡人的工作簿是否在指派有效時成為該客戶或聯絡人的主要工作簿。如需關於以時間為基準

之工作簿指派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頁數 305)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頁數 305)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您可以為客戶與聯絡人管理工作簿指派，方法是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與聯絡人工作簿記錄。您可以為您匯入的每個工作簿指派指

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如果您未指定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則指派會立即有效。您也可以使用「未來主要旗標」欄位，指定

您指派給客戶或聯絡人的工作簿是否在工作簿指派有效時成為該客戶或聯絡人的主要工作簿。 

附註： 若要匯入客戶工作簿或聯絡人工作簿的記錄，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未來工作簿」權限。 

更新客戶與聯絡人工作簿指派 
工作簿指派程序會定期執行，以檢查客戶與聯絡人的工作簿指派，並視需要更新指派。若要決定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執行環境排定執行工作簿指派程序的時間，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工作簿指派程序會更新客戶與聯絡人的工作簿指派，如下所示： 

 啟動工作簿指派。如果已到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而指派尚未有效，則指派會生效。當工作簿指派生效時，身為該工作簿

成員的使用者透過該工作簿的成員資格，具有客戶與聯絡人的存取權。 

例如，您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指派工作簿 A 給客戶 1，開始日期為隔年的 1 月 1 日。工作簿指派程序於隔年的 1 
月 1 這個開始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時，客戶 1 的工作簿 A 工作簿指派會生效。 

 判斷工作簿是否為主要工作簿。如果工作簿指派的「未來主要旗標」欄位設為 
Y，且指派已啟動，則工作簿會成為客戶或聯絡人的主要工作簿。 

例如，假設工作簿 A 目前是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您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指派工作簿 B 給客戶 
1，開始日期為隔年的 1 月 1 日，「未來主要旗標」欄位設為 Y。工作簿指派程序在隔年的 1 月 1 
日這個開始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時，客戶 1 之工作簿 B 的工作簿指派會生效，且工作簿 B 會成為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工作簿 A 不再是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但是，客戶 1 的工作簿 A 
工作簿指派仍然有效，除非在工作簿指派程序執行時，指派的結束日期為過去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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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超過一個工作簿指定為主要工作簿時解決衝突。如果客戶或聯絡人的多個工作簿指派有相同的開始日期，且「未來主要旗

標」欄位都設為 Y，則在指派的開始日期時會發生下列情況： 

 所有工作簿指派會生效。 

 第一個生效的工作簿指派會成為記錄的主要工作簿。 

 如果記錄目前有主要工作簿，則工作簿不再是該記錄的主要工作簿，但是工作簿指派仍然有效，除非工作簿指派的結束

日期是過去日期。 

例如，假設工作簿 A 目前是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您為客戶 1 匯入兩個客戶工作簿。其中一個記錄將工作簿 B 
指派給客戶 1，另一個記錄將工作簿 C 指派給客戶 1。兩個指派具有相同的開始日期，隔年 1 月 1 
日，兩個指派的「未來主要旗標」欄位都設為 Y。工作簿指派程序在隔年的 1 月 1 
日這個開始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時，客戶 1 之工作簿 B 與工作簿 C 的指派會生效，且首先處理的指派會成為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工作簿 A 不再是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但是，客戶 1 的工作簿 A 
工作簿指派仍然有效，除非在工作簿指派程序執行時，指派的結束日期為過去日期。 

 視需要停用工作簿指派並且移除主要工作簿。如果工作簿指派記錄的結束日期是過去日期，則指派會變成無效，且會從記錄

中移除工作簿。此外，如果工作簿曾是客戶或聯絡人的主要工作簿，則工作簿不再是客戶或聯絡人的主要工作簿。 

例如，假設工作簿 A 目前是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工作簿指派的結束日期是今年 12 月 
31日。工作簿指派腳本在隔年 1 月 1 日這個開始日期之後第一次執行時，工作簿指派會變成無效，且工作簿 A 
會從客戶 1 的主要工作簿位置移除。 

當工作簿指派變成無效時，工作簿與客戶或聯絡人之間的關係就會結束，工作簿會從客戶或聯絡人中移除。使用者不再

能夠透過該工作簿的成員資格，來存取客戶或聯絡人。但是，可以透過其他工作簿或其他存取控制元件來存取客戶或聯
絡人的使用者，仍然可以存取記錄。 

您無法變更工作簿指派程序。 

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範例 
作為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範例，請考量下列情形：工作簿 A 目前未指派給客戶 1。在今年 12 月 1 
日時，您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將工作簿 A 指派給客戶 1。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為隔年 1 月 1 日，結束日期為同年的 3 月 
31 日。工作簿指派程序啟用與停用工作簿指派，如下所示： 

 在工作簿指派程序於隔年 1 月 1 日這個開始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前，客戶 1 的工作簿 A 指派已停用，客戶 1 
之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不會顯示工作簿 A。 

 在工作簿指派程序於隔年 1 月 1 
日這個開始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時，工作簿指派程序會啟用工作簿指派。發生這個情形時，客戶 1 
之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會顯示工作簿 A。 

 在工作簿指派程序於隔年 3 月 31 
日這個結束日期以後第一次執行時，工作簿指派程序會啟用工作簿指派。發生這個情形時，客戶 1 
之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不再顯示工作簿 A。 

指定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時的限制 
當您指定工作簿指派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時，請注意下列限制： 

 如果您同時指定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則開始日期必須早於結束日期。 

 如果您未指定開始日期，則指派會在新增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生效。 

 如果您未指定結束日期，則在從記錄移除工作簿之前，工作簿指派仍然有效。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304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如果您指定結束日期而未指定開始日期，則工作簿指派會立即生效，在達到結束日期或從記錄移除指派之前 
(視何者先達成)，指派仍然有效。 

例如，您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指派工作簿 A 給客戶 
1，沒有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在這個情況下，工作簿指派會立即生效，工作簿指派程序永遠無法加以停用，因為工作簿指派沒

有結束日期。但是，您可以透過使用者介面從客戶 1 移除工作簿 A。 

附註：客戶可以同時有多個指派的工作簿，每個工作簿指派具有相同或不同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同樣地，聯絡人可以同時有

多個指派的工作簿，每個工作簿指派具有相同或不同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 

您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使用者介面的工作簿指派詳細資料中查看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但是無法在使用者介面中變更這些日期。 

關於更新現有的工作簿指派 
如果您匯入記錄以將工作簿指派給客戶或聯絡人，而工作簿已指派給客戶或聯絡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工作簿指派記錄會以匯入記錄的值進行更新。您也可以藉由匯入空白值，覆寫「開始日期」或「結束日期」欄位中的現
有值。例如，假設工作簿 A 已指派給客戶 1。指派具有過去日期的開始日期與未來日期的結束日期。您可以為工作簿 A 與客戶 
1 
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具有與現有指派相同的開始日期，但是沒有結束日期。在這個情況下，會更新現有指派並且移除結束日期

。 

更新有效工作簿指派的準則 
如果現有工作簿指派已經有效，則現有指派與您匯入之記錄的有效期間必須重疊或者連貫。您匯入以更新有效工作簿指派的記錄

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必須符合下列準則： 

 如果現有指派沒有結束日期，則您匯入的記錄開始日期必須不是未來日期。 

 您匯入的記錄開始日期不能晚於現有指派的結束日期 7 天以上。 

如果未符合這些準則，則不會更新現有、有效的工作簿指派。 

更新未來工作簿指派的準則 
如果您匯入記錄以將工作簿指派給客戶或聯絡人，相同工作簿與相同客戶或聯絡人已有開始日期為未來日期的工作簿指派，則您

匯入之指派的結束日期不能早於現有指派記錄的開始日期 7 天以上。例如，如果已有記錄在隔年 2 月 1 日將工作簿 A 
指派給客戶 1，而您要將指派的開始日期變更為隔年 1 月 1 日，則您匯入的記錄結束日期不能早於隔年 1 月 25 
日。如果您匯入之指派記錄的結束日期為 1 月 24 日或更早的日期，則記錄匯入失敗，且會傳回錯誤訊息，指出記錄已存在。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匯入工作簿與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1)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頁數 305)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頁數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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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此案例提供一個關於您的公司如何使用自訂工作簿的範例。在此案例中，使用自訂工作簿來管理銷售地區。您可以視業務模型而

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自訂工作簿功能。 

您的公司會以地理基準來整理客戶，並且指派業務代表群組與每個地理區域或銷售地區的客戶合作。此外，您可能基於各種原因

，想要從某個銷售地區重新指派業務代表至另一個銷售地區。發生這類的重新指派時，您必須重新調整業務代表與銷售地區之間

的關係。您偶爾會將客戶從某個銷售地區更換地點至其他銷售地區。發生這類的更換地點時，您必須重新調整客戶與銷售地區之

間的關係。設定工作簿、使用者及客戶，以支援此案例的範例，請參閱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頁數 305)。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本主題提供使用自訂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您可以視業務模型而定，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自訂工作簿功能。本主題中的範例

支援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頁數 305)中說明的案例。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 

1 建立或匯入您要用來代表銷售地區的自訂工作簿。 

如需關於建立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與工作簿階層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頁數 
312)。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50)。 

2 建立您的銷售代表與適當銷售地區工作簿的關聯。 

您可以直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讓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或者可以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如需關於讓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讓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 (請參閱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49)。 

3 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客戶記錄。 

如需有關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資訊，請參閱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311)。 

4 匯入必要的客戶工作簿記錄，以將適當的銷售地區工作簿指派給客戶。 

使用每個客戶工作簿記錄的開始日期來指定指派生效的日期，也就是您想要讓銷售代表開始能夠存取其銷售地區中客戶
記錄的日期。也可以視需要指定每個工作簿指派結束的日期。 

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指派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客戶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27) 

 關於匯入工作簿與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1)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在您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且工作簿指派程序在指定的開始日期啟用指派之後，您的業務代表就可以存取其銷售地區中的記錄。 

如果銷售代表從某個銷售地區重新指派至另一個銷售地區，則您必須重新調整銷售代表與銷售地區之間的關係。 

重新調整銷售代表與銷售地區之間的關係 

 更新銷售代表的使用者記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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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銷售代表指派至新銷售地區，則將銷售地區工作簿新增至使用者記錄。 

 如果銷售代表不再指派至銷售地區，則從使用者記錄中移除工作簿。 

您可以直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更新使用者記錄，或者可以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如需關於讓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讓使用

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 (請參閱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如需關於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49)。 

如果客戶從某個銷售地區更換地點至另一個銷售地區，則您必須重新調整客戶與銷售地區之間的關係。 

重新調整客戶與銷售地區之間的關係 

 更新客戶記錄，如下所示： 

 將新銷售地區工作簿新增至客戶。 

 從使用者記錄移除舊的銷售地區工作簿。 

您可以直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更新客戶記錄，或者可以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如需關於指派記錄至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如需關於匯入客戶工作簿記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客戶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27)。 

 

設定工作簿的程序 
若要設定公司的工作簿，請執行下列任務： 

1 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並要求為貴公司開啟工作簿功能。 

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為貴公司開啟工作簿功能時，您就可以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數個控制項。如需有關驗證是否可使用這些控制項，以及管理員已設定為使用工作簿的資訊，請參閱驗證管理員角

色的工作簿設定 (頁數 307)。 

2 設計工作簿結構。 

如需有關設計工作簿結構的準則，請參閱關於設計工作簿結構 (頁數 291)。 

3 (選擇性) 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4 (選擇性) 設定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與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311)。 

5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頁數 312)。 

6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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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頁數 317)。 

8 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工作簿和工作簿結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關於工作簿的 Web 服務支援 (請參閱 "關於工作簿 Web 服務支援" 頁數 294) 

 關於匯入工作簿與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1)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領域的案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案例" 頁數 305) 

 使用工作簿來管理銷售領域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工作簿管理銷售地區的範例" 頁數 305) 

 將工作簿新增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配置 (請參閱 "新增工作簿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320)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工作簿階層頁面 (頁數 323) 

 工作簿欄位 (頁數 324) 
 

驗證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客戶關懷中心」會進行下列作業，為您的公司啟用工作簿功能： 

 授予管理員角色「管理工作簿」權限和工作簿存取權  

 設定管理員的存取權資料檔以賦予工作簿存取權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確認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確認管理員角色的工作簿設定 

1 以「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身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2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3 在「管理首頁」的「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連結。  

4 在「角色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角色管理」連結。 

5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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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管理員」角色的「編輯」連結。 

7 移至「角色管理精靈」的「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權」，確認依照下表設定工作簿記錄存取權。 

下表顯示「管理員」角色所需的工作簿記錄存取權。 

記錄類型 是否具存取權？ 是否可以建立？ 是否可讀取所有記錄？ 

工作簿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8 移至「步驟 4：權限」，確認已經選取「管理工作簿」權限。 

下表說明「管理工作簿」權限。 

分類 權限 描述 

管理：使用者和存取權控

制 
管理工作簿 管理「工作簿」存取權、將大量資料指派至工作簿，以及定

義工作簿的相關工作流程 

備註：使用者的角色若具有「管理工作簿」權限以及「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即可將「管理工作簿」權限授予其他

使用者角色。如同大部分的管理工作，建議僅將管理工作簿的權限授予公司管理員。 

9 瀏覽至先前的「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頁面。 

10 在「存取權資料檔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存取權資料檔」連結。 

11 從「翻譯語言」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12 執行下列步驟，確認存取權資料檔已設定正確： 

a 按一下「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編輯」連結，確認各項設定與下表所示一致。 

b 按一下「管理員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編輯」連結，確認各項設定與下表所示一致。 

下表顯示為了讓具有「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能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管理工作簿所必需進行的設定。 

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 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管理員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客戶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鑑定*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活動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分配*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應用程式*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工作簿 不適用 讀取/編輯/刪除 讀取/編輯/刪除 

工作簿 子工作簿 檢視 檢視 

工作簿 使用者 完整 完整 

業務計畫*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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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 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管理員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宣傳活動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認證*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聯絡人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課程*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自訂物件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交易註冊*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經銷商*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事件*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測驗*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金融帳戶*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財務計畫*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資金*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家庭*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存貨稽核報表*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存貨期間*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潛在客戶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MDF 要求*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訊息傳送計畫*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目標*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機會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合作夥伴*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保單*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投資組合*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方案*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樣品批號*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樣品交易*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服務要求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智慧型電訪範本*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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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 管理員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管理員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解決方案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車輛* 工作簿 完整 完整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標準版中無法使用標有星號 (*) 
的記錄類型。只有當有此記錄類型時，其存取設定才有意義。 

下表說明由「管理工作簿」權限所啟用的控制項。您可藉由存取每個元件，確認是否已可使用所有您需要的控制項。 

元件 由「管理工作簿」權限所啟用的控制項 

管理首頁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工作簿管理」連結為已啟用。您可以透過這
個連結存取「工作簿階層」頁面，以建立、更新與管理工作簿。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會啟用「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連結。透過此連結將可
存取「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頁面，以便顯示批次預約指派的有效要求和已完成要求
的詳細資料。 

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會啟用「工作簿」連結。透過此連結將可存取工作簿的
「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以便設定工作簿欄位和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包括「工作簿類
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欄位的選擇清單值。 

角色管理精靈  在「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權」中，會出現單一行的「工作簿」選項。 

 在「步驟 4：權限」中，會出現「管理工作簿」權限這個選項。 

存取權資料檔精靈  在「步驟 1：存取權資料檔名稱」中，會出現「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核取方塊。 

 在「步驟 2：指定存取層級」中： 

 「工作簿」選項會顯示成最上層物件。 

 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其「相關資訊」連結下方，會出現單一行的「工作簿」相

關資訊區段項目。 

公司資料檔頁面  在此頁面的「公司資料可見度設定」區段中，會出現「啟用工作簿」核取方塊。 

頁面版面配置精靈 

(版面配置管理) 

 在「步驟 
4：相關資訊」中，所有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其「可用」頁面區段內，會出現「工

作簿」相關資訊區段。 

重新命名記錄類型頁面  「工作簿」選項會顯示成此頁面上的其中一個項目。 

工作流程  「指派工作簿」動作會顯示成可用選項 (如果您的角色已啟用「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清單頁面上的功能表  「批次指派工作簿」選項會出現在受支援記錄類型的功能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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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為了便於組織工作簿結構，您可以建立工作簿類型，然後為您建立的每一個工作簿指派類型。例如，當您打算為銷售地區規劃工

作簿階層，這時您可以建立稱為「銷售地區」的工作簿類型。「工作簿類型」欄位是可編輯的選擇清單欄位，可讓您依據公司的

需要進行自訂。 

您也可以建立工作簿使用者角色，以便在將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關聯時指派給使用者。工作簿使用者角色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角色不同。例如，您可以建立「銷售地區使用者」和「銷售地區經理」這類工作簿使用者角色，以指派給使用銷售地區工

作簿階層的使用者。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工作簿」。 

4 在「工作簿應用程式自訂」頁面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建立工作簿類型，請按一下「工作簿欄位設定」。 

 若要建立工作簿使用者角色，請按一下「工作簿使用者欄位設定」。 

5 按一下欄位的「編輯選擇清單」連結。 

6 輸入選擇清單的值，然後儲存變更。 

如需關於編輯選擇清單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以讓您設定下列模式的記錄所有權，以支援您的業務需求： 

 使用者模式 

 工作簿模式 

 混合模式 

如需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 

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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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要設定之記錄類型的連結。 

4 在「欄位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記錄類型欄位設定，其中記錄類型是您要設定之記錄類型的名稱。 

5 根據您要設定的記錄所有權模式來編輯欄位，如下所示： 

 若要在使用者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請設定「負責人」欄位，使其成為必要欄位，然後設定「工作簿」欄位，使其成為

非必要欄位。 

 若要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請設定「工作簿」欄位，使其成為必要欄位，然後設定「負責人」欄位，使其成為

非必要欄位。 

 若要在混合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請同時設定「負責人」與「工作簿」欄位，使其成為非必要欄位。 

6 儲存變更。 

如需關於編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及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附註：設定記錄所有權模式之後，您必須確定對於記錄所有權模式已正確設定記錄類型的頁面配置。如需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其

頁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的欄位設定與頁面配置 (頁數 94)。 
 

建立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 
您要從「管理首頁」的「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建立工作簿。 

備註：您也可以匯入工作簿記錄來建立工作簿。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50)。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工作簿」權限。 

 開始建立您的工作簿和工作簿階層之前，請先閱讀關於設計工作簿結構 (頁數 291)主題。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產生工作簿所有變更的稽核記錄。若您的使用者角色包含「存取主要稽核軌跡」與「管理組態稽核權限」，則您可以檢視工作簿
的變更稽核軌跡。如需有關檢視稽核軌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管理組態變更的稽核軌跡 (頁數 67)。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工作簿。 

建立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管理首頁」的「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工作簿管理」連結。  

3 在「工作簿階層」頁面上，按一下「新建」。  

4 在「工作簿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的資訊，然後儲存記錄。 

下表說明工作簿必須輸入的各項資訊。 

欄位 描述 

工作簿名稱 工作簿名稱的建議長度上限為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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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個字元，以便能夠完整顯示在「工作簿」選取器中。 

工作簿類型 (選擇性) 從選擇清單中選取工作簿類型。 

上層工作簿  如果這是最上層的工作簿，請將此欄位保留空白。  

 如果這是子工作簿，請按一下「上層工作簿」欄位旁的「查閱」圖示，然後選取

上層工作簿。 

可以包含資料 僅適用於目前的工作簿，而不適用於任何子工作簿。如果記錄將與這個工作簿產生關
聯，請選取此核取方塊。基於效能考量，應僅對包含資料的工作簿套用此功能。 

備註：在出現於整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工作簿」選取器中，包含資料的自訂工作簿是以藍色文件圖示識別。並以黃色的

資料夾圖示識別不可包含資料的自訂工作簿。 

建立子工作簿 
若要為現有的上層工作簿建立子工作簿，您可以使用前述程序的方法建立子工作簿，也可以依照下列程序介紹的方法建立子工作

簿。 

為現有的工作簿建立子工作簿 

1 在「工作簿階層」頁面上，按一下上層工作簿的連結。 

2 在「工作簿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子工作簿」標題列中的「新建」。 

3 在「工作簿編輯」頁面上，輸入工作簿的資訊並儲存變更。 

將工作簿移至新的上層工作簿 
您可以讓工作簿變成另一個工作簿的子工作簿，或將上層工作簿的子工作簿移至其他工作簿。當工作簿的上層改變時，工作簿階

層會發生下列變化： 

 新的上層工作簿將套用至目前工作簿，以及屬於目前工作簿之下層的任何子工作簿。 

 任何指派給舊上層工作簿的使用者都將喪失對目前工作簿及其子工作簿的存取權。  

 任何指派給新上層工作簿的使用者都將取得對目前工作簿及其子工作簿的存取權。  

 任何直接指派給目前工作簿的使用者都不會受到上層工作簿變更的影響。 

備註：刪除上層工作簿之前，必須先移除其所有子工作簿、使用者和資料。您刪除工作簿後，工作簿會在「刪除的項目」區域中

儲存 30 天。在那段時間內，您可還原工作簿。但過了 30 
天後，工作簿就會永遠清除，無法取回。如需有關刪除與還原記錄的資訊，請參閱刪除與還原記錄。 

提示：若要得知特定工作簿所包含的記錄數，請針對每種記錄類型各建立一份歷程記錄報表。如需建立報表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分析首頁。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將工作簿移至新的上層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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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工作簿移至新的上層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管理首頁」的「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工作簿管理」連結。  

3 在「工作簿階層」頁面上，按一下您想要變更的工作簿的「編輯」連結。 

4 按一下「上層工作簿」欄位旁的「查閱」圖示，然後選取新的上層工作簿。 

5 儲存變更。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您可以定義哪些使用者可以存取工作簿，以及每一位使用者對工作簿中記錄擁有的存取等級。在您建立使用者與工作簿的關聯時

，須指定使用者在工作簿中工作時的存取權資料檔。以下是可用的標準選項： 

 編輯：允許使用者讀取及更新工作簿中的記錄。 

 全部：允許使用者讀取、編輯及刪除工作簿中的記錄。 

 唯讀：允許使用者檢視工作簿中的記錄。 

您也可以為工作簿建立自訂的存取權資料檔。「工作簿使用者編輯」頁面上的「存取權資料檔」選擇清單包括所有已選取「可授

予工作簿使用者」選項的存取權資料檔。如需如何為工作簿建立自訂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

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使用者對工作簿的存取等級會影響使用者對記錄的整體存取權。下列範例將說明決定使用者存取權的方式。 

範例 1 
銷售代表 Ryan Taylor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設定如下： 

 能夠透過銷售代表角色存取客戶記錄。 

 其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上，對於客戶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設為「唯讀」 

 其預設存取權資料檔上，對於客戶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設為「唯讀」 

 不是「ABC 小組件」客戶之客戶團隊的成員 

 與「小組件製造商」工作簿相關聯，其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設為「全部」 

如果「ABC 小組件」客戶位於「小組件製造商」工作簿中，則 Ryan 對「ABC 
小組件」記錄的存取權就可讓他讀取、編輯和刪除記錄。他擁有這些存取權的原因，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存取控制系統會從所有相關的存取權資料檔計算最大限度的存取權，並且予以套用。在此範例中，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設

為「全部」，因此會取代客戶記錄的存取權資料檔。 

範例 2 
銷售代表 Tanya Lee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設定如下： 

 能夠透過銷售代表角色存取機會記錄  

 其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上針對機會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設為「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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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預設存取權資料檔上針對機會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設為「唯讀」 

 是機會團隊的成員，且「機會存取」欄位設為「編輯」 

 與「小組件製造商」工作簿相關聯，其工作簿的存取權資料檔設為「全部」 

如果機會是在「小組件製造商」工作簿中，Tanya 的存取權會允許她讀取、編輯和刪除記錄。不過，Tanya 的存取權 
(來自她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和她的機會團隊成員資格) 
允許她讀取和編輯機會，但不可以刪除機會。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的方法 
您可以使用三種方式讓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聯結： 

 從工作簿記錄建立，可以讓多位使用者與該工作簿產生關聯。 

 從使用者記錄建立，則可以讓多個工作簿與該使用者產生關聯。 

 您可以匯入工作簿使用者記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49)。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透過工作簿記錄將多位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將多位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工作簿管理」連結。 

3 在「工作簿階層」頁面上，按一下要將使用者與其建立關聯之工作簿的名稱連結。 

4 在「工作簿詳細資訊」頁面上，於「工作簿使用者」區段的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增使用者」。 

5 在「工作簿使用者編輯」頁面中，挑選要與工作簿建立關聯的使用者。 

下表說明您必須為每一位與工作簿產生關聯的使用者指定的資訊。 

欄位 描述 

使用者 按一下「使用者」欄位旁邊的「查閱」圖示，然後選取使用者。 

附註：使用者的委派者不會自動取得使用者工作簿的存取權。您也必須將每位委派者

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選擇性) 從選擇清單選取角色。 

附註：工作簿使用者角色不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角色。如需有關建立工作簿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

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存取權資料檔 從為工作簿啟用的資料檔清單選取存取權資料檔，決定使用者對目前工作簿以及任何

子工作簿的存取權。標準選項包括： 

 編輯：允許使用者讀取及更新工作簿中的記錄。 

 全部：允許使用者讀取、編輯及刪除工作簿中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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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唯讀：允許使用者檢視工作簿中的記錄。 

附註：如需建立自訂的工作簿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

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透過使用者記錄將多個工作簿與使用者建立關聯。 

將多個工作簿與使用者建立關聯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與群組管理」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連結。 

4 在「使用者清單」中，按一下要與工作簿建立關聯的使用者姓氏。 

5 在「使用者詳細資訊」頁面上，於「指派的工作簿」區段的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增工作簿」。 

附註：如果「使用者詳細資料」頁面上未提供「指派的工作簿」區段，請按一下「編輯配置」連結，然後將該區段新增

至頁面配置。 

6 在「指派的工作簿編輯」區段上，挑選要與使用者建立關聯的工作簿，然後指定每一個工作簿的使用者資訊。 

下表說明您必須為每一個與使用者產生關聯的工作簿指定的資訊。 

欄位 描述 

工作簿名稱 按一下「工作簿名稱」欄位右側的圖示，接著在「工作簿」選取器中挑選工作簿，然

後按一下「確定」。 

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選擇性) 從選擇清單選取角色。 

附註：工作簿使用者角色不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角色。如需有關建立工作簿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

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存取權資料檔 從針對工作簿啟用的資料檔清單選取存取權資料檔，決定使用者對目前工作簿以及任
何子工作簿的存取權。標準選項包括： 

 編輯：允許使用者讀取及更新工作簿中的記錄。 

 全部：允許使用者讀取、編輯及刪除工作簿中的記錄。 

 唯讀：允許使用者檢視工作簿中的記錄。 

附註：如需建立自訂的工作簿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的存取權

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附註：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並無法讓該使用者存取工作簿。若要讓使用者能夠存取工作簿，您必須為每一位使用者以及每
一個希望存取工作簿的使用者角色啟用工作簿，如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頁數 318)中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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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當您將使用者與工作簿產生關聯時，您會選取存取資料檔，決定使用者對工作簿或任何子工作簿中記錄的存取權。工作簿的存取

資料檔會隨使用者的所有其他存取資料檔一併評估，而且使用者會獲得存取資料檔允許的最大限度記錄存取權。如需存取資料檔

如何互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時，可供選取的標準存取資料檔如下： 

 編輯：允許使用者讀取及更新工作簿中的記錄。 

 全部：允許使用者讀取、編輯及刪除工作簿中的記錄。 

 唯讀：允許使用者檢視工作簿中的記錄。 

您也可以為工作簿建立自訂的存取資料檔。出現在「工作簿使用者編輯」頁面和「指派的工作簿編輯」頁面上的「存取資料檔」

選擇清單，包括了所有已選取「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選項的存取資料檔。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連結。 

3 在「存取權資料檔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存取資料檔」連結。 

4 建立新的存取資料檔，或編輯現有存取資料檔。 

5 在「存取資料檔」精靈的步驟 1 中，選取「可授予工作簿使用者」核取方塊。 

6 在步驟 2：「指定存取等級」中，指定每一個記錄類型和相關資訊類型的存取等級。 

7 完成建立或編輯「存取資料檔」之後，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設定工作簿結構之後，就可以啟用您公司的工作簿。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啟用您公司的工作簿。 

啟用公司的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公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在「公司資料檔」區段中，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4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設定下列選項。如需有關這些選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通用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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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公司設定」區段中，確認「通用搜尋方法」設為「目標式搜尋」。選取「目標搜尋」時，「工作簿」選取器會出現

在「動作列」的搜尋區段中。 

b 在「分析可見度設定」區段中，將「歷史主題範圍」選項設為「全部皆可閱覽」。(這個設定可確保工作簿中的資料和

支援報表和儀表板的資料庫中的資料同步。) 

c 在「公司資料可見度設定」區段中，確定已選取下列核取方塊： 

設定 目的 

啟用工作簿 使用這個欄位控制「工作簿」選取器是否顯示自訂工作簿和使用者工作簿

。如果取消選取「啟用工作簿」核取方塊，「工作簿」選取器僅顯示使用
者工作簿和委派者的工作簿 (如果委派者存在的話)。 

附註：若要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中提供「啟用工作簿」選項，您的使用
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工作簿」權限。 

注意：這個核取方塊在選取後即不可以取消選取。不過，選取這個選項之

後，您可以對工作簿階層進行變更。 

顯示工作簿選取器 啟用「工作簿」選取器，讓使用者能夠依使用者、委派或自訂工作簿篩選
記錄。 

 
 

啟用使用者和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若要讓使用者使用工作簿，您可以設定使用者的角色及其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您還可以設定每一位使用者的使用者記錄。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啟用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您必須針對使用工作簿的每一個使用者角色執行這些步驟。 

啟用使用者角色的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角色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角色管理」連結。 

4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5 按一下您要修改之角色的連結。 

6 在「角色管理精靈」中，移至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權」，並設定「工作簿」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下表顯示您必須設定才能讓使用者 (不是管理員) 存取工作簿的組態。 

記錄類型 是否有存取權？ 是否可以建立？ 是否可讀取所有記錄？ 

工作簿 已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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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您必須確定已取消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否則使用者就可以存取「工作簿階層」清單頁面中

的所有工作簿。 

7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8 導覽至「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頁面。 

9 在「存取權資料檔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存取權資料檔」。 

10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11 在您要為工作簿啟用之使用者角色所使用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按一下「編輯」連結，並設定組態，以便為工作簿和相
關記錄類型提供存取權。 

下表說明使用者角色「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必要設定值，這些設定值會啟用角色的工作簿存取權。設定預設存取權資

料檔可給予使用者角色必要的工作簿存取權。因此，您不需要設定角色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記錄類型 相關記錄 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工作簿 不適用 唯讀。 

工作簿 子工作簿 檢視 

這個資料檔可讓使用者查看
「工作簿詳細資料」頁面中
的所有子工作簿。預設值為
「無法存取」。 

工作簿 使用者 唯讀。 

這個資料檔可讓使用者看見

與「工作簿詳細資料」頁面

中工作簿相關聯的所有其他

使用者。預設值為「無法存
取」。 

12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啟用使用者的工作簿。您必須針對使用工作簿的每一位使用者執行這些步驟。 

啟用使用者的工作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連結。 

4 按一下要修改其資料檔之使用者的「編輯」連結。  

5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的「主要使用者資訊」區段中，設定下列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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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設分析工作簿：此設定會決定在「分析」頁面的「工作簿」選取器中，針對使用者預設顯示的使用者工作簿或自訂工

作簿。此設定會顯示您正在編輯其記錄之使用者的使用者名稱和登入 ID 
(根據預設)。將記錄的設定變更為使用者最常用於報表和儀表板的自訂工作簿或使用者工作簿。使用者記錄上的這項設

定不會限制使用者對資料的存取權；使用者可以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不同的工作簿或使用者。 

 預設工作簿。此設定會決定在「分析」頁面以外的任何區域工作時，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針對使用者預設顯示的使用

者工作簿或自訂工作簿。此設定預設為「全部」顯示。將此設定變更為使用者最常使用的自訂工作簿或使用者工作簿，

如此使用者就不需要在每次使用工作簿中的資料時選取工作簿。使用者記錄上的這項設定不會限制使用者對記錄的存取

權；使用者可以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取不同的工作簿或使用者。 

6 在「使用者編輯」頁面的「使用者安全性資訊」區段中： 

a 將「呈報主題區域」的值設為「供管理者閱覽」或「供團隊閱覽」。 

備註：您必須選取其中一個值。否則報表將不會包含任何資料。無論您是選取「供管理者閱覽」或「供團隊閱
覽」，都不會影響報表中的資料。 

b 將「歷史主題區域」的值設為「全部皆可閱覽」。 

7 按一下「儲存」。 

備註：若要存取工作簿，使用者必須與工作簿產生關聯。此外，使用者的委派者不會自動擁有使用者工作簿的存取權，所以委派

者也必須與工作簿產生關聯。 
 

新增工作簿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 
若要讓使用者可在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上使用「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您必須設定下列各項： 

 在使用者角色的記錄類型頁面配置中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 

備註：對於支援工作簿的每種記錄類型，您可以選擇建立「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的自訂版面配置。例如，您可以透過

「客戶」記錄類型的「應用程式自訂」頁面，為「客戶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建立自訂版面配置。

如需有關建立相關資訊區段之自訂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自訂相關項目版面配置 (頁數 136)。 

 在使用者角色的存取資料檔上，為「工作簿」指派如同記錄類型上相關資訊區段的使用者角色存取權。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在記錄類型頁面配置中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 

在記錄類型頁面配置中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所需記錄類型的連結。 

例如，如果您要在「商機詳細資料」頁面上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請按一下「商機」連結。 

4 在「頁面配置」區段中，按一下需要的「頁面配置」連結 (例如，「商機頁面配置」)。 

5 在記錄類型「頁面配置」頁面中，按一下要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之頁面配置的「編輯」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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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頁面配置」精靈中，移至步驟 4：「相關資訊」，然後按一下箭頭將「工作簿」項目移至「已顯示」區段。 

7 (選擇性) 在「頁面版面配置」精靈中，前往步驟 
5「相關資訊版面配置」，並選取您想要用於「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的版面配置。 

8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9 登出 Oracle CRM On Demand，然後再次登入。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為「工作簿」指定如同記錄類型上相關資訊區段的使用者角色存取權。 

若要為「工作簿」指定如同記錄類型上相關資訊區段的使用者角色存取權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存取權資料檔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存取權資料檔」。 

4 對您要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之使用者角色所使用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按一下「編輯」連結。 

5 在「存取資料檔」精靈中，移至步驟 
2：「指定存取等級」，然後按一下要在其中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區段之記錄類型的「相關資訊」連結。 

例如，如果您要在「商機詳細資料」頁面上提供「工作簿」相關資訊，請按一下「商機」記錄旁邊的「相關資訊」連結

。 

6 根據使用者角色的需求選取「工作簿」的存取等級。 

7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8 針對您要為工作簿啟用之使用者角色所使用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重複步驟 4 到 7。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您可以使用下列方式來指派記錄至自訂工作簿： 

 一個時間一個記錄 (手動)。您可以選取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工作簿值。 

 大量進行。您可以批次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透過匯入工作簿指派。您只能匯入客戶與聯絡人的工作簿指派。如需有關匯入工作簿指派的資訊，請參閱關於匯入工作簿與

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1)。 

記錄也可以使用作用中工作流程規則及條件指派至工作簿。如需使用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客戶與聯絡人工作簿指派的開始與結束日期 
客戶與聯絡人記錄的工作簿指派可以有開始與結束日期。您只能透過使用匯入助理或 Web 
服務來更新這些欄位。對於所有這類的 Web 服務要求，您必須使用「Web 服務 v1.0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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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簿指派到結束日期之前，或到工作簿指派從記錄中移除之前維持有效，以先發生者為準。到了結束日期，工作簿與記錄的關

係便終止，且使用者無法再透過工作簿的成員資格來存取記錄。不過，透過其他存取權控制元件 
(例如：記錄所有權或團隊成員資格) 來存取記錄的使用者，仍可存取記錄。 

如需有關管理以時間為基準之工作簿指派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在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上指派記錄至工作簿，記錄類型的「詳細資料」頁面配置必須包含「工作簿」區段。 

 若要批次指派記錄至工作簿，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工作簿」權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指派單一記錄至工作簿。 

指派單一記錄至工作簿 

1 瀏覽至記錄的「詳細資料」頁面。 

2 在「詳細資料」頁面「工作簿」區段的標題列上，按一下「新增」。 

3 在工作簿選取器中，選擇您要指派該記錄的工作簿，然後按一下「確定」。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批次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批次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1 在清單視窗中，按一下標題列上的「功能表」按鈕，然後按一下「批次指派工作簿」。 

2 在「批次指派工作簿」視窗中，按一下「目標工作簿」方塊旁的選取器按鈕，然後在「工作簿查閱」中，選擇您要指派記錄
的目標工作簿。 

3 為清單中的記錄選擇「指派選項」。 

下表說明您可以選取的「指派選項」。 

選項 說明 

新增 新增「目標工作簿」至所有記錄。此指派不會影響記錄的任何先

前工作簿指派。 

取代類型 新增「目標工作簿」至所有記錄，並移除先前指派而與「目標工

作簿」具有相同類型的工作簿。 

附註：「工作簿類型」是由公司管理員定義。 

全部取代 新增「目標工作簿」至所有記錄，並移除先前指派的所有「目標

工作簿」，不管什麼類型都移除。 

取代工作簿 指定您要取代的工作簿。  

從您在此處指定的工作簿重新指派記錄至「目標工作簿」。其他

記錄不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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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說明 

移除 移除所有記錄的「目標工作簿」現有指派。 

全部移除 從記錄移除所有已指派工作簿。 

4 如果在步驟 3 中選擇「新增」以外的任何選項，現在您必須選擇「套用至」選項。 

下表說明您可以選取的「套用至」選項。 

選項 說明 

手動關聯 將「指派選項」套用至所有已選取的記錄，這些記錄的現有工作

簿指派都是以手動方式進行指派 

自動關聯 將「指派選項」套用至所有已選取的記錄，這些記錄的現有工作

簿指派都是由工作流程或批次進行指派 

兩者 將「指派選項」套用至所有已選取的記錄 

5 若要套用您所選擇的指派標準，請按一下「指派」。  

「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視窗隨即開啟，在「有效的要求」區段中顯示您的指派要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批次指派

工作簿佇列頁面 (頁數 690)。 

當您的要求已經處理過後，就會接到電子郵件通知。 
 

工作簿階層頁面 
「工作簿階層」頁面會顯示有關自訂工作簿的資訊。您可以檢視工作簿的子集，或是檢視所有工作簿。 

下表說明可以從「工作簿階層」頁面執行的任務。 

若要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這些步驟 

檢視不同的工作簿子集 在「工作簿階層」標題列上，按一下清單並且將選項變更為不同

工作簿的子工作簿，或是選取「所有工作簿」以檢視所有工作簿

。 

建立工作簿 在「工作簿階層」標題列上按一下「新建」。在「工作簿編輯」

頁面中，輸入必要的資訊並儲存記錄。 

建立現有工作簿的子工作簿 按一下上層工作簿的名稱連結。在「工作簿詳細資料」頁面上，

按一下「子工作簿」標題列中的「新建」。在「工作簿編輯」頁

面上，輸入工作簿的資訊並儲存變更。 

將工作簿移至新的上層工作簿 按一下要變更之工作簿的「編輯」連結。在「工作簿編輯」頁面

中，按一下「上層工作簿」欄位旁邊的「查閱」圖示，選取新的
上層工作簿，然後儲存變更。 

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按一下工作簿的名稱連結。在「工作簿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

下「工作簿使用者」標題列中的「新增使用者」。在「工作簿編

輯」頁面上，挑選要與工作簿產生關聯的使用者，並指定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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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這些步驟 

資訊。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將使用者與工作簿建立關聯 (頁數 
314)。 

 
 

工作簿欄位 
「工作簿編輯」頁面和「工作簿詳細資訊」頁面會顯示自訂工作簿的詳細資料。您可以更改工作簿的詳細資料、為工作簿新增子

工作簿，以及新增使用者至工作簿。 

下表提供有關一些欄位的詳細資訊。 

欄位 描述 

主要工作簿資訊 

工作簿名稱 工作簿被賦予的名稱。 

上層工作簿 顯示工作簿 (任何子工作簿) 
其上層工作簿的名稱。如果工作簿是最上層工作簿，則此欄位為空白。 

工作簿類型 將工作簿指派至工作簿類型有助於組織工作簿結構。如需有關建立工作簿

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可以包含資料 指出記錄是否可與本工作簿相關聯。基於效能考量，未包含資料的工作簿

切勿選取此核取方塊。 

合作夥伴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特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Guide 上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庫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
d-096050.html)中的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合作夥伴位置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特有。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Guide 上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庫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
d-096050.html)中的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子工作簿區段 

工作簿名稱 目前工作簿的子工作簿名稱。 

工作簿類型 子工作簿的工作簿類型。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325 

 

欄位 描述 

可以包含資料 指出記錄是否可與子工作簿相關聯。 

工作簿使用者區段 

姓氏 與本工作簿相關聯的使用者姓氏。 

名字 與本工作簿相關聯的使用者名字。 

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目前工作簿使用者的工作簿角色。工作簿使用者角色可以指派給任何與工

作簿相關聯的使用者。工作簿使用者角色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使用者角色不同。如需有關建立工作簿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

閱建立工作簿類型和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頁數 311)。 

存取權資料檔 使用者對目前工作簿和任何子工作簿的存取權限。您可以從針對工作簿啟
用的資料檔清單中選取。如需有關建立工作簿專用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為工作簿建立存取權資料檔 (請參閱 
"建立工作簿的存取資料檔" 頁數 317)。 

 
 

有關工作簿疑難排解的資訊 
如需有關疑難排解工作簿功能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1800338.1 (文章 ID)。 
 

群組管理 
「群組管理」是一項選擇性功能，讓公司能夠設定一起工作的團隊，並且讓團隊成員共用同一組資訊。 

在公司內設定群組可讓使用者進行下列作業： 

 群組成員可以存取群組行事曆與任務清單，如下所述： 

 除非將約會標示為私人，否則群組成員所擁有的或對活動團隊具有群組成員的任何約會，均會在每日、每週及每月行事

曆檢視之「群組」頁標的合併行事曆中對所有成員顯示。合併行事曆會顯示群組中所有成員的可用性，並供員工判斷排

程約會以及向員工 (和聯絡人) 
通知約會的最佳時間。群組成員還可在「行事曆」頁面的「使用者」頁標中，檢視其他群組成員的個別行事曆。 

備註：使用者的角色必須被指派「共用行事曆」權限，才能夠存取合併的群組行事曆。擁有「共用行事曆」權
限的使用者也可以設定自訂行事曆檢視。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其他使用者的行事曆與新增自訂行事曆檢

視。 

 除非將任務標示為私人，否則群組成員所擁有的或對活動團隊具有群組成員的任何任務，均會在「行事曆」頁面「群組

任務」頁標的任務清單中對所有群組成員顯示。 

 群組成員可能會自動共用下列記錄類型的所有權： 

 客戶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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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 

 機會 

 投資組合 

當指派任何這些記錄類型的記錄給群組成員時，所有群組成員就成為記錄的聯合負責人。 

備註：如將某一聯絡人標示為私人，其他群組成員則無法讀取該聯絡人記錄的詳細資料。 

例如：若使用者屬於 XYZ 群組，則當使用者成為群組成員後，指派給該使用者的任何客戶都包含在所有 XYZ 
群組成員的客戶清單中。在這些記錄中，若此欄位顯示在「詳細資料」頁面版面配置上，群組名稱就會出現在「主要群

組」欄位中。所有群組成員，包含記錄的委任負責人，會出現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團隊」相關資訊區段中。

所有群組成員都能更新記錄。 

根據預設，目前群組的成員對於成員加入群組之後指派給群組成員的群組記錄擁有完整存取權。 

備註： 若要讓這項功能正常運作，您必須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中選取「預設群組指派」選項。您必須在建立群組之

前選取此選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群組 (頁數 328)。 

下列行為會套用至群組： 

 每位使用者只能屬於單一群組。 

當使用者加入至群組之後，在選取群組成員時，其名稱就不再顯示於使用者清單中。 

 如果您在公司內選取群組指派選項： 

 除非您使用屬於群組的新負責人來更新「負責人」欄位，否則系統不會更新定義群組之前存在的記錄。 

 當使用者加入群組時，該使用者就會取得群組記錄的存取權。不過，使用者加入群組之前由新群組成員所負責的記錄不

會自動顯示給現有的群組成員查看。如果某位使用者在加入至群組之後成為記錄的負責人，新的記錄就會顯示給其他群
組成員查看。 

下列範例將說明群組記錄所有權： 

 使用者 1 和使用者 2 屬於群組 1。使用者 3 不屬於群組 1。  

 使用者 3 負責客戶 31。使用者 1 和使用者 2 沒有客戶 31 的存取權。 

 使用者 3 加入至群組 1。使用者 1 和使用者 2 仍然沒有客戶 31 的存取權。 

 使用者 3 成為客戶 32 的負責人。使用者 1 和使用者 2 就會擁有客戶 32 的存取權。 

 如果您從群組中刪除使用者，系統就會一併從該群組所負責的所有共用記錄中移除他們。不過，他們會保留私人記錄的存取

權。 

備註： 
如果從群組中刪除之使用者的名稱，出現在該群組所有之共用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中，則該記錄上「負責人」欄位

中的名稱在先前負責人從群組中刪除後，會變更為該群組的其他成員名稱。對機會記錄或投資組合記錄之所有權做出此

變更時，儲存記錄最近變更之相關資訊的系統欄位即會更新，且該資訊會顯示記錄已由 Oracle Administrator 
使用者更新。不過，就支援群組的其他記錄類型而言，系統欄位不會更新。對於所有支援群組的記錄類型，若欄位是因

使用者從群組中被刪除而遭到變更，則在稽核追蹤中不會追蹤對共用記錄上「負責人」欄位的變更，即使記錄類型的「

負責人」欄位是設定為待稽核。 



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327 

 

關於群組與記錄所有權的模式 
根據您為記錄類型設定的記錄所有權模式，該類型記錄可能沒有負責人。不過，記錄可能有主要自訂工作簿，或沒有負責人與主

要自訂工作簿。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記錄所有權模式僅適用於支援工作簿的記錄類型。 

若您變更記錄類型的記錄所有權模式，則當記錄在所有權模式變更後首次更新後，先前有負責人的記錄其負責人可能從記錄中移

除。在此情況下，若前任負責人是群組成員，則除了記錄的前任負責人之外的所有群組成員，都還是團隊成員。但是，「客戶」

記錄類型是此規則中的例外。若客戶的前任負責人是群組成員，則所有群組成員皆從團隊中移除。 

附註：依此處所示，在標準應用程式中，不會將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保留為團隊成員。然而，您的管理員可設定記錄類型，因此

記錄的前一位負責人便可在記錄上保留為團隊成員。如需有關設定記錄類型，以將前一位負責人保留為團隊成員的資訊，請參閱 
自訂共用記錄的先前所有權 (頁數 221)。 

群組與團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區別群組與團隊： 

 群組是由公司管理員所設定，並且套用至公司內的整組記錄。當公司設定成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群組」功能必須由客戶關懷中心或公司管理員啟用。 

 記錄負責人或公司管理員會設定團隊。團隊僅適用於允許團隊的記錄類型，包括如下： 

 客戶 

 鑑定 

 活動 

 申請 

 業務計畫 

 認證 

 聯絡人 

 課程 

 自訂物件 

 交易註冊 

 事件 

 測驗 

 家庭 

 潛在客戶 

 MDF 要求 

 目標 

 機會 

 訂單 

 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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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組合 

 樣品要求 

 服務要求 

 特殊定價申請 

若要設定團隊以存取記錄，負責人必須從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使用「團隊」區段，明確地共用該記錄。對於活動記

錄，記錄負責人會將使用者新增至活動「詳細資料」頁面之「使用者」相關資訊區段中的活動團隊。 

如需設定群組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群組」 (請參閱 "設定群組" 頁數 328)。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群組和共用行事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視其他使用者的行事曆 

 新增自訂行事曆檢視 
 

設定群組 
在您開始之前。請執行下列作業： 

 確定您的角色具備適當的權限，如下所示： 

 若要建立、編輯或刪除群組，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若要將使用者加入至群組或從群組中移除使用者，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與「管理使用者」這

兩種權限。 

 若要開啟或關閉「預設群組指派」功能，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公司」權限。 

 若要了解群組的運作方式，請參閱「群組管理」 (請參閱 "群組管理" 頁數 325)。 

設定群組和匯入使用者的順序 
設定群組時，請依照下列順序： 

1 開啟「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注意：在您設定或變更群組之前，必須先開啟「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也就是必須選取「公司資料檔」頁面上的「群組指派」選項)，即使您並不打算使用預設群組指派功能。如果您未在設定或

變更群組之前開啟這項功能，群組便無法正常執行。當這種情況發生時，您就必須刪除該群組，開啟「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接著再一次建立該群組。 

2 建立群組並將使用者指派給群組。 

3 如果您並不打算使用預設群組指派功能，但是您要使用群組來讓使用者能查看合併的群組行事曆，則請在建立群組且新增成
員到該群組織後關閉「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4 使用預設的「負責人」(使用者) 來匯入記錄，這樣就會將群組傳播至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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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3 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4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5 在「公司資料可視性」區段中，選取「預設群組指派」核取方塊。 

6 儲存設定。 

設定群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連結。 

3 在「使用者管理與存取控制」頁面的「使用者與群組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公開共用群組」連結。 

4 在「群組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建群組」。 

5 在「群組編輯」頁面上，完成必要欄位。 

欄位 描述 

名稱 限制為 50 個字元。預設為必要欄位。 

描述 限制為 255 個字元。 

附註： 您可以重新命名群組而不影響現有記錄，因為應用程式會使用基礎群組 ID (而非群組名稱) 
來追蹤群組記錄。不過，您的群組名稱在公司內部必須是唯一的。 

6 按一下「儲存」。 

7 在「群組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新增成員」。 

8 在「群組成員」頁面上，按一下「查尋」圖示並加入使用者。 

只有尚未指派給群組的使用者才會顯示在清單上。若要判斷使用者所屬的群組，您必須移至該使用者的「詳細資料」頁

面。 

9 儲存記錄。 

10 如果您並不打算使用預設群組指派功能，但是您要使用群組來讓使用者能查看合併的群組行事曆，則請在建立群組且新增成
員到該群組織後關閉「預設群組指派」功能。 

若要關閉「預設群組指派」功能，請執行下列作業：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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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一下「公司管理」連結。 

c 按一下「公司資料檔」連結。 

d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e 在「公司資料可視性」區段中，清除「預設群組指派」核取方塊。 

f 儲存設定。 

如果您日後決定對群組或群組成員資格進行變更，則您必須先再次開啟「預設群組指派」功能，才可進行變更。同時，
請在完成變更之後關閉該項功能。 

關於變更預設群組指派設定 
如果您的公司決定不再使用群組，就應該在關閉「預設群組指派」功能之前，遵循下列順序： 

1 刪除所有使用者，但您想要設為群組記錄之「主要負責人」的使用者除外。 

2 刪除群組。 

3 清除公司資料檔上的「預設群組指派」核取方塊。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群組和共用行事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群組管理 (頁數 325) 

 檢視其他使用者的行事曆 

 新增自訂行事曆檢視 
 

銷售地區管理 
您可以設定銷售地區與銷售地區階層。例如，公司可將銷售人力組成群組或銷售地區，銷售地區可以地理位置、產品或產業為基
準。每個銷售群組都負責處理其銷售地區中的客戶和銷售商機。您可以使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的銷售地區，做為指派新客戶和商機記錄的基礎。如需設定銷售地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銷售地區 (頁數 330)。 
 

設定銷售地區 
在您開始之前： 

 如果您的銷售地區尚未在您公司中完成定義，則請先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決定命名慣例和階層，再設定資訊。輸入資訊時，請先從最上層開始，接著再加入子銷售地區。  

 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括「管理銷售地區」權限。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設定銷售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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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銷售地區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銷售地區管理」連結。 

3 在「銷售地區階層」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新增銷售地區，請按一下「新建銷售地區」。 

 若要更新銷售地區資訊，請在「銷售地區名稱」資料欄按一下適當的連結，然後在「銷售地區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

「編輯」。 

4 在「銷售地區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資訊。 

欄位 描述 

銷售地區名稱 限制為 50 個字元。 

上階銷售地區 如果這是最上層銷售地區，請保留為空白。 

目前的配額 您可以輸入已指派至此銷售地區的配額。 

銷售地區幣別 繼承您公司的預設幣別。 

5 儲存記錄。 

6 (選擇性) 在「銷售地區詳細資料」頁面上，在「下階銷售地區」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以新增子銷售地區。 

更新上階銷售地區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使用者管理和存取控制」區段中按一下「銷售地區管理」連結。 

3 在「銷售地區階層」頁面上，選取下階銷售地區。 

4 在「銷售地區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5 在「銷售地區編輯」頁面上，按一下「上階銷售地區」欄位旁邊的「查閱」圖示。 

6 在「查閱」視窗中，選取上階客戶。 

7 儲存記錄。 

更新記錄銷售地區 

您有多種方式可以在記錄上更新銷售地區欄位。一般來說，這是自動化的程序： 

 指派管理程式：您可以使用「指派管理程式」來填入這個欄位和相關負負責人，以及記錄的團隊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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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當您要在多筆記錄上更新銷售地區所有權時，請設定重新指派負責人標記，以便使用「指派管理程式」觸發記錄的指

派。 

 手動：使用者可以將銷售地區指派至記錄。  
 

如何決定存取權 
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決定各類記錄類型所呈現之資料存取權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如何決定用來顯示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頁數 332) 

 如何決定用來使用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頁數 333) 

 如何決定用來顯示相關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請參閱 "如何決定顯示相關記錄類型記錄的存取權" 頁數 334) 

 如何決定用來使用相關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請參閱 "如何決定使用相關記錄類型記錄的存取權" 頁數 336)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頁數 337) 
 

如何決定用來顯示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當使用者按一下頁標、執行搜尋或使用 Web 服務，嘗試檢視主要記錄類型的記錄清單時，Oracle CRM On Demand 
就會使用下列程序來決定使用者對該記錄類型的記錄之存取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使用者角色上的權限，決定提供給使用者的許可權。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依據使用者角色上的記錄類型設定 
(「是否有存取權」、「是否可以建立」及「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決定提供給使用者的許可權。 

若使用者的權限允許使用者使用既定記錄類型的記錄，且已針對使用者角色上的記錄類型選取「可以讀取所有記錄」設定，則使

用者就可以查看記錄類型的所有記錄。 

若使用者的權限允許使用者使用既定記錄類型的記錄，但尚未就使用者角色上的記錄類型取消選取「可以讀取所有記錄」設定，

則使用者可以查看任何使用者所負責之記錄類型的記錄，以及透過下列任何一項存取權控制元件來授權使用者查看該記錄類型的
任何記錄： 

 報告階層 

 自訂工作簿的成員資格 

 使用者委派 

 團隊成員資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頁數 337)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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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決定用來使用主要記錄類型之記錄的存取權 
當使用者嘗試更新、刪除或逐層往下檢視以查看主要記錄上更多的詳細資料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下列程序以決定使用者可在記錄上執行哪些動作。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使用者角色上的存取權資料檔，決定授予的存取權等級。 

 若使用者是記錄的負責人，則會使用該名使用者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若使用者不是記錄的負責人，但已針對使用者角色上的記錄類型選取「可以讀取所有記錄」選項，則會使用該名使用者

預設的存取權資料檔。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下列每一種存取權控制元件，決定授予的存取權等級。 

 報告階層 

 自訂工作簿的成員資格 

 使用者委派 

 團隊成員資格 

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決定報告階層、自訂工作簿的成員資格、使用者委派與團隊成員資格的詳細資訊，均在此主題的其他章節中提供。Oracle 
CRM On Demand 
將一律使用以上每一種存取權控制元件最寬鬆的存取權等級，因此當您建立存取權資料檔並將其指派至使用者、工作簿及團隊時

，請牢記在心。 

記錄的存取許可權之組合決定了使用者可在記錄上執行的動作。如果使用者對記錄至少具有唯讀存取權，畫面上就會顯示記錄詳

細資料。否則，使用者就會看到錯誤訊息。 

來自報告階層的存取權 
若要決定透過使用者在報告階層中的位置所能授予的存取權，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考慮使用者的以下每一種部屬： 

 如果部屬是記錄的負責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目前使用者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如果部屬是記錄上的團隊成員，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指派至做為團隊成員的部屬之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附註：如果部屬既不是記錄負責人，也不是記錄的團隊成員，則該名部屬將不會列入存取權計算。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會考慮部屬列入存取權計算的所有存取權，再計算出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最寬鬆的存取權等級。 

由自訂工作簿的成員資格而來的存取權 
若要決定可透過使用者之自訂工作簿會員資格授予的存取權，Oracle CRM On Demand會考慮下列情況： 

 如果記錄與工作簿產生關聯，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指定給身為工作簿會員之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中，擷取記錄類型的存取層級。 

 如果記錄與含有多個層級 (例如隔層上階、上階及下階) 之工作簿階層中的下階工作簿產生關聯，則存取層級會擷取如下： 

 如果使用者為所有三個工作簿的會員，則存取層級會衍生自每個隔層上階、上階及下階工作簿中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

。 

 如果使用者僅為隔層上階工作簿的會員，則存取層級會衍生自隔層上階工作簿中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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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情況中，若一或多個記錄的存取層級為「繼承主要」，則使用主要記錄類型的繼承存取層級。若有超過一個記錄存取層級

為「繼承主要」，則使用每個存取權資料檔中主要記錄類型的一組繼承存取層級。然後，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考慮工作簿成員資格列入最終存取計算的所有存取層級，及決定能提供給使用者的最寬鬆存取等級。 

來自使用者委派的存取權 
若要決定透過使用者委派所能授予的存取權，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考慮以下每一位委派者 
(亦即，目前使用者是委派的每一位使用者)： 

 如果委派者是記錄的負責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委派者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如果委派者是記錄上的團隊成員，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指派至團隊中的委派者之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如果委派者的部屬是記錄的負責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部屬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如果委派者的部屬是記錄上的團隊成員，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指派至團隊中的部屬之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會考慮使用者委派列入存取權計算的所有存取權等級，再決定可以提供給使用者最寬鬆的存取權等級。 

來自團隊成員資格的存取權 
如果使用者是記錄上的團隊成員 (但不是記錄的負責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使用者團隊成員資格上的存取權資料檔擷取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權等級。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頁數 337)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顯示相關記錄類型記錄的存取權 
當使用者成功檢視記錄的「詳細資訊」頁面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下列程序來判斷使用者可以看到哪些相關記錄：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驗證使用者的角色是否具有足夠權限以檢視記錄類型。如果使用者的角色沒有足夠的權限檢視記錄類型，則不會顯示這種
相關記錄類型的記錄。 

 如果相關記錄類型是以某個主要記錄類型為依據，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驗證該相關記錄類型是否已選取「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若為相關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有存取權」核取方塊，

則不會顯示此相關記錄類型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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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目前使用者，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目前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目前使用者之位於直屬階層中任一層級的下屬，Oracle CRM On Demand 
從目前使用者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使用者：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角色已經對相關記錄類型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選項，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目前使用者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若目前使用者的角色已對相關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能讀取所有記錄」的選項，則不會使用目前使用者的預設存取權

資料檔。 

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使用者可以透過下列一或多種方式取得上層記錄的「詳細資訊」頁面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上層記錄之團隊的成員。 

 目前使用者有直接或間接下屬具有上層記錄的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包含上層記錄之工作簿的成員，或者上層記錄位於目前使用者是其成員之工作簿的子工作簿中。 

 目前使用者已經被具有上層記錄存取權的另一個使用者委派。 

Oracle CRM On Demand 
然後透過每個適用之存取權控制的元件，從上層記錄的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評估所有相關存取等級以判斷存取等級集合中是否存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以及要顯示哪些記錄，如以下所示： 

 如果找不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如果最寬鬆的存取等級為「無法存取」，則不會顯示相關記錄。 

 如果最寬鬆的存取等級是「無法存取」以外的等級，則會顯示所有相關錄，包括目前使用者未被授權查看的記錄在
內。 

 如果找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而且目前使用者的角色中已經對相關記錄類型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

塊，則會顯示所有相關記錄。 

 若找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且目前使用者的角色中已對相關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

，則顯示的相關記錄集合中還會包含下列任一項為真的所有記錄： 

 目前使用者擁有相關記錄。 

 目前使用者是相關記錄之團隊的成員。 

 目前使用者有直接或間接下屬擁有記錄的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包含相關記錄之工作簿的成員，或者該相關記錄位於目前使用者是其成員之工作簿的子工作簿中。 

 目前使用者已經被具有該相關記錄存取權的另一個使用者委派。 

附註：與活動、未結活動及已結活動相關的記錄類型，是上述規則中的例外。若找到活動相關記錄類型的「繼

承主要」存取層級，且目前使用者的角色已對「活動」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能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

則顯示的相關活動集合中只會包含使用者負責的活動、使用者委派給另一個使用者的活動，及包含使用者的群

組所負責的活動。目前使用者只能透過工作簿來存取的活動、目前使用者只因為使用者是另一位使用者的委派

者才能存取的活動，及目前使用者只能透過報告階層來存取的活動，皆不含在相關活動集合中。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336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頁數 337)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如何決定使用相關記錄類型記錄的存取權 
當使用者嘗試以更新、或逐層往下檢視以查看相關記錄更多詳細資訊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下列程序來判斷使用者可以對記錄執行哪些動作。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目前使用者，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目前使用者的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目前使用者之位於直屬階層中任一層級的下屬，Oracle CRM On Demand 
從目前使用者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如果上層記錄擁有者是沒有任何關係的使用者：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角色已經對相關記錄類型選取「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選項，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目前使用者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若目前使用者的角色已對相關記錄類型取消選取「是否能讀取所有記錄」的選項，則不會使用目前使用者的預設存取權

資料檔。 

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使用者可以透過下列一或多種方式取得上層記錄的「詳細資訊」頁面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上層記錄之團隊的成員。 

 目前使用者有直接或間接下屬具有上層記錄的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包含上層記錄之工作簿的成員，或者上層記錄位於目前使用者是其成員之工作簿的子工作簿中。 

 目前使用者已經被具有上層記錄存取權的另一個使用者委派。 

當相關記錄的存取權是透過上層記錄所在內容來授予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針對每個適用之存取權控制的元件，從存取權資料檔擷取相關記錄類型的適當存取等級。 

 針對相關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還會從目前使用者和相關記錄之間下列任一項為真的關係中擷取存取等級： 

 目前使用者是相關記錄之團隊的成員。如果目前使用者是相關記錄的擁有者而且使用者還是團隊成員，則使用負責人存

取權資料檔。 

 目前使用者有直接或間接下屬擁有相關記錄的存取權。 

 目前使用者是包含相關記錄之工作簿的成員，或者該相關記錄位於目前使用者是其成員之工作簿的子工作簿中。 

 目前使用者已經被具有該相關記錄存取權的另一個使用者委派。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評估所有適用的存取等級以判斷存取等級集合中是否存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如果適用的存取等級集合中找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或其任意組合)，相關記錄類型會繼承本身之主要記錄類型的角色設定以及存取設定。「繼承主要」存取等級設定可決

定使用者可以對記錄執行的動作。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找到兩個或更多「繼承主要」存取等級，則判斷結果為存取等級的組合。如需有關「繼承主要」存取等級及其組合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 (頁數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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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適用的存取等級集合中找不到「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或其任意組合)，此時如果相關記錄類型具有對應的主要記錄類型，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判斷結果為主要記錄類型和相關記錄類型之存取等級的交集。 

例如，如果「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為「唯讀」而且其對應的「機會」主要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為「

讀取/編輯」，則兩者的存取等級交集為「唯讀」。 

相關記錄類型所產生的所有存取等級的組合可決定使用者可以對該記錄類型的記錄執行的動作。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頁數 337)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存取等級計算的範例 
按一下以下連結來查看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計算使用者存取權的某些範例： 

 範例 1：使用檢視存取等級 (頁數 337)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請參閱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頁數 342) 

 範例 3：透過工作簿設定資料安全性 (頁數 344) 

範例中的存取權限是根據一些使用者角色、存取權資料檔及其他存取控制元件的設定。每次經驗證的使用者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時，它就會計算其存取權限。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從使用者角色，以及透過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回報階層、自訂工作簿成員資格、使用者委派與團隊成員

資格的所有適用存取權資料檔 (這些也稱為存取控制元件)，來決定存取權限。 

附註：使用者可以是您公司的員工或者是合作夥伴組織的員工。使用者可以也可以是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外部系統。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存取權資料檔管理 (頁數 269) 

 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範例 1：使用檢視存取等級 
本主題提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計算使用者存取權的範例。 

在此範例中，Amanda Jacobsen 具有「銷售業務代表」角色。Amanda 
可以建立新客戶以及查看所有其他客戶記錄。Amanda Jacobsen 
還可以建立機會，但只能查看自己擁有或被授權查看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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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記錄類型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是否有存取權 是否可以建立 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 

客戶 是 是 是 

機會 是 是 否 

「銷售業務代表」角色允許 Amanda 
完全控制自己建立的客戶和機會，對於不是她擁有的記錄則提供有限的權限。「銷售業務代表」角色需要兩個存取權資料檔：負

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和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讀取/編輯/刪除 機會 檢視 

機會 讀取/編輯/刪除 不適用 不適用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唯讀 機會 檢視 

機會 唯讀 不適用 不適用 

在此計算存取權的範例中，「機會」記錄類型假設為未啟用團隊繼承，亦即，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已取消勾選「啟用機會的
上階團隊繼承」核取方塊。如需有關上階團隊繼承功能行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在同一公司中，David Bloom 也具有「銷售業務代表」角色。David 和 Amanda 具有相同的存取權。  

Amanda 是與客戶 1 連結的機會 X 的負責人。David 建立機會 Y，該機會也和客戶 1 連結。Amanda 
不是機會團隊的成員。 

當 Amanda 
檢視公司的客戶清單時，由於她的角色允許查看所有客戶，因此可以看到所有客戶，包括不是她所負責的在內。下表顯示在 
Amanda 按一下客戶 1 的客戶名稱以逐層往下檢視記錄時，可以看到的記錄。在這個範例中，僅顯示相關的欄位和資料欄。 

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客戶詳細資料 

客戶名稱： 客戶 1 

負責人： Jonathan Hope 

機會 

機會名稱 負責人 

機會 X Amanda Jacobsen 

機會 Y David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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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客戶團隊 

姓氏 名字 客戶存取 

Hope Jonathan 負責人 

範例 1 中的相關記錄可見度 
在此範例中，為了判斷 Amanda 可以看到客戶哪些相關機會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檢查 Amanda 
的存取權限，如以下所示： 

1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此上層客戶記錄檢查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所有適用的存取等級，如以下所示： 

附註：如果從各種存取權控制的元件發現多個存取等級，則在計算存取權時全部會列入考量。 

 判斷 Amanda 是否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讀取所有客戶記錄。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Amanda 的角色允許她讀取所有客戶記錄，因此 Amanda 可以查看該客戶。由於 
Amanda 不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因此使用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在 Amanda 
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中，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是「檢視」。 

 判斷上層記錄是否在 Amanda 是其工作簿成員的工作簿中。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為客戶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下屬 (直接或間接) 中是否有客戶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如果這個問題的答案為是 (亦即，Amanda 有一或多個下屬是客戶團隊的成員)，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針對那些每個下屬從適當存取權資料檔擷取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客戶之下屬的團隊成員資格的「

客戶存取」欄位中指派的存取權資料檔將用於那種情況 (不是「機會存取」欄位中指派的存取權資料檔)。 

 判斷 Amanda 是否具有透過委派的客戶記錄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2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執行下列：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擁有機會記錄的基本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因為使用者的角色中已經對「機會」記錄類型選取「是否有存取權」選項。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授予她機會記錄類型的權限。 

在此範例中，由於機會不是透過權限控制，因此那些權限不會影響 Amanda 的存取權計算。 

 判斷計算中是否有任何存取資權料檔存取等級設成「繼承主要」或其某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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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3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檢查所有找到的存取等級並判斷哪一個是最寬鬆的等級。在本例中，找到的最寬鬆的存取等級是「檢視」。由於「繼承
主要」存取等級不存在，因此包括使用者未被授權查看的部分在內，所有下層機會記錄都會顯示出來。 

範例 1 中對相關記錄執行的動作 
使用者嘗試對相關記錄執行動作時，Oracle CRM On Demand 
必須判斷使用者是否具有該動作的適當存取權。在此範例中，Amanda 
可以嘗試讀取記錄詳細資料、編輯記錄或刪除記錄。有兩種情況需要考量： 

 情況 1是 Amanda 嘗試對機會 X 執行動作。  

 情況 2 是Amanda 嘗試對機會 Y 執行動作。 

情況 1：Amanda 嘗試對自己負責的機會 X 執行動作。 

Oracle CRM On Demand 檢查 Amanda 的存取權，如以下所示： 

1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此上層客戶記錄檢查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所有適用的存取等級，如以下所示： 

附註：如果從各種存取權控制的元件發現多個存取等級，則在計算存取權時全部會列入考量。 

 判斷 Amanda 是否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讀取所有機會記錄。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儘管 Amanda 
因為使用了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而可以查看上層客戶記錄，但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卻未用於機會記錄。 

 判斷機會記錄是否位於 Amanda 是其工作簿成員的工作簿中。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為機會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Amanda 是機會的負責人，因此是機會團隊中的成員。在 Amanda 
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銷售業務代表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中，主要機會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是「讀取/編輯/刪除」。 

 判斷 Amanda 的下屬 (直接或間接) 中是否有機會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具有透過委派的客戶記錄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2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執行下列：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擁有機會記錄的基本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因為 Amanda 的角色中已經對「機會」記錄類型選取「是否有存取權」選項。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授予她機會記錄類型的權限。 

「機會」記錄類型不是由權限控制。因此，在此範例中，權限不會影響 Amanda 的存取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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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斷計算中是否有任何存取資權料檔存取等級設成「繼承主要」或其某個組合。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3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檢查所有找到的存取等級並判斷哪一個是最寬鬆的等級。在本例中，找到的最寬鬆的存取等級是「讀取/編輯/刪除」。 

情況 2：Amanda 嘗試對 David Bloom 為負責人的機會 Y 執行動作。 

Oracle CRM On Demand 檢查 Amanda 的存取權，如以下所示： 

1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此上層客戶記錄檢查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所有適用的存取等級，如以下所示： 

附註：如果從各種存取權控制的元件發現多個存取等級，則在計算存取權時全部會列入考量。 

 判斷 Amanda 是否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讀取所有機會記錄。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儘管 Amanda 
因為使用了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而可以查看上層客戶記錄，但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卻未用於機會記錄。 

 判斷機會記錄是否位於 Amanda 是其工作簿成員的工作簿中。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為機會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下屬 (直接或間接) 中是否有機會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具有透過委派的客戶記錄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2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執行下列：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擁有機會記錄的基本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因為 Amanda 的角色中已經對「機會」記錄類型選取「是否有存取權」選項。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授予她機會記錄類型的權限。 

「機會」記錄類型不是由權限控制，因此，在此範例中，權限不會影響 Amanda 的存取權計算。 

 判斷計算中是否有任何存取資權料檔存取等級設成「繼承主要」或其某個組合。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3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檢查所有找到的存取等級並判斷哪一個是最寬鬆的等級。在本例中，最終存取等級是「無法存取」。 

相關主題 
請參閱下列主題中的其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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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請參閱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頁數 342) 

 範例 3：透過工作簿設定資料安全性 (頁數 344)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本主題提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計算使用者存取權的範例。 

在此範例中，Amanda Jacobsen 是公司的「銷售業務代表」。Amanda 
可以建立新客戶以及查看所有其他客戶記錄。Amanda Jacobsen 
還可以建立機會，但只能查看自己擁有或被授權查看的機會。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記錄類型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是否有存取權 是否可以建立 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 

客戶 是 是 是 

機會 是 是 否 

「銷售業務代表」角色允許 Amanda 
完全控制自己建立的客戶和機會，對於不是她擁有的記錄則提供有限的權限。「銷售業務代表」角色需要兩個存取權資料檔：負

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和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讀取/編輯/刪除 機會 繼承主要 

機會 讀取/編輯/刪除 不適用 不適用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唯讀 機會 繼承主要 

機會 唯讀 不適用 不適用 

在此計算存取權的範例中，「機會」記錄類型假設為未啟用團隊繼承，亦即，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已取消勾選「啟用機會的
上階團隊繼承」核取方塊。如需有關上階團隊繼承功能行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在同一公司中，David Bloom 也是「銷售業務代表」。David 和 Amanda 具有相同的存取權。 

Amanda 是與客戶 1 連結的機會 X 的負責人。David 建立機會 Y，該機會也和客戶 1 連結。Amanda 
不是機會團隊的成員。 

當 Amanda 
檢視公司的客戶清單時，由於她的角色允許查看所有客戶，因此可以看到所有客戶，包括不是她所負責的在內。下表顯示在 
Amanda 按一下客戶 1 的客戶名稱以逐層往下檢視記錄時，可以看到的記錄。在這個範例中，僅顯示相關的欄位和資料欄。 

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客戶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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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客戶名稱： 客戶 1 

負責人： Jonathan Hope 

機會 

機會名稱 負責人 

機會 X Amanda Jacobsen 

客戶團隊 

姓氏 名字 客戶存取 

Hope Jonathan 負責人 

Bloom  David 成員 

範例 2 中的相關記錄可見度 
在此範例中，為了判斷 Amanda 可以看到客戶哪些相關機會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檢查 Amanda 
的存取權限，如以下所示： 

1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此上層客戶記錄檢查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所有適用的存取等級，如以下所示： 

 判斷 Amanda 是否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讀取所有客戶記錄。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Amanda 的角色允許她讀取所有客戶記錄，因此 Amanda 可以查看該客戶。由於 
Amanda 不是上層客戶的負責人，因此使用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在 Amanda 
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中，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是「繼承主要」。 

 判斷上層記錄是否在 Amanda 是其工作簿成員的工作簿中。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是否為客戶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判斷 Amanda 的下屬 (直接或間接) 中是否有客戶團隊的成員。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如果問題的答案為是 (亦即，Amanda 有一或多個下屬是客戶團隊的成員)，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針對那些每個下屬從適當存取權資料檔擷取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等級。客戶之下屬的團隊成員資格的「

客戶存取」欄位中指派的存取權資料檔將用於那種情況 (不是「機會存取」欄位中指派的存取權資料檔)。 

 判斷 Amanda 是否具有透過委派的客戶記錄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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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racle CRM On Demand 接著執行下列：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允許她擁有機會記錄的基本存取權。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因為 Amanda 的角色中已經對「機會」記錄類型選取「是否有存取權」選項。 

 判斷 Amanda 的角色是否授予她機會記錄類型的權限。 

在此範例中，由於機會不是透過權限控制，因此那些權限不會影響 Amanda 的存取權計算。 

 判斷計算中是否有任何存取資權料檔存取等級設成「繼承主要」或其某個組合。 

在此範例中，答案為是，因此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顯示客戶的下列機會記錄： 

 Amanda 是負責人的所有連結的機會記錄。 

 透過所有其他存取權控制的元件而 Amanda 被授權查看的所有連結的機會記錄。 

Amanda 的角色不允許她查看自己不是負責人的機會，因此她無法查看看 David Bloom 建立的機會。  

範例 2 中對相關記錄執行的動作 
在此範例中，當 Amanda 嘗試對機會 X 執行動作時，計算方式和存取權的結果都和範例 1：使用檢視存取等級 (頁數 
337)中的「情況 1」相同。最終的存取等級為「讀取/編輯/刪除」。 

相關主題 
請參閱下列主題中的其他範例： 

 範例 1：使用檢視存取等級 (頁數 337) 

 範例 3：透過工作簿設定資料安全性 (頁數 344) 
 

範例 3：透過工作簿設定資料安全性 
本主題提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計算使用者存取權的範例。 

在本範例中，某公司使用自訂工作簿來依銷售地區整理資料。本範例中使用兩個工作簿：South West 和 East。 

South West 工作簿有三個成員： 

 Amanda Jacobsen 

 David Bloom 

 Carlos Guzman 

South West 工作簿中的所有使用者對於自己的工作簿角色具有「唯讀」存取權資料檔。 

East 工作簿有三個成員： 

 Rick Rogers 

 Raj Kumar 

 Jonathan Hope 

East 工作簿中的所有使用者對於自己的工作簿成員資格記錄具有「唯讀」存取權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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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某一個使用者建立客戶或機會記錄時，會有一個自動化 (工作流程) 
程序將適當工作簿指派給記錄。該程序是依據記錄的銷售地區屬性來指派工作簿。 

所有使用者都具有「銷售業務代表」角色。他們可以建立新的客戶和機會，也可以查看所在銷售地區的所有客戶和機會記錄，但
不包括其他銷售地區的記錄。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角色的記錄類型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是否有存取權 是否可以建立 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 

客戶 是 是 否 

機會 是 是 否 

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完全控制他們自己建立的客戶和機會，對於不是自己負責的記錄則是擁有有限的權限。「銷售業務代表」角色

需要兩個存取權資料檔：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和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讀取/編輯/刪除 

 

機會 繼承主要 

工作簿 唯讀 

機會 讀取/編輯/刪除 工作簿 唯讀 

下表顯示「銷售業務代表預設存取權資料檔」的設定。 

主要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相關記錄類型 存取等級 

客戶 

 

唯讀 

 

機會 繼承主要 

工作簿 唯讀 

機會 唯讀 工作簿 唯讀 

附註：在支援工作簿的所有主要記錄類型，和「工作簿」相關記錄類型的關係是「一對子」關係。 

在此計算存取權的範例中，「機會」記錄類型假設為未啟用團隊繼承，亦即，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上已取消勾選「啟用機會的
上階團隊繼承」核取方塊。如需有關上階團隊繼承功能行為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透過團隊繼承的存取權傳播 (頁數 272)。 

當 Amanda Jacobsen 檢視公司的客戶清單時，她可以看到 South West 
工作簿中以及自己是負責人的客戶。她無法查看其他任何客戶。 

下表顯示在 Amanda 按一下客戶 1 
的客戶名稱以逐層往下檢視記錄時，可看到的記錄。在這個範例中，僅顯示相關的欄位和資料欄。 

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客戶詳細資料 

客戶名稱： 客戶 1 

負責人： Jonathan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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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詳細資料：客戶 1 

機會 

機會名稱 負責人 

機會 X Amanda Jacobsen 

機會 Y David Bloom 

客戶團隊 

姓氏 名字 客戶存取 

Hope Jonathan 負責人 

Amanda 可以查看兩個機會，因為那些機會位在在她是其中成員的 South West 工作簿中。South West 
工作簿的所有其他成員都可以查看那些機會。 

Jonathan Hope 是 East 工作簿的成員。Jonathan 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後也可以查看客戶 
1，因為他是該客戶的負責人。不過，他無法查看與客戶 1 
相關的任何機會，因為他不是負責人。這個安全性是由客戶之「機會」相關記錄類型的「繼承主要」存取等級所提供。 

Rick Rogers 和 Raj Kumar 是 East 工作簿的成員，無法查看客戶 1、機會 X 或機會 Y 
的記錄。他們無法查看該客戶是因為該客戶不在 East 
工作簿中，以及他們的角色不允許他們查看自己不是負責人的客戶記錄。同樣地，他們無法查看機會 X 或機會 Y 
是因為這些機會不在 East 工作簿中，以及他們的角色不允許他們查看自己不是負責人的機會。 

Amanda 無法修改 David Bloom 所負責的機會 Y。原因如下： 

 Amanda 不是客戶的負責人，因此未使用她的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 

 Amanda 的角色不允許她存取她不是負責人的機會記錄，因此未使用她的預設存取權資料檔。 

 此時唯一有效的存取權資料檔是 Amanda 透過本身是 South West 工作簿的成員資格而取得的「唯讀」存取權資料檔。 

因此，Amanda 對機會 Y 的存取等級為「唯讀」。 

相關主題 
請參閱下列主題中的其他範例： 

 範例 1：使用檢視存取等級 (頁數 337)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請參閱 "範例 2：使用「繼承主要」存取等級" 頁數 342) 
 

商務程序管理 
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執行下列作業的指示： 

 建立程序 (頁數 353) 

 新增轉換狀態至程序 (請參閱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頁數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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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制程序 (頁數 356) 

 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頁數 356)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頁數 357)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限制特定通路或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89)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頁數 423)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執行環境 (請參閱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8)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執行環境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設定指派規則 (頁數 435) 

 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設定預測定義 (頁數 446) 

 更新預測定義 (頁數 451) 

 設定銷售流程、分類及指導 (請參閱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自訂公司的產業清單 (頁數 459)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程序管理中的轉換狀態與轉換欄位 (頁數 349) 

 關於程序管理中的主要欄位 (頁數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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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活動記錄的案例 (頁數 349) 

 使用程序來鎖定記錄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程序鎖定記錄的範例" 頁數 350) 

 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程序的程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的程序" 頁數 353)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工作流程監視器 (頁數 422) 

 關於指派規則 (頁數 432) 

 潛在客戶轉換管理 (頁數 440) 
 

程序管理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程序管理區段中，您可以設定程序以防止使用者 (包括外部應用程式) 
在記錄處於特定狀態時，對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執行特定作業。以這種方式防止使用者執行特定作業稱為鎖定記錄。 

根據預設，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未啟用程序管理功能。必須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對每個公司加以啟用。如果您的公司想要使用程序管理功能，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要求將程序管理權限授予您公司的管理員角色。 

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將程序管理權限授予公司管理員時，公司管理員就可以將權限授予其他角色。 

附註：決定要鎖定哪個記錄的控制項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計算使用者使用記錄之權限時，檢查的最後一個安全性元件。會先檢查所有其他存取控制元件授予的權限。存取控制元件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功能，可以計算使用者存取與使用記錄的權限。存取控制元件的範例為：記錄所有權、存取權資料檔、角色、團隊、工作簿

及報告階層。鎖定記錄的控制項不會覆寫其他存取控制元件所套用的任何限制。 

您可視需要來允許特定使用者覆寫貴公司定位好的記錄鎖定處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覆寫記錄鎖定程序 (頁數 358)。 

如需關於程序與如何建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程序管理中的轉換狀態與轉換欄位 (頁數 349) 

 關於程序管理中的主要欄位 (頁數 349) 

 鎖定活動記錄的案例 (頁數 349) 

 使用程序來鎖定記錄的範例 (請參閱 "使用程序鎖定記錄的範例" 頁數 350) 

 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程序的程序 (請參閱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的程序" 頁數 353) 

 建立程序 (頁數 353) 

 新增轉換狀態至程序 (請參閱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頁數 354) 

 限制程序 (頁數 356) 

 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頁數 356)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頁數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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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程序管理中的轉換狀態與轉換欄位 
在記錄類型的程序中，您設定轉換狀態數。轉換狀態代表符合特定條件時記錄輸入的狀態。轉換欄位是記錄類型的選擇清單欄位

，決定記錄從某個轉換狀態至另一個狀態的轉換。程序的選擇清單欄位是在程序的定義中識別。 

在程序中，轉換欄位的每個值可以連結至一個轉換狀態。對於每個轉換狀態，您可以指定下列資訊： 

 條件。條件決定記錄是否可以移至此轉換狀態。 

 錯誤訊息。如果在使用者嘗試將記錄移至此轉換狀態時不符合條件，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記錄存取控制。記錄存取控制決定在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要防止使用者對記錄執行哪些作業。您可以防止使用者刪除或更

新處於轉換狀態的記錄。 

 欄位設定。欄位設定決定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特定欄位的行為。 

 相關存取控制。相關存取控制決定在上層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要防止使用者對相關記錄執行哪些作業。 

例如，您可以設定「解決方案」記錄類型的程序，方法是使用「狀態」欄位作為轉換欄位，然後將三個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分

別為：草稿、已核准及過時。然後您可以防止使用者刪除處於「已核准」狀態之轉換狀態的解決方案，或者防止使用者更新處於

「過時」狀態之轉換狀態的解決方案等等。 
 

關於程序管理中的主要欄位 
您可以使用記錄類型上的選擇清單欄位以限制程序，讓程序僅套用至該記錄類型的特定記錄。選擇清單欄位稱為主要欄位，程序

只會套用至其記錄上主要欄位中的值符合您為程序所指定之其中一個值 (也就是主要值) 
的記錄。例如，「通話類型」欄位可以作為「活動」記錄類型的主要欄位。您可以限制「活動」記錄類型的程序，讓程序僅套用

至通話記錄的特定類型。 
 

鎖定活動記錄的案例 
本主題提供一個關於製藥公司的銷售代表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通話活動記錄，來記錄拜訪客戶的詳細資料，以及通話活動記錄如何鎖定於特定時間點的範例。視業務模型的不同，您的

公司可能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銷售代表計劃拜訪當地診所，為診所的樣品櫃補貨，並且與診所負責人討論製藥公司即將上市的新產品。銷售代表計劃提供診所
負責人一片促銷 CD，其中包含臨床試驗結果與白皮書。銷售代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通話活動記錄時，他將記錄狀態設為「未開始」。 

銷售代表抵達診所時，因為診所工作人員要拿取樣品櫃的鑰匙而有些延遲。銷售代表利用時間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通話活動記錄狀態更新為「進行中」。銷售代表成功地為樣品櫃補貨，與診所負責人分享新產品的訊息，並且將促銷資料提
供給她。 

在這天即將結束時，銷售代表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並且開始更新與當天活動相關的記錄。銷售代表更新了與診所通話的通話活動記錄，但是他想要在將記錄狀態變更

為「已提交」最終狀態之前，再次複查記錄。然而，銷售代表已排程參與銷售會議，因此他將記錄狀態設為「已完成」，然後離
開前往參與會議。此時，無法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刪除記錄。 

銷售代表結束會議之後，他再次複查通話活動記錄，然後將記錄狀態設為「已提交」。此時，無法更新通話活動記錄，也無法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刪除，且記錄上的所有欄位為唯讀。此外，其他記錄無法連結至已提交的通話活動記錄。關於支援此案例之程序的範例，請參

閱使用程序鎖定記錄的範例 (頁數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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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程序鎖定記錄的範例 
本主題提供範例，示範建立程序以支援鎖定活動記錄的案例 (頁數 
349)中說明的案例。您可根據業務模型，將此功能用於不同用途。 

您建立程序，限制使用者可以執行的作業，如下所示： 

 記錄的狀態為「已完成」時，使用者無法刪除記錄。 

 記錄的狀態為「已提交」時，會發生下列情況： 

 使用者無法更新或刪除記錄，或將其他記錄連結至通話活動記錄。 

 通話活動記錄上的所有欄位為唯讀。 

 程序套用至客戶通話與專業電訪，但是不套用至一般通話。 

設定程序以鎖定通話活動記錄 

1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程序，如下所示： 

a 在「程序名稱」欄位中，為程序輸入唯一的名稱。 

b 在「物件名稱」欄位中，選取「活動」。 

當您在「物件名稱」欄位中選取「活動」時，「主要欄位」中的值會自動設為「通話類型」。「轉換欄位」會自動設為
「狀態」。如需關於建立程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程序 (頁數 353)。 

2 將下表中顯示的轉換狀態新增至您在此程序的步驟 1 建立的程序。 

如需關於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轉換狀態至程序 (請參閱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頁數 
354)。 

州/省 停用更新核取方塊 停用刪除/移除核取方塊 

未開始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進行中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完成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已確認 已選取 已選取 

3 限制程序，使其套用至客戶通話與專業電訪，但是不套用至一般通話，方法是將「客戶通話」與「專業電訪」主要值新增至
程序。 

如需關於限制程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限制程序 (頁數 356)。 

4 於「已提交」轉換狀態時，設定欄位，然後為所有欄位選取「唯讀」核取方塊。 

如需關於設定轉換狀態之欄位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頁數 356)。 

5 於「已完成」與「已提交」轉換狀態時，對相關的記錄類型啟用適當的存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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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核取方塊的設定會顯示在下表中。如需為相關記錄類型啟用存取控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
控制 (頁數 357)。 

轉換狀態 相關記錄類型 停用建立/新增 停用更新 停用刪除/移除 

已完成 

 

訊息回應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詳述產品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已發送促銷項目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已發送樣品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樣品要求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樣品交易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簽名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解決方案 已取消選取 已取消選取 已選取 

已提交 

 

附件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工作簿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聯絡人 (M:M)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自訂物件 01 至 03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訊息回應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詳述產品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已發送樣品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樣品要求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樣品交易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簽名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解決方案 (M:M) 已選取 已選取 已選取 

附註：樣品要求記錄有連結的樣品要求項目，在上階記錄被鎖定時，該記錄也必須鎖定。若要鎖定樣品要求項目記錄，您必須設

定一個基於「樣品要求」記錄類型的個別處理。同樣地，樣品交易記錄有連結的交易項目記錄。若要鎖定交易項目記錄，您必須

設定一個基於「樣品交易」記錄類型的個別處理。您為記錄類型設定的處理會鎖定該記錄類型的上階記錄及其下階記錄，但是該

處理不會鎖定任何連結至下階記錄的記錄。 
 

程序管理功能 
程序管理支援下列記錄類型： 

 客戶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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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業務計劃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 

 事件 

 潛在客戶 

 訊息傳送計劃 

 目標 

 機會 

 樣品免責聲明 

 樣品要求 

 樣品交易 

 服務要求 

 解決方案 

限制 
下列為適用的限制： 

 對於支援程序管理的每個記錄類型，只能設定一個程序。 

 對於每個受支援的記錄類型，記錄類型的「狀態」欄位是作為程序的轉換欄位。您無法選取替代的轉換欄位。 

備註：使用者無法直接變更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記錄的狀態。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相關電訪的狀態更新時，更新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記錄的狀態，讓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記錄的狀態永遠與相關電訪的狀
態相同。 

 只有「活動」記錄類型支援使用主要欄位來限制程序。「活動」記錄類型的主要欄位是「通話類型」欄位。您無法選取替代

的主要欄位。 

 轉換狀態之欄位設定的選項會被限制為，在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指定特定欄位為唯讀。 

 當您儲存程序時顯示於程序記錄上的「訂單編號」欄位與「預設」核取方塊，未在目前版本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 

相關記錄類型 
對於程序管理支援的每個上層記錄類型，您可以啟用上層記錄類型支援且您的公司適用之所有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例外如
下表所示。 

上階記錄類型 不支援相關記錄類型 

客戶  評估 

 財務帳戶：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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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階記錄類型 不支援相關記錄類型 

 財務帳戶：外部保管機構 

活動 評估 

業務計劃 評估 

潛在客戶 評估 

目標 評估 

機會 評估 

服務要求 評估 

備註：您可以允許某些使用者覆寫您公司放在適當位置的記錄鎖定程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覆寫記錄鎖定程序 (頁數 
358)。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的程序 
若要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請執行下列任務： 

1 建立程序 (頁數 353) 

2 新增轉換狀態至程序 (請參閱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頁數 354) 

您也可以選擇性執行下列任務： 

 限制程序 (頁數 356) 

 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頁數 356)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頁數 357) 
 

建立程序 
若要建立程序，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此任務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的程序 (頁數 353)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程序管理」權限。 

建立程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程序管理」。 

3 在「程序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新建」。 

4 在「程序編輯」頁面上，填入程序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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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儲存變更。 

附註：當您儲存程序時顯示於「程序詳細資料」頁面上的「訂單編號」欄位與「預設」核取方塊，未在目前版本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 

下表將描述程序欄位。如需關於這些欄位如何用於目前版本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中列出的限制。 

欄位 描述 

程序名稱 您給予程序的名稱。 

記錄類型 程序的記錄類型。如需您可以為其建立程序之記錄類型

的清單，請參閱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 

主要欄位 記錄類型中欄位的名稱，該欄位用來作為篩選條件，將

程序限制為特定記錄類型的記錄。這是唯讀的欄位。對

於「活動」記錄類型，「主要欄位」中的預設值為「通
話類型」。對於其他記錄類型，欄位留空。如需關於主

要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程序管理中的主要欄位 
(頁數 349)。 

轉換欄位 記錄類型中欄位的名稱，決定記錄從某個轉換狀態至另

一個狀態的轉換。這是唯讀的欄位。對於所有受支援的

記錄類型，預設值為「狀態」。如需關於轉換欄位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程序管理中的轉換狀態與轉換欄位 
(頁數 349)。 

描述 (選擇性) 程序的說明。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在程序中，您可以將轉換欄位的每個值連結至一個轉換狀態。如需關於轉換欄位與轉換狀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程序管理中

的轉換狀態與轉換欄位 (頁數 349)。 

若要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此任務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程序的程序 (頁數 
353)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程序管理」權限。 

將轉換狀態新增至程序 

1 在「程序清單」頁面，按一下您要新增轉換狀態之程序的「程序名稱」連結。 

2 在「程序詳細資料」頁面，捲動至頁面的「轉換狀態」區段，然後按一下區段之標題列中的「新增」。 

3 在「轉換狀態編輯」頁面上，填入轉換狀態資訊。 

4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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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對您要新增至程序的每個轉換狀態，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2 到步驟 4。 

下表說明部份轉換狀態欄位。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主要資訊」區段與「驗證」區段的標題顯示轉換欄位的名稱。 

欄位 說明 

主要資訊 

州/省 識別此轉換狀態的轉換欄位值。每個轉換欄位值只能與
程序中的一個轉換狀態搭配使用。當某值已與轉換狀態
搭配使用時，該值會從「狀態」欄位的值選擇清單中移
除。 

分類 (選擇性) 與轉換狀態產生聯結的銷售分類。 

說明 (選擇性) 轉換狀態的說明。 

驗證 

條件 (選擇性) 決定記錄是否可以移至此轉換狀態的條件。 

您可以在文字方塊中輸入運算式，也可以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供您輸入運算式。如需有關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請勿在運算式中使用任何已計算欄位。轉換狀態之「條

件」欄位中的運算式不支援已計算欄位。 

如果使用者嘗試將程序中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移至此轉

換狀態時，不符合您指定的條件，則會顯示錯誤訊息，

使用者的變更不會儲存。 

錯誤訊息 (選擇性) 
如果使用者嘗試將程序中指定之記錄類型的記錄移至此

轉換狀態時，不符合為轉換狀態設定的條件，所顯示的

錯誤訊息文字。 

記錄存取控制 

停用更新 (選擇性) 
如果已選取此核取方塊，則在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

使用者 (包括外部應用程式) 
無法更新程序中指定之記錄類型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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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停用刪除/移除 (選擇性) 
如果已選取此核取方塊，則在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

使用者 (包括外部應用程式) 
無法刪除程序中指定之記錄類型的記錄。 

同時，如果處於此轉換狀態的記錄是上層記錄的下層，

則使用者無法從關係中移除記錄，如果這麼做將會導致

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刪除下層記錄。 

但是，如果下層記錄是從關係中與上層記錄一起移除，

則不會導致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刪除下層記錄，那麼就可以在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

從關係中移除記錄，但是無法刪除。 

 
 

限制程序 
若要限制程序，使其只套用至該記錄類型的特定記錄，您指定記錄類型中主要欄位的哪些值對於程序是有效的。如需關於主要欄
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程序管理中的主要欄位 (頁數 349)。 

若要限制程序，請完成下列程序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程序管理」權限。 

限制程序 

1 在「程序清單」頁面，按一下您要限制之程序的「程序名稱」連結。 

2 在「程序詳細資料」頁面，捲動至頁面的「主要值」區段，然後按一下區段之標題列中的「新增」。 

3 在「主要值編輯」頁面的「值」欄位中，選取用來限制程序的值。 

您最多可以在「主要值編輯」頁面中選取五個值。如果您要選取額外的值，可以重複此程序。 

4 儲存變更。 

5 視需要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2 到步驟 4 多次，以新增更多主要值。 
 

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您可以指定當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特定欄位的行為方式，方法是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若要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程序管理」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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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轉換狀態的欄位設定 

1 在「程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您要設定欄位設定之轉換狀態的「狀態」欄位中的連結。 

2 在「轉換狀態詳細資料」頁面，捲動至頁面的「欄位設定」區段，然後按一下區段之標題列中的「新增」。 

3 在「欄位設定編輯」頁面中，設定當程序中所指定之記錄類型的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欄位發生的行為，如下所示： 

a 在「欄位」清單中選取欄位。 

b 選取您要為欄位設定之行為的核取方塊。 

附註：如需關於套用至設定轉換狀態之欄位設定的限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 

注意：如果您要將核取方塊欄位設為唯讀，欄位必須已在要使用的頁面配置中顯示。否則，當欄位新增至頁面配置，使用者

嘗試儲存此類型記錄時會顯示錯誤訊息。 

您最多可以在「欄位設定編輯」頁面中指定五個欄位的設定。如果您要指定額外欄位的設定，可以重複此程序。 

4 儲存變更。 

5 視需要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2 到步驟 4 多次，以設定您要為轉換狀態設定的所有欄位。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您可以限制使用者在上層記錄處於轉換狀態時，對於相關記錄能夠執行的作業，方法是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附註：部份記錄類型沒有相關記錄類型。 

若要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程序管理」權限。 

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1 在「程序詳細資料」頁面中，按一下您要在其上啟用相關記錄類型之存取控制的轉換狀態的「狀態」欄位中的連結。 

2 在「轉換狀態詳細資料」頁面，捲動至頁面的「相關存取控制」區段，然後按一下區段之標題列中的「新增」。 

3 在「相關存取控制編輯」頁面中，對每個相關記錄類型，選取您要啟用之存取控制的核取方塊。 

您最多可以在「相關存取控制編輯」頁面中，啟用五個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如果您要啟用額外相關記錄類型的存
取控制，可以重複此程序。 

附註：在「相關存取控制編輯」頁面中，存取控制的核取方塊標示為必要；也就是會在每個核取方塊名稱旁顯示星號。

因為這些核取方塊欄位在資料庫中一律具有值，所以核取方塊標示為必要。值為 True，表示已選取核取方塊，或為 
False，表示已取消選取核取方塊。如果您選取核取方塊，則會在資料庫中儲存 True 
值。如果您未選取核取方塊，則會在資料庫中儲存 False 值。 

4 儲存變更。 

5 視需要重複此程序的步驟 2 到步驟 4 多次，以對轉換狀態啟用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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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說明相關記錄類型的存取控制。部份相關記錄類型無法使用。如需無法使用之相關記錄類型的清單，請參閱程序管理功能 
(頁數 351)。 

附註：使用者可以是外部應用程式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使用者。 

欄位 說明 

停用建立/新增 如果已選取此核取方塊，則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使用者無法從上層

記錄建立此相關記錄類型的新記錄，或將此記錄類型的現有記錄新增至上層記

錄。 

停用更新 此核取方塊的行為依據上層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之間的關係而有所不同，

如下所示： 

 如果上層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有一對多關係，且已選取此核取方塊，

則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使用者無法對為上層記錄之下層記錄的

此相關記錄類型來更新記錄。 

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無法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任何位置更新下層記錄。例如，如果上層記錄上有自訂物件 05 
記錄類型的相關記錄，則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無法更新這

些自訂物件 05 記錄，即使這些記錄是從自訂物件 05 
首頁存取也是一樣。 

 對於具有與上層記錄類型多對多關係的相關記錄類型，「停用更新」核取

方塊不適用，也就是說，無法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用來防止使

用者更新該類型的相關記錄。 

停用刪除/移除 此核取方塊的行為依據上層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之間的關係而有所不同，

如下所示： 

 如果上層記錄類型與相關記錄類型有一對多關係，且已選取此核取方塊，

則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使用者無法對為上層記錄之下層記錄的

此相關記錄類型來刪除記錄。 

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無法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任何位置刪除下層記錄。 

 如果相關記錄類型與上層記錄類型有多對多關係，且已選取此核取方塊，

則在上層記錄處於此轉換狀態時，使用者無法從與上層記錄的關係中移除

此記錄類型的下層記錄。但是，使用者可以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其他位置刪除下層記錄，例如從記錄類型首頁存取的清單。 

 
 

關於覆寫記錄鎖定程序 
某些使用者 (如管理員或經理) 
可能需要不被記錄鎖定程序限制而使用鎖定的記錄。您可以啟用該使用者角色的「覆寫程序管理」權限，允許使用者覆寫記錄鎖
定程序。  

「覆寫程序管理」權限只會移除被記錄鎖定程序適當設立的限制。若要使用鎖定的記錄，使用者必須能看到記錄，而且擁有適當

的存取等級與權限。「覆寫程序管理」權限允許使用者覆寫所有記錄類型的記錄鎖定程序。您無法指定使用者只能覆寫某些記錄

或記錄類型的記錄鎖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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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覆寫程序管理」權限依預設無法使用。如果您要為您的公司啟用權限，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工作流程組態 
若要設定工作流程規則以符合您公司的業務需求，請執行下列作業： 

1 與所有關係人合作計畫商務程序。 

2 記錄所有您必須設定的工作流程規則與相對應的工作流程動作。如需有關工作流程規則元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

程規則 (頁數 360)。  

3 以公司管理員身份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並建立工作流程規則。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與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4 在新的工作流程規則與排程事件內，定義所有必要的工作流程動作。如需建立各種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

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關於設定工作流程規則功能 
若您是新客戶，則會自動啟用工作流程規則功能。不過，如果您是現有客戶，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與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工作流程規則功能，如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設定。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設定工作流程規則功能時，「工作流程組態」連結會顯示在「管理首頁」的「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此外，「管理員」使

用者角色還會啟用「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有關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備註：若要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您的使用者角色也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使用者的工作流程規則」權限。您的管理員能為管理員角色及任何其他角色 (視需要) 
啟用此權限。如需有關建立「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時應考量事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考量 (請參閱 "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頁數 377)。 

 啟用工作流程選項。在公司管理員於「公司資料檔」頁面上選取「啟用工作流程」核取方塊之前，您無法執行工作流程規則
。如需有關設定公司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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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事件。整合事件是一種機制，用於觸發基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記錄變更的外部程序，包含建立、更新、刪除、關聯、取消關聯、還原及合併作業。您可以指定您要追蹤記錄上的哪些欄

位。如果您的公司要使用工作流程規則來建立整合事件，則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以要求「整合事件管理」支援，以及指定您所需之整合事件佇列的整體大小。當追蹤欄位中的值發生變更時，整合事件中會
記錄該變更。您還可以指定將整合事件新增至哪些整合事件佇列。如需有關管理整合事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 

 工作簿。若貴公司想要使用工作流程規則來更新記錄與工作簿之間的關聯，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以要求「工作簿管理」的支援。如需有關工作簿管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工作流程規則會指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指定的事件發生時，自動執行一或多個動作。 

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和動作 
發生指定於規則上的活動 (觸發事件) 時，工作流程規則會被評估。若符合規則的條件 
(或者若規則沒有任何條件)，則系統就會執行對規則所指定的動作。例如，您可以建立工作流程規則來指定，在建立機會 
(工作流程規則觸發事件) 時傳送電子郵件給機會擁有者的經理 
(工作流程規則動作)。您還可以指定只有在機會的收益超過某個金額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 
時才傳送電子郵件，以及指定電子郵件的內容。 

您也可以設定工作流程規則，以便在指定的時間期間過了或指定的日期和時間到達時執行動作。如需有關以時間為基礎的工作流

程動作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礎的工作流程規則 (請參閱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與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工作流程規則可由下列其中一項觸發： 

 建立、更新、還原、合併或刪除記錄。 

備註：以工作流程動作來更新記錄不會觸發新的一連串工作流程規則。例如，如果客戶記錄類型之工作流程規則上的「

更新值」動作更新了客戶記錄上的欄位，則此記錄的變更不會觸發客戶記錄類型的任何工作流程規則，即使某些規則具
有「儲存修改的記錄前」觸發事件或「儲存修改的記錄時」觸發事件。如果您因為記錄變更而要 Oracle CRM On 
Demand 執行任何其他動作，則那些動作必須與更新記錄的動作一樣，設定在相同的工作流程規則上。 

 某個記錄和其他記錄建立關聯或者取消和其他記錄的關聯。 

關聯與取消關聯的工作流程規則觸發，只在特定記錄類型之間支援關聯。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

件 (請參閱 "關於建立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 頁數 365)。 

 已達到指定的日期與時間。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支援重疊刪除作業與徹底刪除作業。例如，刪除客戶時，任何未共用的相關地址也會刪除。刪除地址的同時

會觸發具有「刪除記錄前」觸發事件的「地址」記錄類型工作流程規則。如需有關重疊刪除作業與徹底刪除作業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關於刪除與還原記錄。 

工作流程規則有多種類型的觸發事件，但每個工作流程規則只能有一個觸發事件。視您對規則選取的觸發事件而定，您可以指定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被滿足時，Oracle CRM On Demand 將自動執行一或多個動作。 

每個規則的觸發器活動顯示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和「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依據為工作流程規則所選取的觸

發事件類型，規則為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事件前工作流程規則。工作流程動作是在觸發規則的事件完成前發生。 

 事件後工作流程規則。工作流程動作是在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已順利完成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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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程事件。排程事件類型是事件後規則類型的子類型。 

排程事件是非由使用者動作所觸發的工作流程規則。相反地，排程事件會在達到指定的日期與時間時自動執行。您可以

選擇將排程事件設定為多次執行，以您在排程事件上指定的間隔執行。 

如需排程事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與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工作流程規則是以視為整體的方式對記錄進行設定，而不是個別的欄位。排程事件是為記錄清單所設定的。 

備註：建立規則之後，您就無法變更該項規則的記錄類型或觸發事件。不過，若規則中具有條件，則您可以更新該條件。在排程

事件上，您可以更新排程或選取其他清單。 

下表顯示每個觸發器活動可用的動作。 

觸發事件 規則類型 可用動作 

儲存新記錄時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任務 

 指派工作簿 

 建立整合事件 

 等待 

 更新值 

儲存修改的記錄時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任務 

 指派工作簿 

 建立整合事件 

 等待 

 更新值 

刪除記錄前 事件前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任務 

 建立整合事件 

儲存修改的記錄前 事件前  更新值 

與上階建立關聯之後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整合事件 

 等待 

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整合事件 

 等待 

還原記錄時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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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發事件 規則類型 可用動作 

 建立整合事件 

 建立任務 

當記錄合併時 事件後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整合事件 

 建立任務 

排程事件 排程事件  傳送電子郵件 

 建立任務 

 指派工作簿 

 等待 

 更新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可使用一些其他的工作流程動作。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備註：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工作流程時，樣品要求項目並不支援處理封鎖的產品。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樣品要求項目工作流程與封鎖的產品規
則。 

備註：對於特定記錄類型，設定「還原記錄時」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永不會觸發，因為其目前無法還原該類型的記錄。例如

，目前無法還原客戶團隊記錄。如果未來有新增還原此類記錄類型的支援，則任何設定「還原記錄時」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將會在適當的情況下觸發。 

適用於工作流程規則和規則動作的限制 
以下限制適用於含有「排程事件」以外之任何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以及這些規則上的動作：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若您定義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則只有在觸發規則之後符合規則條件時，系統才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動

作。如果不符合這些條件，則系統就不會執行動作。如果您沒有定義任何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則每次觸發此規則時，系統

就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動作。 

 單一記錄內容。建立、更新或刪除記錄時所觸發的工作流程規則會限制為在單一記錄的內容中運作。亦即，這類工作流程規

則只能存取和更新單一記錄的欄位。 

備註：當記錄關聯或取消關聯動作觸發了工作流程規則時，此工作流程所建立的整合事件可能會同時包含子記錄和上階

記錄的欄位。 

以下限制適用於所有工作流程規則與排程事件，以及這些規則與排程事件上的動作： 

 工作流程規則與排程事件上的多個動作。您可以為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建立多個動作，每個規則或排程事件最多可有 
25 個動作。若您嘗試在一個規則或排程事件上建立超過 25 個動作，就會收到錯誤訊息。 

備註：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上的工作流程動作意外終止而未完成，則可能無法執行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上

的剩餘動作。如需有關工作流程動作失敗會發生什麼情況的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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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錄類型。您可以為許多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與排程事件。不過，每個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只會套用至單一記錄

類型。這表示，如果您建立了特定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而且想要對另一種記錄類型進行相同的動作，則必

須為第二種記錄類型建立第二個類似的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 

工作流程規則順序 
當您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相同的記錄類型與相同的觸發事件，自動指派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則順序編號。若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是「與上

階建立關聯之後」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相同的記錄類型、相同的觸發事件及相同的上階記錄類型，自動指派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則順序編號。若工作流程規

則含有「排程事件」以外的觸發事件，順序編號會決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根據相同記錄類型與相同觸發事件，及相同上階記錄類型 
(若適用)，所叫用的一連串工作流程規則順序。您可以變更規則的順序。 

備註：具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也會被指定一個順序編號，但不會依順序來執行。排程事件的順序編號是唯讀

的。 

如需有關變更工作流程規則順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結束一連串的工作流程規則 
對於含有「排程事件」以外之任何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您可以指定在符合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時，Oracle CRM On 
Demand 
將停止處理一連串的工作流程規則。觸發工作流程規則時，就會評估規則條件。若符合規則條件且選取工作流程規則上的「結束

」核取方塊，則會執行目前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有效動作，但基於相同記錄類型、相同觸發事件及相同上階記錄類型 (若適用) 
的後續工作流程規則，將不會進行處理。 

工作流程動作順序 
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上有多個動作時，動作會依在工作流程規則上指定的順序執行，並且是從編號 1 
的動作開始。每個動作完成之後，才會開始下一個動作。您可以變更規則上的動作順序。如需有關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若為排程事件，將針對該日期篩選清單所傳回的記錄執行動作。記錄會依順序處理，也就是說，會為清單中第一筆記錄依排程事

件上所指定的順序來執行排程事件上的所有工作流程動作，然後為清單中的第二筆記錄執行所有動作，依此類推。 

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動作無法完成，則依據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上的觸發事件類型以及錯誤類型，失敗

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或呈報給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使用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

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記錄可見度與工作流程動作 
使用者執行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時，如果使用者的動作造成使用者無法檢視記錄，則某些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可能會失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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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能會在儲存修改的客戶記錄時觸發工作流程規則。若擁有客戶記錄的使用者將客戶重新指定給其他使用者，則儲存該

客戶記錄時會觸發工作流程規則。如果記錄的原始負責人無法再經由任何其他方式 (例如團隊小組或工作簿會員資格) 
檢視客戶記錄，則任何需要存取該客戶記錄的工作流程動作都會失敗。 

同樣地，如果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無法再存取排程事件中已選取的清單，則排程事件的例項就會失敗。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工作流程動作 
您可以設定在不同所有權模式中支援自訂工作簿的記錄類型：使用者模式、混合模式或工作簿模式。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記錄所有權模式會跟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互動。 

若「指派工作簿」的工作流程動作嘗試要從記錄中移除主要自訂工作簿，則會發生下列狀況： 

 若以工作簿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若以混合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當主要自訂工作簿從記錄中移除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移除記錄的「工作簿」欄位值。 

 若以使用者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記錄上沒有任何工作簿是主要自訂工作簿，且記錄所有權模式不會影響工作流程動作。 

若工作流程動作對記錄的「負責人」欄位值具有相依性 
(例如設定「傳送電子郵件」動作使用「記錄的相關使用者」來傳送電子郵件時)，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若以工作簿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若以使用者模式或混合模式設定記錄類型，且識別記錄上相關使用者的欄位為空白，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例如，若您設定「傳送電子郵件」動作來傳送電子郵件給客戶負責人，且以混合模式設定「客戶」記錄類型，則若客戶

記錄上的「負責人」欄位為空白，工作流程動作就會失敗。不過，若已填入「負責人」欄位，則工作流程動作會成功。 

延遲 
具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以外之任何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會依順序且同步地進行評估。在評估所有規則之前，系統不會

完成整體更新作業。因此，工作流程規則會將特定延遲量加入至作業 
(亦即，作業開始與完成之間的時間)。例如，工作流程規則所建立的每項任務可能會將大約 20% 
的延遲加入至記錄更新作業。工作流程規則所建立的每封電子郵件則會加入大約 5% 的延遲。 

評估運算式所需的時間比較少。若要將延遲降到最低，請將互斥的運算式新增至工作流程條件。請以累加的方式建立工作流程規

則，並隨時注意效能。 

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執行下列作業的逐步程序：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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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關於建立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只支援特定記錄類型之間的關聯。下列動作可供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使用： 

 傳送電子郵件。此動作可供所有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使用。 

 等待。此動作可供所有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使用。 

 建立整合事件。此動作只可供一些關聯與取消關聯項目使用。 

下表列出支援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的關聯項目，並指出支援「建立整合事件」動作的關聯與取消關聯項目。 

上階記錄類型 記錄類型 支援的建立整合事件動作 

客戶 地址 是 

客戶 聯絡人 是 

客戶 自訂物件 01 否 

客戶 自訂物件 02 否 

客戶 自訂物件 03 否 

活動 聯絡人 否 

聯絡人 客戶 是 

聯絡人 地址 是 

聯絡人 自訂物件 01 否 

聯絡人 自訂物件 02 否 

聯絡人 自訂物件 03 否 

聯絡人 機會 是 

機會 聯絡人 是 

機會 自訂物件 02 否 

下表列出可觸發關聯及取消關聯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如果整合事件動作是在工作流程規則上設定) 
也會顯示在每個案例中由工作流程規則產生的整合事件。 

備註：依記錄中的資料而定，也可能會產生附加整合事件。例如，如果在客戶上建立的新聯絡人是客戶的主要聯絡人，就會產生
附加 (客戶更新) 整合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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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上階記錄 下階記錄 通路 整合事件 

建立含有未共用

地址的新客戶。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客戶：插入 

地址：插入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客戶：插入 

地址：插入 

地址：關聯 

建立現有客戶的

未共用地址。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地址：插入 

客戶：更新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地址：插入 

客戶：更新 

地址：關聯 

移除客戶的未共

用地址。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地址：刪除 

客戶：更新 

Web 服務 地址：刪除 

客戶：更新 

地址：取消關聯 

建立含有相關現

有取消共用地址

的新客戶。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客戶：插入 

Web 服務 客戶：插入 

客戶地址：插入 

將現有共用地址

連結至現有客戶

。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客戶地址：插入 

Web 服務 客戶地址：插入 

在客戶詳細資料

頁面的地址相關

資訊區段中，建

立新的共用地址

。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客戶：更新 

地址：插入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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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上階記錄 下階記錄 通路 整合事件 

移除客戶的共用

地址。 

 

客戶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客戶地址：刪除 

客戶：更新 

Web 服務 客戶地址：刪除 

在客戶上建立新

聯絡人 
客戶 聯絡人 使用者介面 客戶：更新 

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關聯 

Web 服務 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關聯 

客戶：更新 

連結現有聯絡人

至客戶。 
客戶 聯絡人 使用者介面 客戶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更新 

Web 服務 聯絡人：關聯 

客戶：更新 

從客戶移除聯絡

人。 
客戶 聯絡人 使用者介面 客戶聯絡人：刪除 

聯絡人：更新 
(僅限主要聯絡人) 

Web 服務 聯絡人：取消關聯 

客戶：更新 

連結現有客戶至

聯絡人。 
聯絡人 客戶 使用者介面 客戶聯絡人：插入 

客戶：更新 

Web 服務 客戶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更新 

從聯絡人移除客

戶。 
聯絡人 客戶 使用者介面 客戶聯絡人：刪除 

聯絡人：更新 
(僅限主要聯絡人) 

Web 服務 客戶聯絡人：刪除 

聯絡人：更新 
(僅限主要聯絡人) 

建立含有取消未

共用的新聯絡人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聯絡人：插入 

地址：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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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上階記錄 下階記錄 通路 整合事件 

。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聯絡人：插入 

地址：插入 

地址：關聯 

建立現有聯絡人

的未共用地址。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地址：插入 

聯絡人：更新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地址：插入 

聯絡人：更新 

地址：關聯 

移除聯絡人的未

共用地址。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地址：刪除 

聯絡人：更新 

Web 服務 地址：刪除 

聯絡人：更新 

地址：取消關聯 

建立含有相關現

有共用地址的新

聯絡人。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聯絡人：插入 

Web 服務 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地址：插入 

將現有共用地址

連結至現有聯絡

人。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聯絡人地址：插入 

Web 服務 聯絡人地址：插入 

在聯絡人詳細資

料頁面的地址相

關資訊區段中，

建立新的共用地

址。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聯絡人：更新 

地址：插入 

地址：關聯 

Web 服務 不適用 

移除聯絡人的共

用地址。 
聯絡人 地址 使用者介面 聯絡人地址：刪除 

聯絡人：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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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 上階記錄 下階記錄 通路 整合事件 

   Web 服務 聯絡人地址：刪除 

在聯絡人上建立

新機會。 
聯絡人 機會 使用者介面 機會：插入 

機會：關聯 

Web 服務 機會：插入 

機會：關聯 

聯絡人：更新 

從聯絡人移除機

會。 
聯絡人 機會 使用者介面 機會：取消關聯 

Web 服務 機會：取消關聯 

在機會上建立新

聯絡人。 

備註：此動作無

法透過使用者介

面提供使用。 

機會 聯絡人 Web 服務 聯絡人：插入 

聯絡人：關聯 

連結現有聯絡人

至機會。 
機會 聯絡人 使用者介面 機會：更新 

機會聯絡人角色：插入 

Web 服務 聯絡人：關聯 

機會：更新 

從機會移除聯絡

人。 
機會 聯絡人 使用者介面 機會聯絡人角色：刪除 

機會：更新 

Web 服務 聯絡人：取消關聯 

機會：更新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您可為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您可以建立下列類型的工作流程動作： 

 指派工作簿。「指派工作簿」動作會在滿足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時，將工作簿指派給記錄。 

 建立整合事件。「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會在符合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時，且在「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所追蹤的至少其中一

個欄位中會偵測到變更，將整合事件傳送至一或多個整合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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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任務。「建立任務」動作會在滿足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時建立任務。 

 傳送電子郵件。「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會在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符合時，產生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會自動送出，不論觸發

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成功或失敗。 

 更新值。「更新值」動作會在記錄發生變更時更新欄位，而且不會遺失原始變更的相關資訊 
(亦即，變更記錄的時間、變更者及變更的資料相關資訊)。此動作會在一或多個「等待」動作所定義的等待期間結束後執行

，其優先順序高於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更新值」動作。 

 等待。 等待動作會導致 Oracle CRM On Demand 延遲對工作流程規則執行其他 (後續) 動作，直到過了等待期間為止。 

附註：等待期間會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開始對工作流程規則執行其他動作之前，必須經過的最短時間。在執行其他作業之前所經過的實際時間可能更長，視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上的負載量，以及等待期間結束時待處理的「等待」動作數而定。 

附註：如果您對工作流程規則指定多個動作，那些動作會依工作流程規則上指定的順序執行，並且是從編號 1 
的動作開始。每個動作完成之後，才會開始下一個動作。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後，您可以變更動作的順序。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時，請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從記錄選取欄位以及定義計算變數的運算式。您可以在電子郵件的主旨和訊息主體文字、任務的主題和說明文字、或您要更新之

欄位的新值中合併記錄欄位和變數。您也可以使用「運算式產生器」來計算持續時間或者工作流程規則上「等待」動作中等待期
間的結束日期和時間。您在運算式中定義的欄位名稱和變數將取代為實作工作流程規則時的值。如需有關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備註：串連的欄位可以顯示多個欄位中的值，還可以顯示額外文字。 
串連欄位無法透過「更新值」工作流程動作更新，且無法包含在整合事件內。相反地，您必須使用構成串連欄位的個別欄位。 

如需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指引，請參閱以下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的其他工作流程動作 
僅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使用的三種其他工作流程作業： 

 同步處理合作夥伴工作簿 

 同步處理工作簿合作夥伴 

 同步處理負責人合作夥伴 

如需這些作業及其使用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Guide，您可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上的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文件資料庫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
096050.html)取得。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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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的其他工作流程動作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可使用兩個其他的工作流程動作：「提交電訪」與「提交」。 

提交電訪動作 
「提交電訪」動作必須只由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的客戶進行設定，才能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搭配使用。如需設定此工作流程動作之程序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Administration Guide 
中設定支付交易工作流程規則以進行存貨追蹤的資訊，該文件可從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資料庫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取得。未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的客戶不得設定此工作流程動作。如果設定此工作流程動作，則可能會建立「活動」記錄，且記錄可能會設為「已提交」狀態，

且未經「開放」狀態即列於「已完成的活動」底下。  

「提交電訪」動作可用於下列觸發事件： 

 儲存新記錄時 

 儲存修改的記錄時 

「提交電訪」動作之後必須接著「等待」動作。 

提交動作 
「提交」動作僅可用於「樣品交易」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中。「提交」動作會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動提交樣品交易記錄以供處理，此動作等同於在使用者介面中按一下「樣品交易」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提交」按鈕。如需可能

使用「提交」工作流程動作之方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頁數 725)。 

「提交」動作可用於「儲存修改的記錄時」觸發事件。「提交」動作之前必須接著「等待」動作。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您可以設定特定工作流程規則，讓動作在等待期間過後執行。例如，您可以設定規則，讓規則的動作在記錄的到期日過後，或在

記錄未運作達某段時間後執行。您可以透過兩種方式來設定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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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排程事件。排程事件是非由使用者動作所觸發的工作流程規則。相反地，排程事件會在達到指定的日期與時間時自動執

行。您可以選擇將排程事件設定為多次執行，以您在排程事件上指定的間隔執行。 
排程事件的工作流程動作會在記錄清單上執行，而其他類型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則會在單一記錄上執行。 

如需排程事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與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對工作流程規則或排程事件設定「等待」動作。 

關於等待動作 
您可以將一或多個「等待」動作新增至特定的事件後工作流程規則中，包含排程事件。在每個您要執行以時間為基準的動作的狀

況中，您可以建立「等待」動作來指定延遲的時間期間，或延遲的結束日期與時間。您可以直接指定時間期間或日期，或者建立

運算式來計算期間或日期。接著您可以排序規則上的動作，讓「等待」動作緊接在您要延遲的動作之前。如果需要有多個規則才

能履行商務程序，請以適當的排序規則，以達成目標。 

備註：您無法對事件前工作流程規則設定「等待」動作。 

關於等待動作後重新評估工作流程條件 
當您對事件後工作流程規則 (含有「排程事件」以外的任何觸發事件) 
設定「等待」動作時，可以指定當等待期間結束時，是否重新評估工作流程規則條件。如果勾選「等待」動作的「等待後重新評

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則當等待期間結束後，系統會依照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重新讀取並重新評估記錄。  

如果未符合規則條件 
(因為在等待期間記錄已變更)，則不會執行規則上剩餘的動作。依預設，「等待」動作的「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

為勾選。 

如果您取消選取「等待」動作的「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等待期間結束後，系統便會重新讀取記錄，且不會檢查
記錄是否仍符合規則條件即執行規則上的下一個動作。如果規則上有多個「等待」動作，則須針對每個您希望在等待期間結束後
，重新評估其規則條件的「等待」動作，勾選該動作上的「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 

備註：您無法對排程事件 (即含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設定條件。因此，對排程事件的「等待」動作取消選取「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並不會影響規則的處理。 

使用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範例 (使用等待動作) 
下列範例說明如何使用「等待」動作來設定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您可以根據商務模型，以其他方式使用以時間為基準

的工作流程規則。 

您可以使用三種優先順序選項進行服務要求：標準、緊急和嚴重。在建立服務要求時，依預設會將服務要求的優先順序設為「標

準」。服務調升的商務程序需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建立新的服務要求後，且當服務要求的狀態未在 24 
小時內更新時，服務要求的優先順序會變更為「緊急」，並且會傳送一封電子郵件給服務要求的負責人，通知負責人必須更

新服務要求。 

2 如果在經過 24 小時之後，仍未變更服務要求的狀態，則會發生以下情況： 

 服務請求的「優先順序」欄位會變更為「嚴重」 

 服務請求會重新指派給原始負責人的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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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服務要求的原始負責人與新負責人，通知他們系統已將服務要求重新指派給負責人的經理，且優

先順序已變更為「嚴重」 

若要符合此需求，公司管理員必須為服務要求記錄類型設定工作流程規則，設定方式如下所示： 

1 規則觸發器設為下列值：儲存新的記錄時。 

2 此規則條件會指定不將服務要求的狀態設為「尚待處理」，如下所示： 

[<Status>]<>LookupValue("SR_STATUS", "Pending") 

3 下列的動作順序在工作流程規則上： 

a 持續時間為 24 小時的「等待」動作，「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已勾選 

b 「更新值」動作會將服務要求上的「優先順序」欄位變更為「緊急」 

c 「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會將電子郵件傳送給服務要求的負責人，以通知負責人服務要求的優先順序已變更為「緊急」，

且服務要求必須更新 

d 持續時間為 24 小時的「等待」動作，「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已勾選 

e 「更新值」動作會將服務要求上的「優先順序」欄位變更為「嚴重」 

f 「更新值」動作會將原始負責人的經理指派為新的負責人 

g 「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會將電子郵件傳送給服務要求的負責人與負責人的經理，以通知他們已重新指派服務要求，且服

務要求的優先順序已變更為「嚴重」 

如需在工作流程規則上與排程事件上建立「等待」動作與「更新值」動作的逐步指示，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與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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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規則動作失敗時，您所看見的行為視下列而定： 

 工作流程規則是否為事件前規則、事件後規則或排程事件。這是由工作流程規則上的觸發事件所決定。如需有關觸發事件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造成工作流程規則或動作失敗的錯誤類型。 

下列是某些可能造成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失敗的錯誤範例：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或工作流程動作中，運算式的語法錯誤。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或動作時，「運算式產生器」找不到某些語法

錯誤。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或工作流程動作中，運算式的語意錯誤。下列是可能發生的語意錯誤範例： 

 因為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後，欄位的整合標記已變更，所以 Oracle CRM On Demand 
無法識別運算式中的欄位。 

 運算式中為選擇清單欄位指定的值無效。 

事件後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下表說明事件後工作流程規則與這些規則的工作流程動作中，所發生的錯誤結果。 

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的語

法錯誤 
 不會執行任何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不會觸發為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所設定

的工作流程規則。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規則失敗

的影響。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規則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語法錯

誤 
 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

執行這些動作。 

 如果有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的任何其他

工作流程規則存在，則會觸發這些規則並執

行這些規則上的動作。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工作流程

動作失敗的影響。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動作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的語

意錯誤 
 不會執行任何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如果有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的任何其他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規則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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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工作流程規則存在，則會觸發這些規則並執

行這些規則上的動作。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規則失敗

的影響。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語意錯

誤 
 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

執行這些動作。 

 如果有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的任何其他

工作流程規則存在，則會觸發這些規則並執

行這些規則上的動作。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工作流程

動作失敗的影響。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動作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任何其

他錯誤 
 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

執行這些動作。 

 如果有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的任何其他

工作流程規則存在，則會觸發這些規則並執

行這些規則上的動作。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工作流程

動作失敗的影響。 

失敗之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

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細資

料。 

事件前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下表說明事件前工作流程規則與這些規則的工作流程動作中，所發生的錯誤結果。 

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或工作

流程動作中的語法錯誤 
 不會執行任何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不會觸發為相同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所設定

的工作流程規則。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不會受到規則失敗

的影響。 

工作流程規則或包含第一個

語法錯誤之工作流程動作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的語

意錯誤 
 不會執行任何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規則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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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如果規則已由刪除作業觸發，則會刪除記錄

。 

 如果規則已由更新作業觸發，則會儲存更新

的記錄，除非工作流程規則上已勾選「取消

儲存」核取方塊。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上已勾選「取消儲存

」核取方塊，則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更

新作業，其取消方式與規則上的條件不

符時遭取消的更新作業相同。如需工作

流程「取消儲存」功能取消更新作業時

會發生什麼情況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取

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頁數 386)。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語意錯

誤 
 如果已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更新值」動

作或「建立整合事件」動作，則會復原這些
動作。工作流程規則上任何剩餘的動作皆不
會執行。 

備註：如果已執行任何「建立任務」動

作或「傳送電子郵件」動作，則不會復

原這些動作。 

 錯誤會回報給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使

用者。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是由 Web 
服務觸發，則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會報告在

給 Web 服務的回應中。 

 觸發規則的作業會被封鎖。 

不適用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任何其

他錯誤 
 不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任何剩餘的動作。 

 錯誤會回報給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使

用者。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是由 Web 
服務觸發，則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會報告在

給 Web 服務的回應中。 

 觸發規則的作業會被封鎖。 

不適用 

排程事件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下表說明排程事件與這些排程事件的工作流程動作中，所發生的錯誤結果。 

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語法錯

誤 
 清單中每筆記錄的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每筆失敗都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

呈報例項。 

 如果排程事件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執行

包含語法錯誤之工作流程動

作的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

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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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類型 結果  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中呈報的內容 

這些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並不會讓下一次排程的

事件無法產生待處理例項。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語意錯

誤 
 清單中每筆記錄的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每筆失敗都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

呈報例項。 

 如果排程事件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執行

這些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並不會讓下一次排程的

事件無法產生待處理例項。 

找到錯誤之工作流程動作的

詳細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

細資料。 

排程事件上所指定之清單

中傳回的記錄數目超過允

許的最大數目。 

 不會為清單中的任何記錄執行任何排程事件

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系統會呈報單一例項。 

 此失敗並不會讓下一次排程的事件無法產生
待處理例項。 

失敗之排程事件的詳細資料

，以及該錯誤的詳細資料。 

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

並無法存取排程事件上所

指定的清單。 

 不會為清單中的任何記錄執行任何排程事件

上的動作。 

 失敗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系統會呈報單一例項。 

 此失敗並不會讓下一次排程的事件無法產生
待處理例項。 

失敗之排程事件的詳細資料

，以及該錯誤的詳細資料。 

工作流程動作中的任何其

他錯誤 
 清單中每筆記錄的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每筆失敗都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

呈報例項。 

 如果排程事件上有其他動作存在，則會執行

這些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並不會讓下一次排程的

事件無法產生待處理例項。 

失敗之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

資料，以及該錯誤的詳細資

料。 

備註：在排程事件的例項失敗後，會為下一次排程的事件產生另一個例項。您無法重新提交失敗的例項。 
 

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當您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適用下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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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您必須在使用者角色中同時啟用下列這兩個權限： 

 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 

 使用者的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 

 在下列情況下，不會觸發「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 

 依照貴公司的要求，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對使用者記錄進行變更時。 

備註：使用者可將登入存取權授予 Oracle CRM On Demand 
技術支援代表以進行疑難排解。如果技術支援代表以使用者身分登入時對使用者記錄進行變更，則該變更會被

視為是由技術支援代表所模擬之使用者所做的變更，且此變更會觸發所有相關的工作流程規則。 

 當管理員於使用者記錄上按一下「重設密碼」來重設使用者密碼時。 

備註：如果管理員在使用者記錄上勾選「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核取方塊時，

此動作會被視為對使用者記錄進行更新，而此變更會觸發所有相關的工作流程規則。 

 透過 Web 服務重設使用者密碼時。 

 使用者第一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後設定其密碼時。 

 使用者變更其密碼時。 

 使用者第一次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後設定其安全性問題時。 

 使用者變更其安全性問題時。 

 使用者記錄上的銷售配額有所變更時。 

 「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不支援「指派工作簿」工作流程動作。這是因為自訂工作簿被指派給使用者記錄的方式

，與被指派給其他記錄類型 (如客戶、聯絡人等等) 
的方式不同。雖然可將使用者與工作簿相關聯來提供使用者工作簿記錄的存取權，但只有使用者的預設使用者工作簿會被指

派給使用者記錄。 

 您無法使用「更新值」工作流程動作來更新使用者記錄上的「狀態」欄位。 

 如果「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具有「更新值」動作，且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是透過「我的設定」連結對使用者記錄
進行更新而觸發，則「更新值」動作並不會更新使用者僅具唯讀權限的任何欄位。 

 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時，「收件者」欄位中無法使用「特定的電子郵件地址」選項

。只有「特定使用者」與「記錄的相關使用者」選項可供使用。對於「記錄的相關使用者」選項，您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

選項： 

 目前使用者。這是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使用者。 

 監督者。 這是使用者記錄上「監督者」欄位中所命名的使用者，由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所建立或更新。 

 直屬主管。這是使用者記錄上「直屬主管」欄位中所命名的使用者，由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所建立或更新。 

同樣地，當您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建立任務」工作流程動作時，「負責人」欄位中「記錄的相關使用者」選項

可用的選項包含「目前使用者」、「監督者」及「直屬主管」。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本主題說明如何建立含有「排程事件」以外之任何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如需以「排程事件」觸發事件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

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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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如果已在公司資料檔上勾選「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當您編輯現有工作流程規則時，
「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與「工作流程規則編輯」頁面中會顯示「翻譯語言」欄位。您可以使用「翻譯語言」欄位來輸入
自訂錯誤訊息的翻譯版本，如果不符合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且已勾選該規則的「取消儲存」核取方塊，便會將自訂錯誤訊息傳
回給使用者或 Web 服務。如需有關「翻譯語言」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頁數 386)。 

在您開始之前。您必須依照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中的說明，為公司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工作流程功能。若要執行本主題所描述的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擁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若要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您的使用者角色也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使用者的工作流程規則」權限。您的管理員能為管理員角色及任何其他角色 (視需要) 
啟用此權限。如需有關建立「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時應考量事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

流程規則的考量 (請參閱 "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頁數 
377)。如需有關為角色新增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備註：建立規則之後，您就無法變更該項規則的記錄類型或觸發事件。不過，您可以更新工作流程條件。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複製現有規則來建立新工作流程，請在您想複製的工作流程規則上按一下「複製」。 

 如果要建立的新工作流程不是以現有規則為根據，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新增」。 

4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區段中，填入規則資訊。 

下表將描述規則欄位。 

欄位 描述 

工作流程名稱 輸入唯一的名稱，最多 50 個字元。 

有效 您可以使用「有效」核取方塊來啟用和停用規則。任何數目的工作流程規則
都可以同時有效。 

訂單 當您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此欄位是唯讀的。它會決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根據相同記錄類型、相同觸發事件及相同上階記錄類型 (若適用) 
來叫用規則的順序。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為依據相同記錄類型與相同觸發事件，自動指派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

則順序編號。若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是「與上階建立關聯之後」或「與

上階取消關聯之後」，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相同的記錄類型、相同的觸發事件及相同的上階記錄類型，自動指派

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則順序編號。之後，您可以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

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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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結束 若您勾選此工作流程規則上的「結束」核取方塊，且符合規則上的條件，則

會執行此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有效動作。不過，根據相同記錄類型、相同觸發

事件及相同上階記錄類型 (若適用) 的後續工作流程規則，皆沒有觸發。 

若未符合此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不管此工作流程規則上的「結束」核取方塊設定，而繼續順序中的下個規

則。 

描述 (選擇性) 輸入有關工作流程規則的附加資訊，如規則的目的。 

記錄類型 選取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 

若為建立、更新和刪除觸發事件，每個工作流程規則只會與單一記錄類型相

關。系統會評估該記錄類型的規則，然後在該記錄類型執行這些動作。建立

規則之後，您就無法變更規則的記錄類型。  

若其觸發事件是「與上階建立關聯之後」觸發事件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

」的工作流程規則，請選取下階記錄的記錄類型。例如，如果您想要在聯絡

人記錄與客戶記錄產生關聯時觸發工作流程規則，請在此欄位中選取「聯絡
人」，然後在「上階記錄類型」欄位中選取「客戶」。 

觸發事件 選取觸發此規則的事件。 

指定的記錄類型發生此事件時，系統就會評估此規則。建立規則之後，您就

無法變更規則的觸發事件。 

備註：「與上階建立關聯之後」和「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的觸發事件僅支

援「客戶」、「聯絡人」及「機會」記錄類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聯

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 (請參閱 "關於建立關聯與取消關聯觸發事件" 頁數 
365)。 

上階記錄類型 如果您選取了「與上階建立關聯之後」觸發事件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

觸發事件，就會顯示此欄位。 

請選取上階記錄類型。例如，如果您要設定在聯絡人記錄與上階客戶記錄產
生關聯時觸發的工作流程規則，請在此欄位中選取「客戶」，然後在「記錄
類型」欄位中選取「聯絡人」。 

5 如果您要定義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請在頁面的「工作流程規則條件」區段中，按一下 fx 圖示，然後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來定義工作流程規則條件。如需有關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備註：如果您未對工作流程規則定義任何條件，每次觸發此規則時都會執行規則的動作。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時，請注意下列重點： 

 工作流程規則條件最多可以包含 2048 個字元。 

 您可以設定特定角色或通路所特有的工作流程規則。如需有關限制特定角色或通路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限制特定通路或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89)。 

 您可以在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類似於下列運算式的條件，來決定記錄中的欄位是否已更新。在此範例中，用來決定欄位

是否已變更的字串無效，但您可以使用任何想要的字串，前提是該字串不是被檢查之欄位中的值： 

IfNull([<FieldName>], "Invalid") <> IfNull(PRE("<FieldName>"), "In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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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 PRE 函數用於任何在「等待」動作後叫用的工作流程或動作中，則該函數不會傳回先前的欄位值。如需有關 
PRE() 函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PRE (頁數 771)。 

6 若「條件為 False 
時的動作」區段可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使用，則若未符合規則上的條件，您可指定儲存作業必須取消。 

如需有關在不符合規則上的條件時，指定儲存作業必須取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頁數 386)。 

7 儲存工作流程規則。 

您已儲存規則時，可建立規則的動作。您可為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如需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以下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頁數 386)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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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排程事件 
排程事件是非由使用者動作所觸發的工作流程規則。相反地，排程事件會在達到指定的日期與時間時自動執行。您可以選擇將排

程事件設定為多次執行，以您在排程事件上指定的間隔執行。 
排程事件的工作流程動作會在記錄清單上執行，而其他類型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則會在單一記錄上執行。 

備註：排程事件的觸發事件為「排程事件」。 

您可以為下列記錄類型建立排程事件：支援清單管理功能的所有最上層記錄類型，以及「價目表」、「產品」、「產品類別」及
「使用者」記錄類型。 

建立排程事件時，您可選取已篩選過的清單，該清單會傳回您要為其執行工作流程動作的記錄。每次執行排程事件時，將針對該

日期篩選清單所傳回的記錄執行動作。記錄會依順序處理，也就是說，會為清單中第一筆記錄依排程事件上所指定的順序來執行

排程事件上的所有工作流程動作，然後為清單中的第二筆記錄執行所有動作，依此類推。 

例如，您可能要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對到期日已過之未結案活動的負責人傳送電子郵件提醒，且您希望此動作每隔一週重複一次。若要進行設定，您可以建立排程事

件，在該事件上選取先前已定義的清單，而該清單會傳回到期日已過的所有未結案活動。您將排程事件設定為每隔一週重複一次

，然後在排程事件上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排程事件的第一個例項會在您指定的開始日期執行，且電子郵件提醒會傳送給

每個到期日已過之未結案活動的負責人。接著，排程事件會每隔一週再次自動執行一次，直到您指定的結束日期為止 
(或事件已執行您所指定的次數)。 

排程事件是依照下列方式排程與執行： 

 在您讓排程事件生效後，將為第一次排程事件產生一個待處理例項，並將排程事件的狀態設為「已排程」。待處理的例項會
顯示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如需待處理例項所顯示之欄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備註：排程事件之待處理例項的「恢復日期」是將執行例項的最早可能時間。例項可能不會立即執行，這取決於當時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上的負載狀況。 

 執行排程事件的例項後，會發生以下情況： 

 如果在排程事件中選取了「啟用通知」核取方塊，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傳送電子郵件給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以確認例項已被執行。 

 會為下一次排程的事件產生另一個例項。 

 當排程事件的所有例項都已完成時，排程事件將被停用 
(也就是說，排程事件上的「有效」核取方塊會自動取消選取)，而排程事件的狀態將設為「已完成」。 

排程事件狀態 
排程事件上的「狀態」欄位會自動更新且為唯讀狀態。「狀態」欄位中可能會出現下列值： 

 未排程。從未將排程事件設為有效。 

 已排程。排程事件有效且具有事件的待處理例項。 

 已完成。排程事件的所有排程場次皆已完成。 

 已終止。最近產生的排程事件例項已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或者排程事件已停用。 

如需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排程事件例項時，所發生之情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

除待處理例項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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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刪除排程事件 
如果您在事件的所有排程場次執行前刪除某個排程事件，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如果有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存在，則會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該例項。 

 如果排程事件的例項目前正在執行中，則該例項會失敗。失敗不會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呈報。 

 不會產生排程事件的其他例項。 

關於停用排程事件 
如果您在事件的所有排程場次執行前停用某個排程事件，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排程事件的狀態會設為「已終止」。 

 如果有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存在，則會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該例項。 

 如果排程事件的例項目前正在執行中，則部分動作可能會失敗。 

在排程事件例項的執行期間，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每隔五分鐘檢查一次，以確定排程事件是否仍有效。如果排程事件已被停用，則該例項便會終止。任何尚未執行的動
作都會失敗，且錯誤監視器中會呈報失敗動作的錯誤例項。 

 不會產生排程事件的其他例項。 

如果您在先前停用的排程事件記錄上勾選「有效」核取方塊，則排程事件記錄將會被視為新的排程事件。視排程而定，將會發生

下列情況： 

 若已排程未來場次。排程事件的狀態會設為「已排定」，並為下一個排程事件產生待處理例項。在產生例項時，排程事件的
發生次數會重設為 1。 

 若未排程任何未來場次。排程事件上的「有效」核取方塊會再次自動取消選取，而排程事件的狀態將設為「已完成」。 

如需建立排程事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建立排程事件 
本主題說明如何建立排程事件，即含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如需以任何其他觸發事件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相

關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排程事件時，適用下列考量事項： 

 您無法對排程事件指定條件。除非發生錯誤，否則事件的排程例項與事件上的工作流程一律會執行。 

備註：在「工作流程規則新建」頁面中選取「排程事件」觸發事件後，會重新整理頁面。頁面的「工作流程錯誤條件」

區段會被移除，而您指定事件排程的「排程詳細資料」區段將變成可用。 

 為取得較好的效能，建議您避免將排程事件設定成多個同時執行。 

 您必須為排程事件指定開始日期與時間，且必須指定結束日期與時間或要執行事件的次數。 

備註：即使您指定過去的開始日期與時間，Oracle CRM On Demand 
也不會為過去的日期與時間產生任何例項。例如，如果您為以一個月為間隔、重複 10 次的排程事件指定 2018 年 1 
月 15 日作為開始日期，而目前日期為 2018 年 5 月 30 日，則事件的第一個例項會排定在 2018 年 6 月 15 
日。將只會執行未來五次的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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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指定排程事件將在該月中的某個特定日期執行，而該日期未在特定月份發生，則該事件將不會於該月份執行。例如，

如果您在月份中選取第 29 天，則事件將不會在二月執行，除非該年是閏年。 

為排程事件選取清單時，適用下列考量事項： 

 如果您無法存取排程事件上所選取的篩選清單，則無法讓排程事件生效。 

 如果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無法存取執行事件例項時在排程事件上所選取的清單，則該例項將會失敗。 

 執行排程事件的例項時，所傳回的清單僅包含那些滿足清單篩選條件的記錄，且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可查看相關記錄。 

 排程事件例項可處理的最大記錄數目為 1000 
筆。執行事件例項時，如果您在排程事件上所選取之清單傳回的事件數目超過所允許的最大數目，則該例項將會失敗。為避

免此問題，請確保您為排程事件所選取的清單上，篩選的設定方式不會傳回過長的記錄清單。 

 為要用於排程事件的清單指定篩選時，可在「日期」與「日期/時間」欄位中使用下列一或多個函數： 

 Duration() 

 Timestamp() 

 Today() 

您可以使用這些函數並搭配下列條件： 

 介於 

 等於 

 等於 

 等於或晚於 

 等於或早於 

 不介於 

 不等於 

您可以將包含函數的運算式直接輸入到清單條件中的篩選值欄位。例如，若要傳回「結案日期」比目前日期 
(即執行排程事件的日期) 晚兩天的機會記錄，請選取「等於」條件並輸入下列運算式： 

Today() + 2 

另一個例子是，若要傳回「預估結案日期」在未來 36 
小時內的潛在客戶記錄，請選擇「介於」條件並輸入下列運算式： 

Timestamp(), Timestamp() + Duration('P0YT36H') 

如需這些函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Duration (頁數 746)、Timestamp (頁數 775) 及 Today (頁數 
778)。 

在您開始之前： 

 您必須依照關於設定工作流程規則功能 (頁數 359)中的說明，為公司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工作流程功能。 

 若要執行本主題所描述的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擁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若要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排程事件，您的使用者角色也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使用者的工作流程規則」權限。您的管理員能為管理員角色及任何其他角色 (視需要) 
啟用此權限。如需有關建立「使用者」記錄類型的排程事件時應考量事項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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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規則的考量 (請參閱 "為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頁數 
377)。如需有關為角色新增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請檢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中的資訊。 

建立排程事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透過複製現有事件來建立新的排程事件，請在要複製的排程事件上按一下「複製」。 

 若不要依據現有事件來建立新的排程事件，請在標題列上按一下「新增」。 

4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主要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區段中，填入排程事件資訊。 

下表將描述這些欄位。 

欄位 描述 

工作流程名稱 輸入唯一的名稱，最多 50 個字元。 

有效 使用「有效」核取方塊來啟用或停用排程事件。 

在排程事件生效時，排程事件記錄上的「啟動者」欄位會顯示建立該排程事
件的使用者名稱。儲存記錄後，「啟動者」欄位會顯示在排程事件的「詳細
資料」頁面中。 

在排程事件上勾選「有效」核取方塊並儲存記錄後，記錄上的「啟動者」欄
位便會更新，以顯示勾選「有效」核取方塊的使用者名稱。該使用者必須可
存取執行事件例項時，在排程事件上所選取的清單。否則，例項將會失敗。 

排程事件之所有待處理例項與所有錯誤例項中的「啟動者」欄位，也會顯示
在排程事件中勾選「有效」核取方塊的使用者名稱。 

如需啟用或停用排程事件時，所發生之情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

件 (頁數 382)。 

備註：當您讓排程事件生效後，會立即為第一次排程的事件產生例項。最佳
作法是，在讓事件生效前，於排程事件上設定好所有工作流程動作。否則，
如果排程事件的開始時間過於接近，則可能會在您完成設定工作流程動作前
即執行第一個例項。 

描述 (選擇性) 輸入有關排程事件的其他資訊，如事件的目的。 

記錄類型 選取排程事件的記錄類型。 

排程事件僅會與一種記錄類型相關。建立事件之後，您就無法變更事件的記

錄類型。  

觸發事件 選取「排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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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啟用通知 如果您要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每次排程事件的例項順利完成時、每次事件例項失敗時及每次事件的待處

理例項遭刪除時，傳送電子郵件進行通知，請勾選此核取方塊。該電子郵件

會傳送給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  

5 在「排程詳細資料」區段中，按一下「查尋」圖示 
(放大鏡)，然後選取篩選清單，其會傳回您要讓工作流程動作執行的記錄。 

6 在「開始日期時間」欄位中，選取您要執行排程事件的第一個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7 在「經常性」欄位中，選取您要重複執行排程事件的時間間隔，例如：每週。 

8 在「每」欄位中，設定循環例項的間隔期間。例如，如果您在「經常性」欄位中選取「每週」，而您要讓例項以兩週的間隔

循環執行，則在「每」欄位中輸入 2。您可輸入的最小值為 1。 

9 如果您在「經常性」欄位中選取「每月」，則可勾選「每月最後一日」核取方塊，選擇將排程事件安排在執行事件的每月最

後一日進行。 

舉例來說，如果您將排程事件設定在 4 月 23 日開始，並以兩個月的間隔重複一次，那麼事件的第一個例項將在 4 月 
23 日執行。第二個例項將在 6 月 23 日執行，第三個例項將在 8 月 23 
日執行，依此類推。不過，如果您勾選「每月最後一日」核取方塊，則該事件的第一個例項將在 4 月 30 
日執行，第二個例項將在 6 月 30 日執行，第三個例項將在 8 月 31 日執行，依此類推。 

10 您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來指定要執行排程事件的次數，或者指定結束日期與時間： 

 選取「之後」選項，然後指定要執行排程事件的次數。您輸入的值必須大於 0 (零)。 

 選取「依日期時間」選項，然後選取排程事件的結束日期與時間。結束日期與時間必須晚於開始日期與時間。 

11 儲存變更。 

關於更新排程事件 
排程事件生效後，您無法變更排程或選取排程事件上的其他清單。不過，您可以停用排程事件來將其終止。取消選取排程事件上

的「有效」核取方塊並儲存記錄後，您便可以編輯排程事件來變更排程或選取其他清單。當您讓排程事件再次生效時，該事件會

被視為新的排程事件。 

注意：停用排程事件時，也會刪除任何待處理的事件例項。此外，如果排程事件的例項目前正在執行中，則清單中部分記錄的部

分動作可能會失敗。如需停用排程事件時，所發生之情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在具有「儲存修改的記錄前」觸發條件的工作流程規則中，您可以使用「取消儲存」功能來指定若是不符合規則條件時，取消已

觸發規則的儲存變更作業。但是，Oracle CRM On Demand 執行的變更不會取消，即使您指定取消儲存作業也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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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已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的翻譯訊息 
當您在工作流程規則上設定取消儲存功能時，您可以指定如果不符合規則上的條件且已勾選該規則的「取消儲存」核取方塊時，

要傳回給使用者或 Web 
服務的自訂訊息。貴公司可能會為並未使用公司預設語言的使用者提供自訂訊息的翻譯版本。輸入自訂訊息的翻譯版本這項功能

是由公司資料檔上的「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來加以控制。如果公司資料檔上已取消勾選此核取
方塊，您就無法為工作流程規則輸入翻譯訊息。 

如果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譯支援」核取方塊，則行為如下： 

 當您編輯現有工作流程規則時，可於「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及「工作流程規則編輯」頁面中使用「翻譯語言」欄位

。建立其中已指定自訂訊息的工作流程規則後，訊息會以藍色字型顯示，並置於公司預設語言以外的各個語言的括弧中。您

隨後可編輯工作流程規則，以輸入訊息的翻譯版本。 

備註：如果您未指定自訂訊息，則會傳回預設訊息。您無法輸入預設訊息的翻譯版本。 

 您可於現有工作流程規則的「工作流程規則編輯」頁面及「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中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變更公司預設語言中現有規則內的訊息，則可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來指示是否以更新訊息來取代訊息的

翻譯版本，或者讓翻譯版本保持不變。如果您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更新後的訊息會以預設公司語言的預設字

型顯示，而該訊息也會以藍色字型顯示，並置於各個其他語言的括弧中，直到您為該語言輸入翻譯訊息。如果您在更新預設

公司語言的訊息時未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預設公司語言的訊息會變更，但翻譯的訊息則不會變更。 

備註：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取消勾選且為唯讀狀態。「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只有在

您編輯現有工作流程規則時才會生效。此外，編輯工作流程規則時，如果您在「翻譯欄位」中選取公司預設語言以外的

任何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是唯讀狀態。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工作流程取消儲存」權限，以及「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備註：「機會」記錄類型是例外。您的使用者角色不需具有「工作流程取消儲存」權限，就能在「機會」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

則中使用「取消儲存」功能。假設您的使用者角色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您即可在具有「儲存修改的記錄前」觸發條件之「機會」記錄類型的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取消儲

存」功能。 

在不符合規則條件時取消工作流程儲存作業 

1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條件為 False 時的動作」區段中，選取「取消儲存」核取方塊。 

2 (選擇性) 指定因不符合規則條件而取消儲存作業時，要顯示的錯誤訊息。 

3 儲存變更。 

下表說明「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中「條件為 False 時的動作」的選項。 

欄位 描述 

註記翻譯需求 只有在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為工作流程取消儲存訊息啟用語言翻譯支援」
核取方塊時，才能使用此核取方塊。 

如果您變更公司預設語言中工作流程規則內的訊息，請依下列方式來使用「

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如果您要以更新訊息來取代訊息的翻譯版本，請勾選「註記翻譯需求」

核取方塊。 

 如果您要讓訊息的翻譯版本保持不變，請不要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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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取方塊。 

取消儲存 如果您選取此核取方塊，則如果不符合規則條件時，就會執行下列動作： 

 工作流程規則終止。 

 所有根據具備「儲存修改的記錄前」觸發事件的相同記錄類型之後續工

作流程規則也會終止。 

 記錄狀態的所有先前變更 (除了 Oracle CRM On Demand 
所做的變更之外) 都會回復。 

 記錄會返回其原始狀態。不過，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更新記錄，則變更會修訂「取消儲存」動作。例如，如果從相關聯絡人

移除主要聯絡人，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更新上層機會記錄的主要聯絡人資訊。此 Oracle CRM On 
Demand 所做的更新會修訂任何機會記錄的「取消儲存」動作。 

 不會觸發所有相同記錄類型的後續工作流程規則，該記錄類型具備「當

儲存修改的記錄時」觸發事件。 

 會傳回下列訊息： 

 如果由使用者動作觸發規則，則會向其動作觸發規則的使用者顯示

訊息。 

 如果是由 Web 
服務引發規則，則會以錯誤字串的形式，將訊息傳回 Web 服務。 

您可指定在「顯示訊息」欄位中的訊息。 

如果取消選取此核取方塊，則不符合規則條件時，並不會影響儲存作業 
(且不會傳回任何訊息)。 

根據預設，會取消選取「取消儲存」核取方塊。 

顯示訊息 您可在此欄位中，指定不符合規則上的條件，且已勾選規則上的「取消儲存

」核取方塊時，要傳回給使用者、Web 服務的訊息。 

如果您未在此欄位中指定訊息，則會傳回預設訊息。訊息可包含的字元上限

是 1999。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為已取消的工作流程儲存作業輸入訊息的翻譯版本。 

為工作流程輸入訊息的翻譯版本 

1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中，按一下工作流程規則的「編輯」連結。 

2 在「工作流程規則編輯」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您輸入翻譯訊息時要使用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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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若選取預設公司語言以外的任何語言，則無法從「工作流程規則編輯」頁面或「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建

立工作流程規則。只有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預設公司語言時，您才能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3 在「顯示訊息」欄位中，輸入翻譯訊息。 

4 儲存變更。 

請為每個語言重複此程序。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限制特定通路或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當您建立含有「排程事件」以外之任何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時，可以新增條件至規則中，將該規則限制為特定通路或角色。 

防止通路叫用工作流程規則 

 在條件運算式中使用 ExcludeChannel() 函數。 

例如，若要防止大型匯入作業觸發工作流程規則，請在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下列條件： 

ExcludeChannel ("Import") 

如需有關 ExcludeChannel() 函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ExcludeChannel (頁數 748)。 

限制特定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在條件運算式中將 UserValue() 函數與 <Role> 屬性一起使用。 

例如，若要限制工作流程規則僅在使用者 (其動作會觸發該規則) 
角色為「管理員」且記錄的「優先順序」設為「高」時叫用，請在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下列條件： 

UserValue('<Role>')="Administrator" AND [<Priority>]="High" 

如需有關 UserValue() 函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UserValue (頁數 780)。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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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指派工作簿」動作會在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符合時，自動將工作簿指派給記錄。您可以選取要指派給記錄

的特定工作簿，或者可以指定運算式來評估要指派給記錄的工作簿名稱。 

指定會評估工作簿名稱的運算式可讓您設定「指派工作簿」工作流程動作，藉此可依據運算式的結果來對不同記錄指派不同工作

簿。例如，假設您有北美的客戶，也有總部位於 EMEA 
的客戶。您可能想要為不同的地點設定兩個獨立的工作簿，並根據客戶的地點將適用的工作簿指派給客戶。若要設定此組態，您

可以建立兩個工作簿，一個命名為「北美」而另一個命名為 EMEA。接著，您可以使用值「北美」與 EMEA 
來建立名為「銷售地點」的自訂選擇清單欄位，並將該自訂欄位加入至適當角色之客戶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中。然後，您可

以建立「指派工作簿」工作流程動作，以在更新客戶記錄時執行下列作業： 

 評估運算式以決定在客戶記錄上的「銷售地點」欄位中所選取的值。 

 建立客戶記錄與工作簿的關聯 (該工作簿名稱必須符合運算式所傳回的值)。 

備註：您可以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指派工作簿」動作。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建立「指派工作簿」動作 

1 瀏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指派工作簿」。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若要指定待指派給記錄的工作簿，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工作簿名稱」欄位旁的選取器按鈕、選取您要對其指派記錄的工作簿，然後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 fx 圖示來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建立運算式來評估要指派給記錄的工作簿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例如，若要支援此主題前文所述的組態，請從清單中選取自訂「銷售地點」欄位。與語言無關的欄位名稱接著

會以適當語法顯示於運算式編輯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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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運算式評估為 Null 
值或非有效工作簿名稱的值，工作流程動作便會失敗，並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記錄錯誤。 

如需有關 Expression Builder 的資訊，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7 選取適當的「指派選項」和「套用至」選項。  

如需這些選項的說明，請參閱將記錄指派給工作簿 (請參閱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備註：如果您要讓工作流程動作將記錄從一個工作簿重新指派給其他工作簿，則您可在「取代工作簿」欄位中指定要取

代的工作簿。您可以選取要取代的工作簿名稱，或者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來建立運算式，以評估要取代的工作簿名稱。如果運算式評估為 Null 
值或非有效工作簿名稱的值，工作流程動作便會失敗，並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記錄錯誤。 

8 儲存動作。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指派工作簿 
您可以設定在不同所有權模式中支援自訂工作簿的記錄類型：使用者模式、混合模式或工作簿模式。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記錄所有權模式會跟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互動。 

若「指派工作簿」的工作流程動作嘗試要從記錄中移除主要自訂工作簿，則會發生下列狀況： 

 若以工作簿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若以混合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當主要自訂工作簿從記錄中移除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移除記錄的「工作簿」欄位值。 

 若以使用者模式設定記錄類型，則記錄上沒有任何工作簿是主要自訂工作簿，且記錄所有權模式不會影響工作流程動作。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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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會在符合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且在「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所追蹤的至少其中一個欄

位中偵測到變更時，將整合事件傳送至一或多個整合佇列。 

關於建立整合事件動作與等待動作 
如果您想使用「建立整合事件」動作建立整合事件，以擷取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對記錄所做的變更，就必須在工作流程規則

的動作順序上，將「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放在任何「等待」動作之前。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中的「等待」動作在「建立整合事件」

動作之前，就會讓「建立整合事件」動作無法偵測到對記錄所做的變更。當「等待」動作的等待期間結束，並且在執行規則中其

餘動作的事件之前，會再次讀取記錄，而不會保留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之前的記錄欄位值。因此，欄位先前的值會視同目前
的值，「建立整合事件」動作也不會建立整合事件，因為偵測不到任何在追蹤欄位中的變更。 

關於整合事件中的選擇清單值格式 
視您如何設定您的整合事件佇列而定，整合事件中選擇清單欄位的值會以建立整合事件的使用者所使用的語言來記錄，或記錄成
與語言無關的程式碼 (LIC) 值。如需為整合事件佇列指定選擇清單值格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頁數 
693)與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頁數 694)。 

關於客戶與聯絡人地址記錄中的帳單、出貨及主要旗標 
在「客戶地址」記錄類型的整合事件中，您可以包含「帳單」與「出貨」旗標，來指出地址是否為客戶的指定帳單地址或出貨地

址。同樣地，在「聯絡人地址」記錄類型的整合事件中，您可以包含「主要」旗標，來指出地址是否為聯絡人的主要地址。不過

，您無法追蹤「帳單」、「出貨」及「主要」旗標的變更。這表示此類旗標的變更無法用來觸發整合事件的建立作業，即使您對

旗標勾選「一律包含」核取方塊也是一樣。如果您在整合事件內包含其中一個此類旗標，且該旗標與已追蹤變更的欄位同時變更

，則因所追蹤欄位變更而建立的整合事件，並不會顯示該旗標的新值。反之，整合事件會顯示執行更新前的旗標值。不過，下次
因所追蹤欄位變更而建立整合事件時，整合事件會包含執行先前更新後的旗標欄位值。 

例如，假設您有兩個連結至聯絡人 Jane Smith 的地址：「地址 A」與「地址 B」。「地址 A」為 Jane Smith 
的主要地址。您對「聯絡人地址」記錄類型設有工作流程「建立整合事件」動作，設定如下： 

 僅對「地址類型」欄位勾選「追蹤變更」核取方塊。 

 為「主要」欄位勾選「一律包含」核取方塊。 

如果使用者從 Jane Smith 的聯絡人地址記錄更新了「地址 A」的「地址類型」欄位，同時取消勾選「地址 
A」的「主要」核取方塊，則工作流程動作因「地址類型」欄位變更而建立的整合事件會顯示新的地址類型，但整合事件中的「

主要」旗標值仍會指出「地址 A」為 Jane Smith 的主要地址。不過，下次若從聯絡人地址記錄變更「地址 
A」的「地址類型」欄位，且因變更而建立整合事件時，整合事件中的「主要」旗標會顯示「地址 A」並非 Jane Smith 
的主要地址。 

備註：您可以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一個「建立整合事件」動作。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處所述的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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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建立整合事件」動作 

1 瀏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建立整合事件」。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選取要寫入整合事件的整合佇列。 

7 在「結構描述版本」欄位中，如果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同時支援 Web Services 版本 1.0 與 Web Services 版本 
2.0 的結構描述，則選取要用於整合事件的 Web 服務版本。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同時支援 Web Services 版本 1.0 與 Web Services 版本 2.0 
的結構描述，則「結構描述版本」欄位中會依預設選取 Web Services 版本 
2.0，但您可在儲存工作流程動作前變更選擇。 

備註：建立並儲存工作流程動作後，您即無法變更「結構描述版本」欄位中的值。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僅支援一種結構描述，則會依預設選取該 Web 服務版本。如需有關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8 儲存工作流程動作。 

9 從動作清單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對您要設定的整合事件動作選取「設定」。 

備註：觸發事件為「合併記錄時」的動作無法使用「設定」選項。 

10 在「設定整合事件追蹤」頁面中，視需要選取欄位的核取方塊： 

 如果您在欄位值未變更時也要在整合事件中包含欄位，請選取「一律包含」核取方塊。 

 如果您要在每次更新此欄位時產生整合事件，請選取「追蹤變更」核取方塊。 

11 儲存變更。 

下表說明「設定整合事件追蹤」頁面的欄位。 

欄位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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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顯示名稱 欄位在使用者介面中顯示的名稱。 

整合標記 在整合事件中包含欄位時使用的整合標記。 

整合標記會顯示於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的「整合標記 Web Services 
v2.0」資料欄。 

必要 此唯讀核取方塊表示欄位是否已設為必要欄位。 

一律包含 如果您在欄位值未變更時也要在整合事件中包含欄位，請選取此核取方塊。 

備註：預設會選取「一律包含」核取方塊，且對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的特定欄位無法取消選取。 

追蹤變更 如果您要在每次更新此欄位時產生整合事件，請選取此核取方塊。如需有關「追

蹤變更」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本主題中的關於追蹤變更核取方塊。 

關於追蹤變更核取方塊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為「刪除記錄前」、「與上階關聯之後」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追蹤變更」核取方塊將無

法使用。此外，若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是「與上階關聯之後」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則顯示在頁面上的欄位集合將是

位於下階記錄層級的欄位集合。您無法設定上層記錄層級的整合事件中包含的欄位集。 

對於「追蹤變更」核取方塊可用的工作流程動作，工作流程動作唯有在已至少為一個欄位勾選「追蹤變更」核取方塊，且至少偵

測到其中一個已勾選「追蹤變更」核取方塊之欄位的變更時，才會建立整合事件。在建立整合事件時，工作流程動作中已勾選「

一律包含」核取方塊的所有欄位均會納入整合事件中。 

系統欄位例外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是「儲存新記錄時」以外的任何事件，則在已為一或多個下列系統欄位勾選「追蹤變更」核取方塊

，而未為任何其他欄位勾選「追蹤變更」核取方塊的情況下，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產生整合事件： 

 ModifiedDate  

 ModifiedById  

 CreatedDate  

 CreatedById  

 ID 

如需有關整合事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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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建立任務」動作會在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符合時，自動建立任務。 

備註：您可以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關於設定建立活動後續任務的工作流程規則 
「建立任務」動作可用於「活動」記錄類型，以便您在儲存新活動記錄，或者在更新、刪除或還原現有活動記錄時，可以設定工

作流程規則，以建立後續任務。建立的活動記錄後續任務不會觸發任何根據「活動」記錄類型的後續工作流程規則。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設定建立活動後續任務之工作流程規則的範例 (頁數 399)。 

連結至上層記錄的任務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是根據支援下層任務的記錄類型，則當規則的「建立任務」動作建立任務時，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會成為

新下層任務記錄的上層記錄。此外，工作流程規則動作建立的活動會自動連結至其他上層記錄，如下所示：  

 當「建立任務」動作為機會記錄建立活動時，工作流程動作會自動將活動連結至機會的上層客戶，以及連結至機會記錄本身

。 

 當「建立任務」動作為服務要求記錄建立活動時，工作流程動作會自動將活動連結至服務要求的上層客戶與聯絡人，以及連

結至服務要求記錄本身。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是根據不支援下層任務的記錄類型，則當規則的「建立任務」動作建立任務時，任務不會連結至任何上層記錄

。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一個「建立任務」動作。 

備註：如果要讓「建立任務」動作成功，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使用者必須具有建立任務的適當存取權限。如需有關工作流

程動作失敗會發生什麼情況的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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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建立「建立任務」動作 

1 瀏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建立任務」。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填入下表所述的欄位，然後儲存動作。 

備註：如果您在任務的「負責人」欄位中選取「記錄的相關使用者」選項，而記錄的負責人是無效的使用者，這時就不

會建立任務。 

欄位 描述 

負責人 選取任務的負責人類型 
(「記錄的相關使用者」或「特定使用者」)，然後選取負責人： 

 如果您選取了「記錄的相關使用者」，請從清單中選取使用者。 

如果您選取團隊角色做為負責人，工作流程規則會為每一位具備

所指派團隊角色的使用者建立任務。 

備註：對於客戶、聯絡人、潛在客戶、機會及服務要求等記錄類

型，任何新增至記錄類型的自訂團隊角色皆可作為「記錄的相關

使用者」負責人清單中的選項。如需自訂記錄類型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如需在工作流程動作用於「使用者」記錄類型時，您可在「

負責人」欄位中選取之使用者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為使用者記錄

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頁數 377)。 

 如果您選取了「特定使用者」，請按一下「查尋」圖示，然後選取任
務負責人。 

備註：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如何影響自動產生任務的所有權資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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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參閱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任務 (請參閱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的任務" 頁數 298)。 

類型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活動類型。 

活動子類型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活動子類型。 

到期日 輸入評估為任務到期日的運算式。您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來建立運算式。按一下 fx 欄位旁的圖示以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運算式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備註：要讓工作流程動作正確運作，「到期日」欄位必須包含評估為有效

日期的運算式。請不要在「到期日」欄位中輸入任何其他項目，例如日期

或整數。 

如果您輸入的運算式評估為早於或等於目前日期的日期，則到期日依預設

為目前日期。 

計算日期可設定的未來日期並沒有限制。不過，運算式必須評估為有效日

期。如果運算式評估為無效日期或為任何其他資料類型 
(如字串、整數或布林)，則會發生錯誤且不會建立活動。  

您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檢查語法」按鈕來測試運算式的語法。不過，Expression Builder 
不會驗證運算式是否評估為有效日期。 

如需使用 Oracle On Demand Expression Builder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Expression Builder」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優先順序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活動優先順序。 

狀態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活動狀態。 

任務幣別 選取幣別。 

私人 如果您想要讓此任務僅供任務負責人查看，請選取這個核取方塊。 

主旨 輸入任務的主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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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內嵌函數或欄位名稱前後的三個百

分比符號 (%%%) 表示該項目將轉換成字串。  

例如，文字可以包含下列內容： 

電訪 %%%[<ContactLastName>]%%% 

如果您直接在欄位中輸入函數或欄位名稱，則必須在名稱前後分別加上三

個百分比符號。如果您使用Expression 
Builder來內嵌函數或欄位名稱，這些百分比符號會自動加入。如果您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來內嵌複雜運算式，百分比符號可能不會加入至適當的位置。在此

情況下，請確定百分比符號位於整個運算式的前後，如此才能正確評估運

算式。 

例如，%%%Today() + 30%%% 會將目前日期加上 30 天，但是 
%%%Today() %%%+ 30 會在目前日期的字串表示後面串聯 30。 

若要使用Expression 
Builder在欄位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請按一下欄位旁邊的 fx 圖示。 

如果您只輸入靜態文字，則不需要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包括運算式前後的百分比符號。  

描述 輸入任務的描述。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如「主旨」欄位所述。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包括運算式前後的百分比符號。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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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設定建立活動後續任務之工作流程規則的範例 
此主題提供建立活動記錄時，設定建立後續任務之工作流程規則的範例。您可以視您的業務模型而定，採不同方式來使用此功能

。 

您想要每次使用者建立新活動時，自動建立後續任務。後續任務會設定如下： 

 任務為電訪。 

 後續任務的到期日在建立原始任務的兩天後。 

 後續任務的優先順序設為 1-高。 

 後續任務的負責人與原始活動的負責人相同。 

設定建立新活動後續任務的工作流程規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標題列中的「新增」。 

4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主要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區段中，填入規則資訊如下： 

a 在「工作流程名稱」欄位中，輸入工作流程規則的名稱。 

b 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c 在「記錄類型」欄位中，選取「活動」。 

d 在「觸發事件」欄位中，選取「儲存新的記錄時」。 

5 儲存工作流程規則。 

6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建立任務」。 

7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填入動作資訊如下： 

a 在「動作名稱」欄位中，輸入動作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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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c 在「負責人」欄位中，選取「記錄的相關使用者」，然後選取「活動負責人」。 

d 在「類型」欄位中，選取「電訪」。 

e 在「到期日」欄位中，按一下 fx 圖示，在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的「運算式」欄位中輸入下列運算式，然後儲存運算式： 

Today()+2 

f 在「優先順序」欄位中，選取 1-高。 

g 在「主旨」欄位中，輸入任務的主旨行，例如，新活動的後續追蹤電話。 

8 儲存工作流程動作。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會在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符合時，自動產生電子郵件。電子郵件會自動送出，不論觸
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作業成功或失敗。 
管理員可在電子郵件監視器中，查看目前待寄送的外傳電子郵件清單。如需有關電子郵件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公司的

待處理與已寄送電子郵件 (頁數 68)。 

備註：您可以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傳送之電子郵件中的寄件人地址 
當您指定「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傳送之電子郵件的「寄件人地址」時，您可以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預設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則電子郵件中的「寄件人地址」為 donotreply@crmondemand.com。 

 目前使用者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則會代表觸發工作流程的已登入使用者傳送電子郵件。電子郵件中的「寄件者」欄位會設為 
donotreply@crmondemand.com。電子郵件中的「寄件人地址」為觸發工作流程之已登入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 

備註：為排程事件執行「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時，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會被視為登入的使用者。 

 特定電子郵件地址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則會代表您在工作流程動作上指定的電子郵件地址傳送電子郵件。電子郵件中的「寄件者」欄位會

設為 
donotreply@crmondemand.com。電子郵件中的「寄件人地址」為您在工作流程動作上指定的特定電子郵件地址

。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為每個電子郵件產生字串，讓電子郵件可在 Oracle 
的電子郵件傳遞系統中加以追蹤。在舊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追蹤字串會顯示在電子郵件中。從 24 
版開始，追蹤字串不再顯示於電子郵件中，而是存放在電子郵件收件者看不到的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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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翻譯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中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 
在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動作後，您可以選擇編輯該動作，來為工作流程動作所產生的電子郵件輸入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的翻

譯版本。您可以為公司目前使用的每個語言輸入翻譯。如果您並未輸入某個語言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翻譯，則會改為使用預

設公司語言的文字版本。 

執行電子郵件動作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傳送電子郵件」動作的「收件人」欄位值來決定電子郵件的語言，如下所示： 

 若「收件人」欄位中已選取「特定使用者」或「記錄的相關使用者」，則電子郵件的語言為電子郵件收件者的使用者語言。

若「收件人」欄位中已選取「記錄的相關使用者」，且電子郵件正寄送給多位使用者，則每封電子郵件的語言為該電子郵件

收件者的使用者語言。 

 若「收件人」欄位中已選取「特定電子郵件地址」，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傳送電子郵件」動作的「寄件人」欄位值來決定電子郵件的語言，如下所示： 

 若「寄件人」欄位中已選取「目前使用者」，則電子郵件的語言為目前使用者 (即觸發工作流程的已登入使用者) 
的使用者語言。 

 若「寄件人」欄位中已選取「預設電子郵件地址」或「特定電子郵件地址」，則電子郵件的語言為預設公司語言。 

若傳送電子郵件動作被更新，會發生什麼情況？ 
您變更預設公司語言的主旨行文字、訊息主體文字或一併變更這兩者時，可以使用「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來決定其他語言的

行為，如下所示： 

 如果您未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會發生下列情況： 

 對於從未輸入翻譯的語言，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會自動使用預設公司語言的指定更新後文字加以取代。 

 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的任何現有翻譯版本會保持不變。 

 如果您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在儲存變更後，所有其他語言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會被預設公司語言的指定

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覆寫。其他語言的文字會以藍色字型顯示並置於方括號內，直到您輸入翻譯版本為止。 

備註：如果您在更新「傳送電子郵件」動作的任何欄位時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在儲存變更後，每個語言

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會被預設公司語言的指定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覆寫，即使您並未更新預設公司語言的主旨行

或訊息主體文字。 

關於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只有您編輯現有「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且「翻譯語言」欄位中已選取預設公司語言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才

會生效。建立新工作流程的「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取消勾選且為唯讀狀態。此外，編輯工作流

程動作時，若您在「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預設公司語言以外的任何語言，則「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會是唯讀狀態。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的工作流程功能不是用來作為大量電子郵件傳送的工具。如果您需要傳送大量電子郵件給客戶，則建議使用如 Oracle CRM On 
Demand Marketing 的產品以滿足您的需求。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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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1 導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傳送電子郵件」。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器活動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在「寄件者」欄位中，選取或輸入電子郵件寄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如下所示： 

 選取「預設電子郵件地址」選項，使用預設地址傳送電子郵件。 

 選取「目前使用者」選項，代表觸發工作流程之已登入使用者傳送電子郵件。 

 選取「特定電子郵件地址」選項，代表特定地址傳送電子郵件，然後指定地址。 

以下為輸入地址時適用的限制： 

 您可以直接輸入電子郵件地址，或是按一下欄位旁邊的 fx 圖示，並且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定義電子郵件地址。 

 只指定一個電子郵件地址。「寄件者」欄位不支援多個地址。 

 如果要指定絕對電子郵件地址，則必須使用單或雙引號括住地址。 

 Expression Builder 只會檢查地址運算式的語法，而不會檢查地址是否有效。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7 (選擇性) 
在「回覆對象」欄位中，選取當收件人回應「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所發出的電子郵件時，會自動顯示在「收件人」

欄位中的地址選項，如下所示： 

 如果您要讓電子郵件中的「寄件人地址」顯示在電子郵件回應的「收件人」欄位中，請將該欄位留空。 

 如果您要讓已登入之使用者 (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 
的電子郵件地址顯示在電子郵件回應的「收件人」欄位中，請選取「目前使用者」選項。 

 如果您要指定將顯示在電子郵件回應之「收件人」欄位中的一或多個電子郵件地址，請選取「特定電子郵件地址」選項

，然後指定地址。 

以下為輸入地址時適用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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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直接輸入電子郵件地址，或是按一下欄位旁邊的 fx 圖示，並且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定義電子郵件地址。 

 輸入多個地址，請使用分號 (;) 分隔符號。 

 您必須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包圍絕對電子郵件地址。 

 Expression Builder 只會檢查地址運算式的語法，而不會檢查地址是否有效。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8 在「收件人」欄位中，選取或輸入電子郵件收件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如下所示： 

 選取「特定使用者」或「記錄的相關使用者」，然後選取收件者，如下所示： 

 如果您選取了「特定使用者」，請按一下「查尋」圖示，然後選取使用者。 

 如果您選取了「記錄的相關使用者」，請從清單中選取收件者。 

如果您選取團隊角色做為收件者，工作流程規則會將郵件傳送給具備所指派團隊角色的每一位使用者。 

備註：對於客戶、聯絡人、潛在客戶、機會及服務要求等記錄類型，任何新增至記錄類型的自訂角色皆可在「

記錄的相關使用者」收件者清單中使用。如需自訂記錄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記錄類型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如需有關在工作流程動作用於「使用者」記錄類型時，您可傳送電子郵件之收件者的資訊，請參閱為使

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的考量 (頁數 377)。 

 選取「特定的電子郵件地址」選項，然後指定地址。 

以下為輸入地址時適用的考量： 

 您可以直接輸入電子郵件地址，或是按一下欄位旁邊的 fx 圖示，並且使用Expression 
Builder定義電子郵件地址。 

 輸入多個地址，請使用分號 (;) 分隔符號。 

 您必須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包圍絕對電子郵件地址。 

 Expression Builder 只會檢查地址運算式的語法，而不會檢查地址是否有效。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若您在此處輸入的運算式所傳回的電子郵件地址，包含標準應用程式中不支援用於電子郵件地址的任何字元，即使

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Oracle CRM On Demand 
仍無法傳送電子郵件至該地址。如需有關電子郵件地址中所支援使用的字元資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件地址中的特

殊字元。 

下列範例說明包含多個地址的項目： 

PRE('<EmailField1>') + ";" + [<EmailField1>] + ";" + "john.doe@company.com" 

備註：根據「使用者」記錄類型建立「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時，「收件者」欄位中無法使用「特定的電子郵件

地址」選項。只有「特定使用者」與「記錄的相關使用者」選項可供使用。 

9 輸入電子郵件的主題行。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內嵌函數或欄位名稱前後的三個百分比符號 (%%%) 
表示該項目將轉換成文字值。  

例如，文字可以包含下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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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建立新的 %%%[<AccountType>]%%% 客戶 

如果您直接在欄位中輸入函數或欄位名稱，則必須在名稱前後分別加上三個百分比符號。如果您使用Expression 
Builder來內嵌函數或欄位名稱，這些百分比符號會自動加入。如果您使用Expression 
Builder來內嵌複雜運算式，百分比符號可能不會加入至適當的位置。在此情況下，請確定百分比符號位於整個運算式
的前後，如此才能正確評估運算式。 

例如，%%%Today() + 30%%% 會將目前日期加上 30 天，但是 %%%Today() %%%+ 30 
會在目前日期的字串表示後面串聯 30。 

若要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來將函數和欄位名稱內嵌至欄位中，請按一下欄位旁邊的 fx 
圖示。如果您只輸入靜態文字，則不需要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包括函數和欄位名稱前後的百分比符號。 

10 在「電子郵件格式」欄位中，選取要用於電子郵件的格式。 

您可以選取純文字或 HTML 訊息格式。 

11 輸入電子郵件的訊息。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如步驟 8 所述。 

例如，文字可以包含下列內容： 

Hello Mr %%%[<ContactLastName>]%%%,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2000 個字元，包括運算式前後的百分比符號。 

如需瞭解在訊息中使用 HTML 代碼的相關考量，並取得支援的元素與屬性清單，請參閱工作流程電子郵件中的 HTML 
代碼 (請參閱 "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中的 HTML 代碼" 頁數 405)。 

12 儲存動作。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為電子郵件中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輸入翻譯版本。 

備註：如果您並未輸入某個語言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翻譯，則會改為使用預設公司語言的文字版本。若您稍後在現有「傳送

電子郵件」動作中變更預設公司語言的主旨行文字、訊息主體文字或一併變更這兩者，且未勾選「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則

從未輸入過翻譯的任何語言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也會適用這些更新。 

為電子郵件的主旨行與訊息主體文字輸入翻譯版本 

1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中，針對您要輸入翻譯的「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按一下其「編輯」連結。 

2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您輸入翻譯時要使用的語言。 

3 在「主旨」欄位中，輸入電子郵件主旨行的翻譯版本。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 

4 在「訊息主體」欄位中，輸入訊息文字的翻譯版本。 

您可以在文字中內嵌函數和欄位名稱。 

5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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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為您輸入翻譯時要使用的每個語言重複此程序。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中的 HTML 代碼 
在工作流程「傳送電子郵件」動作的電子郵件「訊息」欄位中使用 HTML 代碼時，請注意下列要點： 

 當您儲存工作流程動作時，可能會在電子郵件訊息中新增額外的換行與空格。這些額外的換行與空格不會顯示在傳給收件者

的電子郵件中。 

 如果 HTML 電子郵件訊息中的運算式評估為內含 HTML 標記的字串，則會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傳送電子郵件時編碼標記，讓收件者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將標記視為文字而非 HTML 代碼。 

例如，假設電子郵件訊息包含運算式 %%%[{Description}]%%% 
以傳回「描述」欄位的值，而「描述」欄位中包含下列 HTML 代碼： 

<b>這是描述</b> 

在此情形下，當評估運算式時，作為部分欄位值所傳回的標記並不會被解譯為 HTML 
代碼。反之，顯示在電子郵件訊息中的「描述」欄位值會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描述」欄位顯示值完全相符，包括 <b> 與 </b> 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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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收件者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不支援 HTML，此電子郵件應用程式會決定如何對該收件者顯示 HTML 訊息。 

 對於 HTML 電子郵件訊息，Oracle CRM On Demand 支援 HTML5 中所支援元素的子集。如果您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支援用於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中的 HTML 
要素，則您儲存工作流程動作時，不受支援之要素的標籤會從電子郵件訊息中移除。不會顯示錯誤訊息。 
若為特定元素，元素的內容也會自訊息中一併移除。 

本主題的其餘部分將提供所支援元素與不支援元素的詳細資料。 

支援的元素與屬性 
下表列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支援用於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的元素，以及元素所支援的屬性。如需可與 style 
屬性搭配使用的內容相關資訊，請參閱本主題「style 屬性支援的內容」一節。  

支援的元素 支援的屬性 

<a>  href 

 rel 

 style 

<abbr>  style 

 title 

<address> style 

<b> style 

<bdo>  dir 

 style 

<blockquote> style 

<br> style 

<caption> style 

<cite> style 

<code> style 

<col>  align 

 span 

 style 

 valign 

 wid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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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元素 支援的屬性 

<colgroup>  align 

 span 

 style 

 valign 

 width 

<dd> style 

<del> style 

<dfn> style 

<div>  align 

 style 

<dl> style 

<dt> style 

<em> style 

<fieldset> style 

<h1> style 

<h2> style 

<h3> style 

<h4> style 

<h5> style 

<h6> style 

<hr>  align 

 size 

 style 

 width 

<i>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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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元素 支援的屬性 

<img>  align 

 alt 

 border 

 height 

 hspace 

 src 

 style 

 vspace 

 width 

<ins> style 

<legend> style 

<li> style 

<ol> style 

<p>  align 

 style 

<pre> style 

<q> style 

<s> style 

<samp> style 

<small> style 

<span> style 

<strong> style 

<sub> style 

<sup>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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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元素 支援的屬性 

<table>  align 

 bgcolor 

 border 

 cellpadding 

 cellspacing 

 height 

 style 

 width 

<tbody> style 

<td>  abbr 

 align 

 bgcolor 

 colspan 

 height 

 rowspan 

 style 

 width 

<tfoot> style 

<th>  abbr 

 align 

 bgcolor 

 colspan 

 height 

 rowspan 

 style 

 width 

<thead>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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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的元素 支援的屬性 

<tr>  align 

 height 

 style 

 valign 

 width 

<u> style 

<ul> style 

<var> style 

如需有關 HTML5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全球資訊網協會 (W3C) 網站上的 HTML5 規格 https://www.w3.org/TR/html5/。 

style 屬性支援的內容 
下列層疊樣式表 (CSS) 內容可與 style 屬性搭配使用，而 style 
屬性則可與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中支援的所有元素搭配使用： 

 color 

 font-family 

 font-size 

 font-style 

 list-style-position 

 list-style-type 

 text-align 

如果使用不受 Oracle CRM On Demand 支援與 style 屬性搭配使用的內容，則在您儲存工作流程動作時，系統會從 style 
屬性中移除不支援的內容。 

不支援的元素 
如果您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支援用於工作流程電子郵件訊息中的 HTML 
要素，則您儲存工作流程動作時，不受支援之要素的標籤會從電子郵件訊息中移除。不會顯示錯誤訊息。 
除了下列元素外，元素的內容會保留於訊息中。基於安全性考量，以下元素的標記與內容均會遭到移除： 

 <applet> 

 <area> 

 <base> 

 <basefont> 

 <big> 

 <button> 

https://www.w3.org/TR/html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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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font> 

 <form> 

 <frame> 

 <frameset> 

 <iframe> 

 <input> 

 <isindex> 

 <label> 

 <link> 

 <map> 

 <menu> 

 <noframes> 

 <noscript> 

 <object> 

 <optgroup> 

 <option> 

 <param> 

 <script> 

 <select> 

 <strike> 

 <style> 

 <textarea> 

 <tt> 

HTML 訊息的範例 
下列範例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如何處理工作流程電子郵件中的 HTML 
訊息。此範例中，當建立具有高優先順序的機會時，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給團隊成員。 

該訊息可能是在「傳送電子郵件」工作流程動作的「訊息」欄位中所輸入，如下所示： 

<html> 

<body> 

<pre> 

<b>團隊夥伴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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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好消息！</big> 

%%%[{Created By Full Name}]%%% 建立的<i>%%%[{Name}]%%%</i> 
機會應該是<b>高潛力</b>機會。<b>請將該機會視為第一優先，以便在下一季度新增該機會。</b> 

感謝您。 

David 敬上 

</pre> 

</body> 

</html> 

附註：若未使用 <pre> 元素來括住訊息內容，則必須使用 <br> 標記指定各個換行。 

該電子郵件訊息在輸入時包含不支援的 <html>、<body> 及 <big> 元素的例項。儲存工作流程動作時，系統會移除 
<html> 與 <body> 元素的標記，但將保留這些元素的內容。對於 <big> 
元素，系統會同時移除標記與元素內容。訊息隨即如下所示顯現在所儲存的工作流程動作中： 

<pre> 

<b>團隊夥伴們：</b> 

%%%[{Created By Full Name}]%%% 建立的<i>%%%[{Name}]%%%</i> 
機會應該是<b>高潛力</b>機會。<b>請將該機會視為第一優先，以便在下一季度新增該機會。</b> 

感謝您。 

David 敬上 

</pre> 

當傳送電子郵件時，訊息會如下所示顯現在支援 HTML 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中： 

團隊夥伴們： 

Amanda Jacobsen 建立的汽車製造商機會應該是高潛力機會。請將該機會視為第一優先，以便在下一季度新增該機會。 

感謝您。 

David 敬上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更新值」動作會在記錄變更時自動更新欄位，但不會損及原始變更的相關資訊 
(亦即記錄變更時間、變更者、資料變更內容等資訊)。此動作會在一或多個「等待」動作所定義的等待期間結束後執行，其優先

順序高於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更新值」動作。 

除非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為「儲存修改的記錄前」，否則必須有至少一個有效的「等待」動作，其優先順序高於工作流程規

則上的「更新值」動作。除了觸發事件為「儲存修改的記錄前」的工作流程規則之外，Oracle CRM On Demand 
只能讓您在工作流程規則上動作的優先順序高於至少一個「等待」動作時，啟用「更新值」動作。工作流程規則具有多個「更新

值」動作時，不是每個「更新值」動作都需要具有「等待」動作。該規則上有一個「等待」動作的優先順序高於所有「更新值」
動作即可。 

備註：您可以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下列程序描述如何建立「更新值」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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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建立「更新值」動作 

1 瀏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更新值」。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填入下表所述的欄位，然後儲存動作。 

欄位 描述 

欄位名稱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要更新的欄位名稱。 

備註：可更新的欄位集是由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決定。此外，若欄位在

欄位設定層次被指定為唯讀，則該欄位便無法透過「更新值」動作加以更新
。對於某些記錄類型，可被更新的欄位集包含一些「自訂物件」欄位。您可
以為許多記錄類型更新「自訂物件 1」、「自訂物件 02」和「自訂物件 
03」欄位以及對應的 ID 
欄位。對於「機會」記錄類型，您也可以更新「自訂物件 05」與「自訂物件 
06」以及對應的 ID 欄位。 

值 按一下欄位旁的 fx 
圖示，然後定義運算式，以便針對此欄位計算新的值。您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檢查語法」按鈕來測試語法。 

此欄位最多可以包含 1024 個字元。 

如果要定義可計算欄位的運算式，例如自訂「利潤」欄位，讓利潤等於收益

減去成本，則每一次觸發工作流程規則時，就會計算欄位值，即使是收益或
成本並未改變。若要獲得較佳的效能，您可以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定義其他條

件，例如： 

FieldValue('<Revenue>') <> PRE('<Revenue>')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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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FieldValue('<Cost>') <> PRE('<Cost>') 

PRE 函數會傳回更新欄位之前位於此欄位中的值。  

覆寫現有值 如果欄位中的現有值要以新的值覆寫，請選取這個核取方塊。 

如果欄位已經包含值，除非您選取這個核取方塊，否則系統不會更新此值。 

如果欄位是空白的，系統就會使用新的值來更新此欄位，即使取消選取這個
核取方塊也一樣。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等待動作會導致 Oracle CRM On Demand 延遲對工作流程規則執行其他 (後續) 
動作，直到過了等待期間為止。您可以將等待期間指定為時間期間，或者指定等待期間的結束日期與時間。此外，您可以直接指

定等待期間，或建立運算式來進行計算。 

附註：等待期間會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開始對工作流程規則執行其他動作之前，必須經過的最短時間。在執行其他作業之前所經過的實際時間可能更長，視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上的負載量，以及等待期間結束時待處理的「等待」動作數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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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等待動作與建立整合事件動作 
如果您想使用「建立整合事件」動作建立整合事件，以擷取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對記錄所做的變更，就必須在工作流程規則

的動作順序上，將「建立整合事件」動作放在任何「等待」動作之前。如果工作流程規則中的「等待」動作在「建立整合事件」

動作之前，就會讓「建立整合事件」動作無法偵測到對記錄所做的變更。當「等待」動作的等待期間結束，並且在執行規則中其

餘動作的事件之前，會再次讀取記錄，而不會保留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之前的記錄欄位值。因此，欄位先前的值會視同目前
的值，「建立整合事件」動作也不會建立整合事件，因為偵測不到任何在追蹤欄位中的變更。 

備註：您可以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多個動作，每項規則最多可以有 25 個動作。 

下列程序描述如何建立「等待」動作。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如需為角色增加權限的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建立等待動作 

1 瀏覽至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a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b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c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建立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3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功能表」，再選取「等待」。 

備註：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會決定可以針對規則建立的動作類型。 

提示：按一下動作的「複製」連結，即可建立現有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副本。 

4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輸入動作名稱。 

5 如果您要啟用動作，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6 如果您在等待期間結束後不要 Oracle CRM On Demand 
重新評估規則條件，請取消選取「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 

備註：如需關於「等待後重新評估規則條件」核取方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7 請使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指定等待的持續時間： 

 選取「期間」選項，再以年、月、日、時與分為單位輸入延遲期間，如下所示： 

 在「年」欄位中，輸入 0 (零) 到 5 的正整數值。 

 在「月」欄位中，輸入 0 (零) 到 12 的正整數值。 

 在「日」欄位中，輸入 0 (零) 到 200 的正整數值。 

 在「時」欄位中，輸入 0 (零) 到 200 的正整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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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分」欄位中，輸入 0 (零) 到 59 的正整數值。 

不能指定負值，或非整數值，例如 1.5。 

備註：您可以使用「期間」選項指定的最大期間為 5 年、12 個月、200 天、200 小時及 59 
分鐘。如果您要指定更長的期間，則可改用「期間運算式」選項而非「期間」選項。 

 選取「期間運算式」選項，按一下欄位旁的 fx  圖示，並使用「運算式產生器」建立運算式，以計算延遲的期間。 

您可以使用「運算式產生器」的 Duration 
函數來計算期間，單位為天數或天數分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持續時間 (請參閱 "Duration" 頁數 
746)。 

運算式必須評估為數字。以下為計算延遲期間的有效運算式範例： 

Duration('P0YT1H') + Duration('P0YT1M') + Duration('P1Y') 

Duration('P0YT1H') + 1 

Duration('P1YT1H') - 1 

運算式可傳回的期間長度並沒有限制。 

備註：如果計算出的等待期間為負數，則會將等待期間設為零，並會立即完成「等待」動作。工作流程規則上

任何剩餘的動作皆會執行，不會延遲。 

 選取「時間」選項，按一下行事曆圖示，並選取延遲的結束日期與時間。 

根據在您個人設定中指定的時區選取時間。 

 選取「時間運算式」選項，按一下欄位旁的 fx  
圖示，並使用「運算式產生器」建立運算式，以計算延遲的結束日期與時間。 

您可以使用「運算式產生器」的 Duration 
函數來計算期間，單位為天數或天數分數。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持續時間 (請參閱 "Duration" 頁數 
746)。 

運算式必須評估日期與時間。以下範例為計算延遲結束日期與時間的有效運算式： 

Timestamp() + Duration('P0YT5M') 

Today() + Duration('P0YT1H5M') 

備註：如果計算出的結束日期與時間已過，則會將動作的等待期間設為 0 
(零)，並立即完成「等待」動作。工作流程規則上任何剩餘的動作皆會執行，不會延遲。 

如果運算式不評估有效日期與時間，則「等待」動作會立即完成，工作流程規則上任何剩餘的動作皆會執行，

不會延遲。 

計算日期可設定的未來日期並沒有限制。 

8 儲存動作。 

如需建立其他類型工作流程動作的逐步程序，請參閱下列主題：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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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如果在工作流程規則上有多個動作，這些動作會依工作流程規則上指定的順序執行，從編號 1 
的動作開始，每個動作完成之後，才會開始下一個動作。您可以變更規則上的動作順序。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上動作的順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找出您要變更動作順序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按一下規則上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5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訊」頁面上的「動作」標題列中，按一下「編輯順序」按鈕。  

6 在「編輯動作順序」頁面上，按一下箭頭圖示來執行下列作業： 

 在清單中上移或下移動作。 

 將動作移至動作清單的頂端或底部。 

附註：若規則上有「更新值」動作，則其必須在至少一個規則的有效「等待」動作之後，除非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
是在「儲存修改的記錄前」。 

7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您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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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指派工作簿 (頁數 39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整合事件 (頁數 39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建立任務 (頁數 395)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傳送電子郵件 (頁數 400)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更新值 (頁數 412) 

 建立工作流程動作：等待 (頁數 414)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當您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相同的記錄類型與相同的觸發事件，自動指派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則順序編號。若工作流程規則的觸發事件是「與上

階建立關聯之後」或「與上階取消關聯之後」，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根據相同的記錄類型、相同的觸發事件及相同的上階記錄類型，自動指派規則給下一個未使用的規則順序編號。若工作流程規

則含有「排程事件」以外的觸發事件，順序編號會決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根據相同記錄類型與相同觸發事件，及相同上階記錄類型 
(若適用)，所叫用的一連串工作流程規則順序。您可以變更規則的順序。 

備註：具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也會被指定一個順序編號，但不會依順序來執行。排程事件的順序編號是唯讀

的。 

例如，如果您根據「客戶」記錄類型建立工作流程規則，而觸發事件為「刪除記錄前」，且已有兩項工作流程規則擁有相同的記

錄類型與觸發事件，這時指定給新規則的順序編號會是 
3。您之後可以變更順序編號，讓該新規則成為指定記錄類型與觸發事件叫用的第一項規則。 

下列程序將描述如何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找出要變更其順序的規則，然後按一下規則的名稱連結。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編輯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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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編輯工作流程順序」頁面中，按一下箭頭圖示來執行下列作業： 

 在清單中上移或下移工作流程規則。 

 將工作流程規則移至規則清單的頂端或底部。 

6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您的變更。 

備註：如果您刪除工作流程規則，根據相同記錄類型和相同觸發事件的其他規則會自動重新排列順序。不過，如果您讓工作流程

規則無效，此規則在根據相同記錄類型和相同觸發事件之規則清單內的順序並不會變更 (但此規則將不會被叫用)。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如果您在規則的「等待」動作例項狀態為尚待處理時停用工作流程規則，則當「等待」期間在動作例項上結束時，不會執行工作

流程規則上任何一個剩餘的動作，也不會觸發記錄類型規則順序的順序工作流程規則。 

如果您在「等待」動作例項狀態為尚待處理時停用工作流程的「等待」動作，則當等待期間在動作例項上結束時，不會執行工作

流程規則上任何一個剩餘的動作，也不會觸發記錄類型規則順序的順序工作流程規則。 

備註：如需停用排程事件 (即含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時，所發生之情況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停用工作流程規則。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想要停用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在規則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編輯」。 

5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中，取消選取「有效」核取方塊。 

6 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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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停用工作流程規則動作。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動作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刪除其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按一下規則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5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動作」區段中，尋找要刪除的動作。 

6 在動作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編輯」。 

7 在「工作流程動作編輯」頁面中，取消選取「有效」核取方塊。 

備註：如果在規則中有「更新值」動作，則此動作必須位於規則中至少一個有效的「等待」動作之前，除非工作流程規

則的觸發事件為「儲存修改的記錄前」。如果您嘗試停用「等待」動作，而且在「更新值」動作之前沒有任何其他的「
等待」動作，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您停用「等待」動作。 

8 儲存變更。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20)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時，也會刪除規則上所有的動作，此外相關記錄類型其剩餘規則的順序編號會視需要自動更新，以確保編號會

連續不中斷。 

當規則上的「等待」動作有一或多個例項處於待處理狀態時，若您刪除工作流程規則，則會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這

些待處理的例項。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其他動作都不會執行，且不會依照記錄類型的規則順序來觸發後續工作流程規則。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中的動作時，規則中剩餘動作的順序編號會視需要自動更新，以確保編號會連續不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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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等待」動作例項狀態為尚待處理時刪除工作流程的「等待」動作，則當等待期間在動作例項上結束時，不會執行工作

流程規則上任何一個剩餘的動作，也不會觸發記錄類型規則順序的順序工作流程規則。 

備註：如需刪除排程事件 (即含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時，所發生之情況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刪除工作流程規則。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想要刪除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在規則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5 確認要刪除規則。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刪除工作流程規則動作。 

刪除工作流程規則動作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組態」。 

3 在「工作流程規則清單」頁面上，尋找您想要刪除其動作的規則。 

如需有關在清單頁面中搜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4 按一下規則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5 在「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的「動作」區段中，尋找要刪除的動作。 

6 在動作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備註：如果規則有「更新值」動作，則此動作必須位於規則中至少一個有效的「等待」動作之前，除非工作流程規則的
觸發事件為「儲存修改的記錄前」。 
如果您嘗試刪除「等待」動作，而且在「更新值」動作之前沒有任何其他的「等待」動作，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您刪除「等待」動作。 

7 確認要刪除動作。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422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 

 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1) 

 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動作的順序 (頁數 417) 

 變更工作流程規則的順序 (頁數 418) 

 停用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 (頁數 419) 
 

工作流程監視器 
您可以在工作流程監視器中，檢視下列項目的相關資訊： 

 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例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頁數 422)。 

 「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 
 

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您可以使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提供的資訊，來協助您瞭解為何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的特定例項會失敗。如果需

要，您可以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存取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料，以便更正工作流程動作組態中的任何錯誤。錯誤例項的

詳細資料會保留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 30 天，或是直到您刪除為止，以先發生者為主。 

如需「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所呈報的失敗類型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頁數 423) 

 工作流程錯誤例項欄位 (頁數 424)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如需「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所呈報的失敗類型相關資訊，請

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使用工作流程監視器，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監視器」。 

3 在「工作流程監視器」頁面上，按一下「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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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錯誤例項清單」頁面上，尋找您要的例項。 

提示：如需有關篩選清單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5 若要檢視執行環境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執行環境 ID」連結。 

6 若要檢視記錄為例項之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該記錄的「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錯誤例項的篩選清單。 

建立錯誤例項的篩選清單 

 在「錯誤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建立新清單」。 

如需有關建立與調整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管理錯誤例項的篩選清單。 

管理錯誤例項的篩選清單 

 在「錯誤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管理清單頁面」。 

如需管理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錯誤例項清單的篩選條件。 

檢視錯誤例項清單的篩選條件 

 在「錯誤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顯示清單篩選條件」。 

如需清單篩選條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清單頁面。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頁數 422)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頁數 423) 

 工作流程錯誤例項欄位 (頁數 42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的相關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您可以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一次刪除一個錯誤例項， 錯誤例項的詳細資料會保留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 30 
天，或是直到您刪除為止，以先發生者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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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錯誤執行環境清單」頁面中沒有可用的批次刪除設備。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使用工作流程監視器，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1 在「錯誤例項清單」頁面上，尋找您要刪除的例項。 

提示：如需有關篩選清單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例項的「刪除」連結。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頁數 422)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工作流程錯誤例項欄位 (頁數 424)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的相關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工作流程錯誤例項欄位 
本主題針對工作流程規則、排程事件及「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之工作流程動作的失敗例項，提供您可檢視的相關欄位資訊。 

下表說明針對工作流程規則失敗例項，以及工作流程規則上之工作流程動作失敗例項，您可檢視的欄位。 

欄位 描述 

例項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為此工作流程例項產生的 ID。 

工作流程名稱 若是失敗工作流程規則的例項，即為規則的名稱。 

若是失敗工作流程動作的例項，則為設定動作之工作流程規則的名

稱。 

按一下工作流程規則的名稱可開啟「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
，您可以在此檢視規則組態的詳細資料。 

工作流程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名稱。記錄是此工作流程動作的例項。 

如果記錄是失敗工作流程規則的例項，則此欄位為空白。 

觸發事件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 

記錄類型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之記錄的記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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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記錄資料列 ID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之記錄的資料列 ID。 

如果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因為語法錯誤而失敗，則此

欄位為空白。 

上階記錄類型 如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記錄，是位於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

作內容中上階記錄的下階，則此欄位會顯示上階記錄的記錄類型。 

上階記錄資料列 ID 如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記錄，是位於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

作內容中上階記錄的下階，則此欄位會顯示上階記錄的資料列 
ID。 

錯誤訊息 此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結束的原因。 

啟動者 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使用者名稱。 

啟動時間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終止時間 此工作流程規則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結束的日期與時間。 

通路名稱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所透過的通路名稱，如 Web 
服務、線上、匯入等等。 

下表說明針對排程事件失敗例項，以及排程事件上之工作流程動作失敗例項，您可檢視的欄位。 

欄位 描述 

例項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為此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例項所產生的 
ID。 

工作流程名稱 若為失敗排程事件的例項，此為排程事件的名稱。 

若是失敗工作流程動作的例項，則為設定動作之排程事件的名稱。 

按一下排程事件的名稱可開啟「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您
可以在此檢視排程事件組態的詳細資料。 

工作流程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名稱。記錄是此工作流程動作的例項。 

如果記錄是失敗排程事件的例項，則此欄位為空白。 

觸發事件 此欄位一律會顯示「排程事件」。 

記錄類型 已為其設定排程事件之記錄類型的名稱。 

記錄資料列 ID 若是失敗工作流程動作的例項，此為動作失敗之記錄的 ID。 

若為失敗排程事件的例項，則此欄位為空白。 

上階記錄類型 不適用 

上階記錄資料列 ID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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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錯誤訊息 此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失敗的原因。 

啟動者 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名稱。 

啟動時間 產生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終止時間 終止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動作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場次編號 在事件發生的集合中，指定給此排程事件例項的編號。 

通路名稱 不適用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失敗 (頁數 374) 

 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 (頁數 422)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從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刪除錯誤例項 (頁數 423)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的相關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您可以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檢視下列項目的詳細資料： 

 「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與這些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資料。 

 排程事件 (即含有「排程事件」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的待處理例項。 

例如，如果工作流程「等待」動作的例項或排程事件的例項待處理的時間超過您的預期，則可使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來調

查例項、查看工作流程規則、排程事件或工作流程動作的組態。如有需要，您可以刪除例項。 

備註：刪除「等待」動作的尚待處理例項後，不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任何剩餘的動作。 
刪除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時，事件例項將被取消，排程事件的狀態會設為「已終止」，且會停用該排程事件。排程事件的剩餘

事件則不會產生其他例項。 

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 
若要了解如何在工作流程規則上處理「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請參考下列範例。您可以使用下列的動作預定順序來設定工作

流程規則： 

1 持續時間為 24 小時的「等待」動作 

2 「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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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持續時間為 48 小時的「等待」動作 

4 「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5 「建立任務」動作 

如果正確設定動作，則順序中的第一個「等待」動作 (動作 1) 會維持為「待處理」狀態至少 24 
個小時。等待期間結束後，會執行「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動作 2)。第二個「等待」動作 (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3) 
是順序中的下一個，它會維持為「待處理」狀態至少 48 個小時。等待期間結束後，會執行「傳送電子郵件」動作 (動作 4) 
與「建立任務」動作 (動作 5)。 

附註：等待期間會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開始對工作流程規則執行其他動作之前，必須經過的最短時間。在執行其他作業之前所經過的實際時間可能更長，視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上的負載量，以及等待期間結束時待處理的「等待」動作數而定。 

但是，如果誤將動作 3 的等待期間指定為 48 天，而非 48 個小時，則動作會維持為「待處理」狀態達 48 
天。您可以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看到該動作，並且可以檢視動作詳細資料以查看等待期間是否指定錯誤。接著您可刪除
「等待」動作例項。  

在刪除「等待」動作例項後，工作流程規則例項隨即終止，規則例項上剩餘的動作則不會執行。在上一個範例中，發生下列事項

： 

 如果您在動作 1 待處理時將其刪除，則動作 2、3、4 及 5 便不會執行。 

 如果您在動作 3 待處理時將其刪除，則動作 4 與 5 便不會執行。 

備註：等待動作是唯一一種工作流程類型會保留為尚待處理狀態。 

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 
在執行排程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即恢復日期) 
前，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會維持「待處理」狀態。恢復日期是將執行例項的最早可能時間。例項可能不會立即執行，這取決於

當時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伺服器上的負載狀況。 

備註：在排程事件的例項開始執行後，該例項將不再顯示於「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且您無法刪除該例項。如果您要終止目

前正在執行的例項，則必須停用排程事件。如需停用排程事件時，所發生之情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相關主題 
如需排程事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排程事件 (頁數 382) 

 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8)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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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如需有關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記錄與顯示之內容的資

訊，請參閱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與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使用工作流程監視器，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工作流程監視器」。 

3 在「工作流程監視器」頁面上，按一下「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4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尋找您要的例項。 

提示：如需有關篩選清單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5 若要檢視例項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例項 ID」連結。 

6 若要檢視記錄為例項的工作流程動作或排程事件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流程名稱」連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建立待處理例項的篩選清單。 

建立待處理例項的篩選清單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建立新清單」。 

如需有關建立與調整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管理待處理例項的篩選清單。 

管理待處理例項清單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管理清單頁面」。 

如需管理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檢視待處理例項清單的篩選條件。 

檢視待處理例項清單的篩選條件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並選取「顯示清單篩選條件」。 

如需清單篩選條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視清單頁面。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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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與排程事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您可以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一次刪除一個待處理例項，也可以同時刪除多個待處理例項，做法是建立例項的已篩選清單

，並使用批次刪除設備。如需有關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記錄與顯示之內容的資訊，請參閱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與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刪除待處理例項時，適用下列考量事項： 

 您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時，會終止工作流程規則例項，且不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

任何剩餘的動作。 

 刪除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時，事件例項將被取消，排程事件的狀態會設為「已終止」，且會停用該排程事件。排程事件的

剩餘事件則不會產生其他例項。 

如果您要產生排程事件的其他例項，則必須讓排程事件再次生效。如需更新排程事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建立排程事件 
(頁數 383)。 

 刪除「等待」動作的待處理例項或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後，便無法將其還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使用工作流程監視器，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工作流程規則」權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1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尋找您要刪除的例項。 

提示：如需有關篩選清單的資訊，請參閱篩選清單。 

2 按一下例項的「刪除」連結。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清單。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清單 

1 如果您尚未這麼做，請建立要刪除的例項清單。 

如需有關建立與調整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2 在「待處理例項清單」頁面上，按一下「功能表」並選取「批次刪除」。 

3 按一下「確定」以確認要繼續進行。  

4 在「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上，按一下「有效的要求」區段中的「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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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如果您未按一下「繼續」，則不會刪除記錄。 

提示：您可以隨時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再按一下「管理首頁」的「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來返回「批次刪除與還原

佇列」頁面。 

5 若要檢閱刪除作業的記錄檔，請在「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的「已處理的要求」區段中，按一下「檢視刪除記錄檔」。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8) 

 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頁數 430)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的相關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工作流程待處理例項欄位 
下表說明您可對「等待」動作與排程事件之待處理例項檢視的欄位。 

欄位 工作流程等待動作的例項說明 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說明 

例項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為此工作流程例項產生的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為此排程事件例項所產生的 ID。 

工作流程名稱 設定工作流程動作之工作流程規則的

名稱。按一下工作流程規則的名稱可

開啟「工作流程規則詳細資料」頁面
，您可以在此檢視工作流程規則組態
的詳細資料。 

包含此例項的排程事件名稱。 

工作流程動作 工作流程動作的名稱。例項是此工作

流程動作的例項。 
不適用 

觸發事件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事件。 此欄位一律會顯示「排程事件」。 

啟動者 其動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使用

者名稱。 
讓排程事件生效的使用者名稱。 

啟動時間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 
產生待處理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恢復時間 此工作流程動作例項的等待期間將結

束的日期與時間。 
將開始執行待處理例項的日期與時間

。 

場次編號 不適用 已觸發的排程事件例項數目。此數目

包含目前的待處理例項。 

備註：如果排程事件被停用並於之後

再次生效，則在規則生效後產生的第
一個例項上，發生次數會重設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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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工作流程等待動作的例項說明 排程事件的待處理例項說明 

記錄類型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之記錄的記錄

類型。 
已為其設定排程事件的記錄類型。 

記錄資料列 ID 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之記錄的資料

列 ID。 
不適用 

上階記錄類型 如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記錄，

是位於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內容

中上階記錄的下階，則此欄位會顯示

上階記錄的記錄類型。 

不適用 

上階記錄資料列 ID 如果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例項的記錄，

是位於觸發工作流程規則的動作內容

中上階記錄的下階，則此欄位會顯示

上階記錄的資料列 ID。 

不適用 

如需有關使用「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 (頁數 426) 

 檢視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的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8)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請參閱 "從「工作流程等待監視器」中刪除待處理例項" 頁數 429) 

相關主題 
如需工作流程規則的相關資訊，請查看下列主題： 

 工作流程組態 (頁數 359) 
 

資料規則與指派 
按一下主題即可看見設定指派規則 
(若要自動指派記錄)、預測定義、潛在客戶轉換配置與對應、銷售方式與產業等程序的逐步指示： 

 設定指派規則 (頁數 435) 

 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配置 (請參閱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設定預測定義 (頁數 446) 

 更新預測定義 (頁數 451) 

 設定銷售流程、分類及指導 (請參閱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頁數 452) 

 自訂公司的產業清單 (頁數 459)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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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指派規則 (頁數 432) 

 潛在客戶轉換管理 (頁數 440) 
 

關於指派規則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指派規則，您的角色必須包括「資料規則和指派」權限。 

指派規則可讓您根據所設定的規則 
(稱為規則群組)，自動指派潛在客戶、機會、服務要求，或客戶給適當的使用者、團隊和銷售地區。 

如果您的公司已選取群組指派選項，所有群組成員都共用您指派給該群組成員的記錄。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群組管理 (頁數 
325)。 

依您公司的結構和商務程序而定，指派規則可以很簡單。例如：   

 每個地理區域的銷售潛在客戶都指派給地區銷售經理。   

 新的服務要求是指派給技術服務經理。   

或者，規則可以非常複雜。例如：   

 潛在客戶大部分是依產品專長和地理位置指派，但有些是指派給電話行銷經理。  

 服務要求大部分是依問題領域指派，但與特定產品有關的所有要求都會傳送給一個使用者。  

下表說明您能夠指派記錄類型的方式： 

此記錄類型 具有下列指派選項 

客戶 您可以指派記錄至員工或銷售地區。此外，您也以指定共用新指派客戶所有權的團隊。 

潛在客戶 您可以指派記錄給員工。 

機會 您可以指派記錄至員工或銷售地區。此外，您也以指定共用新指派機會所有權的團隊。  

服務要求 您可以指派記錄給員工。 

有效的規則群組中之指派規則是在發生關於記錄類型的下列情形時進行評估： 

 潛在客戶方面：會勾選「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並儲存變更。 

 服務要求： 

 服務要求是在沒有負責人或已從記錄刪除負責人之下建立的 (亦即，「負責人」欄位是空白的)。 

 會勾選「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並儲存變更。 

 客戶方面：會勾選「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並儲存變更。 

 機會方面：會勾選「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並儲存變更。 

附註：指派管理員會在勾選記錄上的「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並儲存記錄後，嘗試立即重新指派記錄。不過，將潛在客戶記

錄轉換為客戶或機會時，任何重新指派客戶或機會的嘗試均會失敗，因為潛在客戶完全轉換前，指派管理員無法重新指派記錄。

例如，使用工作流程規則來勾選「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或轉換潛在客戶時設定客戶或機會的預設值，均不會造成重新指
派記錄。記錄完全轉換後，您必須勾選轉換記錄上的「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以改為手動重新指派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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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通知 
負責人已指派給潛在客戶或服務要求時，就會傳送電子郵件給新負責人。在新負責人的「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所選取的語言可

決定電子郵件使用的範本。例如，若使用者想要以西班牙文來接收通知電子郵件，則必須在使用者的「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上的

「語言」欄位選取西班牙文。您可以在「服務要求指派規則編輯」頁面上取消選取「傳送電子郵件通知」核取方塊 
(旗標)，按照規則情況來關閉服務要求的電子郵件通知。如需有關更新指派規則的資訊，請參閱設定指派規則 (頁數 435)。 

在電子郵件通知中，「寄件人」地址總是 
donotreply@crmondemand.com，而「收件人」地址則設成您在指派規則群組的「傳回電子郵件」欄位中所指定的地址。O
racle CRM On Demand 在每個電子郵件附加字串，因此就能在 Oracle 
的電子郵件遞送系統中追蹤電子郵件。若電子郵件收件者回應電子郵件通知，則回覆的「收件人」欄位會設成您在指派規則群組

的「傳回電子郵件」欄位中所指定的地址。 

追蹤重新指派程序 
您可以使用欄位，協助您追蹤負責人重新指派處理，或執行分析以判斷重新指派處理所耗費的時間。您可以將這些欄位加入至「

客戶」、「商機」、「潛在客戶」和「服務要求」頁面配置。這些欄位列出如下： 

 指派狀態 

此狀態可以是「佇列的」(記錄在佇列中等候指派管理程式進行處理)，或「進行處理」(記錄目前正由指派管理程式在

處理中)，或是空白 (記錄既不在佇列中，也未進行處理)。 

 前次指派提交日期 

如果記錄是在佇列中等候處理，或目前已由指派管理程式進行處理，則此欄位會顯示儲存記錄的日期和時間，並已選取

「重新指派負責人」核取方塊，但如果是服務要求記錄，則此欄位會顯示儲存記錄的日期和時間，而「負責人」欄位為

空白。 

 前次指派完成日期 

如果記錄從未進行重新指定，則此欄位為空白，否則欄位就會顯示記錄上次重新指派的日期和時間。  

如需有關新增欄位至頁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配置 (請參閱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讓規則群組成為有效 
您可以建立多個指派規則群組，但每個記錄類型一次只能有一個規則群組是有效的。 

注意： 上次核發規則時標示為有效 的規則群組會繼續有效，直到再度核發規則為止。當規則下次核發時，最近標示為有效 
的規則群組會成為有效。當您建立新的規則群組並將它標示為有效時，切勿刪除先前有效的規則群組，要等到核發規則之後再刪

除。 

提示：  規則群組可以做為潛在客戶的記錄參考，您不要刪除規則群組，而可以將其標示為無效。 

關於群組指派 
如果您的公司指派記錄給整個群組，而不是指派給一名員工，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 

1 在「公司資料檔」頁面中選取「預設群組指派」欄位 (請參閱設定公司資料檔及通用預設值 (請參閱 
"設定公司資料檔及全域預設值" 頁數 18))。 

2 先設定群組，再啟動指派規則 (請參閱設定群組 (頁數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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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群組中的一位成員，在指派處理期間做為客戶或商機的負責人。 

附註：群組功能不支援潛在客戶或服務要求記錄。  

將記錄指派給群組中的負責人時： 

 「負責人」欄位會顯示負責人的資訊。 

 如果公司管理員將欄位加入至配置，「主要群組」欄位會在記錄「編輯」和「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負責人所屬的群組名

稱。 

 記錄會顯示在一般用來顯示員工記錄的應用程式區域中，例如「首頁」和記錄清單。 

一般而言，群組中所有成員都具有記錄的完整存取權，但是可以調整存取層級來限制使用者的存取。 

關於指派管理員與記錄所有權模式 
指派管理程式只會將記錄重新指派給使用者。只有在記錄類型是在記錄所有權的使用者模式或混合模式中設定時，才會重新指派

記錄。如果在指派管理程式將記錄重新指派給負責人前，已有主要自訂工作簿指派給記錄，則指派管理程式會將主要工作簿從記

錄中移除。如果記錄類型是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的，則指派管理程式無法重新指派記錄。如果您在工作簿模式中設定記錄類型，

則強烈建議讓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規則群組無效。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所有權模式 (頁數 
294)。 

指派潛在客戶的案例 
下列是公司指派潛在客戶的典型商務規則範例。若要設定規則，自動指派公司的潛在客戶，管理員必須執行下列作業： 

1 述明公司指派潛在客戶給人員的商務規則。  

例如，針對在美國的客戶，許多銷售地區是依州來進行指派，但在某些州中，則是依產品專長來決定地區指派。此外，
不管潛在客戶的州或有興趣的產品為何，XYZ 公司客戶總是指派給特定業務經理人。   

2 列出涵蓋商務規則所需的全部指派案例：   

 客戶 (公司) 是 XYZ 公司。指派至業務經理人 A。   

 主要地址 - CA、NV、OR、WA 等州。指派至業務經理人 B。   

 主要地址 - OH、IN、MI、NY、KY 等州。指派至業務經理人 C。   

 潛在客戶對 ABC 產品有興趣 (在已列出州之外的所有各州，但 XYZ 公司除外)。指派至業務經理人 D。   

 主要地址 - 未列出州名。指派至業務經理人 E。  

3 依考慮使用順序列出案例。   

首先查看「客戶」欄位。如果值是「XYZ 公司」，請指派潛在客戶至「業務經理人 
A」而不理會其他任何條件。如果不符合這項標準，請查看「主要地址 - 
州/省」欄位，如果值是「CA」、「NV」、「OR」或「WA」，請指派潛在客戶至「業務經理人 B」等等。  

最好的實作方法是：使用「記錄指派範本」，協助您規劃公司的指派案例，並設定可以提供您所要結果的規則。 

指派規則中的標準條件 
您可以在指派規則上的標準中使用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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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於。若標準欄位中的值介於規則標準中所定義的兩值之間，則記錄符合規則(若記錄的標準欄位值等於規則上其中一個值
，結果不會包含該記錄)。請使用逗號隔開這兩個值，請勿使用短破折號 (-) 來指定值範圍，或隔開這兩個值。 

只在日期欄位中使用「介於」條件。使用 MM/DD/YYYY 日期格式。 

 包含所有值。若標準欄位中的值符合確切值，則比對規則與記錄。應用程式不會擷取值的子字串，或具有不同大小寫的相同
值。您可以輸入單一值或以逗號分隔的多個值。 

 包含完全符合的欄位值。若標準欄位中包含標準欄位值中的所有字串，而且沒有其他任何字元，則記錄符合規則。例如，如
果您輸入已結案作為標準值，則會讓標準欄位值為「已結案」的記錄符合規則，但標準欄位值為「結案/得標」的記錄則不

符合規則。 

您不能在日期欄位或數字欄位上使用「包含完全符合的欄位值」條件。 

 不包含任何值。若標準欄位中包含的任何值不等於規則標準值，則記錄符合規則。 

您不能在日期欄位或數字欄位上使用「不包含任何值」條件。 

 小於或等於。若標準欄位中包含的值小於或等於規則標準值，則記錄符合規則。 

您只能在數字欄位和幣別欄位上使用「小於或等於」條件。 

 大於或等於。若標準欄位中包含的值大於或等於規則標準值，則記錄符合規則。 

您只能在數字欄位和幣別欄位上使用「大於或等於」條件。 

請注意下列有關規則標準的重點： 

 不含標準的規則一定會成功。 

 系統將依順序評估規則，並在符合某個規則標準時停止評估。 

例如，如果正在評估 10 個規則，而這時符合規則 6 的標準，則系統會略過規則 7、8、9 和 10 
(也就是不會評估這些規則)。同樣地，如果規則 6 並無任何標準，則規則 6 會成功，系統仍會略過規則 7、8、9 和 10。 

如需有關如何設定指派規則的逐步指示，請參閱設定指派規則 (頁數 435)。 
 

設定指派規則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設定指派規則，您的角色必須包括「資料規則和指派」權限。 

 如需有關設計指派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指派規則 (頁數 432)。 

指派規則群組範例 
規則群組是由規則組成，而規則是由準則組成。下圖顯示規則群組的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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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評估潛在客戶指派規則群組的方式 

 

附註： 若要讓「潛在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的「拒絕」按鈕有正確的行為，規則群組中的第一條規則必須指派要拒絕的潛在客
戶。 

設定指派規則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業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指派規則」區段中，按一下適當記錄類型的連結。 

系統就會顯示目前已經針對您公司定義的所有規則群組清單。 

4 建立新的規則群組： 

a 按一下「新建規則群組」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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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新建/編輯」頁面上，填入這些欄位。 

欄位 說明 

規則群組名稱 唯一的名稱，最多 30 個字元。 

有效的規則群組 一次只能有一個規則群組處於有效狀態。如果您將新的

規則群組指定為有效，先前啟動的規則群組就會變成無
效。 

未指派的負責人 繼承了尚未由其中一項規則所指派之記錄的員工。 

範例：圖 1 中的員工 C。 

傳回電子郵件 只有潛在客戶與服務要求規則群組會顯示此欄位。您在

指派規則群組上「傳回電子郵件」欄位中指定的電子郵

件地址，會顯示在傳送給潛在客戶與服務要求之負責人

的電子郵件通知的「寄件者」欄位。另外，如果電子郵

件收件者回應電子郵件通知，則回信的「寄件人」欄位

會設為您在「傳回電子郵件」欄位中指定的地址。 

附註： 系統不會對客戶和機會記錄傳送任何電子郵件通

知。 

未指派的客戶銷售地區 繼承了尚未由其中一項規則所指派之記錄的銷售地區。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客戶規則群組中。 

未指派的機會銷售地區 繼承了尚未由其中一項規則所指派之記錄的銷售地區。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機會規則群組中。 

c 儲存記錄。 

這樣就會儲存新規則群組的名稱，當做將規則加入至規則群組的準備事項。 

5 將規則加入至規則群組： 

a 在「規則群組詳細資訊」頁面的「規則」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 

b 在「新建/編輯」頁面上，填入這些欄位。 

這份表格中的「範例」資料欄會說明如何針對圖 1 中的「規則 2」填入欄位。 

欄位 說明 範例 

規則名稱 唯一的名稱。 指派零售或服務的高可能性潛在

客戶 

順序 評估規則所用的順序。符合某項規則的標

準時，系統就會指派記錄並忽略後續規則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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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範例 

指派業務負責人 如果符合規則標準，系統就會將記錄指派

給這位使用者。 

若為客戶和機會的群組指派，使用者必須

是共用這些記錄之群組的成員。 

員工 B 

指派至銷售地區 如果符合規則標準，系統就會將記錄指派

給這個銷售地區。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客戶和機會規則中。 

東北地區 

包含相關的聯絡人 如果符合規則標準，系統就會將連結至此

客戶的聯絡人指派給指定的負責人和銷售

地區。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客戶規則中。 

不適用 

包含相關的機會 如果符合規則標準，系統就會將連結至此

客戶的機會指派給指定的客戶負責人和銷

售地區。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客戶規則中。 

不適用 

包含團隊指派 如果符合規則標準，系統就會將團隊成員

指派給此客戶。 

此欄位只會顯示在客戶和機會規則中。 

不適用 

c 儲存記錄。 

這樣就會儲存規則，所以您現在可以準備將標準加入至規則。 

6 (選擇性) 針對客戶和機會，更新連結之記錄和使用者的存取權： 

a 在「規則群組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規則的「名稱」連結，您可在此更新對連結的記錄與使用者的存取權。 

b 在「規則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團隊指派」標題列中的「新增使用者」或「編輯使用者」。 

c 按一下「查閱」圖示，然後選取使用者。 

d 指派客戶、聯絡人和機會的存取等級。 

e 儲存變更。 

7 將規則標準加入至規則： 

a 在「規則詳細資訊」頁面的「規則標準」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 

b 在「新建/編輯」頁面上，填入這些欄位。 

這份表格中的「範例」資料欄會說明如何針對圖 1 中的「規則 2」填入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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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範例 

欄位 要評估的欄位名稱。 

附註： 如果已經重新標示欄位，就會顯示新的欄位名稱。 

潛在收益 

條件 下列條件無法用於日期欄位或數字欄位：包含所有值、包含完全符
合的欄位值和不包含任何值。 

下列條件只能用於數字欄位和幣別欄位：大於或等於、小於或等於

。 

「介於」運算子只能用於日期欄位。 

大於或等於 

值 您可以使用逗號來分隔值。如果您想要比對的值包含逗號，例如地
址，請用引號括住此值。 

如果條件是「介於」，請輸入以逗號隔開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10000 

c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如果您想要將其他標準加入至規則，請按一下「儲存並新建規則標準」，然後返回步驟 b。如果您針對某項規則定

義了多個標準，記錄就必須符合所有標準，才能比對此規則。 

 如果您已經輸入規則的所有標準，請按一下「儲存」。 

8 在「規則詳細資訊」頁面的「規則」標題列中，按一下「返回規則群組詳細資訊」。 

9 在「規則群組詳細資訊」頁面上，進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如果您想要將其他規則加入至規則群組，請返回步驟 5。 

 如果您已經輸入規則群組的所有規則，請按一下「返回規則群組清單」，即可完成。 

提示：  規則會按照其顯示在「規則群組」中的順序執行，因此請確定其按照正確的順序顯示。符合某項規則之後，系統就

會忽略後續規則。 

編輯、啟動或停用規則群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業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指派規則」區段中，按一下您想要編輯之指派規則類型的連結。 

系統就會顯示目前已經針對您公司定義之該類型的所有規則群組清單。 

4 按一下您想要更新的「規則群組」連結。 

5 在「規則群組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編輯」。 

6 更新這些欄位，然後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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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所進行的變更會在 Oracle 伺服器時間的午夜 (預設值) 或每當指派規則群組已設定為更新時生效。 

注意： 當您將某個規則群組標示為有效之後，上次核發規則時標示為有效的規則群組會繼續處於有效狀態，直到再次核發

規則為止。下次核發規則時，最近標示為有效 的規則群組就會變成有效。當您將規則群組標示為有效 
時，請勿在核發規則之前刪除先前有效的規則群組。 

編輯指派規則 

1 在「規則群組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您想要變更之規則的「編輯」連結。  

2 更新這些欄位。 

附註：您可以透過編輯「順序」欄位，變更評估規則所用的順序。針對您想要變更的規則，輸入一個順序編號，此編號

高於要比您所變更之規則優先的規則順序編號，而且低於後續規則的規則順序編號。 

例如，如果有三個規則 (順序為 1 到 3)，而且您想要變更此順序，讓目前編號 1 的規則在目前編號 2 
的規則之後評估，請將規則編號 1 的順序變更為 2.1 之類的值 (或任何大於 2 且小於 3 的值)。 

3 儲存記錄。 
 

潛在客戶轉換管理 
您公司的使用者可以將潛在客戶記錄轉換為客戶、聯絡人及機會記錄。如果您的公司設定為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則使用者也可將潛在客戶記錄轉換為交易註冊記錄。 

使用者轉換潛在客戶記錄時，可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建立新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記錄，這些記錄會自動連結至潛在客戶記錄。 

 將潛在客戶記錄連結至現有客戶與聯絡人記錄。使用者可選取在其轉換潛在客戶時想要連結至潛在客戶的記錄。 

若您將必要選項設為可用於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中，則使用者也可執行下列作業： 

 將潛在客戶團隊的成員複製到客戶、聯絡人及機會 (轉換程序期間所建立或已連結至潛在客戶) 的團隊中。 

 將潛在客戶的相關自訂物件記錄連結至轉換程序期間所建立或已連結至潛在客戶的客戶、聯絡人及機會。 

您可以決定在「轉換潛在客戶」頁面上哪些選項可供使用者使用，做法是為該頁面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然後將這些版面

配置指派給使用者角色。 

在標準應用程式中，潛在客戶記錄中的某些資訊會帶入轉換程序期間所建立或已連結至潛在客戶之客戶、聯絡人、機會及交易註

冊記錄的相關欄位中。您可以設定下列項目來決定要帶入的資訊： 

 「潛在客戶」記錄類型與「客戶」、「聯絡人」、「交易註冊」及「機會」記錄類型上，彼此欄位間的對應。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來自潛在客戶記錄的欄位，顯示在「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機會」與「交易註冊」區段中。使用者可在「轉換潛在客戶」

頁面上編輯這些欄位值。這些值之後便會帶入新機會或交易註冊。如需有關設定「轉換潛在客戶」頁面要顯示哪些欄位的資
訊，請參閱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備註： 
只有在欄位已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中的欄位時，才可新增至「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想要新增至「轉換

潛在客戶」頁面的欄位尚未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上的欄位，則您必須先進行對應，才可以將其新增至「轉換潛在客戶」

頁面的版面配置中。此外，串連欄位與「Web 
連結」欄位類型的欄位無法新增至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即使此類欄位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的欄位。「相關機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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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與「下一個步驟」欄位一律會顯示於「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機會」區段，而「交易註冊名稱」欄位與「主要合作

夥伴客戶」欄位一律會顯示於「交易註冊」區段。您無法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這些欄位。 

若要轉換潛在客戶，使用者其角色必須有適當的記錄類型存取權，以及適當的權限。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潛在客戶的

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使用者拒絕潛在客戶時，必須在「拒絕潛在客戶」頁面的「拒絕代碼」欄位中選取拒絕代碼。「拒絕代碼」欄位預設會提供一些
值，但您可以變更這些值或將更多的值新增至清單中。如需有關「拒絕代碼」選擇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潛在客戶拒絕代碼 
(頁數 445)。 

相關主題 
如需有關潛在客戶轉換管理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潛在客戶轉換程序 (頁數 441) 

 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設定潛在客戶轉換程序 
若要為您的使用者與記錄類型設定潛在客戶轉換與拒絕設定，請執行下列任務： 

1 如果您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要對應其他的欄位，請設定新的對應。  

如需對應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2 如果您要自訂「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配置： 

a 建立新的配置。 

如需建立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潛在客戶轉換配置 (請參閱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頁數 
442)。 

b 將新配置新增至適當的角色。 

如需新增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3 請確定使用者其角色有記錄類型的適當存取權，以及適當的權限。  

如需轉換潛在客戶所需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潛在客戶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4 如果您要編輯「拒絕代碼」選擇清單中的值，請編輯欄位值。  

如需編輯欄位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如需「拒絕代碼」選擇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潛在客戶拒絕代碼 (頁數 445)。 

 

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您公司的使用者可以將潛在客戶記錄轉換為客戶、聯絡人及機會記錄。如果您的公司設定為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則使用者也可將潛在客戶記錄轉換為交易註冊記錄。 

當使用者將潛在客戶轉換為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記錄時，依預設，有些值會直接帶入至新記錄。但您可以透過對應其
他的欄位 (包括自訂欄位)，來延伸一併帶入的資訊數量。如需潛在客戶欄位的對應方式範例，請參閱潛在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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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轉換潛在客戶記錄時，將帶入對應欄位中的值，如以下所示： 

 當使用者建立新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記錄時，潛在客戶記錄上對應欄位的值會帶入至新記錄的指定欄位中。 

 當使用者將潛在客戶記錄連結至轉換潛在客戶時所選取的現有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記錄時，現有記錄中已有值的
欄位將保持不變。空白的欄位將更新為對應潛在客戶欄位的值。 

備註：合作夥伴使用者無法核准交易註冊，或對交易註冊指派核准者。因此，合作夥伴使用者嘗試將潛在客戶轉換為交易註冊時

，若轉換程序嘗試更新交易註冊記錄中的「目前核准者」欄位或「最終核准者」欄位，轉換便會失敗。若您的公司允許合作夥伴

使用者將潛在客戶轉換為交易註冊，則請勿將「潛在客戶」記錄類型上的任何欄位對應至「交易註冊」記錄類型中的「目前核准

者」欄位或「最終核准者」欄位。 

關於 Web 連結欄位 
請勿對應 Web 連結欄位以進行潛在客戶轉換。Web 
連結欄位不包含資料，而是一些連結底稿，供使用者按一下以執行動作。在轉換潛在客戶時，Web 
連結欄位的內容不會被帶至新記錄。 

關於串連的欄位 
請勿對應串連的欄位以進行潛在客戶轉換。串連的欄位可顯示多個欄位值，也可以顯示文字。在轉換潛在客戶時，串連欄位的內
容不會被帶至新記錄。如果您想要在進行潛在客戶轉換時，將值從出現在串連欄位內的欄位帶往新的記錄，則請對應個別的欄位
以進行潛在客戶轉換。  

關於自訂選擇清單欄位和值 
您可以從潛在客戶記錄將選擇清單欄位對應至客戶、聯絡人、機會及交易註冊記錄上的文字欄位 
(詳細或簡短)，或對應至含相同值的選擇清單欄位。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包括「資料規則和指派」權限。 

轉換潛在客戶記錄時對應附加欄位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業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 

3 在「潛在客戶轉換管理」區段，按一下「潛在客戶轉換對應」。 

4 在「潛在客戶轉換對應」頁面上，選取要對應的欄位。 

5 若要將對應還原為預設設定，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預設」按鈕。 

6 按一下「儲存」。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您可以指定使用者在轉換潛在客戶時可使用的選項，做法是建立「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自訂版面配置，然後將版面配置指派給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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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若要將潛在客戶轉換為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使用者也必須適當設定其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如需有關轉換潛

在客戶所需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用於轉換潛在客戶的存取權資料檔與角色設定。 

下表顯示可供在「轉換潛在客戶」頁面上使用的選項。 

記錄類型 選項 

客戶 不轉換成客戶 

使用現有客戶 

自動建立新客戶 

複製潛在客戶團隊至客戶 

關聯自訂物件 n，其中 n 是介於 01 與 40 
之間的數字 

聯絡人 使用現有聯絡人 

自動建立新聯絡人 

複製潛在客戶團隊至聯絡人 

關聯自訂物件 n，其中 n 是介於 01 與 40 
之間的數字 

機會 不轉換成機會 

自動建立新機會 

複製潛在客戶團隊至機會 

關聯自訂物件 n，其中 n 是介於 01 與 40 
之間的數字 

交易註冊 不要建立交易註冊 

自動建立交易註冊 

附註：「交易註冊」選項僅適用於您的公司設

定為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時。 

會提供標準版面配置。標準版面配置包含客戶、聯絡人及機會的部分選項，但不包含交易註冊的任一選項。您可以複製標準版面

配置，然後編輯複製的內容，但無法編輯或刪除標準版面配置。 

您要供記錄類型使用的選項，會影響「轉換潛在客戶」頁面上的記錄類型區段，如下所示： 

 如果您不要讓任何選項供記錄類型使用，則「轉換潛在客戶」頁面不會包含該記錄類型的區段。 

 如果您只要讓「不轉換成客戶」選項供「客戶」記錄類型使用，則頁面上不會顯示「客戶」區段。 

 如果您只要讓「不轉換成機會」選項供「機會」記錄類型使用，則頁面上不會顯示「機會」區段。 

 (僅適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如果您只要讓「不要建立交易註冊」選項供「交易註冊」記錄類型使用，則頁面上不會顯示「交易註冊」區段。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本節中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資料規則和指派」權限。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444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建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業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 

3 在「潛在客戶轉換管理」區段中，按一下「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4 在「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新建版面配置」。 

5 在步驟 1「版面配置名稱」中： 

a 輸入版面配置的名稱。 

b (選擇性) 輸入版面配置的描述。 

c 如果您要此版面配置成為所有使用者的預設版面配置，請勾選「預設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核取方塊。 

附註：根據預設，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標準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會作為公司的預設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除非已有其他版面配置標示為預

設版面配置。如果您建立另一個版面配置，並為這個新版面配置勾選「預設版面配置」核取方塊，則「標準潛

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不再為預設版面配置。因此「標準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只有在任何其他版面配置其

「預設版面配置」核取方塊取消勾選時，才會是公司的預設版面配置。但是，「標準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

的「預設版面配置」核取方塊一律保持為取消勾選，即使是它是預設版面配置時仍為如此。 

6 在步驟 2「選取動作」中，請在「潛在客戶轉換記錄類型」區段中反白您要選取動作的記錄類型 
(客戶、聯絡人、機會或交易註冊)，然後按一下箭頭將您要在頁面上顯示的動作從「潛在客戶轉換可用的動作」區段移至「

潛在客戶轉換已選取動作」區段。請為每個記錄類型重複此步驟。 

7 在步驟 
3「選取欄位」中，指定您在使用者於「潛在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轉換」時，要帶入「機會」與「交易註冊」區

段中的潛在客戶欄位，如下所示： 

a 在「潛在客戶轉換記錄類型」清單中，選取您要為「轉換潛在客戶」頁面設定欄位的記錄類型 
(「機會」或「交易註冊」)。 

「潛在客戶轉換選取的欄位」清單一開始會顯示預設帶入的欄位。「潛在客戶轉換可用欄位」清單會顯示針對

該記錄類型，可用於帶入「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所有其他欄位。 

附註： 
只有在欄位已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中的欄位時，才可新增至「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想要新增

至「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欄位尚未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上的欄位，則您必須先進行對應，才可以將其新增至

「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版面配置中。此外，串連欄位與「Web 
連結」欄位類型的欄位無法新增至潛在客戶轉換版面配置，即使此類欄位對應至相關記錄類型的欄位。「相關

機會」欄位與「下一個步驟」欄位一律會顯示於「轉換潛在客戶」頁面的「機會」區段，而「交易註冊名稱」

欄位與「主要合作夥伴客戶」欄位一律會顯示於「交易註冊」區段。您無法從頁面版面配置中移除這些欄位。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潛在客戶轉換期間對應其他欄位 (頁數 441)。 

b 將想要的欄位移至「潛在客戶轉換選取的欄位」清單中，並將不想要的任何欄位移至「潛在客戶轉換可用欄位」清單中

。單一記錄類型可納入「潛在客戶轉換選取的欄位」清單中的欄位數上限為 9 個。 

c 請為其他記錄類型 (「機會」或「交易註冊」) 重複步驟 a 與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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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步驟 4「確認」中，檢閱您所做的選擇，並視需要回到「步驟 2 選取動作」或「步驟 3 選取欄位」來變更您的選擇。 

9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變更。 
 

潛在客戶拒絕代碼 
使用者拒絕潛在客戶時，必須在「拒絕潛在客戶」頁面的「拒絕代碼」欄位中選取拒絕代碼。使用者也可以在「拒絕原因」欄位
中輸入拒絕原因的文字說明。如果使用者選取「拒絕代碼」欄位中的其他值，「拒絕原因」欄位會變成必填欄位，使用者必須輸
入為何拒絕潛在客戶的說明。若未選取，則「拒絕原因」欄位為選擇性。 

「拒絕代碼」欄位預設會提供一些值，但您可以變更這些值，或將更多的值新增至清單中。預設值為： 

 第三方聯絡人 

 不要再聯絡 

 重複 

 無法聯絡到聯絡人 

 聯絡人不適當 

 資料不足 

 電話號碼無效 

 無業務機會 

 機會進行中 

 其他 

 最近聯絡過 (<30 天) 

 資料項目/系統錯誤 

 已擁有產品 

 不符合目標標準 

如需有關編輯選擇清單值的資訊，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附註：如果您重新命名其他值，則當使用者選取「拒絕潛在客戶」頁面上重新命名的值時，「拒絕原因」欄位仍會成為必填欄位
。 

關於限制拒絕代碼值 
「狀態」欄位會顯示在「拒絕潛在客戶」頁面中。其為唯讀且設為「已拒絕」。您可以定義「狀態」欄位作為上階選擇清單，以
及「拒絕代碼」欄位作為相關選擇清單的層疊選擇清單，來限制使用者在「拒絕潛在客戶」頁面的「拒絕代碼」欄位中可選取的
值。如需有關定義層疊選擇清單的資訊，請參閱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頁數 
163)。您也可以停用拒絕代碼值，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附註：您只能使用「狀態」欄位作為上階選擇清單，來限制「拒絕代碼」欄位中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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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預測定義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預測會根據您定義的設定自動產生銷售預測。預測將於每週或每月自動產生一次。每個產生的預測都會儲存到封存檔案，提
供歷程記錄以讓您參考和分析。 

每一種預測都是當季收益和潛在收益相關資訊的快照。預測讓銷售專員和經理人能夠追蹤季銷售績效，比對計劃的配額、實際已
結收益和預期收益，得出銷售機會的目前狀態。 

參與預測的人員是依角色挑選。您的公司必須設定報告結構及獲選為預測參與者的角色，使得所有參與者累計到一個最上層使用

者。此最上層使用者通常是公司副總裁或首席執行長 (CEO)。 

當預測產生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每個參與者的「我的首頁」上持續兩天顯示提醒，提醒員工已建立預測準備供檢閱。若要延長提醒的顯示期間，請更新該提

醒的「到期日」欄位。如需提醒的資訊，請參閱公佈全公司的提醒 (頁數 72)。 

決定預測類型 
您的公司可以依據下列任一項進行預測：機會、產品、客戶或聯絡人。預測有四種類型： 

 機會產品 

 機會收益 

 客戶收益 

 聯絡人收益 

您的公司可以在針對產生預測而設定的指定預測日期產生多種預測類型。當您對公司選取預測設定時，您會決定整個公司使用哪
些預測類型。  

附註：每種預測類型都需要銷售人員採取某些動作。在銷售人員開始建立機會、客戶和聯絡人記錄之前，請務必要先告知銷售人

員您要使用的預測類型。 

機會產品預測 
機會產品預測可報告與某個機會連結的產品。機會產品預測的預測數是從預測參與者所擁有而且在預測期間具有排定認列之收益
的所有產品的「數量」、「收益」和「預期收益」欄位進行計算。產品的收益可以只報告一次，也可分為幾期報告。 

機會產品預測需要銷售代表將產品連結至自已的機會記錄。銷售代表還必須填入數量、採購價格以及開始和結束日期，以指示要
將哪些產品包括到自己的預測中。 

機會產品記錄必須具備下列條件才能夠包含在預測中： 

 結案日期在預測期間內 

 由預測參與者所擁有 

記錄還必須提供一些其他資訊，您的公司預測的收益才有參考價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機會與預測」。 

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預測以產品為基礎之一次性或循環性收益，請設定機會產品預測。 

機會收益預測 
機會收益預測會報告機會記錄中標註的收益。預測數是從適用下列條件之所有機會記錄上的「收益」和「預期收益」欄位進行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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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會在預測期間有結案日期。 

 下列一項為真： 

 機會的擁有者為預測參與者 

 預測參與者是機會團隊的成員之一，而且佔有的機會收益百分比大於零 
(亦即，「機會團隊」頁面上「分割百分比」欄位中的值大於零)。 

附註：若要在團隊成員之間分攤機會收益，請於公司資料檔中勾選「啟用機會收益分割」核取方塊。 

機會收益預測需要銷售代表填妥機會的「收益」和「結案日期」欄位，以指示要將哪些機會包含在自己的預測中。預測時將忽略

任何連結的產品。 

記錄還必須提供一些其他資訊，您的公司預測的收益才有參考價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機會與預測。 

如果您要預測機會總收益而不管個別產品各有多少收益，請設定機會收益預測。 

客戶和聯絡人收益預測  
客戶收益和聯絡人收益預測可報告與客戶或聯絡人記錄連結之收益記錄上列出的收益。預測數是從符合預測中所含準則之記錄的

「收益」與「預期收益」欄位進行計算。客戶或聯絡人收益記錄必須符合下列條件才能夠包括至預測中：  

 記錄必須由預測參與者所擁有。 

 記錄的狀態必須是「未結案」、「尚待處理」或「已結案」。 

 記錄的「預測」欄位必須為已選取。 

 記錄不可以連結至機會。 

 記錄必須具有排定於預測期間認列的收益。 

客戶或聯絡人的收益可以只報告一次，也可設定成在一段時間內重複報告。客戶收益和聯絡人收益預測需由使用者將收益連結至

其客戶或聯絡人記錄。同時，使用者必須更新收益記錄的「開始/結案日期」、「狀態」和「預測」欄位，以指出有哪些產品會
包含在預測中。 

記錄還必須提供一些其他資訊，您的公司預測的收益才有參考價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根據客戶追蹤收益和根據聯絡人追蹤

收益。 

如果您的公司希望預測一次性或週期性的收益，請設定客戶或聯絡人收益預測。 

選取預測持續時間 
您可以設定預測，顯示多達四季的收益預測。您可以使用延長的預測功能，檢視目前這一季的預測，以及後面一、二或三季的預

測。 

根據預設，預測持續時間為期一季 
(意指預測中只包含目前這一季)。當持續時間設定變更為包含多季時，預測會包含目前這一季以及未來多季。例如，如果選取兩

季預測期間，預測即包含目前這一季和下一季。 

指定預測角色 
作為預測定義的一部分，您可以選取要包含哪些角色。當您新增角色至預測定義時，所有被指派該角色的使用者都會指定作為預

測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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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的使用者設定 
您必須正確設定預計要包含在公司預測中的使用者。這些使用者的記錄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記錄的「角色」欄位必須具有有效值。  

 根據其中哪些欄位會出現在使用者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上，「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中的記錄必須含有效值。 

 使用者的狀態必須設成「有效」，除非您選取允許無效使用者的預測的選項。  

注意：如果包含在預測中的使用者中有任何使用者設定不正確，整個預測將失敗。 

預測的報告結構和角色範例 
產生預測之前，您的公司必須設定正確的報告結構。預測階層是以使用者記錄的「直屬主管」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中指定的階層為依據。所有預測參與者 (最上層使用者除外) 
都必須向另一個預測參與者報告，使得所有個別預測累計成一個全公司的預測。若有一名以上的預測參與者未向另一名預測參與

者報告，或若任何以預測參與者作為直接下屬的經理有「無效」狀態，則預測將會失敗。 

附註：如果因為報告結構有問題而無法產生預測，主要聯絡人 (由公司資料檔指定) 
會收到來自客戶支援的電子郵件通知。等到更正報告結構並更新預測後，當晚就會自動產生預測，即使當晚不是平常的預測時間
。 

下表顯示預測產生會成功和不成功的報告結構和參與者角色組合。 

採用這種報告結構 預測成功或失敗 因為 

 

搭配這種角色組合

有效： 

 主管 

 業務經理人 

 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 

參與者累計到一個

最上層參與者。 

搭配這種角色組合

會失敗： 

 業務經理人 

 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 

參與者不會累計到

一個參與者，而是

累計到兩個業務經

理人。  

搭配這種角色組合

會失敗： 

 主管 

 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 

現場銷售業務代表

累計到不是參與者

的業務經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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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這種報告結構 預測成功或失敗 因為 

 

搭配這種角色組合

有效： 

 主管 

 業務經理人 

 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 

參與者累計到一個

參與者。 

 

搭配這種角色組合

會失敗： 

 主管 

 業務經理人 

 現場銷售業務

代表 

有兩個參與者不向

任何人報告。預測

中只有一個參與者 
(在結構最上層) 
可以不向任何人報

告。 

在預測中包含無效的使用者 
預測可以同時包含無效的使用者和有效的使用者。當您設定預測定義時，您要指示是否將無效的使用者包含在預測中。 

允許經理提交直接下屬的預測 
當您設定預測定義時，您要指示是否允許經理在提交自己的預測時可以自動提交直接下屬的預測。 

預測與自訂會計行事曆 
當使用自訂會計行事曆時，您公司的自訂會計行事曆定義會用來產生預測，因此預測期間的月份會與自訂會計行事曆的月份一致
。   

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針對您想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預測的每個年度，來建立自訂會計行事曆記錄。如果未建立支援選取之預測持續時間所需的足夠會計行事曆數，則無法產
生預測系列也無法建立預測。  

附註：如果因為會計行事曆不足而無法產生預測，主要聯絡人 (公司資料檔中指定) 
會收到來自「客戶支援」的電子郵件通知。等到建立支援預測定義的會計行事曆記錄，並更新預測定義後，預測就會在當晚自動

產生，即使當晚不是平常的預測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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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預測失敗的電子郵件通知 
當預測失敗而傳送的電子郵件通知中，「寄件人」地址總是 donotreply@crmondemand.com，而「寄件者」欄位總是設為 
support@crmondemand.com。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每個電子郵件中附加字串，因此就能在 Oracle 
的電子郵件遞送系統中追蹤電子郵件。若電子郵件收件者嘗試回應電子郵件，則回覆的「收件人」欄位中地址會自動設成 
support@crmondemand.com。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設定預測定義。 

設定預測定義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預測管理」區段下方，按一下「預測定義」。 

4 在「預測定義」頁面上，按一下「更新」。 

5 在步驟 1「選取預測類型」中，對每個您要產生的預測類型勾選「有效」核取方塊。 

您的公司可以預測以機會產品、機會收益、客戶收益和聯絡人收益為基礎的銷售收益。 

6 在步驟 2「選取預測頻率」中： 

a 在「預測持續期間」欄位，選取預測持續期間。 

附註：針對公司選取的會計行事曆設定會決定每季的持續時間。預測持續期間的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將依據公

司資料檔中設定之會計行事曆開始日期與會計行事曆類型來計算。針對「自訂會計行事曆」的會計行事曆類型

，開始日期與結束日期是取決於您公司管理員所定義的會計行事曆。 

b 在「建立預測快照間隔」欄位，指定建立預測快照的頻率。 

您可以選取每週或每月或者每月預測。 

附註：如果選取「月」，將由選取的公司會計行事曆類型決定月份天數。 

c 在「預測快照日」欄位，選取要在每月的哪一天或每週哪一天建立預測快照。 

預測會依主機設備所在時區，於選取當日最開始 (亦即，午夜過 1 分鐘) 
時產生。如果您的預測為每月進行而目前月份未包含選取為預測產生日的日期，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調整快照以便在該月份最後一天產生預測。例如，若「預測快照日」設為 30 
號而目前月份為二月，Oracle CRM On Demand 便會調整預測快照於 28 號產生預測。 

7 在步驟 3「選取預測角色」中： 

a 將參與預測之使用者的角色新增至「預測角色」區域。再按各箭頭將公司角色移至「預測角色」清單中。 

b 若要允許無效的使用者的預測，請勾選「允許無效的使用者的預測」核取方塊。 

c 若要允許經理自動提交直接下屬的預測，請勾選「允許經理在提交時自動提交團隊的預測」核取方塊。 

8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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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預測定義」頁面上，檢閱下列各項以確認預測詳細資料：預測快照頻率、預測快照日、下一個預測系列日期，以及預測

系列參與者清單。 

注意： 
設定預測定義後，某些對使用者記錄或會計行事曆的變更需要您更新預測定義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更新預測定義 (頁數 
451)。 
 

更新預測定義 
您可以更新公司的預測定義來變更預測頻率，或者新增或移除角色等等。此外，當對使用者記錄進行特定變更時，或如果您的會

計行事曆經過修改，則必須更新預測定義，以便其納入變更。 

當進行下列任何變更時，您必須更新預測定義： 

 預測參與者的經理已變更。經理資訊儲存在「直屬主管」欄位或「直屬主管 
(別名)」欄位中預測參與者的使用者記錄上，取決於使用者記錄的頁面配置上顯示哪個欄位。 

如果預測參與者的經理已變更，則您必須更新預測定義，如下所示： 

 如果指派給新經理的角色目前未納入預測定義中，則您必須將角色加入到預測定義。 

 如果指派給新經理的角色目前已納入預測定義中，則您必須重新整理預測定義以在未來預測中反映出新的報告結構。 

附註：預測參與者階層必須包括每位人員的經理 (最上層的人員除外)。 

 使用者為預測階層中的參與者，但已停用。 

當員工離開公司時，您必須將該使用者的狀態變更為「無效」。如果無效員工曾是預測階層中的經理，則任何隸屬於該

員工之預測參與者的使用者記錄也必須更新。 

在此情況下，您必須更新預測定義，如下所示：  

 如果指派給新經理的角色目前未納入預測定義中，則您必須將角色加入到預測定義。 

 如果指派給新經理的角色目前已納入預測定義中，則您必須重新整理預測定義以在未來預測中反映出新的報告結構。 

附註：如果您的預測定義允許無效使用者進行預測，則不需要在預測參與者變成無效時更新預測定義。 

 使用者會加入到預測定義中所納入的角色，或者從其中移除。 

在此情況下，您只需要重新整理預測定義，以便其納入變更。 

 變更會在您的會計行事曆中進行。 

在此情況下，您只需要重新整理預測定義，以便其納入變更。 

附註：當對會計行事曆進行變更時，您必須重新整理預測定義，無論您公司使用的會計行事曆類型為何 
(標準或自訂)。 

附註：當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進行此處所述的任一變更時，產生的預測必須等到預測定義更新時才會反映出變更。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更新預測定義。 

更新預測定義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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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預測管理」區段下方，按一下「預測定義」。 

4 在「預測定義」頁面上，按一下「更新」。 

5 在「步驟 1：選取預測類型」中，如果需要任何變更，請進行變更。 

6 按一下「步驟 2 選取預測頻率」。 

7 如果在「步驟 2 選取預測頻率」中需要任何變更，請進行變更。 

8 按一下「步驟 3 選取預測角色」。 

9 如果在「步驟 3 選取預測角色」中需要任何變更，請進行變更。 

10 按一下「完成」。 

預測定義會自動更新，且定義摘要 (包含預測參與者的更新清單) 會顯示在「預測定義」頁面上。 
 

設定銷售流程、類別及指導 
您可以建立反映您銷售環境之需求與複雜度的自訂銷售方式，並在您的銷售代表處理各個銷售階段的交易時引導他們。 

您可以調整銷售階段資訊來反映您公司的銷售流程或商業食物。當員工建立與更新機會時，他們會選取一個銷售階段，代表機會

在銷售流程中的階段。每個銷售階段都會繫結到一個百分比。該資訊會搭配報表和預測使用，包括您的業務進程、預期收益，以

及已結收益的計算。 

自訂銷售階段值時，您可以： 

 重新命名銷售階段 

 新增或刪除銷售階段 

 變更銷售階段的順序 

 變更與銷售階段相關的成功率百分比 

關於銷售流程 
有些銷售環境僅需要包含一組銷售階段的一個銷售流程。有些銷售環境則比較複雜，而且需要針對每個流程包含不同銷售階段的

多個銷售流程。例如，內部銷售代表與現場銷售業務代表可能會遵循不同的銷售流程。 

此外，銷售代表可能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的機會遵循不同的銷售流程。例如，當您的銷售代表打算銷售一件設備時，他們可能需要

遵循一個較長的多階段銷售流程。但是，當他們打算銷售一份維修服務合約時，此流程可能較短，而且銷售階段較少。 

若要進一步調整您的銷售方式，您可以將一連串的銷售階段定義為銷售流程，並將每個流程連結至下列其中一個：  

 機會類型 

 使用者角色 

這可讓您根據不同的機會類型或不同的使用者角色自訂銷售流程 (以及包含每個流程的銷售階段)。 



商務程序管理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453 

 

範例：您的銷售代表會建立一個新的機會。當她輸入該機會的相關資訊時，她從「機會類型」選項選取「維修服務」。這樣會使

應用程式顯示適合該機會類型的銷售流程。 

備註：以機會類型為基礎的銷售流程優先於以使用者角色為基礎的預設銷售流程。換句話說，當員工建立機會時，她角色的預設

銷售流程就會被指派給該機會。如果她接著選取一個具備已指派之銷售流程的機會類型，該機會的銷售流程就會根據所選的機會

類型驅動。 

關於搜尋與清單篩選中的銷售階段 
在搜尋條件與清單篩選中，使用者可選取的銷售階段決定如下： 

 在動作列的機會記錄類型目標搜尋中，若銷售階段欄位可作為搜尋欄位使用，且若沒有任何銷售處理為使用者角色指定，則

使用者只能選取與銷售處理有關的銷售階段，該階段是為預設銷售處理的使用者角色或銷售階段所指定。即便機會類型欄位

可作為動作列的搜尋欄位使用，且使用者為搜尋選取了某個機會類型，可用的銷售階段也不會受機會類型所限制。 

 在機會記錄類型的進階搜尋中，使用者可選取任何存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銷售階段，作為銷售階段欄位的篩選值。即使預設銷售處理已為執行搜尋的使用者角色所指定，或使用者選取機會類型
作為搜尋的篩選，可用的篩選值也不會受到特定銷售處理的銷售階段所限制。 

 設定機會記錄類型的清單篩選時，使用者可選取任何存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銷售階段，作為銷售階段欄位的篩選值。即使預設銷售處理已為建立清單的使用者角色所指定，或使用者選取機會類型
作為清單的篩選，可用的篩選值也不會受到特定銷售處理的銷售階段所限制。 

關於銷售階段類別 
您也可以設定銷售階段類別，例如階段 1、2 或 
3，讓您可以透過不同的銷售流程連結至特定的銷售階段。當您需要整合來自不同流程的資訊時，您可以根據銷售階段類別執行

報表，以便透過所有機會類型或角色提供正確的業務進程檢視。 

關於銷售流程指導 
您也可以使用「銷售流程指導」引導您的團隊在每個銷售階段正確完成必要的資訊。「銷售流程指導」會提供要遵循的特定步驟

以及實用的資訊給員工，例如文件、範本，以及具有競爭性的資訊。您也可以根據機會在銷售週期前進的方式，強制收集資訊。

此外，儲存機會記錄時，您還可以指定自動建立特定任務，而且這些任務會出現在您員工的任務清單中。 

在銷售流程指導期間，您可以： 

 為每個銷售階段加入員工可以透過「指導」按鈕存取的資訊 

 為每個銷售階段設定需求，例如，要填入的欄位。這些需求會當做在新階段儲存機會之前的先決條件。 

 設定員工儲存包含不同銷售階段的機會時所產生的自動化任務 

如果您在系統經過部署之後變更任何「銷售階段名稱」，先前所有的記錄都會維持其指派的「銷售階段」，直到您手動更新它們

為止。 

備註： 若要變更「成功率百分比」欄位的預設選擇清單值，您需要從「機會欄位設定」頁面編輯該欄位 
(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設定您的銷售方式時，請遵循此一般程序進行： 

1 設定銷售階段類別 (如果您有一個以上的銷售流程)。 

2 設定一或多個銷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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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定每個銷售流程的銷售階段。 

4 設定銷售階段的指導功能。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資料規則 - 管理銷售階段定義」權限。 

 如果您想要根據「機會類型」欄位指派銷售流程，請確認選擇清單值為您要使用的選擇清單值。預設的「機會類型」值為 
Renewal 和 New Business。如需有關自訂選擇清單值的指示，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同時，請確認「機會類型」欄位出現在您要搭配使用之每個角色的版面配置中。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

面配置 (頁數 140)。 

設定銷售階段類別 (選擇性)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銷售方式」區段中，按一下「銷售類別」連結。 

4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5 在「銷售階段類別」頁面上，按一下「新建」來建立新的銷售階段類別，或者從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編輯」來選取您想

要編輯的銷售階段類別。 

6 在「編輯銷售階段類別」頁面或「新建銷售階段類別」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欄位 描述 

階段類別 銷售階段類別的名稱。 

訂單 銷售階段類別出現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順序。 

註記翻譯需求 (選擇性) 若要表示更新的 (非新的) 
名稱需要翻譯成針對您公司啟用的其他語言，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當您新增銷售階段類別名稱時，「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是唯讀的。您所加入的新名稱

會自動以其他啟用的語言顯示 (沒有中括號而且是黑色文字)。 

如果您在更新銷售階段類別名稱時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更新的名稱會出現在

其他啟用的語言選擇清單中 
(藍色文字而且有中括號)，直到您手動輸入翻譯的版本為止。這段藍色文字可協助您追蹤

必須翻譯的術語。  

如果您沒有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更新的名稱就不會以其他語言顯示，而且其

他語言不會受到您在此頁面上所進行之變更的影響。 

7  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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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若要手動輸入相當於新銷售階段類別的翻譯： 

a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語言。 

b 按一下銷售階段類別的「編輯」連結。 

c 在「階段類別」欄位中輸入等同的翻譯，然後按一下「儲存」。 

設定銷售流程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銷售方式」區段中，按一下「銷售流程」連結。 

4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5 在「銷售流程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增」來建立新的銷售流程，或者從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編輯」來選取您想要編

輯的銷售流程。 

6 在「銷售流程編輯」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欄位 描述 

預設銷售流程 公司的預設銷售流程。如果沒有將其他任何銷售流程指派給您的使用者角色

或記錄的機會類型，就會使用此銷售流程。 

註記翻譯需求 (選擇性) 若要表示更新的 (非新的) 
名稱需要翻譯成針對您公司啟用的其他語言，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
塊。 

7 按一下「儲存」。 

8 若要將銷售流程連結至機會類型欄位值： 

a 在「銷售流程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連結的「銷售流程名稱」。 

b 在「相關的機會類型」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增」。 

c 選取「機會類型」，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您僅能將一個銷售流程連結至每個機會類型。進行之後，機會類型值就會從與其他銷售流程一起選取
的選擇清單中移除。這樣會讓您無法將多個銷售流程連結至一個機會類型。 
 
當員工擁有的記錄包含對應到您選取之值的「機會類型」欄位，他們就會看到此銷售流程的銷售階段。 

9 若要手動輸入相當於新銷售流程的翻譯： 

a 返回「銷售流程清單」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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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語言。 

c 按一下銷售流程的「編輯」連結。 

d 在「銷售流程」欄位中輸入等同的翻譯，然後按一下「儲存」。 

10 若要選取當做預設值使用的銷售流程： 

a 在「銷售流程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設為預設的銷售流程「銷售流程名稱」連結。 

b 按一下「編輯」。 

c 選取「預設銷售流程」核取方塊。 

d 儲存記錄。 

備註： 系統會對沒有其他已連結的銷售流程記錄或角色來顯示此銷售流程。 

設定銷售流程的銷售階段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銷售方式」區段中，按一下「銷售流程」連結。 

4 在「銷售流程清單」頁面上，按一下「銷售流程名稱」連結。 

5 若要設定銷售階段： 

a 在「銷售階段」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增」來建立新的銷售階段，或者從您想要編輯的銷售階段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

「編輯」。 

b 在「銷售階段編輯」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欄位 描述 

預設成功率 反映對於交易在指定的結案日期，以指定之收益結案的信心百分比。根據預設，指

派給機會的成功率會根據機會的銷售階段自動調整。使用者可手動覆寫這個值，但
當使用者選取新的機會銷售階段，在機會「成功率」百分比欄位中的值會自動更新
為新銷售階段的預設成功率值。 

備註：若使用「大量更新」功能來變更一或多個機會記錄上的「銷售階段」欄位值
，則記錄的「成功率」百分比欄位中的值就不會更新為新銷售階段的預設成功率百

分比。 

重要：除了「結案/喪失」和「結案/得標」之外，請不要以等於 0 或 100% 
的成功率設定其他任何「銷售階段」。修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應用程式內部使用的選擇清單對於標準功能可能會有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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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訂單 「銷售階段」出現在選擇清單中的順序。如果新增「銷售階段」，您需要變更所有

後續「銷售階段」的順序值。如此，您就可以確認「機會」頁面中的「銷售階段」
下拉式清單擁有正確順序的資訊。 

註記翻譯需求 (選擇性) 若要表示更新的 (非新的) 
名稱需要翻譯成針對您公司啟用的其他語言，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階段類別 此銷售階段所在的銷售階段類別名稱。 

6  儲存記錄。 

7 若要手動輸入相當於新銷售階段的翻譯： 

a 在「銷售流程詳細資料」頁面的「銷售階段」區段中，按一下「顯示完整清單」。 

b 在「銷售階段」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語言。 

c 按一下銷售階段的「編輯」連結。 

d 在「銷售階段名稱」欄位中輸入等同的翻譯，然後按一下「儲存」。 

8 儲存記錄。 

設定銷售階段的指導功能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和指派」連結。 

3 在「銷售方式」區段中，按一下「銷售流程」連結。 

4 從「翻譯語言」清單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 

如果您沒有選取公司的主要語言，就不會出現「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而且應用程式也不會顯示您在此處新增的未

翻譯術語。 

5 在「銷售階段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您要設定指導資訊的銷售階段連結 (在「銷售階段」資料欄中)。 

6 若要將欄位變成此銷售階段的必要欄位： 

a 在「其他必要欄位」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 

b 在「編輯其他必要欄位」頁面上，選取清單中的欄位。 

c 檢閱輸入出現在螢幕上之預設值的提示，然後輸入您要當做預設值的值 (選擇性)。 

如果您要輸入預設值，只有在該欄位是空的時候，才能將預設值加入到記錄中。例如，如果記錄已經包含「收
益」值，在此指定「收益」的預設值將不會使記錄中已經儲存的收益金額遭到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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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儲存記錄。 

7 若要加入讓您的員工檢閱的銷售階段準則，例如，要在該階段中達成的目標和里程碑： 

a 在「程序指導步驟」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 

b 在「程序指導步驟編輯」頁面上，輸入一個數字來表示此資訊出現的順序。 

當員工從其機會記錄中按一下「指導」按鈕，他們可以看到前 10 個子步驟。如果您您加入的子步驟超過 10 
個，員工可以按一下「顯示完整清單」連結來檢視整個清單。 

c 若要註記要翻譯的資訊，選取「註記翻譯需求」核取方塊。 

d 儲存記錄。 

員工在包含此銷售階段的機會記錄，從其機會記錄按一下「指導」按鈕時，此資訊會出現在其「銷售流程指導

」頁面。 

8 若要新增附件或員工的 URL 來存取適合銷售階段的資源： 

a 在「有用的資源」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增附件」或「新增 URL」。 

b 在「附件編輯」或「URL 編輯」頁面上，輸入資訊。 

c 儲存記錄。 

當員工從其機會記錄按一下「指導」按鈕，連結至此銷售階段的附件或 URL 
清單就會出現在其「銷售流程指導」頁面上。 

9 若要定義員工更新銷售階段時自動建立的任務： 

a 在「自動化任務」標題列中，按一下「新建」。 

b 在「自動化任務編輯」頁面上，輸入資訊。 

您在此處設定的資訊會當做每個任務的範本使用。新建立的任務會連結至此機會，因此該任務會出現在「機會

詳細資料」頁面以及適當的活動清單中。 

備註： 您必須在「到期日」欄位中輸入一個數字，來表示建立任務之後還有多少天該任務會到期。例如，如

果任務是在 12 月 6 日建立，而且您在此輸入 10 
做為「到期日」，則該任務出現在員工任務清單上的到期日為 12 月 16 日。 

若為負責人，適用下列行為： 

 此任務會針對擁有您所選取之角色的每個使用者建立。 

 如果使用者實現客戶團隊角色，此任務會被指派給機會負責人。 

備註：如需有關記錄所有權模式如何影響自動產生任務的所有權資訊，請參閱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任務 
(請參閱 "記錄所有權模式與自動產生的任務" 頁數 298)。 

c 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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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公司的產業清單 
「產業」欄位是許多記錄類型上的選擇清單欄位，包含「客戶」、「應用程式」、「潛在客戶」及「合作夥伴」等記錄類型。其
是用來追蹤與記錄相關聯的業務類型。您可以新增與移除產業，或變更產業在清單中的顯示名稱，使您能夠變更產業選擇清單以
符合您公司所使用的命名法。 

附註：可新增至清單中的產業數不受限制。不過，清單中只有前 300 
個有效產業可供使用者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之「產業」欄位的值選擇清單中選取。產業值是依遞增 ASCII 
碼順序來排序，也就是說排序順序會區分大小寫。最先顯現的會是開頭為數字的值，其後是開頭為大寫字母的值，接著是開頭為
小寫字母的值。為產業勾選「已啟用」核取方塊時，產業即為有效。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更新產業。 

若要更新產業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與指派」連結。 

3 在「產業定義」區段中，按一下「產業定義」連結。 

4 在「產業編輯」頁面中，視需要變更產業的資訊。 

5 儲存變更。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新增產業。 

若要新增產業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與指派」連結。 

3 在「產業定義」區段中，按一下「產業定義」連結。 

4 在「產業編輯」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您公司的主要語言，然後按一下「新建」。 

5 在新的「產業編輯」頁面中，輸入產業的資訊。 

6 儲存變更。 

附註： 「產業 SIC 代碼」是「產業編輯」頁面上的其中一個欄位。標準行業分類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 
系統是一系列的編號代碼，將所有企業依所提供產品或服務類型分類。從事相同活動的企業，不管所有權的大小和類型，都指派
相同的 SIC 代碼。SIC 代碼是開發來協助進行資料收集、製表及分析；同時改善統計分析的比較。 

下列程序說明如何手動輸入產業的等同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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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手動輸入產業的等同翻譯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資料規則與指派」連結。 

3 在「產業定義」區段中，按一下「產業定義」連結。 

4 在「產業編輯」頁面的「翻譯語言」欄位中，選取語言。 

5 在「顯示名稱」欄位中輸入等同翻譯。 

6 儲存變更。 

附註：當貴公司首次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進行設定，產業的預設名稱與顯示名稱會以貴公司的預設語言產生。若貴公司的預設語言之後有變更，則產業的顯示名稱會以
新語言顯示。但產業的預設名稱會持續以貴公司原始的預設語言來顯示。 
 

修改追蹤 
身為管理員時，您可以使用修改追蹤功能，來追蹤記錄類型的執行階段修改。啟用記錄類型的修改追蹤功能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記載該記錄類型的所有變更事件，並在修改追蹤事件清單中寫入修改追蹤記錄。每當發生已刪除項目的定期清除作業，Oracl
e CRM On Demand 會永久刪除舊的修改追蹤記錄。舊記錄的定義是指時間超過 30 天以上的記錄。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整合的外部應用程式 (例如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即可使用修改追蹤功能。此外，外部應用程式可以透過 Web 服務來讀取修改追蹤項目。如需有關使用 Web 
服務來讀取修改追蹤項目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請使用下列程序來為所有模組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修改追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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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您必須以管理員的身分登入 Oracle CRM On 
Demand，且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修改追蹤」與「管理角色與存取權」這兩種權限。若「管理修改追蹤」權限並未為您的

公司管理員角色啟用，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啟用記錄類型的修改追蹤功能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啟用修改追蹤」。 

3 在開啟的頁面上，為您要追蹤的記錄類型 (或物件名稱) 選取「啟用修改工作流程」核取方塊。 

備註：您可以藉由取消選取記錄類型的「啟用修改工作流程」核取方塊，來停用記錄類型的修改追蹤功能。 

您可以前往「管理首頁」並按一下「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的「修改追蹤」，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所列的相關修

改資訊。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本主題列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為其追蹤變更事件的記錄類型。若要使用修改追蹤功能，您必須選取這些記錄類型。顯示在「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上的記錄類

型名稱，會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別處顯示的記錄類型名稱相符。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要求中用於擷取修改追蹤資訊的記錄類型名稱，必須與下表右側資料欄中所列的名稱相符。   

備註：右側資料欄中的記錄類型名稱與語言無關。 

下表列出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為修改追蹤功能啟用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客戶 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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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客戶地址 AccountAddress 

客戶工作簿 AccountBook 

客戶競爭者 競爭者 

客戶聯絡人 AccountContact 

客戶聯絡人角色 ContactRole 

客戶附註 附註 

客戶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客戶關係 RelatedAccount 

客戶團隊 AccountTeam 

鑑定 鑑定 

鑑定工作簿 AccreditationBook 

鑑定要求 AccreditationRequest 

鑑定團隊 AccreditationTeam 

活動 活動 

活動附件 附件 

活動使用者 使用者 

備註：如果您要透過「負責人」欄位或「使用者相關資訊」區

段來追蹤「活動使用者」的變更，則必須選取「活動」、「活

動使用者」、「使用者」及「職位」才能進行修改追蹤。選取

這四種記錄類型後，Oracle CRM On Demand 
便可正確地追踪從活動新增或移除使用者時的關聯 
(Associate)、WriteRecordUpdated 及取消關聯 
(Dissociate) 
事件。從活動中刪除使用者時，它也會為「活動使用者」交叉

表格產生 PreDeleteRecord 與 DeleteRecord 變更事件。 

地址 地址 

備註：如果您為公司的地址記錄啟用修改追蹤，同時在公司資
料檔中啟用產生地理代碼，則 Oracle Maps Geocoder 
會為所進行的每個地址更新產生修改追蹤項目。您可以在地址
的相關修改追蹤記錄中，透過修改編號來追蹤對地址記錄所進

行的更新。 

地址地點 地址 

分配 分配 

分配工作簿 AllocationBook 

申請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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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申請工作簿 ApplicationBook 

申請團隊 ApplicationTeam 

評估 SalesAssessment 

評估值 SalesAssessmentValue 

資產 資產 

汽車經銷商廠牌 AutoDealerMakes 

汽車銷售時間 AutoSalesHours 

汽車服務時間 AutoServiceHours 

封鎖的產品 BlockedProduct 

工作簿 工作簿 

工作簿使用者 BookUser 

經紀人資料檔 BrokerProfile 

商務計畫 BusinessPlan 

業務計畫工作簿 BusinessPlanBook 

業務計畫團隊 BusinessPlanTeam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 ProductsDetailed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訊息回應 CallProdDetailMsgRsp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傳訊計畫項目 CallProdDetailMsgPlanItem 

電訪產品詳細資料傳訊計畫項目關係 CallProdDetailMsgPlnRel 

捨棄的電訪促銷項目 PromotionalItems 

已發送電訪樣品 SampleDropped 

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工作簿 CampaignBook 

宣傳活動收件者 收件者 

認證 認證 

認證工作簿 CertificationBook 

認證要求 CertificationRequest 

認證團隊 CertificationTeam 

求償 求償 

聯絡人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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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聯絡人地址 ContactAddress 

最佳聯絡時間 ContactBestTimes 

聯絡人工作簿 ContactBook 

聯絡人興趣 興趣 

聯絡人附註 附註 

聯絡人投資組合 聯絡人 

聯絡人關係 RelatedContact 

聯絡人州執照 ContactLicense 

聯絡人團隊 團隊 

課程 課程 

課程工作簿 CourseBook 

課程登記 CourseEnrollment 

課程團隊 CourseTeam 

保險項目 保險項目 

自訂物件 01 CustomObject1 

自訂物件 01 工作簿 CustomObject1Book 

自訂物件 01 團隊 團隊 

自訂物件 02 CustomObject2 

自訂物件 02 工作簿 CustomObject2Book 

自訂物件 02 團隊 團隊 

自訂物件 03 CustomObject3 

自訂物件 03 工作簿 CustomObject3Book 

自訂物件 03 團隊 團隊 

自訂物件 04 CustomObject4 

自訂物件 04 工作簿 CustomObject4Book 

自訂物件 04 團隊 CustomObject4Team 

自訂物件 05 CustomObject5 

自訂物件 05 工作簿 CustomObject5Book 

自訂物件 05 團隊 CustomObject5Team 

自訂物件 06 CustomObjec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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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自訂物件 06 工作簿 CustomObject6Book 

自訂物件 06 團隊 CustomObject6Team 

自訂物件 07 CustomObject7 

自訂物件 07 工作簿 CustomObject7Book 

自訂物件 07 團隊 CustomObject7Team 

自訂物件 08 CustomObject8 

自訂物件 08 工作簿 CustomObject8Book 

自訂物件 08 團隊 CustomObject8Team 

自訂物件 09 CustomObject9 

自訂物件 09 工作簿 CustomObject9Book 

自訂物件 09 團隊 CustomObject9Team 

自訂物件 10 CustomObject10 

自訂物件 10 工作簿 CustomObject10Book 

自訂物件 10 團隊 CustomObject10Team 

自訂物件 11 CustomObject11 

自訂物件 11 工作簿 CustomObject11Book 

自訂物件 11 團隊 CustomObject11Team 

自訂物件 12 CustomObject12 

自訂物件 12 工作簿 CustomObject12Book 

自訂物件 12 團隊 CustomObject12Team 

自訂物件 13 CustomObject13 

自訂物件 13 工作簿 CustomObject13Book 

自訂物件 13 團隊 CustomObject13Team 

自訂物件 14 CustomObject14 

自訂物件 14 工作簿 CustomObject14Book 

自訂物件 14 團隊 CustomObject14Team 

自訂物件 15 CustomObject15 

自訂物件 15 工作簿 CustomObject15Book 

自訂物件 15 團隊 CustomObject15Team 

備註：您的公司可能已設定延伸範圍超過「自訂物件 
15」的其他自訂物件及其下階物件。這些其他自訂物件以及其下階物件所採用的命名模式，與先前自訂物件及其下階物件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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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同。 

損害 損害 

交易註冊 DealRegistration 

交易註冊工作簿 DealRegistrationBook 

交易註冊團隊 DealRegistrationTeam 

經銷商 經銷商 

經銷商銷售地區 ChannelPartnerTerritory 

依記錄類型的預設工作簿 UserUserDefaultBookPerType 

事業群 事業群 

事件 醫護教育 

事件工作簿 MedEdBook 

EventTeam MedEdTeam 

測驗 測驗 

測驗工作簿 ExamBook 

測驗註冊 ExamRegistration 

測驗團隊 ExamTeam 

財務帳戶 FinancialAccount 

財務帳戶工作簿 FinancialAccountBook 

財務帳戶持有人 FinancialAccountHolder 

財務帳戶持有類別 FinancialAccountHolding 

財務計畫 FinancialPlan 

財務計畫工作簿 FinancialPlanBook 

財務產品 FinancialProduct 

財務交易 FinancialTransaction 

資金 資金 

資金工作簿 FundBook 

資金借項 FundDebit 

資金項目 OccamFundCredit 

資金成員資格 FundPartner 

資金參與者 FundParticipantUser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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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資金要求 FundRequest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 HCPContactAllocation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工作簿 HCPContactAllocationBook 

家庭 家庭 

家庭聯絡人 聯絡人 

家庭團隊 團隊 

產物保險 InsuranceProperty 

存貨稽核報表 InventoryAuditReport 

存貨稽核報表工作簿 InventoryAuditReportBook 

存貨期間 InventoryPeriod 

存貨期間工作簿 InventoryPeriodBook 

受邀者 受邀者 

關係人 InvolvedParty 

潛在客戶 潛在客戶 

潛在客戶工作簿 工作簿 

潛在客戶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潛在客戶團隊 LeadTeam 

MDF 要求 MDFRequest 

MDF 要求工作簿 MDFRequestBook 

MDF 要求團隊 MDFRequestTeam 

訊息回應 MessageResponse 

傳訊計畫 MessagePlan 

傳訊計畫工作簿 MessagePlanBook 

傳訊計畫項目 MsgPlanItem 

傳訊計畫項目關係 MsgPlanItemRelation 

目標 目標 

目標工作簿 ObjectivesBook 

目標團隊 ObjectivesTeam 

機會 機會 

機會工作簿 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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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機會競爭者 競爭者 

機會聯絡人角色 OpportunityContactRole 

機會附註 附註 

機會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機會團隊 團隊 

訂單 訂單 

訂單工作簿 OrderBook 

訂單項目 OrderItem 

訂單團隊 OrderTeam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工作簿 PartnerBook 

合作夥伴方案 方案 

合作夥伴團隊 PartnerTeam 

期間 CRMOD_LS_Period 

選擇清單 選擇清單 (管理 API) 

選擇清單值群組 PicklistValueGroup 

計畫客戶 PlanAccount 

計畫聯絡人 PlanContact 

計畫機會 PlanOpportunity 

保單 保單 

保單工作簿 PolicyBook 

投保人 PolicyHolder 

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 

投資組合團隊 團隊 

位置 使用者 

價目表 PriceList 

價目表細項 PriceListLineItem 

產品 產品 

產品類別 ProductCategory 

產品適應症 ProductIndication 



商務程序管理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469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方案工作簿 ProgramBook 

方案成員資格 ProgramPartner 

報價 報價 

相關免責聲明 RelatedDisclaimer 

收益 產品 

樣品免責聲明 SampleDisclaimer 

樣品存貨 SampleInventory 

樣品批號 SampleLot 

樣品批號工作簿 SampleLotBook 

樣品要求 SampleRequest 

樣品要求工作簿 SampleRequestBook 

樣品要求項目 SampleRequestItem 

樣品交易 SampleTransaction 

樣品交易工作簿 SampleTransactionBook 

服務要求 ServiceRequest 

服務要求團隊 ServiceRequestTeam 

簽名 簽名 

智慧型電訪 活動 

社交媒體 SocialMedia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工作簿 SolutionBook 

特殊訂價產品 SPRequestLineItem 

特殊訂價要求 SPRequest 

特殊訂價要求工作簿 SPRequestBook 

特殊訂價要求團隊 SPRequestTeam 

銷售地區 銷售地區 

交易項目 TransactionItem 

使用者 使用者 

使用者事業群 UserDivision 

使用者負責人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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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介面中的記錄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Web 服務中的記錄類型 

車輛 車輛 

車輛工作簿 VehicleBook 

車輛財務資訊 EautoFinancialDetail 

車輛銷售歷史記錄 EautoSalesHistory 

車輛維修服務記錄 EautoServiceHistory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本主題說明如何才能透過修改追蹤功能來追蹤選擇清單的值清單變更。若要追蹤選擇清單的變更，除了包含選擇清單的記錄類型

外，您還須對修改追蹤功能啟用「選擇清單」。選擇清單可在「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中作為物件名稱使用。若已對「選擇清單」
物件啟用修改追蹤功能，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針對記錄類型選擇清單的建立、讀取、更新或刪除作業，記載「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上的記錄類型名稱。下表說明當您啟用「
選擇清單」物件的修改追蹤功能時，「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中的資料欄。 

資料欄標題 說明 

物件名稱 選擇清單。 

物件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指派之物件的列識別碼，例如，1QA2-
NX0XH。此識別碼對於與選擇清單相關聯的值清單而言是唯一的。 

某些欄位對多重物件均使用相同的值清單。如果使用者編輯值清單中的任何值，Oracle CRM 
On Demand 
即會記載所有欄位的修改追蹤項目。在此情況下，所有此類修改追蹤項目的物件識別碼均相同

。 

記錄類型 
選擇清單已遭編輯之記錄類型的修改追蹤名稱。其即為追蹤記錄類型時顯示於「修改追蹤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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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欄標題 說明 

」中的記錄類型名稱。   

欄位名稱 所編輯之選擇清單欄位的 Web Services 2.0 版標記。 

每當編輯選擇清單欄位時，「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中即會顯現一項目，但唯有已啟用針對修改追蹤功能而編輯其選擇清單欄位的
記錄類型時才會如此。對特定記錄類型之選擇清單欄位的單一編輯，可導致多重項目被記錄至「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中，因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將選擇清單欄位對應至不同記錄類型之多重選擇清單欄位所共用的值清單類型。項目數目等於對應至您所編輯之選擇清單欄位
其值清單類型的公用欄位數。  

例如，假設您擁有名為「選擇清單角色」的選擇清單，並將值清單類型設為 
PARTY_REL_TYPE，而下列記錄類型同樣也使用此選擇清單：「客戶合作夥伴」、「客戶競爭者」、「機會競爭者」、「機會

合作夥伴」。同時假設這些記錄類型中有兩個欄位也使用該選擇清單：「角色」與「反向角色」。如果更新此範例中所列之任何

選擇清單欄位的值清單，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為範例中的所有選擇清單欄位建立個別的修改追蹤項目。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限制 
在下列情況下，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為選擇清單中的值清單建立修改追蹤事件： 

 未替您的公司設定與選擇清單相關聯的記錄類型。 

 選擇清單更新項目屬於未就修改追蹤功能所啟用的記錄類型。 

 無法透過 Web 服務存取更新的選擇清單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下表列出在「修改追蹤清單」頁面中建立和顯示的修改追蹤事件。 

事件名稱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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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名稱 描述 

關聯 這個事件指示具有多對多關係之兩個記錄的關聯，例如聯絡人與客戶。例如，當您將聯絡人新

增至客戶記錄時便會發生關聯事件。同理，當您從客戶記錄刪除聯絡人時便會發生「取消關聯

」事件。 

DeleteRecord  這個事件指示已經將記錄標示要進行刪除，例如，當您刪除傳訊計畫記錄時。請使用此事件來

追蹤記錄刪除作業。 

取消關聯 這個事件指示具有多對多關係之兩個記錄的取消關聯。例如，當您從客戶記錄刪除聯絡人時便

會發生取消關聯事件。 

MergeRecords 這個事件指示已經合併兩個物件，例如，當重複「潛在客戶」記錄及其下階記錄與主要「潛在

客戶」記錄合併時。在這個範例中，產生之合併記錄的物件 ID 
為主要「潛在客戶」記錄的資料列 ID，而下階記錄的物件 ID 
則為重複「潛在客戶」記錄資料列 ID。支援下列記錄類型的 MergeRecords 
事件：「客戶」、「聯絡人」、「家庭」、「潛在客戶」、「合作夥伴」、「投資組合」及「

服務要求」。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記載用於下階層次記錄合併的個別 MergeRecords 
事件。 

PreDeleteRecord 這個事件指示即將刪除記錄，不過記錄可能不會實際刪除。 

備註：建議勿使用此事件來追蹤已刪除的記錄。若要追蹤記錄刪除作業，請改用 
DeleteRecord 事件。 

RestoreRecord 這個事件指示已還原之前標示要刪除的記錄，例如，當您還原之前標示要刪除的傳訊計畫記錄

時。 

WriteRecordNew 這個事件指示已經對記錄類型儲存一筆新記錄，例如，當您新建客戶記錄時。它同時還指示對

選擇清單的修改。   

WriteRecordUpdated 這個事件指示已經修改上階記錄類型的現有記錄或下階物件，例如，當您更新現有聯絡人記錄

時。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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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本主題說明如何檢視修改追蹤資訊。 

開始之前。 您需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為管理員，且您的角色須包含「管理修改追蹤」權限。若「管理修改追蹤」權限並未為您的公司管理員角色啟用，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修改追蹤」。 

「修改追蹤清單」頁面即會開啟，顯示所有修改追蹤記錄的清單。如需修改追蹤記錄的範例，請參閱修改追蹤事件記錄

的範例 (頁數 474)。 

下表描述「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資料欄標題 說明 

物件名稱 套用追蹤事件之物件的名稱，例如，「聯絡人」。物件名稱通常為記錄類型名稱，抑或可為

「選擇清單」。 

物件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指派之物件的列識別碼，例如，1QA2-NX0XH。 

下階物件名稱 套用追蹤事件之下層物件的名稱，例如「聯絡人地址」。下層物件名稱只會在適用於修改事

件時才會出現，亦即物件被當做另一個物件之檢視下的下層修改，例如在聯絡人檢視中修改

地址。   

下階物件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指派給下層物件的物件識別碼，例如，1QA2-OBA65。 

事件名稱 建立新記錄時的事件的名稱，例如 
WriteRecordNew。如需事件名稱的資訊，請參閱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中的事件名稱說明。 

記錄類型 管理員對其執行組態變更以觸發修改追蹤的記錄類型。系統只會為組態變更填入「記錄類型

」欄位。組態變更的修改追蹤範例是當管理員編輯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清單時。在此情況下
，「記錄類型」欄位會記載所編輯選擇清單欄位隸屬之物件的名稱。 

欄位名稱 當您編輯某欄位的選擇清單時，該欄位的 Web 服務 2.0 
版標記。對於自訂選擇清單欄位，Web 服務 2.0 
版標記為一般整合標記。系統只會為選擇清單編輯作業填入「記錄類型」欄位。 

修改編號 記錄修改次數的次數計數器。初始建立記錄時修改編號設成零 
(0)，之後每次修改記錄時會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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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欄標題 說明 

修改：日期 發生修改事件時的日期 (MMDDYYY) 和時間 (HH:MM:AM|PM)。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本主題提供許多 Oracle CRM On Demand 
針對某些使用者動作建立的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修改追蹤功能啟用後，如以下範例所示，事件記錄會列在「修改追蹤清單
」頁面中。視使用者動作的類型以及所記錄的記錄類型關係而定，一個事件可以導致寫入多筆記錄。例如，在一對多上下階關係
或多對多物件對物件關係，便可能寫入多筆記錄。 

範例 1：建立新客戶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建立新的客戶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

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

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New 無 無 0 03/26/2014 
09:28 AM 

範例 2：更新現有客戶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藉由修改客戶記錄中的欄位來更新現有客戶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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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

件名稱 
下階物

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

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1 03/26/2014 
09:52 AM 

範例 3：刪除現有客戶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刪除現有客戶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

件名稱 
下階物

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OD54E 無 無 PreDeleteRecord 無 無 2 03/26/2014 
09:58 AM 

客戶 1QA2-OD54E 無 無 DeleteRecord 無 無 3 03/26/2014 
10:00 AM 

範例 4：還原標示為刪除之客戶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在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清除之前還原標示為刪除的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

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

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OD54E 無 無 RestoreRecord 無 無 3 03/26/2014 
10:03 AM 

範例 5：客戶記錄和聯絡人記錄建立關聯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在聯絡人記錄中新增現有客戶記錄至該聯絡人記錄，也就是說，使用者將客戶記錄和聯絡人記錄建立關聯。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聯絡人 1QA2-
OD635 

客戶 1QA2-
OD54E 

關聯 無 無 0 03/26/2014 
10:16 AM 

聯絡人 1QA2-
OD635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1 03/26/2014 
10:16 AM 

聯絡人 1QA2-
OD635 

客戶聯絡人 1QA2-
OD639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1 03/26/2014 
10:16 AM 

客戶 1QA2-
OD54E 

聯絡人 1QA2-
OD635 

關聯 無 無 0 03/26/2014 
10:1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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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
OD54E 

聯絡人 1QA2-
OD635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4 03/26/2014 
10:16 AM 

客戶 1QA2-
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4 03/26/2014 
10:16 AM 

聯絡人 1QA2-
OD635 

客戶 1QA2-
OD54E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4 03/26/2014 
10:16 AM 

範例 6：取消客戶記錄和聯絡人記錄的關聯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從聯絡人移除相關客戶記錄，也就是說，使用者取消客戶記錄和聯絡人記錄的關聯。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
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5 03/26/2014 
10:35 AM 

聯絡人 1QA2-
OD635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2 03/26/2014 
10:35 AM 

聯絡人 1QA2-
OD635 

客戶 1QA2-
OD54E 

取消關聯 無 無 1 03/26/2014 
10:35 AM 

客戶 1QA2-
OD54E 

聯絡人 1QA2-
OD635 

取消關聯 無 無 1 03/26/2014 
10:35 AM 

範例 7：將下層記錄新增至上層客戶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在客戶記錄中新建地址記錄當做相關項目，也就是說，使用者新增客戶地址當做上層客戶記錄的下層記錄。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
OD54E 

地址 1QA2-
OD6PM 

WriteRecordNew 無 無 0 03/26/2014 
11:44 AM 

客戶 1QA2-
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6 03/26/2014 
11:44 AM 

範例 8：更新現有下層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在客戶記錄中更新現有地址記錄，也就是說，使用者更新上層客戶記錄的下層記錄 - 客戶地址。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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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
OD54E 

地址 1QA2-
OD6PM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1 03/26/2014 
11:51 AM 

範例 9：更新現有下層記錄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使用者在客戶記錄中刪除現有地址記錄，也就是說，使用者刪除上層客戶記錄的下層記錄 - 客戶地址。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客戶 1QA2-
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無 無 8 03/26/2014 
12:00 PM 

客戶 1QA2-
OD54E 

地址 1QA2-
OD6PN 

無 無 無 1 03/26/2014 
12:00 PM 

範例 10：更新選擇清單值作業的修改追蹤記錄 
在此範例中，某個帳戶的使用者更新了選擇清單，亦即該使用者藉由新增名為「不確定」的值來自訂「客戶」記錄中的現有「優
先順序」選擇清單欄位。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與下表中之記錄類似的事件記錄。 

物件名稱 物件 ID 下階物件名稱 下階物件 
ID 

事件名稱 記錄類型 欄位名稱 修改編號 修改：日期 

選擇清單 1QA2-
OD54E 

無 無 WriteRecordUpdated 客戶 優先順序 8 03/26/2014 
1:00 PM 

 

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頁數 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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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雖然修改追蹤功能允許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動寫入和追蹤事件記錄，但您仍可以手動建立事件記錄。如果您想記錄 
Oracle CRM On Demand 外部的事件，這個功能可能比較實用。   

開始之前。 您需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登入為管理員，且您的角色須包含「管理修改追蹤」權限。若「管理修改追蹤」權限並未為您的公司管理員角色啟用，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手動建立修改記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商務程序管理」區段中，按一下「修改追蹤」。 

3 從「修改追蹤清單」頁面，按一下「新建」。 

4 依下表的描述完成欄位，接著儲存記錄。 

欄位 說明 

重要的修改追蹤資訊 

物件名稱 套用追蹤事件之記錄類型的名稱，例如「聯絡人」。物件名稱通常為記錄類型名稱，抑或可為「

選擇清單」。(必要) 

物件 ID 通常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指派之記錄類型的資料列識別碼，例如 1QA2-
NX0XH。(必要) 

下階物件名稱 套用追蹤事件之下階記錄的名稱，例如「聯絡人地址」。下階記錄名稱只會在適用時才出現，亦

即物件在另一個記錄之檢視下被當做下階修改的情況，例如在聯絡人檢視中修改地址。   

下階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指派給下階記錄的資料列識別碼，例如 1QA2-OBA65。 

事件名稱 建立新記錄時的事件的名稱，例如 WriteRecordNew。請參閱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中的事件名稱說明表格，以取得可能之事件名稱的詳細資訊。(必要) 

修改編號 記錄修改次數的次數計數器。初始建立記錄時修改編號設成 0 
(零)，之後每次修改記錄時會遞增。(必要)    

記錄類型 管理員對其執行組態變更以觸發修改追蹤功能的記錄類型。系統只會為組態變更填入「記錄類型

」欄位。組態變更的修改追蹤範例是當管理員編輯選擇清單欄位中的值清單時。在此情況下，「
記錄類型」欄位會記載所編輯選擇清單欄位隸屬之物件的名稱。 

欄位名稱 當您編輯某欄位的選擇清單時，該欄位的 Web 服務 2.0 版標記。對於自訂選擇清單欄位，Web 
服務 2.0 版標記為一般整合標記。系統只會為選擇清單編輯作業填入「記錄類型」欄位。 

修改：日期 發生修改事件時的日期 (MMDDYYY) 和時間 (HH:MM:AM|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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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修改追蹤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啟用修改追蹤功能 (頁數 460) 

 已追蹤的記錄類型 (頁數 461) 

 關於修改追蹤事件 (頁數 471) 

 檢視修改追蹤清單頁面 (頁數 473) 

 選擇清單中值清單變更的修改追蹤資訊 (頁數 470) 

 修改追蹤事件記錄的範例 (頁數 474) 

 
 

資料管理工具 
您可以從「管理首頁」的「資料管理工具」區段執行下列任務： 

 匯入與匯出您的公司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 

 檢視批次刪除與還原要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 (頁數 689)。  

 檢視批次預約指派要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頁面 (頁數 690)。 

 建立和管理整合事件佇列。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 
 

匯入與匯出工具 
「匯入與匯出工具」頁面提供數種公用程式，可增強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匯入與匯出功能。 

 匯入助理。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助理 (頁數 670)。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1)。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7)。 

 Oracle Web Services。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Web Services 整合 (請參閱 "Web 服務整合" 頁數 682)。 

如需有關選擇適當匯入方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中的 1801156.1 (文章 ID)。 

匯入程序包含下列步驟： 

 資料匯入的準備工作 (頁數 525)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檢閱匯入結果 (頁數 675) 

您也可以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匯出資料至 CSV 檔案。如需有關匯出的資訊，請按一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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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您的資料 (頁數 676) 

 檢閱匯出結果 (頁數 680) 

開始之前： 

 若要匯入資料，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匯入」權限或「匯入行銷清單」權限。「管理匯入」權限可讓您匯入所有記錄類型

，而「匯入行銷清單」權限則只能讓您匯入客戶、聯絡人及潛在客戶。 

 如果使用者匯入高達 2000 
個聯絡人，您必須對使用者的角色啟用「匯入人員」權限。「匯入人員」權限可以對使用者的資料匯入提供更大的控制權。
如需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請檢閱本節全部內容以及有關匯入記錄的教學課程，後者提供執行匯入作業的詳細資訊 (最佳做法)。 

注意： 您無法復原匯入記錄作業，或執行大量刪除記錄作業。因此，請先使用含有 5 到 10 
筆記錄的檔案來練習匯入程序，以避免之後需要清除資料。如果您公司要匯入大量記錄，請參加資料匯入的訓練階段作業或

聯絡客戶關懷中心。如需這些資源的資訊，請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每一頁面頂端的「訓練與支援」全域連結。 

 請注意，您無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匯入或匯出串連的欄位。串連的欄位是可顯示多個欄位值的欄位，也可顯示額外的文字。但是，您可以匯入與匯出構成串
連欄位的個別欄位。 

 若要匯出資料，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匯出」權限。 

您可從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匯入資料，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自動建立記錄。每個 CSV 檔案的大小必須低於 
20 MB。若要降低檔案大小，可將記錄分成幾個檔案，或刪除您不想匯入的欄位來縮小資料。您可在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Guide 中檢視樣品 CSV 檔案。 

此表格會說明您匯入資料可建立的記錄類型，以及每當執行匯入處理時可匯入的記錄數量。 

記錄類型 每次匯出的 
記錄限制 

客戶 30000 

客戶地址 50000 

客戶競爭者 50000 

客戶聯絡人 50000 

客戶合作夥伴 50000 

客戶團隊 50000 

地址 30000 

約會 30000 

約會聯絡人 50000 

約會使用者  50000 

資產 80000 

聯絡人 (管理)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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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每次匯出的 
記錄限制 

聯絡人地址 50000 

聯絡人團隊 50000 

宣傳活動 50000 

宣傳活動收件者 50000 

交易註冊 30000 

潛在客戶 30000 

修改追蹤 30000 

附註 50000 

訂單 30000 

訂單項目 30000 

機會 30000 

機會聯絡人角色 50000 

機會產品 80000 

機會團隊 50000 

產品 80000 

產品分類 30000 

財產 30000 

社交個人檔案 30000 

解決方案 50000 

服務要求 30000 

任務 30000 

任務聯絡人 50000 

任務使用者 50000 

使用者 500 

車輛聯絡人 50000 

視您實作的特定產業解決方案而定，您可能可以匯入下列記錄：  

記錄類型 每次匯出的 
記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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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每次匯出的 
記錄限制 

分配 30000 

申請 30000 

封鎖的產品 30000 

業務計畫  30000 

請款 30000 

聯絡人州執照 30000 

保險項目 30000 

自訂物件 30000 

損害 30000 

經銷商 80000 

交易註冊 30000 

事件 30000 

財務帳戶 30000 

財務帳戶持有人 30000 

財務帳戶持有類別 30000 

財務計畫 30000 

財務產品 30000 

財務交易 30000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 30000 

存貨稽核報表 30000 

存貨期間 30000 

關係人 30000 

產物保險 30000 

MDF 要求 30000 

訊息傳送計畫  30000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30000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關係 30000 

訊息回應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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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類型 每次匯出的 
記錄限制 

目標 30000 

合作夥伴  30000 

合作夥伴方案 30000 

計畫客戶 30000 

計畫聯絡人 30000 

計畫機會 30000 

保單 30000 

投保人 30000 

投資組合 30000 

價目表 30000 

價目表細項  30000 

樣品免責聲明 30000 

樣品存貨 30000 

樣品批號 30000 

樣品交易 30000 

簽名 30000 

特殊定價產品 30000 

特殊定價要求 30000 

交易項目 30000 

車輛 80000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下表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國家欄位的選擇清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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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國家」欄位的選擇清單值無法進行編輯。若要在匯入檔案時擷取所有資料，請確認您的國家完全符合允許的名稱
，包括標點符號和大小寫。否則，系統不會匯入該資訊。 

備註： 因為「國家」選擇清單值有 30 個字元的限制，因此，超出該限制的某些名稱在選擇清單中會被截斷。 

 每個國家的地址對應 

匯入資料時，您必須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所使用的每個地址欄位設定資料欄。下表顯示要如何將每個國家的地址欄位對應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適當的欄位。正確對應可確保您在應用程式的正確欄位下，擷取檔案中的所有資料。 

備註：除了主權獨立國家以外，下表還包含其他實體，如屬地、外國領土及主權國家的地區。例如，曼島是英國直轄屬地，而冷

岸則為挪威的地區。 

 

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美國 8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縣 美國州 郵遞區

號 
 

阿富汗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奧蘭群島 5 號碼/街道 地址 2     郵遞區

號 
島 

阿爾巴尼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阿爾及利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美屬薩摩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安道爾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安哥拉 4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安圭拉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安地卡及巴布達 4    城市 郵政信箱   島 

阿根廷 7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亞美尼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阿魯巴島 5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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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街道 

阿松森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澳洲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奧地利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亞塞拜然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巴哈馬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島國代

碼 
島 

巴林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孟加拉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巴貝多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白俄羅斯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比利時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貝里斯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貝南 4    城市 排序代碼  郵政信

箱 
 

百慕達 5 號碼/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不丹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玻利維亞 4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博內爾島、聖尤斯特歇斯島及

薩巴島 
5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島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5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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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號碼 號 

波札那 3    城市 郵政信箱    

布威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巴西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英屬印度洋領土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汶萊達魯薩蘭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保加利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布吉納法索 4    城市 排序代碼  郵政信

箱 
 

蒲隆地 3    城市 郵政信箱    

柬埔寨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喀麥隆 3    城市 郵政信箱    

加拿大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維德角 4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開曼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中非共和國 3    城市 郵政信箱    

查德 3    城市 郵政信箱    

海峽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智利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鄉鎮  郵遞區

號 
省 

中國 7 號碼/ 
街道 

地址 2 轄區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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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聖誕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可可斯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哥倫比亞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排序代碼   省 

剛果 3 街道/號碼   城市     

剛果民主共和國 4    城市 排序代碼  郵政信

箱 
 

柯克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哥斯大黎加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克羅埃西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古巴 4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古拉索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賽普勒斯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捷克共和國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丹麥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吉布地 3    城市 郵政信箱    

多米尼克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多明尼加共和國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東帝汶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厄瓜多 7 地址 1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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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埃及 6 地址 1  轄區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薩爾瓦多 5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赤道幾內亞 3    城市 郵政信箱    

厄利垂亞 3 街道/ 
號碼 

  城市     

愛沙尼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衣索比亞 3    城市 郵政信箱    

福克蘭群島 3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法羅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斐濟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芬蘭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法國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CEDEX 
代碼 

 郵遞區

號 
 

法屬圭亞那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法屬玻里尼西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法國南方領土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加彭 3    城市 郵政信箱    

甘比亞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喬治亞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德國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迦納 3    城市 郵政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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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直布羅陀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希臘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格陵蘭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格瑞那達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瓜得魯普 5 號碼/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關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瓜地馬拉 5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根西島 6 號碼/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郵遞區

號 
島 

幾內亞 3    城市 郵政信箱    

幾內亞比索 4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蓋亞那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海地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赫德島及麥當勞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教廷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宏都拉斯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香港 7 號碼/ 
街道 

地址 2 轄區 城市 地址 4   地區一部分 

匈牙利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冰島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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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印度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印尼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伊朗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伊拉克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愛爾蘭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縣  郵遞區

號 
(愛爾

蘭) 

 

曼島 7 號碼/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縣  郵遞區

號 
 

以色列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義大利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象牙海岸 4    城市 排序代碼  郵政信

箱 
 

牙買加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郡 

日本 6 號碼/街道/Cho
me 

Ku  Shi/Gu
n 

  郵遞區

號 
轄區 

澤西島 5 街道/號碼 地址 2     郵遞區

號 
郡 

約旦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哈薩克 4 地址 1   城市   郵遞區

號 
 

肯亞 4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吉里巴斯 4 地址 1   城市    島 

韓國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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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大韓人民共和國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科索沃 6 街道/號碼 地址 2 轄區 城市   郵遞區

號 
 

科威特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縣  郵遞區

號 
 

吉爾吉斯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寮國 5 號碼/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拉脫維亞 5 街道/ 
號碼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黎巴嫩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賴索托 3    城市 郵政信箱    

賴比瑞亞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利比亞 5 號碼/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列支敦斯登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立陶宛 4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盧森堡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澳門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馬其頓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馬達加斯加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馬拉威 3    城市 郵政信箱    

馬來西亞 7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馬爾地夫 5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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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街道 號 

馬利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馬爾他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島 

馬紹爾群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馬丁尼克島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茅利塔尼亞 3    城市 郵政信箱    

模里西斯 3 街道/ 
號碼 

  城市     

馬約特島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墨西哥 8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Colonia/
區 

 郵遞區

號 
州 

麥克羅尼西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摩爾多瓦共和國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摩納哥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蒙古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蒙特內哥羅 6 地址 1 Addres
s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蒙特色拉特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摩洛哥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莫三比克 4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緬甸 5 地址 1   城市 鄉鎮  郵遞區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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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納米比亞 3    城市 郵政信箱    

諾魯 3   轄區  郵政信箱    

尼泊爾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荷蘭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荷屬安地列斯 5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島 

新喀里多尼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紐西蘭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轄區 城市   郵遞區

號 
 

尼加拉瓜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尼日 3    城市 郵政信箱    

奈及利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紐埃 3    城市 郵政信箱    

諾福克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北馬里亞納群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挪威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阿曼 4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地區 

巴基斯坦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郵遞區

號 
 

帛琉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巴勒斯坦自治區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巴拿馬 5 地址 1   城市 排序代碼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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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巴布亞紐幾內亞 3    城市    省 

巴拉圭 4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祕魯 8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省 

菲律賓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轄區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皮特康島 1         

波蘭 5 街道/ 
號碼 

  城市   郵遞區

號 
 

葡萄牙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波多黎各 5 地址 1   城市 都市  郵遞區

號 
 

卡達 6  Addres
s2 

 城市 縣  郵遞區

號 
郵政信箱 

留尼旺島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羅馬尼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俄羅斯聯邦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盧安達 3    城市 郵政信箱    

薩摩亞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聖馬利諾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聖多美及普林西比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沙烏地阿拉伯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塞內加爾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塞爾維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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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號 

塞席爾 4    城市 郵政信箱   島 

獅子山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新加坡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荷屬聖馬丁 5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島 

斯洛伐克 6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排序代碼  郵遞區

號 
 

斯洛維尼亞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索羅門群島 5    城市 郵政信箱  島國代

碼 
島 

索馬利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南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南喬治亞/南三明治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南蘇丹 4 號碼/ 

街道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西班牙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斯里蘭卡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聖巴特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CEDEX 
代碼 

 郵遞區

號 
 

聖赫勒拿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 5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島 

聖露西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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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聖馬丁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CEDEX 
代碼 

 郵遞區

號 
 

聖匹島及密啟倫群島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聖文森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蘇丹 4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蘇利南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冷岸及央麥恩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史瓦濟蘭 4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瑞典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瑞士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敘利亞阿拉伯共和國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台灣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塔吉克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 3    城市 郵政信箱    

泰國 7 地址 1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多哥 3    城市 郵政信箱    

托克勞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東加 4    城市 郵政信箱   島 

千里達與托巴哥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突尼西亞 5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資料管理工具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497 

 

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號碼 號 

土耳其 5 街道/ 
號碼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地區 

土庫曼 4 號碼/ 
街道 

  城市   郵遞區

號 
 

土克斯和開卡斯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吐瓦魯 4    城市 郵政信箱   島 

烏干達 3    城市 郵政信箱    

烏克蘭 5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葛摩聯盟 3    城市 郵政信箱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6  地址 2  城市 郵政信箱  郵遞區

號 
酋長國 

英國 7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地址 3 城市 縣  郵遞區

號 
 

美國外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烏拉圭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烏茲別克斯坦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特區 

萬那杜 3    城市 郵政信箱    

委內瑞拉 7 街道/ 
號碼 

地址 2 樓層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越南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英屬維爾京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美屬維爾京群島 6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州 

威爾斯和富圖納群島 6 地址 1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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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 (無法編輯的值) 欄位

數 
ADDR ADDR2 ADDR

3 
CITY COUNT

Y 
STAT
E 

ZIP PROVIN
CE 

西撒哈拉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葉門 3 街道/ 
號碼 

  城市     

尚比亞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城市   郵遞區

號 
 

辛巴威 5 號碼/ 
街道 

地址 2 樓層 城市     

 

有效的美國各州縮寫 
此表格顯示美國各州的選擇清單值。 

縮寫 完整名稱 

AK 阿拉斯加州 

AL 阿拉巴馬州 

AR 阿肯色州 

AZ 亞利桑那州 

CA 加利福尼亞州 

CO 科羅拉多州 

CT 康乃狄格州 

DC 哥倫比亞特區 

DE 德拉威州 

FL 佛羅里達州 

GA 喬治亞州 

HI 夏威夷 

IA 愛荷華州 

ID 愛達荷州 

IL 伊利諾州 

IN 印地安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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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完整名稱 

KS 堪薩斯州 

KY 肯塔基州 

LA 路易西安那州 

MA 麻薩諸塞州 

MD 馬里蘭州 

ME 緬因州 

MI 密西根州 

MN 明尼蘇達州 

MO 密蘇里州 

MS 密西西比州 

MT 蒙大拿州 

NC 北卡羅來納州 

ND 北達科塔州 

NE 內布拉斯加州 

NH 新罕布夏州 

NJ 新澤西州 

NM 新墨西哥州 

NV 內華達州 

NY 紐約州 

OH 俄亥俄州 

OK 奧克拉荷馬州 

OR 俄勒岡州 

PA 賓西凡尼亞州 

PR 波多黎各 

RI 羅德島州 

SC 南卡羅來納州 

SD 南塔科達州 

TN 田納西州 

TX 德克薩斯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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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完整名稱 

UT 猶他州 

VA 維吉尼亞州 

VT 佛蒙特州 

WA 華盛頓州 

WI 威斯康辛州 

WV 西維吉尼亞州 

WY 懷俄明州 

 

有效的美國地區縮寫 
此表格顯示美國地區的選擇清單值。 

縮寫 完整名稱 

AS 美屬薩摩亞 

FM 密克羅尼西亞聯邦 

GU 關島 

MH 馬紹爾群島 

MP 北馬里亞納群島 

PW 帛琉 

UM 美國外島 

VI 美屬維京群島 

 

美國地區適用的有效郵寄代碼 
這張表列出美國軍方郵寄收件人適用的三位數字正式州立郵遞區號。 

縮寫 描述 

AE (郵遞區號 09xxx)  Armed Forces Europe 
(美國國軍歐洲區域)。這個範圍

包括加拿大、中東、和非洲。  

AK (郵遞區號 962xx - 
966xx)  

Armed Forces Pacific 
(美國國軍太平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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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寫 描述 

AA (郵遞區號 340xx)  Armed Forces Americas 
(美國國軍美洲區域)。這個範圍

包括中美洲和南美洲。  

加拿大的有效州/地區縮寫 
此表格顯示加拿大地區的官方縮寫 (文字欄位)。 

 

縮寫 完整名稱 

AB 亞伯達省 

BC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MB 馬尼托巴省 

NB 新不倫瑞克省 

NL 紐芬蘭-拉布拉多省 

NS 新斯科舍省 

NT 西北領地 

NU 努納維特地區 

ON 安大略省 

PE 愛德華王子島省 

QC 魁北克省 

SK 薩克其萬省 

YT 育空地區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在您匯入記錄時，可以選擇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處理重複記錄： 

 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 

 覆寫現有的記錄 

備註： 匯入約會使用者、任務使用者或備註時，無法使用覆寫選項。這些記錄類型永遠會建立新記錄。 

 為重複項目 (僅限聯絡人、潛在客戶、約會及任務) 建立額外記錄 

如果您選擇在匯入資料時覆寫現有的記錄，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用來檢查重複記錄的欄位中檢查值，以確認匯入檔案中的記錄是否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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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現有的記錄重複。如果您的記錄已重複，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使用您匯入之記錄的值來更新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現有記錄上的欄位，除非該欄位是用來檢查重複記錄。 

在許多的記錄類型中，您可以使用「外部 ID」欄位或預先定義的一組欄位來檢查匯入檔案中的記錄是否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記錄重複。如果您使用「外部 ID」欄位來檢查重複記錄，當發現重複記錄時，除了「外部 
ID」欄位以外，Oracle CRM On Demand 
現有記錄中的所有欄位都會更新。同樣地，如果您使用一組預先定義的欄位來檢查重複記錄，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現有記錄中除了重複檢查欄位以外的所有欄位都會更新。 

如果您使用預先定義的欄位集，來檢查匯入檔案中的記錄是否為現有記錄的重複項目，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檢查所有預先定義欄位中的值，以判斷該記錄是否重複。如果 CSV 
檔案中所有預先定義欄位中的值，完全符合現有記錄上所有對應欄位中的值，則表示該記錄重複。例如，假設您匯入聯絡人記錄

，而名字、姓氏、公司電話號碼及電子郵件等欄位中的值符合現有記錄中的值。您正在匯入的記錄便會被視為重複。不過，如果
名字、姓氏及電子郵件等欄位中的值符合現有記錄中的值，但 CSV 
檔案中的公司電話號碼欄位空白，而現有記錄中並非空白，則 CSV 檔案中的記錄不會被視為重複。 

例如，在「客戶」記錄類型中，您可以使用「外部 
ID」欄位或「客戶名稱」和「地點」欄位的組合來檢查重複記錄。如果您檔案中的記錄為重複記錄，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記錄會使用匯入檔案中的資料進行更新，如下所示： 

 如果您使用「外部 ID」欄位來檢查重複，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現有記錄中除了「外部 
ID」欄位以外的所有欄位都會進行更新。 

 如果您使用「客戶名稱」與「地點」欄位來檢查重複記錄，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現有記錄中，除了「客戶名稱」與「地點」欄位以外的所有欄位都會進行更新。 

更新記錄 

1 對於「外部 ID」或記錄類型的所有重複項檢查欄位，設定包含資料欄的匯入 CSV 檔。   

2 請確認重複項檢查欄位值的「外部 ID」與現有記錄的值完全相同。如果您使用的是「外部 
ID」，系統中的每個代碼都必須是唯一的，才能讓更新運作。   

3 在您的匯入 CSV 檔中至少包含所有需要的欄位。  

4 在匯入助理的「步驟 1」中，選取「覆寫現有的記錄」選項。  

5 請確認您有在匯入助理的「欄位對應」步驟中，對應「外部 ID」欄位或所有複本檢查欄位。  

6 完成所有匯入助理的步驟來匯入資料。  

當您使用匯入助理來更新記錄時，只有您在「欄位對應」步驟中對應的欄位會遭到覆寫。因此，如果您有不需要更新的欄位，而

且這些欄位不需要進行複本檢查，則您不必對應這些欄位。   

如果有「外部 ID」，而且您已經在匯入程序期間對應這些 
ID，應用程式會使用它們來判斷記錄是否重複。匯入其他記錄類型時，您可以使用這些「外部 
ID」做為參考，讓關聯可以保留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例如，如果在您的 account.csv 檔中有一個 account_id 資料欄，您會想要將其對應到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外部唯一 ID」。匯入聯絡人時，如果您的 contacts.csv 檔包含一個 contact_id 資料欄 (聯絡人的唯一 ID) 以及一個 
account_id 資料欄 (account.csv 檔中的 ID 參考)，您應該將 contact_id 對應到「外部唯一 ID」，並將 account_id 
對應到「客戶的外部 ID」。在匯入程序期間，應用程式會檢查每個聯絡人記錄中的 account_id 
欄位來決定現有的客戶，並將該客戶連結至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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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外部 ID」，或者沒有將您檔案中的「外部 ID」對應到應用程式中的「外部 
ID」欄位，應用程式會透過比較特定欄位來判斷重複項目。下表列出用於判斷記錄重複項目的欄位： 

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客戶  客戶名稱和地點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客戶地址 客戶、地址及地址類型 

客戶工作簿 客戶與工作簿 

客戶聯絡人  客戶名稱與聯絡人全名 

OR 

 客戶外部 ID 與聯絡人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客戶 ID 與聯絡人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客戶團隊 客戶與使用者 

鑑定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鑑定要求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地址  地址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504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分配  產品、類型、負責人及開始日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申請  名稱 

       或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或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約會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或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約會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約會聯絡人  約會外部 ID、聯絡人 (聯絡人外部 ID 或聯絡人全名) 

約會使用者  約會外部 ID、使用者 (使用者登入 ID 或使用者外部 ID) 

資產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封鎖的產品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工作簿  工作簿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工作簿使用者  若您識別現有工作簿，則為工作簿 ID、工作簿外部 ID 或工作簿名稱 

 若您在工作簿中識別工作簿使用者，則為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外部 ID 
或使用者 ID 

經紀人資料檔  經紀人資料檔名稱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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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業務計畫  計畫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宣傳活動 

 來源代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宣傳活動收件者 

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外部 ID 或宣傳活動 ID)、聯絡人 (聯絡人全名或聯絡人外部 
ID)、來源代碼 

備註：您必須提供「聯絡人全名」或「聯絡人外部 ID」，但不能兩者同時提供。 

認證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認證要求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請款 

 理賠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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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聯絡人  名字、姓氏、公司電話號碼，以及電子郵件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聯絡人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聯絡人地址 聯絡人、地址及地址類型 

聯絡人工作簿 聯絡人與工作簿 

聯絡人州執照  駕照號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聯絡人團隊 客戶 (聯絡人姓名或聯絡人外部 ID) 與使用者 (使用者 ID) 

課程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課程登記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保險項目  保險項目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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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自訂物件 01、02、03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自訂物件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自訂物件 04 及以上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自訂物件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損害  損害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經銷商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交易註冊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事件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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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測驗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測驗註冊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財務帳戶  財務帳戶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財務帳戶持有類別  財務帳戶持有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財務帳戶持有人  財務帳戶持有人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財務計畫  財務計畫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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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財務產品  財務產品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財務交易  交易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醫療照顧專員聯絡人分配  聯絡人 ID、產品 ID、分配類型及開始日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產物保險  類型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存貨稽核報表  報告日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存貨期間  開始日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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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受邀者  事件與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全名或聯絡人全名與聯絡人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關係人  關係人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潛在客戶  名字、姓氏、公司、主要電話號碼，以及電子郵件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潛在客戶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MDF 要求  要求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訊息傳送計畫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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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訊息傳送計畫項目關係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附註  沒有複本檢查 (永遠建立新記錄) 

目標  目標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機會  機會名稱與客戶 (客戶名稱或客戶外部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機會聯絡人角色  機會名稱和聯絡人全名 

機會產品收益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機會產品收益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訂單  訂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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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訂單項目  訂單項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合作夥伴  合作夥伴名稱與地點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合作夥伴方案  合作夥伴方案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計畫客戶  關係代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計畫聯絡人  聯絡人全名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計畫機會  機會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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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保單  保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投保人  投保人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投資組合  帳號與產品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價目表  價目表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價目表細項  細項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產品  產品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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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產品適應症  產品適應症名稱 
或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產品分類  分類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樣品免責聲明  關係代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樣品存貨  關係代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樣品批號  批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樣品要求  訂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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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樣品要求項目  訂單項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樣品交易  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服務要求  服務要求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社交個人檔案  作者與社群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解決方案  標題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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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特殊定價產品  項目編號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備註：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特殊定價產品記錄時，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檢查是否有重複的記錄。 

特殊定價要求 

備註：在匯入助理中，此記錄

類型會顯示為「SP 要求」。 

 要求名稱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任務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或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任務聯絡人  任務外部 ID、聯絡人 (聯絡人外部 ID 或聯絡人全名) 

任務使用者  任務外部 ID、使用者 (使用者登入 ID 或使用者外部 ID) 

交易項目  樣品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使用者  使用者 ID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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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型的記錄 如果符合下列欄位，則表示重複 

車輛  車輛識別碼 

OR 

 外部 ID (由其他軟體系統所建立) 

OR 

 資料列 ID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 ID) 

車輛聯絡人 車輛與聯絡人 

 

注意： 更新檔案時，建議您對應「外部 
ID」或另一組欄位來判斷重複項目；如果您同時對應兩者，您可能會覆寫複本檢查所使用的欄位，但是您可能並不想覆寫。例
如，如果您在更新客戶記錄時對應「外部 ID」、「客戶名稱」及「地點」，而且根據「外部 
ID」找到重複項目，則「客戶名稱」與「地點」會覆寫資料庫中現有的值。如果根據「外部 
ID」沒有找到重複項目，系統會根據「客戶名稱」與「地點」檢查重複項目；如果找到的話，則覆寫資料庫中的「外部 ID」。 

客戶匯入與外部 ID 摘要 
匯入客戶時，您要指定想要讓應用程式如何處理重複的記錄： 

 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 

如果找到重複項目，則不匯入重複的記錄。 

 覆寫現有記錄 

如果找到重複項目，系統會更新現有的記錄。如果找到多個重複項目，則不會插入或更新任何記錄。 

選取行為之後，您可以選擇對應欄位，包括客戶匯入所提供的這兩個外部 ID： 

 外部唯一 ID。表示要匯入之目前記錄的外部 ID。「外部唯一 ID」與複本檢查有直接的關聯，如本節所述。 

 上階客戶外部 ID：參考目前記錄之上階記錄的外部 ID。 

每個外部 ID 周圍的行為都彼此獨立。 

外部唯一 ID 的狀況 
狀況 A - 未對應外部唯一 ID 

複本檢查是以「客戶名稱」和「地點」為基礎。如果找到重複項目，其行為會視選取的複本檢查選項而定。 

狀況 B - 已對應外部唯一 ID 

匯入會先使用「外部唯一 ID」嘗試找出重複的記錄。 

 狀況 B1 - 找到單一重複外部 ID 

系統會檢查「客戶名稱」和「地點」中，目前符合之記錄以外的重複項目；如果找到重複項目，則不會更新或插入任何
記錄。 

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覆寫現有的記錄」，則會更新記錄 (包括「客戶名稱」和「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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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則不會更新或插入任何記錄。 

 狀況 B2 - 找到多個重複外部 ID 

系統不會插入或更新任何記錄。 

 狀況 B3 - 找不到重複的外部 ID 

匯入現在會根據「客戶名稱」和「地點」檢查重複項目。 

 狀況 B3a - 找不到重複的客戶名稱和地點。 
系統會插入記錄。 

 狀況 B3b - 找到單一重複客戶名稱和地點 
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覆寫現有的記錄」，就會更新記錄，包括「外部唯一 
ID」。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則不會更新任何記錄。 

 狀況 B3c - 找到多個重複的客戶名稱和地點 
系統不會插入或更新任何記錄。 

狀況 C - 未對應外部唯一 ID 

「客戶名稱」和「地點」用於執行複本檢查。 

 狀況 C1 - 找到單一重複客戶名稱和地點 

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覆寫現有的記錄」，則會更新記錄。 

如果「複本檢查」選項設定為「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則不會更新或插入任何記錄。 

 狀況 C2 - 找到多個重複的客戶名稱和地點。 

系統不會更新或插入任何記錄。 

 狀況 C3 - 找不到重複的客戶名稱和地點 

系統會插入記錄。 

上階客戶外部 ID 的狀況 
「上階客戶外部 ID」僅用於設定相關聯的「上階客戶記錄」。它不會影響複本檢查或更新。 

狀況 A - 已對應上階客戶外部 ID 

匯入僅會 使用「上階客戶外部 ID」判斷「上階客戶」。 

 狀況 A1- 多筆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外部 ID 

未設定「上階客戶」。 

 狀況 A2 - 單一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外部 ID 

已設定「上階客戶」。 

 狀況 A3- 沒有任何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外部 ID 

未設定「上階客戶」。 

狀況 B - 未對應上階客戶外部 ID 

匯入會使用「上階客戶名稱」和「上階客戶地點」判斷「上階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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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 B1 - 多筆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名稱和上階地點。 

未設定「上階客戶」。 

 狀況 B2 - 單一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名稱和上階地點 

已設定「上階客戶」。 

 狀況 B3 - 沒有任何記錄符合上階客戶名稱和上階地點 

未設定「上階客戶」。 
 

在匯入期間連結記錄 
當您匯入記錄時，可能要連結至資料庫中的現有記錄。例如，您可能要連結聯絡人記錄 (John Smith) 至客戶記錄 (Smith 
Auto Repair)。 

記錄必須已經存在於資料庫中，您才能在匯入期間，連結其他記錄至此記錄。因此，當您有多個記錄類型要匯入時，最好是依它

們顯示在「匯入和匯出工具」頁面上的順序匯入。例如，先匯入客戶記錄，再匯入聯絡人記錄。 

您可以使用下列兩種方式，在匯入期間連結記錄：  

 透過指出連結記錄的名稱，或者 

 透過指出其外部 ID 代碼。  

不管是哪種情況，您都必須確定匯入 CSV 檔案包括含資料的資料欄。 

使用名稱以連結記錄 
若要透過指出名稱來連結記錄，請在匯入檔案中為連結記錄的名稱包含資料欄。例如，若要匯入連結至客戶的聯絡人記錄： 

 新增「客戶名稱」資料欄至匯入檔案 

 為每個聯絡人記錄填入適當客戶的名稱 

 使用「匯入助理」，將「客戶名稱」資料欄對應至聯絡人記錄中的「客戶」欄位。 

附註：如果聯絡人記錄與尚未在資料庫中的客戶關聯，可以在匯入期間建立該客戶。系統建立的客戶記錄會使用聯絡人地址做為

客戶帳單地址和出貨地址。若要啟用這項功能，請選取「匯入助理步驟 1」中的「建立關聯記錄」選項。 

使用外部 ID 以連結記錄 
您可以將唯一的識別碼代碼匯入應用程式中各記錄的「外部 ID」欄位，然後您就可以使用「外部 
ID」欄位，在後續匯入中的記錄之間建立連結。 

例如，從聯絡人記錄匯出的 CSV 檔案識別各聯絡人的相關客戶。「客戶代碼」資料欄是以數字代碼 (而非客戶名稱) 
來代表每個客戶。匯入這些記錄時，首先要匯入客戶記錄，將 CSV 檔案中的「客戶代碼」資料欄對應至應用程式中的「外部 
ID」欄位。接著匯入聯絡人記錄，將 CSV 檔案中的「客戶代碼」資料欄對應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聯絡人記錄中的「客戶外部 ID」欄位，以便在聯絡人與客戶記錄之間建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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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檢查準則 
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先檢查 CSV 檔案中的資料： 

1 檢查資料所屬欄位類型的準則。請參閱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2 檢查與您想匯入之每個記錄類型相關的特定資訊。  

在「匯入與匯出工具」頁面中的下拉式清單會顯示匯入記錄的建議順序。清單中的記錄類型視您已執行的產業特定解決
方案而定，然而，您必須依清單中顯示的順序來匯入記錄類型。 

附註：資料檢查準則使用美國和加拿大地區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相關的範例。其他國家特定的安裝可能會變更有效值的預設清單，因而和本主題所列資訊有所不同。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地區以

外的安裝便可能使用不同的有效州或省值清單。此外，視支援的語言而定，各種有效值也可能不同。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決定匯出 CSV 檔案中的欄位順序，且可以隨時變更。因此，匯出 CSV 
檔案中的欄位不一定會是某特定順序。重新命名 iTAG 
或欄位名稱值不會影響匯出檔案中的欄位順序。如果您想要更能控制欄位順序，可考慮使用 Oracle Web Services。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確認您要匯入的資料符合其欄位類型的規格。在本主題中說明的欄位類型為： 

 文字 

 選擇清單 

 數字 

 整數 

 幣別 

 百分比 

 核取方塊 

 電子郵件 

 電話 

 日期/時間 

 日期 

文字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每個文字欄位都有一個長度上限。超出的字元則不會被匯入。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提示：  將您要匯入的資料長度與允許的長度作比較。(利用試算表應用程式開啟檔案，然後使用其中一個試算表函數來決定資
料欄中的最長值)。當資料超出限制時，請考慮將其匯入到自訂欄位中、將資料分割成兩個不同的欄位，或將某些資料縮寫，使

其符合目標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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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清單 
「選擇清單」欄位可讓使用者從欄位值的清單選擇一個值。在匯入程序期間，您可以指定將新的選擇清單值從您的 CSV 
檔加入到應用程式，或者不加入這些值。 

附註：如果使用者的語言設定與公司層級的語言設定相同，則他們永遠會看到選擇清單值選項。如果使用者的語言與公司的語言
設定不同，他們則不會看到該選項。例如，如果公司語言為法文，其語言設定為法文的使用者可以看到該選項，但是在相同公司
中，其語言設定為英文的使用者則看不到它。 

如果您選擇不要加入它們，則只會匯入完全符合應用程式中之選擇清單值的選擇清單值(這些值會區分大小寫)。發生此情況時，

「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除了幾個特定的欄位之外，公司管理員可以變更欄位的選擇清單值 (針對這些例外情形，請參閱您要匯入之記錄類型的準則)。 

附註： 若您選取在匯入資料時新增新選擇清單值的選項，這些新的選擇清單值可能不會在報表中顯示 24 
個小時。因此，您可能無法在該期間內使用新的選擇清單值做為篩選器。 

比較檔案中的資料與應用程式中的有效值 

1 使用試算表應用程式開啟檔案。 

提示：  若您使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檔案，您可以使用「自動篩選」功能來查看檔案的特定資料欄中會出現哪些值。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操作，對照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有效值比較檔案中的值： 

 如果您是管理員，按一下應用程式中的「管理」全域連結，然後移至「欄位設定」頁面，其中包含您要比較其值的欄位
。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按一下適當的頁標，然後選取一個記錄。在「編輯」頁面上，按一下您要檢查之欄位的下拉式清單，然後對照您的
資料比較這些值。 

提示：  若您決定將匯入資料限制為只有符合現有值的值，請確認每個匯入的值都符合現有的值。大小寫在決定是否有相符項目
時非常重要。您可以變更匯入檔案中的資料來比對有效值，或將選擇清單值加入到應用程式中 (請參閱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數字 
匯入資料可以是介於 -2,147,483,648 和 2,147,483,647 
之間的任何數字。匯入資料中的逗號會被忽略。小數點後的數字會被四捨五入到最接近的第 100 個。 

在匯入期間，如果找到包含非預期字元的值，或者值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則不會 
匯入欄位的資料。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不管匯入的格式為何，「數字」欄位在應用程式中都會以常見的格式表示 (例如：1,234)。 

整數 
整數可以是任何整數，值的範圍從 -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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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 
匯入資料可以是多達 15 位數的任何有效數字。匯入資料中的逗號會被忽略。小數點後的數字會被四捨五入到最接近的第 100 
個。匯入資料的開頭可以是 $ 或其他幣別字元。負數是有效的。 

在匯入期間，如果找到包含非預期字元的值，或者值包含太多位數，則不會 
匯入欄位的資料。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不管匯入的格式為何，「幣別」欄位在應用程式中都會以常見的格式表示 (例如：$1,000,000.00)。 

百分比 
匯入資料可以是多達 15 位數的任何有效數字。匯入資料中的逗號會被忽略。小數點後的數字會被四捨五入到最接近的第 100 
個。負數是有效的。匯入資料的開頭或結尾可以是 $ 字元，而且在數字和 % 
之間的距離不限。例如，在應用程式中，這些有效值都會以 1,234.36% 顯示： 

1234.36 
1,234.36 
1234.35678 
1234.36% 
1,234.36 % 

在匯入期間，如果找到包含非預期字元的值，或者值超出可接受的範圍，則不會 
匯入欄位的資料。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不管匯入的格式為何，「百分比」欄位在應用程式中都會以常見的格式表示 (例如：1,234.36% 
(其中包含逗號，而且後面接著一個 % 符號))。 

核取方塊 
一個核取方塊只有兩個設定：勾選或未勾選。下表顯示您可以在匯入資料時使用的值。這些值不區分大小寫，因此，應用程式會
識別為 "true"、"t" 等等。 

已勾選核取方塊 核取方塊空白 
(未勾選) 

1 0 

Y N 

是 否 

T F 

True False 

勾選 未勾選 

匯入資料中的其他所有值在應用程式中都會導致核取方塊欄位的未勾選設定。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不會 
警告您。 

如果您要以不同的語言匯入，必須使用表格中的等同翻譯值。不過，應用程式將會接受表格前兩個資料列中的值，而且不管您的
語言設定為 Y、N、1、0 都是如此。 

提示：  檢查可能會導致勾選設定，但在匯入期間沒有被識別的值。請在匯入前，將這些值轉換為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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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匯入程序期間，如果要匯入之記錄類型的核取方塊欄位沒有對應到匯入檔案欄位，對於每個已匯入的記錄而言，其值會設定為
未勾選。 

電子郵件 
如果匯入資料與某個格式不符，就不會匯入欄位的資料。下列標準會被視為無效：  

 結尾或開頭為 @ 符號或點 (.) 的電子郵件資料。兩種符號都必須包含在英數字元中。例如，下列值無效： 
a@.  
@a. 
@.a 
a@a.  
a@.a  
@a.a 

 空字串 

 字串太長 

 @ 前面沒有任何字元，例如：@riqhtequip.com 

 沒有 @，例如：isampleriqhtequip.com 

 沒有點 (.)，例如：isample@riqhtequipcom 

 沒有網域，例如：isample@ 

 沒有 com 之類的網域尾碼，例如：isample@riqhtequip 

 多個 (@)，例如：isample@@riqhtequip.com 

 連續的點 (.)，例如：isample@riqhtequip..com 

 字串中有空格，例如：isa mple@riqhtequip 

 在電子郵件地址的本機部分為以下之外的字元： 

 大寫字母和小寫字母 (不區分大小寫) 

 數字 0 到 9 

 字元 ! # $ % & ' * + - / = ? ^ _ ` { | } ~ . 

 電子郵件地址的網域名稱中的任何特殊字元。特殊字元包括：! # $ % & ' * + - / = ? ^ _ ` { | } ~ () 

若管理員在公司資料檔上勾選「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您便可在電子郵件欄位的地址中 
(僅限「聯絡人」與「潛在客戶」記錄類型)，使用大部分的 Unicode (UTF-8) 
字元，包含重音字母。雖然仍不允許使用連續句點，您可以同時在這些電子郵件地址的本機與網域部分使用 Unicode (UTF-8) 
字元。此外，即使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仍不允許使用下列字元： 

, ( ) [ ] : ; " < > 

當欄位的資料因為格式錯誤而沒有 匯入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電話 
輸入電話號碼資料的相同格式規則適用於匯入電話號碼資料。已識別之電話號碼格式的資料會被轉換為應用程式中一致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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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文字欄位的欄位長度規則也適用於電話號碼欄位。特別是，如果匯入資料超出應用程式欄位的長度，則不會 
匯入超出的字元。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日期/時間 
匯入資料可以包含數種不同的日期/時間表示法。在匯入程序期間，您要選取在 CSV 檔案中所使用的格式。 

不管匯入的格式為何，「日期/時間」欄位在應用程式中都會以常見的格式表示 (例如：01/19/1964 12:15 
PM)。用於顯示資料的格式取決於使用者的「地區設定」，該設定會顯示在「個人詳細資料」頁面中。 

對於匯入者的時區而言，系統會假設日期/時間值是正確的，如應用程式中的「個人詳細資料」頁面所指定。不過，匯入日期/時
間之後，從不同時區檢視資料的使用者會看到針對其時區所調整的日期/時間。 

提示：  請確認匯入者的時區與匯入資料檔案中之日期/時間的時區相符。例如，如果在匯入資料中指定的日期/時間與太平洋標

準時間相關，而且美加東部標準時間時區的使用者匯入該資料，所有時間都會有不正確的三小時時差。解決方法是，讓使用者在

執行匯入時，暫時將時區設定為太平洋標準時間，讓系統正確匯入時間。請確認您在開始匯入前，您知道哪個時區相對於您匯入

檔案中的日期/時間。請注意，CSV 資料檔案中的日期/時間為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GMT) 
格式是相當常見的，因此您務必在匯入前檢查此項目。 

 關於日期/時間欄位類型的日期 

執行「匯入助理」時，您必須指定匯入資料中的日期是先月份 (MM)，還是先日期 
(DD)。如果您指定先月份，系統支援下列格式： 

MM/DD/YY 
MM/DD/YYYY 
MM/DD (年份預設為今年) 

如果您指定先日期，則支援下列格式： 

DD/MM/YY 
DD/MM/YYYY 
DD/MM (年份預設為今年) 

您也可以指定匯入資料格式為：YYYY-MM-DD。 

對於這些格式，當日期或月份為單一數字時，MM 和 DD 可以包含一個前置 0，但 0 不是必要的。 

附註： 目前不支援格式為 DD-MON-YY 或 DD-MON-YYYY 的日期。 

 關於日期/時間欄位類型的時間 

時間可以在匯入資料中指定。若要指定包含日期的時間，請在日期之後加入一個空格，然後再加入時間。如果沒有指定

包含日期的時間，則時間會設定為 00:00:00 (午夜)。系統支援下列時間格式： 

HH24:MI:SS 
HH:MI:SS AM  
(其中 HH24 代表 24 小時制，如果 HH 是 12 小時制，則 AM 代表 AM 或 PM) 

MI 或 SS 可以省略；如果省略，它們在匯入期間會被設定為 00。當值為單一數字時，HH、MI 和 SS 可以包含前置 
0，但 0 不是必要的。 

附註： 不管您在匯入期間選取的日期/時間格式選項為何，匯入程序接受 24 
小時格式的時間。例如，如果您選取預設的「加拿大」格式，亦即 hh:mm:ss AM/PM，而且您的檔案顯示的時間為 
15:00:00，系統就會將資料正確匯入為 3:00: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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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應用程式中的「日期」類型欄位允許僅輸入並顯示一個日期；這些欄位不允許指定時間。當匯入到其中一個欄位時，有效的匯入

資料格式與「日期/時間」類型欄位的有效匯入資料格式相同。不過，在匯入資料中不得 
指定時間。如果有指定時間，則在匯入期間會被忽略。 

不管匯入的格式為何，「日期」欄位在應用程式中都會以常見的格式表示 (例如：12/18/2003)。 

關於必要的欄位 
如果某個欄位已被指定為必要 (依預設或透過管理員)，當您沒有將必要的欄位對應到 CSV 
檔案中的資料欄時，就會拒絕整個資料。發生此情況時，「匯入結果」電子郵件會警告您。 

提示：  檢閱您要匯入的記錄類型欄位，以判斷哪些是必要的欄位。請確認那些所有欄位的匯入資料都包含一個有效值。 

關於唯讀欄位 
唯讀欄位在匯入期間會遵循下列行為： 

 如果唯讀欄位中有一個選擇清單，您必須完全符合選擇清單值才能匯入它們。 

 如果您對於某個欄位具有唯讀存取權，您就無法將資料匯入到該欄位中。 
 

資料匯入的準備工作 
在您開始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匯入資料前，您必須先決定要使用的匯入方法。如需選取適當匯入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例如，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公用程式僅支援特定記錄類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Guide。同時建議您在執行匯入前，先閱讀下列主題：開始匯入資料之前。  

您可能需要編輯 CSV 檔案中的資料，或是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以便確保系統將匯入所有檔案資料。若要判斷這項作業是否必要，請在開始匯入之前執行下列作業： 

 決定您想要匯入的記錄類型。 

您可能會想要匯入不同的記錄類型，例如潛在客戶、客戶、聯絡人和附註。您必須一次匯入一種記錄類型，而且您應該

遵循匯入的建議順序。 

例如，如果您擁有一個包含聯絡人清單的檔案以及另一個包含客戶的檔案，您就會想要先匯入客戶，然後再匯入聯絡人

，以便維持在這些記錄類型之間設定的關係。 

此順序會顯示在「匯入與匯出工具」頁面中的使用者介面本身。 

 檢查檔案中的資料，以便確保它： 

 具有一致的大小寫、縮寫和拼字 

文字值的匯入內容與它們顯示在 CSV 
檔案中的內容完全相符。因此，任何大小寫差異都可能會導致系統建立額外的記錄，而這是您不想要發生的情

況。例如，「客戶名稱」的下列所有值都會產生新的記錄：ABC、abc 或 A.B.C.。 

此外，因為如果兩個客戶記錄的客戶名稱和地點相同，它們就會被視為完全相同，所以地址的拼字、大小寫和

縮寫必須完全相同，避免系統建立額外的記錄。例如，下列所有記錄都不會被視為完全相同： 

ABC, 111 10th A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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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111 10th Ave. 

ABC, 111 10th Ave 

ABC, 111 Tenth Avenue 

 沒有超過允許的長度上限 

 符合該欄位的格式需求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檢查準則 (頁數 520)。 

 針對您想要匯入的記錄類型，檢查應用程式是否有必要欄位。 

您必須將 CSV 
檔案中的資料對應至所有必要欄位。如果您沒有這樣做，系統就會拒絕此記錄。若要判斷哪些欄位是必要的，請參閱您

想要匯入之記錄類型的「編輯」頁面。必要欄位會以紅色文字顯示。 
此外，管理員可將欄位設定為條件式必要欄位，亦即，依預設不需有該欄位，但如果記錄上其他欄位中的資料符合特定

條件，則會變成必要欄位。如果欄位因為欄位定義的條件為 true 
而變成必要，且如果您的匯入檔案不包含條件式必要欄位值，則會拒絕記錄。 

 如果您想要匯入沒有對應至應用程式中預設欄位的資料，請將欄位加入至應用程式。 

在匯入程序期間，您必須讓檔案中的每個欄位與應用程式中的現有欄位相符，才能擷取該項資料。如果您的角色含有「

自訂應用程式」權限，就可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建立新的 (自訂) 
欄位，以便對應至現有欄位。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必要時，請設定選擇清單值。 

在匯入程序期間，您可以指定想要讓應用程式如何處理 CSV 
檔案中選擇清單值與應用程式中現有選擇清單值不符的情況： 

 將它們當做新的值加入至應用程式 

備註： 若要查看應用程式中的選擇清單值變更，您可能需要先登出，然後再次登入。 

 不要加入它們 (僅擷取相符的值而將其他值保留空白) 

如果您想要使用存在應用程式中的選擇清單值，而且僅匯入符合它們的資料，請確認選擇清單值完全相符，包括其拼字
和大小寫 (這些值會區分大小寫)。 

某些選擇清單值無法變更，而且少數不會遵循這項行為。請參閱資料檢查準則 (頁數 
520)，並且針對您想要匯入的記錄類型檢閱準則。 

 選取正確的時間格式。 

如果您選取了「上午 HH:MM:SS」時間格式，為了獲得最佳結果，請在您的 CSV 
檔案中指出資料是上午或下午。如果您選取了「上午/下午」時間格式，但是資料沒有包含「上午」或「下午」，這些

欄位就會依照下列方式處理：  

 如果 HH 欄位大於或等於 8 而小於或等於 12，這些欄位就會被視為「上午」。   

 如果 HH 欄位小於 8 或大於 12，這些欄位就會被視為「下午」。例如，7:00:00 會處理成「下午 7:00」，而 
9:00:00 則處理成「上午 9:0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變更選擇清單值 (頁數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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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和匯出工具 (請參閱 "匯入與匯出工具" 頁數 479) 

如需有關準備資料匯入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1800338.1 (文章 ID)。 
 

客戶地址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記錄後，再將客戶地址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只有在您的公司設

定共用地址後，您才能將「客戶地址」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如需共用地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地址。 

預設客戶地址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資料列 ID ID 15 無。 

客戶 ID ID 15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地址 ID ID  15 無。 

位址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地址類型 選擇清單 30 下列是可用的預設地址類型：住家、辦公室、度假住

宅、其他、商場、私人、郵政、醫院及診所。 

帳單 核取方塊 1 如果「帳單」欄位的值為 
Y，則地址為帳單地址。此欄位的值為 Y 與 N。 

出貨 核取方塊 1 如果「出貨」欄位的值為 
Y，則地址為出貨地址。此欄位的值為 Y 與 N。 

 
 

客戶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客戶工作簿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 

附註： 若要匯入客戶工作簿或聯絡人工作簿的記錄，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未來工作簿」權限。 

本主題中的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指導方針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指導方針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如需有關以時間為

基準之工作簿指派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預設工作簿客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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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工作簿客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工作簿 字串 150 無 

工作簿 ID 字串 15 無 

工作簿外部 ID 字串 30 無 

客戶：ID 字串 15 客戶識別碼。 

客戶 字串 100 無 

客戶地點 字串 50 無 

客戶外部 ID 字串 30 無 

開始日期 日期 無 必須進行記錄啟用的日
期。 

結束日期 日期 無 必須結束記錄啟用的日
期。 

未來主要旗標 字串 1 如果未來主要旗標的值
為 
Y，則在工作簿啟用時
，目前記錄的工作簿將
設為資料物件的主要工
作簿。這是根據「開始
日期」欄位。此欄位的
值為：Y 與 N。  

 
 

客戶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記錄後，再將客戶聯絡人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其中列有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聯絡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ID ID 15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客戶名稱 Varchar 100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聯絡人姓名 文字 255 聯絡人的全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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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聯絡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 ID ID 15 無 

幣別 Varchar 2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客戶競爭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客戶競爭者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記錄的特定資訊。其中列有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競爭者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ID ID 15 無 

競爭者 ID ID 15 無 

此客戶 文字 100 表示上階客戶名稱 

客戶競爭者 文字 100 表示競爭者的名稱 

客戶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競爭者外部 ID 文字 30 無 

ID ID 15 表示客戶競爭者的資料

列 ID 

角色 選擇清單 30 無 

反向角色 選擇清單 30 無 

開始日期 日期 無 無 

結束日期 日期 無 無 

狀態 文字 30 無 

優點 附註 1999 無 

弱點 附註 1999 無 

聯絡人 ID ID 15 無 

主要聯絡人 文字 100 無 

備註 附註 199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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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事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記錄後，再將客戶事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其中列有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事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50 無 

客戶 ID ID 15 無 

客戶外部唯一 ID ID 15 客戶的外部唯一 ID。 

事件 文字 50 事件的名稱。 

事件 ID ID 15 無 

事件外部系統 ID ID 15 事件的外部系統 ID。 

資料列 ID ID 15 無 

 
 

客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在將客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記錄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幣別 選擇清單 15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
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客戶名稱 文字 100 此為預設的必要欄位。因此，在匯入之前必須確定

所有記錄在這個欄位都有值。 

客戶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競爭者」、「顧客」、「合作夥
伴」和「準客戶」 

年收益 幣別 15 無 

帳單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中的值只能在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名稱」
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則這

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帳單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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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帳單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請參

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城市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U.S. 
的有效值為 
USA。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
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郵政信箱/排序

代碼 
文字 3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目對

應到此欄位：「Colonia/區」、「CEDEX 
代碼」、「地址 
4」、「URB」和「鄉鎮」(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

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省別 文字 5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目 
(或其他相當於美國州的項目) 
對應到此欄位：「MEX 州」、「BRA 
州」、「郡」、「銷售地區一部分」、「島」、「

轄區」、「地區」、「酋長國」和「特區」(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的有效值：所有美國州都使用標準兩個字母的

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

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
後再匯入。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帳單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收單方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此欄位的資料類型會變
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
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這個
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電訪頻率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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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說明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附註」

，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假名註解名稱 文字 100 漢字的對等假名 (僅用於日文)。 

HIN 文字  醫療產業編號。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產業 選擇清單 50 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
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或者，您
公司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可以建立自訂的「客戶」欄位，內含您要放

在匯入資料中的有效值。這樣一來，您可以將資料
匯入該自訂欄位，而不是這個欄位。 

預設的有效值：「汽車業」、「能源業」、「金融
服務業」、「高科技業」、「製造業」、「其他」
、「醫藥品」、「零售業」、「服務業」和「電信
」。 

影響類型 文字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上次電訪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地點 文字 50 在大部分情況下，這個欄位是用來決定記錄重複項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重複項目與外部 
ID (請參閱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頁數 
501)。 

例如，若要區分客戶 XYZ 
的總部和分公司，應用程式會同時檢查「客戶名稱
」和「地點」，來判斷記錄是否為重複項。 

主要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主要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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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市場潛值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市場區隔 文字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段文字。 

市場佔有率 數字 22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修改者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在匯入期間設定此欄位的值。應用程式會
自動設定其值。 

員工人數 整數 不適用 無 

醫師人數 數字 不適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這個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使用
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這個欄位未對應到有

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設定為執行匯

入所有匯入記錄之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上階客戶 文字 100 必須是有效的客戶名稱。 

上層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上階客戶地點 文字 50 無 

合作夥伴 核取方塊 不適用 指示此客戶為合作夥伴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優先順序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低」、「中」、「高」 

上市公司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果是上市公司 
(而非私人公司)，這個欄位應設定為核取狀態。 

評等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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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評等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評等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重新指派客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指示應重新指派客戶。如果您的公司管理員或經理

已經設定該功能，則在匯入時會對這個客戶記錄觸

發自動指派規則。 

參考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果這位客戶同意做為您可以向準客戶提出的參考

人，這個欄位應設定為核取狀態。 

參考截止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地區 選擇清單 25 預設的有效值：「東」、「西」和「中央」 

拜訪路線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出貨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名稱
」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這
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出貨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請參

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請參

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城巿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U.S. 
的有效值為 
USA。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
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地址郵政信箱/排序

代碼 
文字 3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目對

應到此欄位：「Colonia/區」、「CEDEX 
代碼」、「地址 
4」、「URB」和「鄉鎮」(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

對應 (頁數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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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客戶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地址省別 文字 5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目 
(或其他相當於美國州的項目) 
對應到此欄位：「MEX 州」、「BRA 
州」、「郡」、「銷售地區一部分」、「島」、「

轄區」、「地區」、「酋長國」和「特區」(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的有效值：所有美國州都使用標準兩個字母的
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

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
後再匯入。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出貨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用。 

收貨方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此欄位的資料類型會變
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
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這個

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來源宣傳活動 選擇清單 30 產生此客戶的宣傳活動。 

狀態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警示訊號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警示訊號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警示訊號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銷售地區 文字 255 無 

網站 文字 100 對於這個欄位的匯入資料，系統不會進行任何格式

檢查 (除了長度檢查之外)。 

年度累計收益 數字 22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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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合作夥伴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客戶合作夥伴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記錄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 合作夥伴欄位

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ID ID 15 無。 

合作夥伴 ID ID 15 無。 

上階客戶名稱 文字 100 無。 

客戶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合作夥伴外部 ID 文字 30 無。 

ID ID 15 無。 

角色 選擇清單 30 無。 

反向角色 選擇清單 30 無。 

開始日期 日期 無 無。 

結束日期 日期 無 無。 

狀態 文字 30 無。 

優點 附註 1999 無。 

弱點 附註 1999 無。 

聯絡人 ID ID 15 無。 

主要聯絡人 文字 100 無。 

備註 附註 1999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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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團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客戶團隊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客戶團隊欄位名

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存取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全部」、「唯讀」、「編輯」、「負責人
」。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須與有效
的值完全相符。  

客戶地點 文字 50 無 

客戶名稱 文字 100 無 

聯絡人存取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唯讀」、「編輯」、「全部」、「無法存
取」。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須與有效
的值完全相符。  

機會存取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唯讀」、「編輯」、「全部」、「無法存
取」。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須與有效
的值完全相符。  

團隊角色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負責人」、「執行發起者」、「顧問」、
「合作夥伴」、「其他」 

使用者 ID 文字 50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使用者外部 ID 文字 30 無 

 
 

鑑定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鑑定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鑑定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鑑定費用 幣別 2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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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定 ID 文字 50 建議使用唯一的鑑定內部識別碼。 

可用起始日期 日期 7 無。 

可用終止日期 日期 7 無。 

公司 文字 50 無。 

聯絡人 選擇清單 15 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有鑑定聯絡人，則使用此欄位。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描述 文字 250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40 鑑定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名字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鑑定聯絡人的名字。 

姓氏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鑑定聯絡人的姓氏。 

名稱 文字 50 建議使用唯一的鑑定名稱。 

目標 選擇清單 50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付款選項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支票、信用卡、現金及所得資金。 

電話 電話 50 鑑定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主要產品 選擇清單 15 無。 

主要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5 無。 

 

可更新 核取方塊 1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草稿、計劃、可用、作廢及無效。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銷售、技術、服務、安裝、升級、設計及安
全性。 

有效性 (月數) 數字 22 無。 

網站 文字 100 含有其他鑑定資訊的頁面 URL。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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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鑑定欄位 
 

鑑定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課程鑑定要求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此資訊會補充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鑑定要求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鑑定日期 日期 7 無。 

鑑定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鑑定編號 文字 50 鑑定編號通常是唯一的。 

鑑定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已要求、已核准及已拒絕。 

說明 文字 250 無。 

到期日 日期 7 無。 

宗旨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合作夥伴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計劃 選擇清單 15 無。 

可更新 核取方塊 1 無。 

要求日期 日期 7 依預設，此欄位會在建立記錄期間顯示目前日期，但您可以

在建立記錄期間或之後加以修改。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地址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地址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記錄的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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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地址 欄位名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地址名稱 文字 100 此欄位是必要欄位且必須是唯一的。 

國家 文字 30 無 

地址 1 文字 200 無 

地址 2 文字 100 無 

地址 3 文字 100 無 

州/省 文字 30 無 

城市 文字 50 無 

省別 文字 50 無 

郵遞區號 文字 30 無 

說明 文字 100 無 

備註 文字 1999 無 

緯度 數字 22 您可以將此欄位值用於支援地理定位功能的行動應
用程式，例如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Connected Mobile Sales。 

經度 數字 22 您可以將此欄位值用於支援地理定位功能的行動應

用程式，例如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Connected Mobile Sales。 

 
 

分配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分配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配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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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配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配置類型 文字 30 無 

配置數量 數字 22 從管理員分配給銷售代表的產品數量。  

分配數量 數字 22 於配置期間內，銷售代表發送的產品數量。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可以支付產品的最晚日期。  

最大數量 數字 22 銷售代表可以在指定時間支分配給客戶的產品
的數量。  

排序依據  數字 22 使用者可以在清單中看到的產品的順序。  

剩餘數量 數字 22 於配置期間內，保留以供銷售代表發送的產品
數量。 

樣品 文字 15 和分配關聯的產品名稱。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開始經銷的日期。  

停止發送樣品旗標 布林 1 當選取這個欄位時，這個欄位指示產品已不能
夠再支付。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申請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申請記錄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申請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地址 - 地址 1 Varchar 200 發出申請之公司的地址中的街道號碼。 

地址 - 地址 2 Varchar 100 無 

地址 - 地址 3 Varchar 100 無 

地址 - 城市 Varchar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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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申請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地址 - 國家 Varchar 30 無 

地址 - 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Varchar 200 無 

地址 - 省別  Varchar 50 無 

地址 - 美國州別 Varchar 10 無 

地址 - 郵遞區號 Varchar 30 無 

年收益 數字 22 公司的年收益總計。 

核准狀態  Varchar 30 申請書目前的核准狀態。 

核准日期 日期 7 申請被核准的日期和時間。 

宣傳活動 Varchar 15 此為吸引合作夥伴提出合作夥伴申請之宣傳活

動的名稱。 

行動電話號碼 Varchar 40 提交者的行動電話號碼。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目前核准者 Varchar 15 目前核准者的名稱。 

電子郵件地址 Varchar 100 提交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現有合作夥伴關係 Varchar  現有合作夥伴關係的清單。  

預期合作夥伴關係收益 Varchar 500 這個合作夥伴關係的預期收益清單。  

名字 Varchar 50 提交者的名字。 

產業 Varchar 50 公司所屬的產業。 

職稱 Varchar 75 提交者的職稱。 

姓氏 Varchar 50 提交者的姓氏。 

位置 Varchar 50 公司的地點。 

主要傳真號碼 Varchar 40 公司的主要傳真號碼。 

主要電話號碼 Varchar 40 用於聯絡公司的主要電話號碼。 

名稱 Varchar 50 公司的名稱。 

員工人數 數字 22 公司中的員工人數總計。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的負責人。  

合作夥伴 Varchar 15 和這個申請關聯的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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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申請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合作夥伴方案 Varchar 15 和申請關聯的合作夥伴方案的名稱。 

合作夥伴類型 Varchar 30 提交申請之合作夥伴的類型。 

方案層級 Varchar 30 和申請關聯之合作夥伴方案的等級。 

拒絕原因 Varchar 30 申請書遭拒絕的原因。 

來源 Varchar 30 這個申請的來源，例如網站、郵寄廣告、電子

郵件等等。 

提交狀態 Varchar 30 提交的狀態，例如，「尚未提交」、「已提交

」或「已撤銷」。 

提交日期 日期 7 申請的提交日期和時間。 

網站 Varchar 100 公司的 URL 位址。 

公司傳真號碼 Varchar 40 提交者的公司傳真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Varchar 40 提交者的公司電話號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約會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聯絡人和約會之間的連結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約會聯絡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全名 文字 255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約會外部 ID 

 

文字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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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約會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使用者和約會之間的連結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約會使用者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使用者 ID 文字 30 無 

約會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使用者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約會、任務和電訪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約會與任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選取正確的時間格式。如果您選取了「上午 HH:MM:SS」時間格式，為了獲得最佳結果，請在您的 CSV 
檔案中指出資料是上午或下午。如果選取 AM/PM 時間格式，但資料中並未包含 AM 或 PM，則欄位會如下進行處理：如果 HH 
欄位大於或等於 8 而小於或等於 12，則將這些欄位視為 AM。如果 HH 欄位小於 8 或大於 
12，這些欄位就會被視為「下午」。例如，7:00:00 會處理成「下午 7:00」，而 9:00:00 則處理成「上午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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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約會、任務及電訪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00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客戶地點 文字 50 無 

活動 文字 100 無 

活動幣別 選擇清單 15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約會提醒 選擇清單 3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宣傳活動 文字 50 無 

宣傳活動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備註 附註 250 無 

聯絡人 文字 255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

附註」，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到期日 日期 32 無。此欄位可供任務使用。依預設其為必要

欄位。 

結束時間 日期/時間 32 無。此欄位可供約會使用。依預設其為必要

欄位。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事件 選擇清單 5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資金要求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High Tech 
Edition 及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特有。唯讀。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潛在客戶 文字 255 無 

潛在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地點 文字 100 僅適用於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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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約會、任務及電訪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機會 文字 100 無 

機會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這個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這個欄位未對

應到有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

設定為執行匯入所有匯入記錄之使用者的登

入使用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優先順序 選擇清單 3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預設的有效值：「1 - 
高」、「2 - 中」、「3 - 低」。 

私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服務要求 文字 64 無 

服務要求外部 ID 文字 30 無 

開始時間 日期/時間 32 無。此欄位可供約會使用。依預設其為必要

欄位。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已完成、已延期、進行中
、等待他人、未開始 

主旨 文字 150 可供任務與約會使用。依預設其為必要欄位

。 

任務幣別 文字 15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任務提醒 日期/時間 32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可供任務與約會使用。預設的有效值
為：電訪、信函、示範、電子郵件、事件、
傳真、會議、其他、個人、簡報、待辦事項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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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欄位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資產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資產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資產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00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資產幣別 選擇清單 2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

單。因此，您所匯入的

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
相符。 

合約 文字 30 無 

客戶聯絡人 文字 255 無 

描述 文字 250 無 

到期日 日期 7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安裝日期 日期 7 您將資產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時，系統會在此欄位自

動填入目前日期。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通知日期 日期 7 Oracle CRM On 
Demand High Tech 
Edition 特有。 

操作狀態 文字 30 無 

產品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產品名稱 文字 100 預設為必要欄位。 

購買日期 日期 7 無 

購買價格 幣別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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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資產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數量 數字 15 無 

序號 文字 100 無 

出貨日期 日期 7 無 

保固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追蹤資產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封鎖的產品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封鎖的產品記錄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記錄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封鎖的產品 欄位名

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描述 文字 2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ID 文字 15 無 

索引核取方塊 布林 1 無 

索引幣別 幣別 22 無 

索引日期 日期/時間 32 無 

索引編號 數字 22 無 

索引選擇清單 1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2 選擇清單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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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封鎖的產品 欄位名

稱 
日期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索引選擇清單 3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4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5 選擇清單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產品 文字 100 無 

聯絡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產品：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工作簿使用者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預設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存取權資料檔 字串 100 無 

工作簿使用者角色 字串 30 無 

使用者 字串 50 此欄位是使用者別名的

值。 

工作簿名稱 字串 150 如果您執行新匯入，則

建議您僅指定「工作簿

名稱」欄位或「工作簿 
ID」的值，而非同時指
定兩者。 

工作簿 ID 字串 15 如果您執行新匯入，則

建議您僅指定「工作簿

名稱」欄位或「工作簿 
ID」的值，而非同時指
定兩者。 

如果您更新現有記錄，

則「工作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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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工作簿使用者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ID」欄位為必要欄位。 

使用者識別碼 字串 15 如果您更新現有記錄，

則「使用者識別碼」欄

位為必要欄位。 

如果您執行新的匯入作

業，則建議您至少指定

下列其中一個欄位的值
：「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識別碼

」或「使用者外部 
ID」。 

使用者外部 ID 字串 30 如果您執行新的匯入作

業，則建議您至少指定

下列其中一個欄位的值
：「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識別碼

」或「使用者外部 
ID」。 

使用者登入 ID 字串 50 如果您執行新的匯入作

業，則建議您至少指定

下列其中一個欄位的值
：「使用者登入 
ID」、「使用者識別碼

」或「使用者外部 
ID」。 

 
 

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工作簿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如需有關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工作簿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管理 (頁數 287)。 

預設工作簿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工作簿 ID 字串 15 無 

上層工作簿 字串 150 無 

工作簿類型 字串 30 無 

可以包含資料 字串 1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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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工作簿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工作簿名稱 字串 150 無 

說明 字串 255 無 

合作夥伴 字串 100 如果您要匯入「合作夥

伴」欄位，則建議您同

時匯入「位置」欄位。 

外部唯一 ID 字串 30 無 

位置 字串 50 這個欄位為合作夥伴位

置。 

 
 

經紀人資料檔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經紀人資料檔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經紀人資料檔欄

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經紀人資料檔名稱 文字 40 經紀人資料檔的名稱。 

經紀人資料檔年度 選擇清單 30 經紀人資料檔為有效的年度。 

公司歷史與未來成長 文字 250 公司歷史與經紀人未來成長的說明。 

公司概觀 文字 250 提供有關經紀人的詳細資訊。 

已建立 文字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此資訊：先前建立經紀人資料檔的人員名稱，接著是
日期。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傳真號碼 電話 35 經紀人傳真號碼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已修改 文字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產生此資訊：上次修改經紀人資料檔的人員名稱，接著是
日期。 

合作夥伴 選擇清單 30 經紀人姓名。 

電話號碼 電話 35 經紀人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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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主要地址 文字 50 經紀人主要地址。 

子通路 選擇清單 30 經紀人涵蓋範圍。預設有效值如下：全球性、當地性、全國
性、區域性及批發商。 

區隔 選擇清單 30 經紀人區隔。預設有效值如下：商業、成長及零售。 

銷售地區/區域結構 文字 250 經紀人銷售地區或區域結構。 

網站 文字 100 含有其他經紀人資料檔資訊的頁面 URL。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經紀人資料檔欄位 
 

商務計劃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商務計劃欄位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業務計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幣別 選擇清單 20 無 

說明 附註 25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7 無 

附註 文字 250 無 

機會 文字 250 無 

上階計劃名稱  文字 15 存放「商務計劃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期間 文字 15 存放「期間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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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業務計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計劃收益 幣別 22 無 

產品名稱 文字 15 存放「產品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優點 文字 250 無 

威脅 文字 25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缺點 文字 25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宣傳活動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宣傳活動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宣傳活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實際成本 幣別 15 無 

對象 文字 2000 無 

預算成本 幣別 15 無 

宣傳活動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宣傳活動電子郵件 文字 50 無 

宣傳活動名稱 文字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宣傳活動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宣傳活動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廣告」、「直效行銷郵件」
、「電子郵件」、「活動 - 研討會」、「活動 
- 貿易展」、「活動 - 其他」、「清單 - 
已購買」、「清單 - 租用」、「推薦 - 
員工」、「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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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宣傳活動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外部」、「網站」、「其他」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附

註」，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結束日期 日期 7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潛在客戶目標數 整數 不適用 無 

目標 文字 2000 無 

促銷 文字 255 無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這個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這個欄位未對應

到有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設定

為執行匯入所有匯入記錄之使用者的登入使用

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收益目標 幣別 15 無 

來源代碼 文字 30 預設為必要欄位。 

開始日期 日期 7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已計劃」、「進行中」、「
已完成」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宣傳活動欄位：匯入準備 (頁數 553)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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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宣傳活動收件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宣傳活動收件者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若要匯入「宣傳活

動收件者」欄位，最少需要「聯絡人外部 ID」和「宣傳活動名稱」這兩項資訊。  

預設產品分類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交貨狀態 文字 30 

回覆狀態 文字 30 

宣傳活動名稱 文字 100 

聯絡人全名 文字 255 

宣傳活動外部 ID 文字 30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說明 文字 250 

 
 

認證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認證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此資訊會補充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認證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可用開始日期 日期 7 無。 

可用終止 日期 7 無。 

認證費用 幣別 22 無。 

認證 ID 文字 50 建議使用唯一的認證內部識別碼。 

公司 文字 50 無。 

聯絡人 選擇清單 15 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有認證聯絡人，則使用此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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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文字 250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50 認證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名字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認證聯絡人的名字。 

姓氏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認證聯絡人的姓氏。 

名稱 文字 50 認證的名稱。 

宗旨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30 無。 

付款選項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支票、信用卡、現金及所得資金。 

電話 電話 40 認證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主要產品 選擇清單 15 無。 

主要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5 無。 

 

可更新 核取方塊 1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草稿、計劃、可用、作廢及無效。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售前支援、售後支援、技術、服務、安裝、
升級、設計及安全性。 

有效性 (月數) 編號 22 無。 

網站 文字 100 含有其他認證資訊的頁面 URL。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認證欄位 
 

認證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認證要求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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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認證要求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候選者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候選者日期 日期 7 無。 

認證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認證編號 文字 50 認證編號通常是唯一的。 

認證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已要求、已核准及已拒絕。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描述 文字 2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到期日 日期 7 無。 

目標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計劃 選擇清單 15 無。 

要求日期 日期 7 依預設，此欄位會在建立記錄期間顯示目前日期，但您可以在

建立記錄期間或之後加以修改。 

可更新 核取方塊 1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認證欄位 
 

理賠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理賠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理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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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工作能力 選擇清單 30 無 

地址 文字 200 無 

地址行 1 文字 100 無 

地址行 2 文字 100 無 

理賠金額 幣別 22 無 

損失金額 幣別 22 無 

過失責任 選擇清單 30 無 

商業帳戶 文字 15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外部保管機

構 (商業帳戶)。 

商業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損失分類 選擇清單 30 無 

城市 文字 50 無 

理賠編號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

欄位。  

員工類別 選擇清單 30 無 

結案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備註 文字 250 無 

公司：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也稱為外部唯一 ID。 

情況 文字 50 無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聯絡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國家 文字 30 無 

縣 文字 5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雇主得知求償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雇主得知受傷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受傷員工數目 數字 2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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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賠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件編號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醫院名稱 文字 50 無 

家庭 文字 15 無 

家庭：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因公傷殘 選擇清單 30 無 

損失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責任來源 選擇清單 30 無 

業務範圍 選擇清單 30 無 

損失地點 選擇清單 30 無 

損失代碼 選擇清單 30 無 

損失日期和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損失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

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 

損失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醫療傷害代碼 選擇清單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身體受傷部位 選擇清單 30 無 

受傷人員數目 數字 22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受傷地點 選擇清單 30 無 

警察局 文字 50 無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560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理賠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警方報告編號 文字 50 無 

保單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

欄位。  

保單：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保單的外部

唯一 ID。 

郵遞區號 文字 30 無 

省 文字 50 無 

與被保險人關係 選擇清單 30 無 

報告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報告編號 文字 50 無 

報告人 選擇清單 30 無 

報告者聯絡資訊 文字 50 無 

州/省 文字 1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死亡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受傷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聯絡人地址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 CSV 檔案後，再將聯絡人地址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 

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只有在您公司設定

共用地址後，您才能將「聯絡人地址」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如需共用地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地址。 

預設聯絡人地址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資料列 ID ID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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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地址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 ID ID 15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地址 ID ID 15 無。 

位址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地址類型 選擇清單 30 下列是可用的預設地址

類型：住家、辦公室、

度假住宅、其他、商場

、私人、郵政、醫院及

診所。 

主要 核取方塊 1 如果「主要」欄位的值
為 
Y，則地址為主要地址。

此欄位的值為 Y 與 N。 

 

 

 
 

聯絡人工作簿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聯絡人工作簿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 

附註： 若要匯入客戶工作簿或聯絡人工作簿的記錄，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未來工作簿」權限。 

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如需有關以時間為

基準之工作簿指派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以時間為基準的工作簿指派 (頁數 302)。 

預設工作簿聯絡人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名稱 字串 150 如果您執行新匯入，則

建議您指定「名稱」欄

位或「工作簿 
ID」的值，而非同時指
定兩者。 

如果您更新現有記錄，

則「名稱」欄位為選擇

性欄位。 

工作簿 ID 字串 15 如果您執行新匯入，則

建議您指定「名稱」欄

位或「工作簿 
ID」的值，而非同時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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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工作簿聯絡人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定兩者。 

如果您更新現有記錄，

則「工作簿 
ID」欄位為必要欄位。 

工作簿外部 ID 字串 30 無 

聯絡人：ID 字串 15 「聯絡人 
ID」是聯絡人的資料列 
ID。 

聯絡人外部 ID 字串 30 無 

開始日期 日期 無 必須進行記錄啟用的日
期。 

結束日期 日期 無 必須結束記錄啟用的日
期。 

未來主要旗標 字串 1 如果未來主要旗標的值
為 
Y，則在工作簿啟用時，
目前記錄的工作簿將設
為資料物件的主要工作
簿。這是根據「開始日
期」欄位。此欄位的值
為：Y 與 N。  

 

 
 

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如果您要匯入客戶與聯絡人的個別檔案，請先匯入客戶，然後再匯入聯絡人。請確認您的「聯絡人」匯入檔案包含來自「客戶」

匯入檔案的有效客戶名稱。 

如果您只有「聯絡人」匯入檔案，會根據「聯絡人」匯入檔案之「客戶名稱」欄位中找到的客戶名稱資料建立客戶記錄。如果聯

絡人記錄包含替代地址資料，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建立新客戶並使用替代地址來填入出貨地址。「帳單」地址會保持空白。  

如果有多個聯絡人與相同的客戶相關聯，客戶的地址欄位會設定為與針對該客戶匯入之第一個聯絡人相關聯的「其他地址」值。
如果匯入的第一個聯絡人不包含其他地址資料，但是後續的記錄則有包含，客戶的地址欄位就會是空的，因為設定客戶地址欄位

的值時，只會考慮第一個匯入的聯絡人。因此，如果您只從「聯絡人」匯入檔案匯入，在匯入之前，請先依「客戶名稱」排序資
料，接著確認每個不同的「客戶名稱」的第一個聯絡人都包含您要用於客戶的地址。 

下表包含有關將聯絡人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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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客戶 文字 100 此欄位的文字是用於比對現有「客戶」記錄的

其中一個欄位。如果找不到相符的項目，新「

客戶」的「客戶名稱」會在「聯絡人」匯入過

程中建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重

複項目與外部 ID (請參閱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頁數 501)。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客戶地點 文字 50 此欄位的文字是用於比對現有「客戶」記錄的

其中一個欄位。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記

錄重複項目與外部 ID (請參閱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頁數 501)。 

助理姓名 文字 50 無 

助理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最佳電訪時間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下午」、「清晨」、「晚間」、「
傍晚」、「晨午」和「星期六」。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封鎖原因代碼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商業」、「隱藏」、「不運送」、
「HR」及「法律」。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 

電訪頻率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無看診」、「1-2 次/年」、「3-4 
次/年」和「>5 次/年」。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行動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保戶日期起自 日期 不適用 若已在「聯絡人類型」下拉式功能表選取「保

戶」值，則會在此欄位自動填入目前日期。 

聯絡人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 

此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名稱」

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此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聯絡人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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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聯絡人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城市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U.S. 
的有效值為 
USA。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
請確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
匯入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幣別 選擇清單 20 您無法編輯此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
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聯絡人郵政信箱/排序

代碼 
文字 5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

目對應到此欄位：「Colonia/區」、「CEDE
X 代碼」、「地址 
4」、「URB」和「鄉鎮」(請參閱關於國家與

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省別 文字 5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

目 (或其他相當於美國州的項目) 
對應至此欄位：MEX 州、BRA 
州、郡、銷售地區一部分、島、轄區、地區、

酋長國及特區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準客戶」、「客戶」、「合
作夥伴」及「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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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聯絡人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的有效值：所有美國州都使用標準兩個字
母的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

位的有效值。請先確定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
有效值，再進行匯入。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聯絡人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信用評分 數字 22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幣別 選擇清單 15 您無法編輯此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
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目前的投資組合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積極的」、「一般」和「保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客戶 ID 文字 11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出生日期 日期 7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學歷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PHD」、「M.D.」、「D.O.」、

「MBA」、「RN」、「R.T.」、「註冊的藥

師」、「科學碩士」、「牙醫」、「LPN」和

「公共健康碩士」。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部門 文字 75 無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附

註」，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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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電子郵件 文字 100 若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

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便允許使用大部分的 
Unicode (UTF-8) 字元。 

如需有關「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配置公司

設定 (請參閱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如需有關電子郵件地址中所支援使用的字元資

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件地址中的特殊字元。 

經驗等級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無」、「限制」、「良好」和「廣
泛的」。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名字 文字 5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請先確定所有記錄都具

有此欄位值，再進行匯入。 

假名註解名字 文字 50 漢字的對等假名 (僅用於日文)。 

假名註解姓氏 文字 50 漢字的對等假名 (僅用於日文)。 

性別 選擇清單 1 預設值為「女性」和「男性」。您可以編輯此
選擇清單。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住家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房屋價值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預計投資期限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短期」、「中期」和「長期」。您
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職稱 文字 75 無 

上次電訪日期 日期/時間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姓氏 文字 5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請先確定所有記錄都具

有此欄位值，再進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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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潛在客戶來源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廣告」、「直效行銷郵件」

、「電子郵件」、「活動 - 研討會」、「活動 
- 貿易展」、「活動 - 其他」、「清單 - 
已購買」、「清單 - 已租用」、「推薦 - 
員工」、「推薦 - 
外部」、「網站」和「其他」。 

生涯重要事件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婚姻」、「子女出生」、「退休」
、「離婚」和「其他」。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經理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將資料匯入到此欄位中。其值僅能直
接在應用程式中設定 
(在「聯絡人編輯」頁面)。 

經理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婚姻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單身」、「離婚」、「已婚」、「
伴侶」、「分居」、「寡居」和「喪偶」。Or
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市場潛值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高」、「中」和「低」。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中間名 文字 50 無 

修改者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在匯入期間設定此欄位的值。應用程
式會自動設定其值。 

先生/女士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小姐」、「先生」、「女士
」、「夫人」和「博士」。 

不希望收到電子郵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宗旨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保本資金」、「收入」、「收入/
成長」、「平衡」、「成長」、「積極成長」

和「國際多元化」。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選擇加入 核取方塊 不適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選擇退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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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有或承租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自有」或「租用」。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對於現有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而言，檔案資料必須符合「使用者登入 
ID」。如果記錄不包含此欄位的有效值 
(包括沒有值)，其值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使用
者的「登入電子郵件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此欄位沒有對應

到有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會設定為

針對所有已匯入記錄執行匯入之使用者的「登

入電子郵件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個人地址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則此欄位的資料類
型會變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
地址記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此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主要目標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子女教育基金」、「大學基金」、
「新房」、「累積財富」、「不動產規劃」、
「保留我的資產」和「退休」。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私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果您只想讓客戶負責人看到此聯絡人，此欄

位應該設定為已勾選狀態。 

職業 文字 50 無。 

合格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評等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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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等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評等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風險資料檔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風險迴避」、「承擔風險者」、「
保守的」、「一般」和「積極的」。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推薦人 選擇清單 101 無。 

途程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途程 1」、「途程 2」、「途程 
3」和「途程 4」。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區隔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白領」、「藍領」、「農村/農業

」、「大型零售」、「小富階級」、「高資產
淨值」、「資產超過 5 
百萬美金者」和「超高資產淨值」。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自由業 核取方塊 不適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來源宣傳活動 選擇清單 100 產生聯絡人的宣傳活動。 

狀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儲存客戶或聯絡人的資料。可允許下列

值：有效、靜止檔及失效檔。  

警示訊號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 

警示訊號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警示訊號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稅率級次 數字 22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客戶分級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金級」、「銀級」、「銅級」、「
前 100 
名」、「最高階層」、「中」和「低」。Ora
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時區 選擇清單 30 您無法編輯此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
必須與標準的有效值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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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資產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總支出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總收入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總負債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總淨值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準客戶」、「客戶」、「合作夥伴
」及「競爭者」。 

公司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公司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年度累計銷售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聯絡人欄位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聯絡人州駕照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聯絡人州駕照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聯絡人州駕照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到期日 文字 7 這個聯絡人的醫療牌照到期日期，如果已知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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駕照號碼 文字 30 聯絡人在指定州所需的駕照號碼。  

州  文字 30 美國的州或加拿大的省 (選擇性)。 

狀態 文字 30 州駕照的預設值為「空白」、「有效」或「到
期」。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聯絡人州駕照 
 

聯絡團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聯絡團隊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聯絡人團隊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存取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唯讀」、「編輯」、「全部」、
「無法存取」。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
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聯絡人全名 文字 60 無 

團隊角色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負責人」、「執行發起者」、「
顧問」、「合作夥伴」、「其他」 

使用者 ID 文字 50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使用者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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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用記錄 (團隊)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課程登記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課程登記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課程登記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候選者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完成日期 日期 22 無。 

課程名稱 選擇清單 15 建議使用唯一的課程名稱。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描述 文字 250 無。 

註冊日期 日期 22 依預設，此欄位會在建立記錄期間顯示目前日期，但您可以

在建立記錄期間或之後加以修改。 

註冊編號 文字 100 無。 

註冊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已登記、已完成及未完成。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目標 選擇清單 15 無。 

方案合作夥伴 選擇清單 15 候選者要登記該課程的第三方公司。此項目通常來自該課程

的方案合作夥伴清單。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課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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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課程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此資訊會補充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課程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可用開始日期 日期 7 無。 

可用終止 日期 7 無。 

公司 文字 100 課程聯絡人工作的公司。 

聯絡人 選擇清單 15 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有課程聯絡人，則使用此欄位。 

課程費用 幣別 22 無。 

課程 ID 文字 30 建議使用唯一的課程內部識別碼。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強制採用唯一性。 

課程長度 (天) 編號 22 無。 

說明 文字 255 無。 

持續時間 (小時) 編號 22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100 課程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測驗 選擇清單 15 無。 

名字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課程聯絡人的名字。 

格式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講師主導、CBT 及自學。  

動手實驗室 核取方塊 1 無。 

姓氏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課程聯絡人的姓氏。 

媒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教室、線上及 CD/DVD。  

名稱 文字 100 建議使用唯一的課程名稱。 

宗旨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付款選項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支票、信用卡、現金及所得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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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電話 40 課程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主要產品 選擇清單 15 無。 

主要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5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草稿、計劃、可用、作廢及無效。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售前支援、售後支援、技術、服務、安裝、
升級、設計及安全性。 

網站 文字 100 含有其他課程資訊的頁面 URL。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課程欄位 
 

保險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保險項目資料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這個主題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保險項目資料。 

保險項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開始 日期   不適用 無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聯絡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保險項目 選擇清單   3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

定義的欄位 

保險項目名稱 文字   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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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項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保險項目產品 文字  15 無 

保險項目產品：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也稱為外部唯一 ID 

保險項目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抵減額 幣別   22 無 

結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個別限制 幣別   22 無 

已投保金額 幣別   22 無 

已投保產物 文字   30 無 

已投保產物：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也稱為外部唯一 ID。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保單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

定義的欄位。 

保單：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理賠上限 幣別   22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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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物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自訂物件的自訂物件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自訂物件 01、自訂物件 02 和自訂物件 03 
下表中的資訊僅對「自訂物件 01」、「自訂物件 02」和「自訂物件 03」有效。    

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名稱 文字 50 

客戶地點 文字 50 

描述 文字 16,350 

自訂物件 04-15  文字 50  

事業群 文字 50 

自訂物件 04-15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整合 ID 文字 30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幣別 文字 20 

快速搜尋 1 文字 50 

快速搜尋 2 文字 50 

索引選擇清單 1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2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3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4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5 文字 30 

索引編號 數字 16 

索引日期 日期/時間 32 

索引幣別 幣別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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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索引核取方塊 布林 1 

類型 文字 30 

客戶 文字 100 

宣傳活動 文字 100 

聯絡人 文字 255 

自訂物件 01 文字 50 

自訂物件 02 文字 50 

自訂物件 03 文字 50 

經銷商 文字 100 

事件 文字 50 

資金 文字 50 

家庭 文字 50 

潛在客戶 文字 255 

機會 文字 100 

投資組合 文字 100 

產品 文字 100 

服務要求 文字 64 

解決方案 文字 100 

車輛 文字 100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宣傳活動外部 ID 文字 30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01 外部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02 外部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03 外部 ID 文字 30 

潛在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機會外部 ID 文字 30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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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投資組合外部 ID 文字 30 

產品外部 ID 文字 30 

服務要求外部 ID 文字 30 

解決方案外部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04 及以上 
下表中的資訊只對自訂物件 04 及以上物件有效。    

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客戶 文字 100 

活動 文字 100 

工作簿 字串 150 

工作簿：ID 字串 15 

宣傳活動 文字 100 

自訂物件 01-15  文字 50  

經銷商 文字 100 

描述 文字 16,350 

匯兌日期 日期 32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事件 文字 50 

資金 文字 50 

資金要求 文字 50 

家庭 文字 1 

索引核取方塊 布林 1 

索引幣別 幣別 25 

索引日期 日期時間 32 

索引編號 數字 16 

索引選擇清單 1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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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索引選擇清單 2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3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4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5 文字 30 

整合 ID 文字 30 

潛在客戶 文字 225 

名稱 文字 50 

機會 文字 100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投資組合 文字 100 

產品 文字 100 

快速搜尋 1 文字 50 

快速搜尋 2 文字 50 

服務要求 文字 64 

類型 文字 30 

車輛 文字 100 

客戶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活動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資產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宣傳活動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公司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聯絡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01-15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經銷商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資金申請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家庭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機會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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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自訂物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投資組合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產品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服務要求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解決方案要求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車輛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損害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損害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損害資料。 

損害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理賠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理賠：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損害 文字 50 無 

損害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將加入至連結的「

附註」，而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損害名稱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損害財產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將加入至連結的「

附註」，而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損害財產類型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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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估計金額 幣別 22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產物保險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保險財產：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財產編號 數字 22 無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交易註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交易註冊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交易註冊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核准狀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待核准、已核准、已拒絕
、已退回、已取消及已到期。 

核准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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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交易註冊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相關聯絡人 選擇清單 100 無 

相關客戶 選擇清單 100 無 

相關潛在客戶 文字 100  無 

相關潛在客戶：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相關潛在客戶：名字 文字 50 無 

相關潛在客戶：姓氏  文字 50 無 

相關潛在客戶：整合 ID 文字 30 無 

相關潛在客戶：姓氏 文字 50 無 

相關機會 選擇清單 100 無 

行動電話 文字 40 無 

城市 文字 50 無 

結案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公司名稱 文字 50 無 

轉換為機會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國家 選擇清單 50 無 

目前核准者 選擇清單 100 無 

建立：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幣別 選擇清單 不適用 您無法編輯此選擇清單。因此，您匯入的值必
須符合有效值。 

交易大小 幣別 15 無 

描述 文字 25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50 無 

匯率 日期 不適用 無 

到期日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 ID 文字 40 無 

傳真 文字 40 無 

最終核准者 選擇清單 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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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交易註冊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名字 文字 50 無 

職稱 文字 75 無 

姓氏 文字 50 無 

中間名 文字 50 無 

修改：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先生/女士 選擇清單 30 無 

名稱 文字 10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請先確定所有記錄都包

含此欄位中的值然後再執行匯入。 

新聯絡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新客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新機會 核取方塊 不適用 此欄位指出機會是否與新的交易註冊相關聯。 

下一個步驟 文字 250 無 

宗旨 文字 100 無 

目標：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中的資料必須符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現有使用者的使用者 
ID。如果記錄未包含此欄位的有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會設成執行匯入之使用
者的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此欄位未對應至有

效的匯入欄位，所有匯入記錄的負責人會設成

執行匯入之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合作夥伴客戶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預設為自動顯示交易註冊負責人的合作

夥伴公司。這是唯讀的欄位。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上傳程序無法更新此欄位。 

原始合作夥伴客戶 選擇清單 100 初始發現機會的合作夥伴。此合作夥伴通常與

主要合作夥伴相同，但也可以不一樣。這是選

擇性的欄位。 

合作夥伴方案 選擇清單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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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交易註冊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郵遞區號 文字 30 無 

主要合作夥伴 選擇清單 100 負責交易註冊的主要合作夥伴。此欄位與「主

要合作夥伴地點」欄位一起可以唯一識別合作

夥伴。此欄位不得為空值。 

主要合作夥伴地點 文字 50 前一個儲存格提及之主要合作夥伴的地點。此

欄位與「主要合作夥伴」欄位一起可以唯一識

別合作夥伴。此欄位可以是空值。 

產品興趣 文字 100 無 

拒絕原因 選擇清單 30 無 

需要特價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州/省 選擇清單 30 無 

街道 文字 100 無 

提交狀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未提交、已提交及已撤銷

。 

提交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需要支援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電話號碼 文字 4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預設有效值為：標準與非標準。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經銷商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經銷商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附註：這個區段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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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經銷商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名稱 文字 100 無 

地點 文字 50 無 

地點 文字 50 無 

上階經銷商 文字 100 無 

狀態 文字 255 無 

上階地點 文字 50 無 

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50 無 

URL 文字 100 無 

狀態 文字 30 無 

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幣別 文字 20 無 

階段  文字 30 無 

排名 數字 16 無 

帳單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名稱
」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帳單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城市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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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經銷商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帳單地址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美國
的有效值為美國。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資料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若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項

目對應到這個欄位：Colonia/區、CEDEX 
代碼、地址 4、都市和鄉鎮 
(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省別 文字 50 若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項

目或與美國州同等地位的項目對應到這個欄位

：MEX 州、BRA 
州、郡、土地與領土一部份、島、轄區、地區

、酋長國及特區 (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有效值為所有美國州所使用的標準兩個字
母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後，再匯入資料。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收單方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則此欄位的資料類
型會變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
地址記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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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經銷商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出貨地址 文字 3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
名稱」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
設定，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 

出貨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城巿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美國
的有效值為美國。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資料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將下列地址項

目對應到此欄位：「Colonia/區」、「CEDEX 
代碼」、「地址 
4」、「URB」和「鄉鎮」(請參閱關於國家與

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省別 文字 50 若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項

目或與美國州同等地位的項目對應到這個欄位

：MEX 州、BRA 
州、郡、土地與領土一部份、島、轄區、地區

、酋長國及特區 (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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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經銷商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出貨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有效值為所有美國州所使用的標準兩個字
母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後，再匯入資料。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方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則此欄位的資料類
型會變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
地址記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總經銷商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主要負責人 ID ID 15 無 

經銷商類型 文字 30 無 

修改：外部日期 日期/時間 32 無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無 

修改者 文字 255 無 

資料列 ID ID 15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自訂物件 N 文字 5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1 文字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2 文字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3 文字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4 文字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5 文字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6 文字 30 無 

索引編號 數字 16 無 

索引日期 日期/時間 32 無 

索引幣別 幣別 2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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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經銷商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索引長文字 文字 255 無 

索引短文字 1 文字 100 無 

索引短文字 2 文字 100 無 

索引核取方塊 布林 1 無 

 
 

事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 CSV 檔案後，再將「事件」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這份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如果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某特定欄位，請洽詢公司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事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資料列 ID ID 15 無。 

產品 選擇清單 100 無。 

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00 無。 

負責人別名 文字 50 無。 

說明 文字 25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階段作業詳細資料 文字 500 無。 

負責人名字 文字 50 無。 

負責人姓氏 文字 50 無。 

主要負責人 ID ID 15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索引編號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值必須為介於 -2147483648 與 
2147483647 之間的有效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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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索引選擇清單 1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2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3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4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5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選擇清單 6 選擇清單 30 無。 

索引長文字 文字 255 無。 

索引短文字 1 文字 40 無。 

索引短文字 2 文字 4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15 無。 

位置 文字 100 無。 

參與人數限制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值必須為介於 0 與 1000000 
之間的有效數值。 

名稱 文字 150  這是必要欄位。 

事件目標 文字 500 這是必要欄位。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預算 幣別 15 無。 

CME 學分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值必須為介於 -2147483648 與 
2147483647 之間的有效數值。 

確認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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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測驗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此資訊會補充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測驗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可用起始 日期 7 無。 

可用終止 日期 7 無。 

公司 文字 100 無。 

聯絡人 選擇清單 15 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有測驗聯絡人，則使用此欄位。 

描述 文字 255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100 測驗聯絡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測驗費用 幣別 22 無。 

測驗 ID 文字 100 建議使用唯一的課程內部識別碼。 

名字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測驗聯絡人的名字。 

格式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多重選擇、問題與答案及混合。  

評分方法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成績、點數及分數。 

姓氏 文字 50 只有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沒有聯絡人時，才使用此欄位輸入測驗聯絡人的姓氏。 

最高分數 數字 22 無。 

媒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電腦式、書面式及混合。 

名稱 文字 100 建議使用唯一的測驗名稱。 

問題數 數字 22 無。 

目標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及格分數 數字 22 無。 

付款選項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支票、信用卡、現金及所得資金。 

電話 電話 40 測驗聯絡人的電話號碼。 

主要產品 選擇清單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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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5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草稿、計劃、可用、作廢及無效。 

允許時間 (分鐘) 數字 22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監考與線上。當候選者在測驗期間受到監督
，該測驗即視為監考。 

有效性 (月數) 數字 22 無。 

網站 文字 100 含有其他測驗資訊的頁面 URL。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測驗欄位 
 

測驗註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測驗註冊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測驗註冊欄位名稱 欄位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管理合作夥伴 選擇清單 15 管理測驗的第三方公司。此項目通常來自該測驗的管理合作夥伴清

單。 

候選者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完成日期 日期 7 無。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描述 文字 255 無。 

測驗名稱 選擇清單 15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已達到的成績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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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選擇清單 15 無。 

負責人 選擇清單 15 無。 

已達到的分數 數字 22 無。 

分數到期日 日期 7 無。 

註冊日期 日期 7 此欄位會在建立記錄期間顯示目前日期，但您可以在建立記錄期間

或之後加以修改。 

註冊編號 文字 50 測驗註冊編號通常是唯一的。 

註冊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有效值如下：已註冊、已通過及失敗。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測驗欄位 
 

財務帳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財務帳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帳戶資料。 

財務帳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帳戶持有人 文字 15 無 

帳戶持有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餘額 幣別 22 無 

餘額起自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分支銀行 文字 15 無 

分支銀行：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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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帳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商業帳戶 文字 15 無 

商業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宣傳活動 文字 15 無 

宣傳活動：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說明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財務帳戶號碼 文字 50 無 

財務顧問 文字 15 無 

財務顧問：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外部保管 布林 1 無 

外部保管機構 文字 15 無 

外部保管機構：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外部保管機構 (商業帳戶) 
的外部唯一 ID。 

國內分支銀行 選擇清單 30 無 

家庭 文字 15 無 

家庭：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聯合 布林 1 無 

開戶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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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帳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上層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帳戶的外部唯一 ID。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投資組合：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主要帳戶 布林 1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財務帳戶持有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財務帳戶持有人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帳戶持有人資料。  

財務帳戶持有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商業帳戶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商業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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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帳戶持有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帳戶的外部唯一 ID 

財務帳戶持有人 文字 15 無 

財務帳戶持有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財務帳戶持有人名稱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家庭 文字 15 無 

家庭：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加入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主要聯絡人 布林 1 無 

角色 選擇清單 3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財務帳戶持有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財務帳戶持有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帳戶持有資料。 

財務帳戶持有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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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帳戶持有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

位 

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帳戶的外

部唯一 ID 

財務帳戶持有名稱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

位 

財務產品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

位 

財務產品：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產品的外
部唯一 ID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績效 文字 22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購買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購買價格 幣別 22 無 

數量 數字 22 無 

值 幣別 22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財務規劃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財務規劃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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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財務計劃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規劃資料。 

財務規劃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核准 布林  1 無 

商業帳戶 文字 15 無 

商業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宣傳活動 文字 15 無 

宣傳活動：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聯絡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說明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帳戶的外部唯

一 ID。 

財務計劃名稱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家庭 文字 15 無 

家庭：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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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規劃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投資組合 文字 15 無 

投資組合：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已傳送至聯絡人 布林 1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財務產品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財務產品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產品資料。 

財務產品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分類 選擇清單 30 無 

類別 選擇清單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目前價格 幣別 20 無 

目前價格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事業群 文字 30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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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產品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財務產品 ID 文字 50 無 

財務產品名稱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

欄位。 

財務產品概觀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

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MDM 產品集散中心 ID 文字 5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上階財務產品 文字 15 無 

上層財務產品：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主財務產品
的外部唯一 ID。 

上層財務產品：系統 ID 文字 50 也稱為外部唯一 ID。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價格來源 文字 50 也稱為目前價格來源。 

產品目錄 文字 250 無 

產品 URL 文字 250 無 

子類別 選擇清單 3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財務交易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財務交易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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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這個主題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財務交易資料。 

財務交易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

定義的欄位。 

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

帳戶的外部唯一 ID。  

財務產品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

定義的欄位。 

財務產品：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

產品的外部唯一 ID。 

財務交易上層 文字 15 無 

財務交易上層：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財務

產品的外部唯一 ID。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數量 編號 22 無 

交易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無 

交易 ID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

定義的欄位。 

交易期間 文字  50 無 

交易價格 幣別 22 無 

交易來源 文字 50 無 

交易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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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交易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值 幣別 22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HCP 聯絡人配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 CSV 檔案後，再將 HCP 聯絡人配置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 HCP 
聯絡人配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HCP 聯絡人配置 ID Varchar 15 表示資料列識別碼。 

配置類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預設值為「詳
細資料配置」、「樣品
配置」、「促銷項目配
置」及「樣品要求配置
」。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這是必要欄位。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如果「HCP 
聯絡人配置」記錄已定

義結束日期，則結束日

期必須晚於開始日期。 

剩餘數量 數字 22 第一次建立 HCP 
聯絡人配置時，「配置

數量」與「剩餘數量」

欄位必須具有相同的正

數值。數量欄位必須具
有整數值。 

分配數量 數字 22 第一次建立 H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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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 HCP 
聯絡人配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配置時，「配置

數量」欄位必須為零。

數量欄位必須具有整數

值。 

配置數量 數字 22 第一次建立 HCP 
聯絡人配置時，「配置

數量」與「剩餘數量」

欄位必須具有相同的正

數值。數量欄位必須具
有整數值。 

聯絡人 ID Varchar 15 表示已定義配置之聯絡

人或醫療保健專業人員

的資料列識別碼。 

產品 ID Varchar 15 表示產品或樣品的資料
列識別碼，該產品或樣
品的特定聯絡人或醫療
保健專業人員已定義配
置。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保險財產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已投保產物資料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保險財產資料。 

保險財產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金額 幣別 22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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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財產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說明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將加入至連結的「附註

」，而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保單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保單：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保單的外部唯一 ID。 

順序 數字 22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存貨稽核報表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存貨稽核報表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存貨稽核報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備註 附註 25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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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存貨稽核報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完成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存貨期間 文字 15 存放「存貨期間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原因  選擇清單 30 無 

報告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存貨期間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存貨期間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存貨期間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有效 Boolean 1 這個欄位指示存貨期間為有效或無效。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如果存貨期間為有效，這個欄位為空白。  

已調節 Boolean 1 這個欄位指示存貨期間是否已經調節。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存貨期間的開始日期。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606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受邀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受邀者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這份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如果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某特定欄位，請洽詢公司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受邀者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受邀者狀態 文字 30 預設值是「待處理」。其他值為：已出席、已
取消、已確認、已拒絕及候選名單。  

聯絡人姓名 文字 30 從相關聯的小程式選取聯絡人。 

職稱 文字 30 聯絡人的職稱。 

類型 文字 30 聯絡人類型。 

電子郵件 文字 30 無 

電話號碼 文字 30 無 

工作階段詳細資料 文字 30 無 

備註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關係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涉及的關係人資料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這個主題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關係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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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理賠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理賠：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聯絡人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聯絡人」

欄位是聯絡人姓氏和名字的串連。 

聯絡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受傷情形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將加入至連結的「附註

」，而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受傷狀況摘要 文字 25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關係人名稱 文字 50 無 

位置 選擇清單 30 無 

負責人 文字 15 記錄的負責人。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角色 選擇清單 3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預先定義的欄位。 

意外事件中的角色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潛在客戶事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記錄後，再將潛在客戶事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其中列有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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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潛在客戶事件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件 文字 50 事件的名稱。 

事件 ID ID 15 無 

事件外部系統 ID ID 15 事件的外部系統 ID。 

潛在客戶 文字 50 潛在客戶的名稱。 

潛在客戶 ID ID 15 無 

潛在客戶外部唯一 ID ID 15 潛在客戶的外部唯一 
ID。 

資料列 ID ID 15 無 

 
 

潛在客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潛在客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潛在客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別名 文字 50 無 

年收益 幣別 15 無 

大約收入 幣別 15 此為年收入的大約金額。  

相關客戶 文字 100 無。 

相關聯絡人 文字 101 允許的字元數上限是 101。名字最多可有 50 
個字元，後接一個空格，姓氏最多可有 50 
個字元，欄位中總共有 101 個字元。  

相關聯的交易註冊 文字 100 無 

相關交易註冊：外部 ID   文字 50 無 

相關機會 不適用 不適用 若您要匯入已轉換的潛在客戶，此欄位的值
必須符合現有的機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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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潛在客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帳單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帳單地址 2、3 文字 各為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帳單城市 文字 50 無 

帳單地址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U.S
. 的有效值為 
USA。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
。請確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
後再匯入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帳單地址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如果您的檔案含有非美國的地址，請將下列

地址項目對應至此欄位：Colonia/區、CEDE
X 代碼、地址 4、都市及鄉鎮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帳單地址省別 文字 30 如果您的檔案含有非美國的地址，請將下列

地址項目 (或美國州/省的其他對等項目) 
對應至此欄位：MEX 州、BRA 
州、郡、行政區、島、轄區、地區、酋長國

及特區。 

帳單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的有效值：所有美國州都使用標準兩個
字母的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

位的有效值。請先確定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
的有效值，再進行匯入。  

帳單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50 無 

宣傳活動 不適用 不適用 此值是在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潛在客戶匯入助理時指定的。您無法直接在

匯入資料中設定「宣傳活動」欄位的值。 

宣傳活動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行動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公司 文字 100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建立者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在匯入期間設定此欄位的值。應用
程式會自動設定其值。 

出生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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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潛在客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

附註」，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電子郵件 文字 100 若公司資料檔上已勾選「允許在電子郵件欄

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便允許使用大部分的 
Unicode (UTF-8) 字元。 

如需有關「允許在電子郵件欄位中使用 
Unicode 
字元」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配置公

司設定 (請參閱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如需有關電子郵件地址中所支援使用的字元

資訊，請參閱關於電子郵件地址中的特殊字

元。 

預估結案日期 日期 7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名字 文字 5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請先確定所有記錄都

具有此欄位值，再進行匯入。 

假名註解名字 文字 50 漢字的對等假名 (僅用於日文)。 

假名註解姓氏 文字 50 漢字的對等假名 (僅用於日文)。 

產業 選擇清單 50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先確定匯入
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再進行匯入。或
者，公司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管理員可以建立一個自訂「潛在客戶」欄位

，其中包含您預期匯入資料具有的有效值。
這樣可讓您將資料匯入該自訂欄位中，而非
此欄位。  

預設的有效值：「汽車業」、「能源業」、
「金融服務業」、「高科技業」、「製造業
」、「其他」、「醫藥品」、「零售業」、
「服務業」和「電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職稱 文字 7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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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潛在客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姓氏 文字 50 依預設此為必要欄位。請先確定所有記錄都

具有此欄位值，再進行匯入。 

潛在客戶幣別 文字 20 無 

修改者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在匯入期間設定此欄位的值。應用
程式會自動設定其值。 

先生/女士 選擇清單 15 預設的有效值：「小姐」、「先生」、「女
士」、「夫人」和「博士」。 

不希望收到電子郵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下一個步驟 文字 250 無 

員工人數 整數 15 無 

機會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此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此欄位未對應

到有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設

定為執行匯入所有匯入記錄之使用者的登入

使用者 ID。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潛在收益 幣別 15 無 

主要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有興趣的產品 文字 100 無 

職業 文字 50 指定職業或工作。  

評比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A」、「B」、「C」和「D
」。 

評等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

位。 

評等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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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潛在客戶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評等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1、2、3、4、5
。 

重新指派潛在客戶負責人 不適用 不適用 此值是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潛在客戶匯入助理時針對特定匯入中所有潛

在客戶所指定的。它會根據公司定義的「潛

在客戶指派規則」決定是否要將匯入的潛在

客戶指派給新的負責人。 

推薦人 選擇清單 101 無 

銷售人員 選擇清單 30 無 

銷售人員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來源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廣告」、「直效行銷郵件

」、「電子郵件」、「活動 - 
研討會」、「活動 - 貿易展」、「活動 - 
其他」、「清單 - 已購買」、「清單 - 
已租用」、「推薦 - 員工」、「推薦 - 
外部」、「網站」和「其他」 

狀態 不適用 不適用 您無法編輯此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

值必須完全符合有效值，而且它們必須符合
業務邏輯。 

警示訊號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

位。 

警示訊號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警示訊號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空值、0、1、2。 

網站 文字 100 無 

公司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潛在客戶欄位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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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F 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市場發展基金 (MDF) 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 MDF 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預先核准金額 數字 22 品牌負責人核准的行銷活動的總金額。 

申請金額 數字 22 合作夥伴要求的行銷活動總金額。 

核准狀態 Varchar 30 MDF 要求的目前核准狀態。 

核准者 Varchar 15 目前核准者的名稱。  

宣傳活動 Varchar 15 和 MDF 關聯的的宣傳活動。  

分類 Varchar 30 MDF 要求所屬的分類。 

請款核定日期 日期 7 決定理賠的日期。 

請款狀態 Varchar 30 指示 MDF 理賠的狀態。  

說明 Varchar 25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到期日 日期 7 必須處理要求的期限日期。  

結束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行銷活動結束的日期和時間。  

到期日 UTC 日期時間 7 MDF 要求不再有效的日期。  

資金 Varchar 15 和 MDF 要求關聯之資金的名稱。  

最後核准者 Varchar 15 最近核准要求之人員的姓名。  

MDF 申請幣別 Varchar 20 無 

行銷目的 Varchar 30 MDF 要求的行銷原因。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的負責人。  

負責人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合作夥伴客戶是負責人的工作對象。 

合作夥伴方案 Varchar 15 和要求關聯的合作夥伴方案。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614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預設 MDF 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預先核准日期 日期 7 預先核准 MDF 要求的日期和時間。 

主要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在 MDF 要求上領導努力的合作夥伴公司。  

原因代碼 Varchar 30 特價要求被退回或拒絕的原因。  

地區 Varchar 30 發出 MDF 要求的地區。 

要求日期 日期 7 建立 MDF 要求的日期和時間。 

要求名稱 Varchar 50 MDF 要求的名稱。  

開始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開始行銷活動的日期和時間。  

提交狀態 Varchar 30 提交的狀態，例如，「尚未提交」、「已提交

」或「已撤銷」。  

提交日期 UTC 日期 7 提交要求的日期和時間。  

核准的理賠總金額  數字 22 核准的合作夥伴理賠總金額。  

要求的請款金額總計 編號 22 合作夥伴要求的理賠總金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訊息回應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訊息回應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訊息回應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5 無 

活動 文字 15 無 

備註 文字 2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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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訊息回應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啟用後續追蹤 布林 1 無 

結束時間 日期/時間 7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計劃  文字 15 無 

計劃項目 文字 15 無 

回應 文字 30 無 

區段  文字 100 無 

序號 數值 22 無 

開始時間 日期/時間 7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調整訊息回應 
 

傳訊計劃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傳訊計劃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訊息傳送計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對象  文字 1000 這個欄位描述這個訊息計劃的目標對象，例如

，心臟、外科。 

代碼 文字 50 這個欄位以不同資料列 ID 
追蹤傳訊計劃。例如，如果您修訂傳訊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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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訊息傳送計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這個欄位會建立版本號碼遞增的傳訊計劃複本

。  

強制公開  布林  1 如果選取這個欄位，將會顯示公告訊息。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啟用後續追蹤 布林 1 無 

到期日 日期時間 7 傳訊計劃結束的日期。  

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鎖定順序  布林  1 本欄位鎖定傳訊計劃，以防止使用者變更順序

或從傳訊計劃移除訊息。  

名稱 文字 200 傳訊計劃或個人化傳訊計劃的名稱。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優先順序 數字 22 無 

發佈日期  日期時間 7 傳訊計劃發行日期。 

區隔 文字 50 這個欄位描述訊息計劃目標的市場區隔，即客

戶群組，例如三級醫療醫院。可以在銷售代表

計劃電訪時顯示建議的傳訊計劃。  

面板 文字 30 傳訊計劃器開啟供編輯或預覽時，同時顯示傳
訊計劃的版面配置。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這個欄位的預設有效值為：「已核准」、「進
行中」、「已拒絕」、「已核發」、「已提交
」。 

類型 文字 30 這個欄位的預設有效值為：「產品發表」和「
目標傳訊」。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訊息傳送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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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訊計劃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傳訊計劃項目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訊息傳送計劃 項目欄位

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對象  文字 1000 無 

說明 文字 255 無 

停用預先載入 布林  1 如果「停用預先載入」欄位的值為預設值 
N，則會啟用預先載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的動畫。此欄位需有值。  

公開訊息 布林  1 無 

顯示名稱 文字 10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名稱 文字 100 無 

上階訊息傳送計劃 文字 30 傳訊計劃由數個傳訊計劃項目組成。「上層傳

訊計劃」欄位是傳訊計劃項目所屬的傳訊計劃

。「上層傳訊計劃」欄位連結至傳訊計劃記錄

的名稱欄位。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評比 選擇清單 30 無 

傳送類型 選擇清單 30 可用值為「PDF 
傳送」或「標準傳送」。預設值為「標準傳送
」。 
依預設會選取「複製已啟用」核取方塊，並取
消選取「最佳化」核取方塊。  

序號 數字 22 無 

解決方案名稱 文字 30 無 

演講者附註 文字 200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概要 文字 200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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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 
 

傳訊計劃項目關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傳訊計劃項目關係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訊息傳送計劃 項目關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對象  文字 1000 無 

說明 文字 255 無 

顯示名稱 文字 10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名稱 文字 100 無 

上階訊息傳送計劃 文字 15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評比 選擇清單 30 無 

序號 數字 22 無 

解決方案名稱 文字 3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概要 文字 200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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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訊息傳送計劃項目關係 
 

修改追蹤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將修改追蹤欄位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關於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匯入修改追蹤欄位。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修改追蹤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下階物件 ID 文字 15 無。 

下階物件名稱 文字 50 無。 

事件名稱 文字 150 如需事件名稱的資訊，請參閱關於修改追蹤事

件 (頁數 471)。 

欄位名稱 文字 50 無。 

物件 ID 文字 15 無。 

物件名稱 文字 50 無。 

修改編號 數字 22 無。 

修改：日期 日期時間 50 無。 

記錄類型 文字 50 表示已修改其選擇清單值的記錄類型，例如「
客戶」。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修改追蹤 (頁數 460)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附註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附註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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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附註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客戶名稱 文字  255 無 

宣傳活動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宣傳活動名稱 文字 255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聯絡人姓名 文字 255 無 

說明 文字  16, 035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說明」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附註

」，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商機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商機名稱 文字 100 無 

私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服務要求外部 ID 文字  30 無 

服務要求編號 編號 15 無 

主題 文字 30 預設的必要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目標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目標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目標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名稱 文字 15 和定義的目標關聯的客戶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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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目標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姓名 文字 15 和定義的目標關聯的聯絡人姓名。  

幣別  文字 20 用於目標之貨幣值的幣別。 

說明 文字 2000 定義的目標的說明欄位。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時間 7 匯率套用至幣別的日期。  

目標名稱 文字 30 無 

目標收益 文字 22 目標的目標收益。 

具體目標 數字 22 「具體目標」欄位是銷售單位、處方、銷售電

訪等等的數量。這個數量由「目標單位」欄位

定義。  

目標單位 選擇清單 30  「目標單位」欄位定義「具體目標」欄位中的

數量。  

上階目標 文字 15 如果定義的目標和上層目標關聯，這個欄位將

兩個目標同時啟用為合併。   

期間 文字 15 這個期間值和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預測時使用者輸入的標準相對應。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計劃名稱 文字 15 和這個特殊目標關聯的商務計劃名稱 
(選擇性)。  

產品名稱 文字 15 和目標關聯的產品名稱。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目標的狀態。  

目標對象 文字 2000 這是適用目標之個人構成的群組。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目標的類型。由客戶設定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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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機聯絡人角色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聯絡人角色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聯絡人角色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採購角色 選擇清單 39 預設的有效值：「使用者」、「評估者」、「核
准者」、「決策者」、「使用者與評估者」、「
使用者和核准者」、「使用者與決策者」、「評
估者與核准者」、「評估者與決策者」、「未知
」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聯絡人姓名 文字 255 無 

商機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商機名稱 文字 100 無 

主要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聯絡人欄位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機會事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設定您的記錄後，再將機會事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特定資訊。其中列有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機會事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件 文字 50 事件的名稱。 

事件 ID ID 15 無 

事件外部系統 ID ID 15 事件的外部系統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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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機會事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機會 文字 50 機會的名稱。 

機會 ID ID 15 無 

機會外部唯一 ID ID 15 機會的外部唯一 ID。 

資料列 ID ID 15 無 

 
 

商機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在將商機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機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00 預設為必要欄位。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客戶地點 文字 50 無 

結案日期 日期 7 預設為必要欄位。 

經銷商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附註」，每個附

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預期收益 幣別 15 無法匯入。值是根據「潛在收益」欄位乘上「成功率」欄位

的值計算出來的。  

外部唯一 ID 文字 255 無 

預測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潛在客戶來源 選擇清單 3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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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機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廠牌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車型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修改者 不適用 不適用 目前無法在匯入期間設定此欄位的值。應用程式會自動設定
其值。 

名稱 文字 100 無 

下一個步驟 文字 250 無 

機會幣別 選擇清單 15 唯讀。 

機會幣別 文字 20 無 

機會名稱 文字 100 預設為必要欄位。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這個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使用者的登入
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這個欄位未對應到有效的匯入

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所有匯入記錄之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優先順序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低」、「中」、「高」 

成功率 選擇清單 3 預設的有效值：0、10、20、30、40、50、60、70、80
、90、100 

附註：這個欄位應該始終顯示在版面配置中。如果隱藏起來

，會發生非預期的結果。 

有興趣的產品 文字 100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評等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評等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評等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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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機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得失原因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安裝基礎」、「價格」、「關係」、「追
蹤記錄」、「無往來專案」、「無預算」、「未符資格」、
「競爭失敗」、「決策失敗」、「其他」 

重新指派機會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收益 幣別 15 無 

銷售階段 選擇清單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這個欄位與大部分欄位的作用不同，即使您在匯入過程中指

定要這麼做，它也不會加入不符合的選擇清單值。匯入資料
必須符合這個欄位的有效值。如果要從 CSV 
檔擷取選擇清單值，但該值不符合預設的選擇清單值，請在
匯入資料之前先將它們加入應用程式。否則，整筆記錄都會
遭到拒絕。預設的有效值：「合格潛在客戶」、「建立願景
」、「進入決選名單」、「入選」、「協商」、「結案/得標

」、「結案/喪失」。 

來源宣傳活動 選擇清單 30 產生此機會的宣傳活動。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尚待處理」、「喪失」和「得標」。 

警示訊號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警示訊號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警示訊號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銷售地區 文字 50 無 

資產總值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保費總計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有。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年份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機會團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機會團隊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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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機會團隊 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機會存取 選擇清單 15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您匯入的值必須完全符合下列預設值
： 
「唯讀」、「編輯」、「完整」及「無法存取」。  

機會名稱 文字 100 無。 

機會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使用者 ID 文字 50 無。 

使用者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使用者登入 ID 文字 50 無。 

團隊角色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預設值包含「負責人」、「執行主辦人」、「顧問
」、「合作夥伴」及「其他」。 

分割百分比 整數 22 要分配給團隊成員的營收百分比。 

幣別 文字 2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無 匯率套用至幣別的日期。  

 

 
 

商機產品收益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商機產品記錄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商機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期數 整數 3 循環收益最多可支援 260 
個期數。總期數涵蓋的時間長度根據「頻率

」欄位中所指定的頻率而不同。例如，如果

您有每週循環收益，就可以追蹤長達五年的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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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商機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資產值 幣別 15 無 

聯絡人全名 文字 255 無 

合約 選擇清單 30 無 

說明 文字 250 上限為 250 個字元。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預測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頻率 選擇清單 3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商機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商機名稱 選擇清單 3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負責人 文字 5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保費 Currency 15 無 

成功率 選擇清單 22 無 

產品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產品名稱 文字 5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

的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購買日期 日期 7 無 

購買價格 Currency 15 無 

數量 編號 15 無 

序號 文字 100 無 

出貨日期 日期 7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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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商機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開始/結案日期 日期 7 無 

狀態 文字 3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保固 選擇清單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訂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訂單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訂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訂單 ID 文字 30 訂單物件的主要索引鍵。這是唯讀的欄位。  

工作簿 字串 150 無 

工作簿：ID 字串 15 無 

訂單編號 文字 50 此欄位預設包含訂單 ID。 

說明 文字 255 這個欄位為訂單說明。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負責人。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價目表 選擇清單 5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的預設值為價目表的名
稱。 

機會 文字 15 無。 

客戶 文字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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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訂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最終客戶 文字 15 對公司資料檔中的「訂單用途」設定選取「Ebiz PIP 
整合」的值時，使用這個欄位。 

Ebiz PIP 整合是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
Business Suite 的整合解決方案，因此 Oracle CRM On 
Demand Order Management 
無法使用此欄位。如需關於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詳細資訊，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活動 文字 15 無。 

聯絡人 文字 15 無。 

出貨地址 文字 15 訂單出貨的地址。 

帳單地址 文字 15 訂單列帳的地址。 

訂單建立狀態 選擇清單 30 訂單的狀態代碼。如需此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訂單欄位

。  

訂單整合訊息 文字 255 只有在對公司資料檔中的「訂單用途」設定選取「Ebiz PIP 
整合」的值時，填入這個欄位。 

Ebiz PIP 整合是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
Business Suite 的整合解決方案，因此 Oracle CRM On 
Demand Order Management 
無法使用此欄位。如需關於 Oracle Lead to Order 
Integration Pack for Oracle CRM On Demand and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詳細資訊，請聯絡客戶關懷中心。 

 
 

訂單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訂單項目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訂單項目 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產品 文字 15 此欄位包含產品 ID 的外部索引鍵。此為必要欄位。  

訂單 文字 15 此欄位包含訂單 ID 的外部索引鍵。此為必要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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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訂單項目 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訂單項目編號 文字 15 此欄位預設包含物件的主要索引鍵。 

數量 數字 22 此欄位包含訂購產品的數量。此為必要欄位。  

項目價格 數字 22 無。 

折扣金額 數字 22 無。 

折扣百分比 數字 22 無。 

折扣後價格 數字 22 無。 

 

 
 

合作夥伴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合作夥伴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匯入合作夥伴。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醫師人數 編號 22 專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客戶合作夥伴 核取方塊 1 無 

年收益 幣別 15 無 

帳單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
名稱」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
設定，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 

帳單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 2 文字 10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 3 文字 10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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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用。 

帳單地址城市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國家 選擇清單 3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郵件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省別 文字 50 如果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

項目 (或與美國州同等地位的其他項目) 
對應到這個欄位：MEX 州、BRA 
州、郡、土地及領土之一部份、島、轄區、地

區、酋長國和特區 (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帳單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有效值為所有美國州所使用的標準兩個字
母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後，再匯入資料。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帳單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收單方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則此欄位的資料類
型會變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
「地址」記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電訪頻率 選擇清單 30 這個欄位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通路客戶經理 文字 50 無 

相容性檢閱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這是「相容性狀態」的檢閱截止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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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相容性狀態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說明 文字 25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專長 文字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假名註解名稱 文字 100 無。 

HIN 文字 30 醫療產業編號 (HIN)。  

產業 選擇清單 5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的預設值
：「汽車業」、「能源業」、「金融服務業」
、「高科技業」、「製造業」、「其他」、「
醫藥品」、「零售業」、「服務業」和「電信
」。  

影響類型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前次指派完成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無 

前次指派提交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無 

前次電訪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無 

位置 文字 50 無 

主要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主要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市場潛值 選擇清單 30 專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市場區隔 選擇清單 30 專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   

市場佔有率 數字 不適用 專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這個數字值
在零 (0) 和 100 之間。  

使用者數上限 整數 不適用 無 

員工人數 整數 22 無 

原始合作夥伴客戶 選擇清單 10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包含有效

的合作夥伴值。  

負責人 文字 50 這個欄位包含這個記錄的目前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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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負責人合作夥伴客戶 選擇清單 10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  

合作夥伴幣別 選擇清單 15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值必須符合目前合
作夥伴幣別的現有值。  

合作夥伴層次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合作夥伴名稱 文字 100 合作夥伴的姓名。  

合作夥伴組織狀態 選擇清單 30 這個欄位指示合作夥伴是否為有效或無效「合

作夥伴關係合作夥伴 
(PRM)」組織。如果設成有效，則會對合作夥

伴組織自動建立工作簿。其中的使用者會自動

新增至工作簿中。此工作簿僅用於在「合作夥

伴記錄」欄位下的「合作夥伴關係相關項目」

中合作夥伴互相建立關係的情況。您可以編輯

此選擇清單。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價目表 選擇清單 5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的預設值
為價目表的名稱。  

主要合作夥伴類型 選擇清單 3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中的預設

值是和合作夥伴關聯的合作夥伴類型。  

主要合作夥伴客戶 選擇清單 10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的預設值
為合作夥伴值。  

優先順序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上市公司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排名 數字 22 無。 

重新指派客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這個欄位指示應該重新指派客戶。如果您的公

司管理員或經理已經設定該功能，則在匯入時

會對這個客戶記錄觸發自動指派規則。 

參考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果這位客戶同意做為您可以向準客戶提出的

參考人，這個欄位應設定為核取狀態。 

參考截止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地區 選擇清單 25 您可以編輯此選擇清單。預設的有效值為 
East、Wast 和 Central。  

拜訪路線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出貨地址 選擇清單 100 此欄位只能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時使用

。 

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地址」記錄中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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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名稱」欄位。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
設定，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 

出貨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 2 文字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 3 文字 5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說明，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城巿 文字 5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美國
的有效值為美國。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匯入資料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若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項

目對應到這個欄位：Colonia/區、CEDEX 
代碼、地址 4、都市和鄉鎮 
(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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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合作夥伴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出貨地址省 文字 50 若您的檔案包含非美國地址，請將下列地址項

目或與美國州同等地位的項目對應到這個欄位

：MEX 州、BRA 
州、郡、土地與領土一部份、島、轄區、地區

、酋長國及特區 (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預設有效值為所有美國州所使用的標準兩個字
母縮寫 (全部是大寫字母)。Oracle CRM On 
Demand 
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請確認匯入資料
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後，再匯入資料。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若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已設定，則此欄位無法使

用。 

出貨地址外部 ID 文字 30 若啟用貴公司的共用地址，則此欄位的資料類
型會變成選擇清單。此欄位的值必須符合現有
地址記錄的「外部唯一 
ID」。此外，若啟用「驗證共用地址」設定，
則這個值必須符合現有的驗證地址記錄。 

來源宣傳活動 選擇清單 10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的預設值
是產生客戶之來源宣傳活動的名稱。  

狀態 選擇清單 30 您可以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銷售地區 選擇清單 50 這是唯讀的選擇清單。這個選擇清單中的預設

欄位為銷售地區的名稱，  

網站 文字 100 無。 

年度累計收益 幣別 22 專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表示「年累計」。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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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方案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合作夥伴方案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合作夥伴方案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允許交易註冊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描述 文字 16, 350 無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允許 MDF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負責人全名 選擇清單 30 無 

合作夥伴方案名稱 文字 30 無 

合作夥伴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方案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允許特殊定價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計劃客戶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計劃客戶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計劃客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選擇清單 15 存放「客戶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業務計劃 選擇清單 15 存放「商務計劃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資料管理工具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637 

 

預設計劃客戶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主要計劃客戶 布林  1 指示客戶是否為主要客戶。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計劃客戶 
 

計劃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計劃聯絡人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計劃聯絡人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業務計劃 選擇清單 15 存放「商務計劃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聯絡人 選擇清單 15 存放「聯絡人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主要計劃聯絡人 布林  1 指示聯絡人是否為主要聯絡人。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計劃聯絡人 
 

計劃商機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計劃商機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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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計劃機會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機會 文字 15 存放「商機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業務計劃 文字 15 存放「商務計劃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計劃機會 
 

保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保單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保單資料。 

保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帳單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商業帳戶 文字 15 無 

商業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宣傳活動 文字 15 無 

宣傳活動：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廢止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公司：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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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生效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到期日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基本保額 幣別 22 無 

財務帳戶 文字 15 無 

財務帳戶：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家庭 文字 15 無 

家庭：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發票到期日 日期 不適用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上階保單 文字 15 無 

主保單：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

主保單的外部唯一 
ID。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保單編號 文字 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

預先定義的欄位。

此欄位也稱為保單

編號欄位。  

保單付款方式 選擇清單 30 無 

保單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主要保險公司 文字 15 無 

主要保險公司：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

主要保險公司 
(商業帳戶設定為合

作夥伴) 的外部唯一 
ID。 

主要保險代理人 文字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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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主要保險代理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

主要保險代理人 
(聯絡人) 
的外部唯一 ID。  

保險代理人編號 文字 50 無 

費率計劃 選擇清單 30  無 

費率狀況 選擇清單 30 無 

推薦來源 選擇清單 3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子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期限 文字 50 無 

保費總計 幣別 22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投保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投保人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本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特屬主題。 

下表中的資訊僅適用於投保人資料。 

預設投保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商業帳戶持有人 文字 15 無 

商業帳戶持有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公司：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投保人聯絡人 文字 15 無 

聯絡人持有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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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投保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幣別代碼 選擇清單 2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無 

外部前次更新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不適用 無 

外部來源 文字 50 無 

家庭投保人 文字 15 無 

家庭持有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投保人百分比 百分比 22 無 

已投保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負責人：外部系統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保單 文字 15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

預先定義的欄位 

保單：外部系統 ID 文字 50 連結至這筆記錄的

保單的外部唯一 ID  

投保人名稱 文字 25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

預先定義的欄位 

角色 選擇清單 30 針對相應的記錄所

預先定義的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投資組合欄位：匯入準備 
附註：這項功能可能無法在您的應用程式版本上使用，因為不是標準應用程式的一部分。 

下表包含將投資組合帳戶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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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投資組合帳戶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幣別 

 

選擇清單 15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

因此，您所匯入的值必須與
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客戶編號 

 

文字 100 無 

客戶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年金契約
」、「團體保單」、「401
K」、「支票存款帳戶」、

「IRA」、「壽險」、「共

同基金」、「儲蓄存款帳戶

」和「其他」。 

年利率 

 

數字 15 無 

註銷/售出日期 

 

日期 7 無 

信用額度 

 

幣別 20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生效日期 

 

日期 7 無 

到期日 

 

日期 7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保單面值 

 

幣別 20 無 

機構 

 

文字 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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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投資組合帳戶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機構地點 

 

文字 50 無 

貸款金額 

 

幣別 20 無 

清償日 

 

日期 7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保費 

 

幣別 20 無 

主要負責人 ID 

 

文字 50 無 

產品 

 

文字 50 無 

購買日期 

 

日期 7 無 

收益 

 

幣別 20 無 

風險類別 

 

文字 50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有效」、
「尚待處理」、「報價」、
「已終止」和「已結案」。 

期限 

 

數字 20 無 

期限單位 

 

選擇清單 20 預設的有效值：「日」、「
週」、「月」和「年」。 

資產總值 幣別 2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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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投資組合帳戶欄位名

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估價日期 

 

日期 7 無 

機構外部 ID 

 

文字 30 客戶的機構連結。  

產品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投資組合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價目表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價目表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價目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幣別 Varchar 20 價目表的幣別。  

說明 Varchar 255 無 

開始有效日 UTC 日期時間 7 價目表開始有效的日期。  

終止有效日 UTC 日期時間 7 價目表最終有效日期。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的負責人。  

價目表名稱 Varchar 50 無 

狀態 Varchar 30 價目表的目前狀態，例如，「進行中」、「已

公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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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價目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類型 Varchar 30 價目表的類型。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價目表行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價目表行項目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價目表行項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說明 Varchar 255 無 

開始有效日 UTC 日期時間 7 價目表開始有效的日期。  

終止有效日 UTC 日期時間 7 價目表最終有效日期。  

定價  編號  22 產品的價格。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的負責人。  

價目表 Varchar 15 和這個行項目關聯的價目表的名稱。  

價格類型 Varchar 30 行項目上的在類型，例如，標準。  

Product Varchar 15 價格行項目的產品。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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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分類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產品分類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宣傳活動收件者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分類名稱 文字 100 

上層分類 文字 100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主產品分類外部 ID 文字 30 

說明 文字 16,350 

 
 

產品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產品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車體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預設的有效值：「雙門小轎車」、「改裝車」
、「敞篷車」、「掀背車」、「休旅車」、「
四門轎車」 

分類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車罩」、「拖車」、「SUV
」、「內裝」、「重型卡車」、「外裝」、「

電子」、「傳動系統」、「輕型卡車」、「客

車」 

已管制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經銷商發票價格 幣別 15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描述 文字 25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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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車門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預設的有效值：「3 門」、「2 門」、「4 
門」 

引擎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批號追蹤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廠牌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車型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可訂購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上階產品 文字 100 無 

產品編號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價格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產品分類 文字 100 無 

產品幣別 幣別 15 無 

產品名稱 文字 100 預設為必要欄位。 

產品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修訂版本 選擇清單 30 無 

產品已序號化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無 

子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醫療類別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變速系統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車身護條飾板 選擇清單 3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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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產品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註解 

類型 選擇清單 30 無 

年份 數字 5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產品指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產品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這份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如果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某特定欄位，請洽詢公司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產品 指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產品指示名稱 文字 50 在公司中必須是唯一的。 

產品 ID 參考 不適用 「品牌」層級的產品查閱。 

產品名稱 參考 不適用 「品牌」層級的產品名稱查閱。 

產品分類 參考 不適用 唯讀文字。此名稱會顯示所選產品品牌的產
品分類。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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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品免責聲明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樣品免責聲明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免責聲明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備註 文字 255 這個欄位提供免責聲明欄位的補充資訊。 

國家 選擇清單 30 免責聲明的目標國家。 

數字 文字 1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預設語言 選擇清單 30 相關免責聲明記錄的預設語言。 

免責聲明文字 文字 1000 這是免責聲明文字。  

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免責聲明到期日。  

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免責聲明啟動日期。  

狀態 選擇清單 30 此欄位的值為：有效、無效及到期。 

類型 選擇清單 30 此值指出免責聲明是否為全域或多語言。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樣本存貨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樣本存貨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存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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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樣品存貨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稽核 ReportID 文字 15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存貨期間 文字 15 指向「存貨期間物件 ID」的參考欄位。  

上次實際盤點 數字 22 無 

批號 文字 15 無 

期初餘額 數字 22 無 

實際盤點 數字 22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樣品 文字 15 指向這個存貨之樣本產品的參考欄位。  

系統盤點 數字 22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樣品存貨 
 

樣本批號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樣本批號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批號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截止日期 文字 255 CutOff_Date 欄位的文字版本。 

CutOff_Date 日期 10 這個日期已經過計算。計算依據為到期日減去

「短少天數」欄位中提供的短少天數值。例如
，如果到期日為 1 月 31 
日，且「短缺天數」欄位中的值為 30，則 
CutOff_Date 欄位中的值就是 1 月 1 
日。此日期表示必須在短期內使用樣品批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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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樣品批號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否則要退回至總辦公室。  

說明 文字 255 批號描述。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到期日 日期 7 樣本批號的到期日。   

依批號排序存貨 布林  1 這個欄位指示存貨是在批號層次或是在產品層
次追蹤。  

批號 文字 100 批號名稱。  

可訂購 布林 1 這個欄位指示批號是否可以排序。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產品層級  編號 22 無 

樣品 文字 15 產品名稱。  

短少天數 數字 22 前置天數。  

開始日期 日期 7 樣本批號開始日期。   

單位 文字 30  計量單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樣品批號 
 

樣品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樣品要求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匯入資料。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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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樣品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樣品要求連結的目標上階客戶記錄唯一外部 
ID。 

工作簿 字串 150 無 

工作簿：ID 字串 15 無 

帳單地址 文字 15 訂單列帳的地址。 

聯絡人 文字 15 這是必要欄位。 

聯絡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樣品要求連結的目標上階聯絡人記錄唯一外部 
ID。 

幣別 選擇清單 15 選擇清單中的值為唯讀。您匯入的值必須符合
此選擇清單中的有效值。   

說明 文字 255 此欄位包含樣品要求記錄的描述。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外部旗標 文字 1 此欄位的值為：Y 與 N。如果外部旗標有值 
Y，則表示樣品要求是由外部系統建立。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ID 文字 15 此欄位是樣品要求識別碼。 

建立的訂單 UTC 日期時間 7 建立訂單時的日期與時間。 

訂單整合訊息 文字 255 無。 

訂單編號 文字 50 此欄位的預設值為訂單 ID。 

負責人 文字 15 此欄位顯示記錄負責人。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樣品要求連結的上階負責人記錄唯一外部 
ID。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出貨地址 文字 15 訂單出貨的地址。這是必要欄位。  

出貨地址 ID 文字 15 出貨地址的 ID 欄位。 

狀態 選擇清單 30 樣品要求的狀態代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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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樣品要求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樣品要求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匯入資料。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要求項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聯絡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幣別 選擇清單 15 選擇清單中的值為唯讀。您匯入的值必須符合
此選擇清單中的有效值。    

折扣金額 數字 22 無。 

折扣百分比 編號 22 無。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ID 文字 15 此欄位是樣品要求項目識別碼。 

訂單 文字 15 此欄位包含「樣品要求 
ID」。這是必要欄位。 

訂單項目編號 文字 15 此欄位包含「樣品要求項目 ID」。 

負責人：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樣品要求連結的目標上階樣品要求記錄唯一外

部 ID。 

選擇清單值項目 文字 50 無。 

價格 編號 22 無。 

折扣後價格 數字 22 無。 

產品 文字 15 此欄位包含產品 ID 
的外部索引鍵。此為必要欄位。 

產品：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樣品要求連結的目標上階產品記錄唯一外部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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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樣品要求項目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數量 編號 22 此欄位包含訂購產品的數量。此為必要欄位，
且值必須大於零。 

備註：如果已定義「樣品要求分配」記錄類型

，則會將「數量」欄位中的值對照其對應的「
分配數量」、「最大數量」及「每個客戶的最
大數量」欄位來進行驗證。如果此驗證失敗，
則您無法將「樣品要求項目」記錄類型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狀態 選擇清單 30 樣品要求項目的狀態代碼。 

附註：如果已對於聯絡人封鎖產品，則您無法為聯絡人匯入該產品的樣品要求項目。如果您嘗試這樣做，則不會匯入記錄，且錯
誤訊息會記錄在匯入要求的記錄檔中。如需有關根據聯絡人封鎖產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封鎖的產品。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樣本交易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樣本交易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如果您想要使用工作流程動作以在匯入期間自動提交多個樣品交易，則請使用自訂欄位，例如，將「註記提交需求」設為 
Y，以指出樣品交易在匯入完成後已可供提交。如需有關使用提交工作流程動作來提交樣品交易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樣品交

易的自動提交 (頁數 725)。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樣品交易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已傳送的包裝數量 數字 22 轉出樣本交易時傳送的套件數。 

接收的套件數 數字 22 轉入樣本交易時接收的套件數。 

調整原因 選擇清單 30 這個欄位的預設值為：「人為錯誤」、「遭竊
」、「初始計數」、「遺失」、「已找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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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樣品交易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要求」。  

備註 文字 255 描述欄位。  

日期 日期/時間 7 交易的日期。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預期抵達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預期交貨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起始交易 文字 15 無 

存貨期間：開始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存貨期間：結束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發票編號 文字 15 無 

名稱 文字 50 無 

ParentTxn 文字 15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收到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根交易 文字 15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進行中」、「在途」、「已調整
」、「已處理」和「已處理但有差異」。 

傳送日期 日期/時間 7 無 

追蹤編號 文字 15 無 

移轉收件者 文字 15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值為：「轉入」、「轉出」、「樣本遺失
」、「存貨調整」和「支付」。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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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服務要求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服務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客戶 文字 100 無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無 

區域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產品」、「安裝」、「維
護」、「訓練」和「其他」 

原因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指示不清楚」、「使用者
需要訓練」、「已知議題」、「新議題」、
「其他」 

已關閉 時間 日期/時間 無 

聯絡人 文字 255 無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經銷商 選擇清單 10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描述 文字 16,350 如果匯入檔案中的「描述」欄位超過 16,350 
個字元，就會在 16,252 
個字元處截斷。其餘字元會加入至連結的「

附註」，每個附註的上限為 16,350 
個字元。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開始時間 日期/時間 7 無 

機會 文字 100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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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服務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檔案資料必須符合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如果記錄包含這個欄位的無效值 
(包括沒有值)，它的值就會設定為執行匯入之
使用者的登入使用者 ID。 

如果在執行「匯入助理」時，這個欄位未對

應到有效的匯入檔案欄位，「負責人」就會

設定為執行匯入所有匯入記錄之使用者的登

入使用者 ID。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主要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無 

優先順序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1-儘快」、「2-
高」、「3-中」、「4-低」 

產品 選擇清單 100 無 

重新指派負責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無 

服務經銷商 文字 70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來源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電話」、「Web」、「電

子郵件」、「傳真」 

服務要求幣別 文字 20 無 

服務要求編號 文字 64 無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未結案」、「尚待處理」
、「已結案」、「未結案 – 
已呈報」、「已取消」 

主旨 文字 250 無 

類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問題」、「議題」、「增
強要求」、「其他」 

車輛 文字 100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服務要求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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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簽名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簽名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簽名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活動 ID  文字 15 無 

聯絡人名字 文字 50 無 

聯絡人姓氏  文字 50 無 

免責聲明文字  文字 500 無 

標頭文字 文字 800 無 

銷售業務代表名字 文字  50 無 

銷售業務代表姓氏 文字  50 無 

簽名控制 文字 16000 這個欄位存放簽名 x 和 y 座標。  

簽名日期  日期 7 無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社交個人檔案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社交個人檔案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社交個人檔案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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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社交個人檔案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社群  文字 255 社交媒體網站的名稱 (如 Facebook 或 
Twitter)，觀察聯絡人的位置。 

幣別  選擇清單 15 無。 

匯兌日期 日期 不適用 無。 

作者連結 URL 255 該社交媒體類型的使用者個人檔案頁面的 
Web 連結。該連結會開啟新視窗。  

作者 文字 100 聯絡人在社交媒體網站上的唯一使用者名稱。 

有效 布林 1 表示社交媒體個人檔案是否有效。預設值為 
true (1)。  

 
 

解決方案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將解決方案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有關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解決方案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事業群 文字 50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無 

常見問題 文字 250 無 

整合 ID 文字 30 無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無 

產品分類 選擇清單 100 無 

已公佈的 選擇清單 1 預設的有效值為 Y 和 
N。不管您的語言設定是什麼，這兩個值都必須
保留為英文。 

評等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評等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評等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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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解決方案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服務要求計數 整數 22 無 

解決方案幣別 選擇清單 2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
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解決方案詳細資訊 文字 16,000 無 

解決方案評等 數字 15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值
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草稿」、「已核准」、「過時
」 

警示訊號 1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顯示為影像的欄位。 

警示訊號 2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警示訊號 3 整數 不適用 此欄位的有效值為：Null、0、1、2。 

標題 文字 100 預設為必要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解決方案欄位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特價產品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特價產品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特價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授權成本  編號 22 合作夥伴正在特價要求中協商的價格。 

競爭對手名稱 Varchar 100 要求的競爭對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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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特價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競爭對手合作夥伴 Varchar 100 競爭對手合作夥伴名稱。  

競爭對手產品 Varchar 100 競爭對手產品名稱。  

競爭對手產品價格 編號 22 競爭對手產品價格。 

幣別 Varchar 20 無  

說明 Varchar 250 無  

建議售價 編號 22 以所有幣別計價的製造商建議零售價 
(MSRP)。  

其他競爭資訊 Varchar 250 任何與競爭產品優惠相關的詳細資訊，例如特
價說明等等。  

Product Varchar 15 特價要求的產品名稱。  

採購成本  編號 22 合作夥伴原先支付訂購產品的價格。  

數量 編號 22 將在此要求之下銷售的產品預期數量。  

要求成本  編號  22 合作夥伴要求的減價。  

要求的轉售價格 編號 22 合作夥伴想要銷售產品的轉售價格。  

SP 要求  Varchar 15 此特別定價產品相關聯的特價要求。  

建議的轉售價格 編號 22 品牌所有者建議的轉售價格。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特價要求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特價要求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特價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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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特價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核准狀態 Varchar 30 特價要求的核准狀態。 

核准者 Varchar 15 核准者的名稱。 

授權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特價要求的核准日期。 

請款核定日期 日期 7 決定理賠的日期。 

理賠狀態 日期 7 特價理賠的狀態。 

幣別 Varchar 20 特價要求的幣別。  

交易備案 Varchar 15 和特價要求關聯的交易備案。  

說明 Varchar 15 無  

到期日 日期 7 必須處理要求的期限日期。  

終止客戶  Varchar 15 要求的客戶。如果要求和商機關聯，則您可以

選取商機客戶。 

結束日期 UTC 日期 7 特價仍然有效的最後日期，之後便無效。  

Fund Varchar 15 和特價要求關聯之資金的名稱。 

最後核准者  Varchar 15 最近核准要求之人員的姓名。 

Opportunity Varchar 15 和要求相關的商機。 

原始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發出特價要求的原始合作夥伴。 

負責人  Varchar 15 記錄負責人。   

負責人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負責人作業的合作夥伴客戶。 

合作夥伴方案 Varchar 15 和要求關聯的合作夥伴方案。 

主要合作夥伴客戶 Varchar 15 在特價要求上領導努力的合作夥伴公司。 

原因代碼 Varchar 30 特價要求被退回或拒絕的原因。 

要求日期 日期 7 特價要求的建立日期和時間。  

要求名稱 Varchar 50 要求的名稱。 

開始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特價開始的日期和時間。 

提交狀態 Varchar 30 提交的狀態，例如，「尚未提交」、「已提交

」或「已撤銷」。 

提交日期 UTC 日期時間 7 提交要求的日期和時間。 

授權總金額  編號 22 所授權的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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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特價要求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要求總金額  編號  22 合作夥伴要求的總金額。 

核准的理賠總金額 編號  22 核准的合作夥伴理賠總金額。 

要求的理賠總金額  編號  22 合作夥伴要求的理賠總金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任務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聯絡人和任務之間的連結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任務聯絡人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聯絡人全名 文字 60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任務外部 ID 文字  3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任務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使用者和任務之間的連結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這項資訊會補充「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請參閱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的準則。您必須先檢閱下列重要資訊，才能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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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任務使用者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使用者 ID 文字 50 

任務外部 ID 文字  30 

使用者外部 ID 文字  30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交易項目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交易項目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交易項目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說明 文字 250 交易項目說明。  

存貨期間 文字 15 無  

行號 編號 22 和交易表頭記錄關聯的唯一的號碼。  

批號 文字 15 存放「樣本批號 ID」的參考欄位。  

數量 編號 22 和交易項目關聯的樣本數目。  

樣本 文字 15 隨同交易項目提供之樣本的名稱。您必須記錄

所有樣本。  

出貨數量 編號 22 當做交易項目出貨的樣本數目。  

交易數 文字 15 存放「樣本交易 ID」的參考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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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使用者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 

備註：若要匯入使用者記錄，您的角色必須具備「管理使用者」權限。 

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使用者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別名 文字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使用者地址 1 文字 2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使用者地址 2 與 3 文字 100 如需如何以國家為基礎對應地址欄位的描述，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使用者城市 文字 50 無 

使用者國家 選擇清單 30 預設的有效值為世界上所有國家的名稱。U.S. 
的有效值為 
USA。應用程式不允許修改此欄位的有效值。
請確認匯入資料符合此欄位的有效值，然後再
匯入 (請參閱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使用者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文字 30 無 

使用者省別 文字 50 若為加拿大，請參閱關於國家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不過，這不是選擇清單欄位。 

使用者美國州別 選擇清單 2 如需美國州別的有效值清單，請參閱關於國家

和地址對應 (請參閱 "關於國家與地址對應" 
頁數 483)。 

使用者地址郵遞區號 文字 30 無 

行動電話號碼 電話 40 無 

幣別 文字 50 這個欄位是在公司層級設定的，因此您無法匯

入這個欄位或編輯其選擇清單值。 

部門 文字 75 無 

事業群 文字 75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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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使用者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電子郵件 文字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子

郵件寄送臨時密碼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果您選取這個核取方塊並儲存，含有臨時密

碼的電子郵件就會傳送給使用者。 

員工編號 數字 30 無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包含已匯入記錄的「外部 ID」。 

名字 文字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資金核准限制 數字 22 Oracle CRM On Demand High Tech 
Edition 及 Oracle CRM On Demand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Edition 特有。 

整合 ID 文字 30 與外部系統整合所使用的識別碼。  

語言 文字 5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

值必須與標準的有效值完全相符。 

姓氏 文字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 

地區設定 文字 5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

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中間名 文字 50 無 

先生/女士 選擇清單 15 無 

保留預設工作簿 核取方塊 不適用 如需「保留預設工作簿」欄位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直屬主管 文字 不適用 這是根據經理名字和姓氏所計算的欄位。 

直屬主管外部 ID 文字 30 無 

角色 選擇清單 50 預設為必要欄位。預設的有效值：「管理員」
、「主管」、「現場銷售業務代表」、「內部

業務代表」、「銷售及行銷經理」、「服務經

理」和「服務代表」。 

狀態 選擇清單 30 預設為必要欄位。預設的有效值：「有效」、
「無效」。 

時區 文字與數字 100 您無法編輯這個選擇清單。因此，您所匯入的

值必須與有效的值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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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使用者 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備註 

公司傳真號碼 電話 40 無 

公司電話號碼 電話 40 預設為必要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使用者欄位 (頁數 232) 
 

車輛聯絡人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您在將車輛聯絡人欄位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案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提供之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預設產品分類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序號 文字 100 

產品名稱 文字 100 

聯絡人全名 文字 60 

聯絡人外部 ID 文字 30 

車輛外部 ID 文字 30 

家庭主要聯絡人  核取方塊 不適用 

 
 

車輛欄位：匯入準備 
下表包含有關將車輛欄位匯入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前設定 CSV 
檔的特定資訊。本資訊提供主題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中所述準則的補充。首先，您必須先檢閱下列匯入資訊然後再執行匯入。  

附註：此表格中的「預設欄位」資料欄僅包含每個欄位的初始 (預設) 名稱。其中不包含您公司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已變更的任何名稱。因此，若您在嘗試匯入資料時沒有看到特定欄位，請洽詢管理員來判定欄位的新名稱。 

附註：這個區段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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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車輛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事業群 文字 50 

選擇清單值群組 文字 50 

車輛識別碼 文字 100 

廠牌 文字 30 

車型 文字 30 

年份 文字 22 

車身護條飾板 文字 30 

車門 文字 30 

車身顏色 文字 30 

外部唯一 ID 文字 30 

負責人外部 ID 文字 30 

客戶外部 ID 文字 30 

產品外部 ID 文字 30 

汽車銷售商外部 ID 文字 30 

汽車維修服務廠外部 ID 文字 30 

產品類型 文字 30 

汽車銷售商 文字 100 

狀態 文字 255 

客戶 文字 100 

客戶類型 文字 255 

聯絡人 文字 255 

執照號碼 文字 30 

發照州別 文字 10 

執照到期日 日期 32 

變速系統 文字 30 

客戶地點 文字 50 

狀態 文字 30 

地點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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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車輛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二手車/新車 文字 30 

引擎 文字 30 

製造廠商建議零售價 幣別 25 

經銷商發票價格 幣別 25 

所有者 文字 30 

修改：外部日期 日期/時間 32 

修改者 文字 255 

車輛幣別 文字 30 

內裝顏色 文字 30 

保固類型 文字 30 

保固開始日期 日期 32 

保固結束日期 日期 32 

目前里程數 數字 16 

里程數記錄日期 日期 32 

產品名稱 文字 100 

類型 文字 255 

車體 文字 30 

描述 文字 250 

負責人 電子郵件 50 

已建立：日期外部 日期/時間 32 

資料列 ID ID 15 

整合 ID 文字 30 

客戶 ID ID 15 

客戶整合 ID 文字 30 

自訂物件 N 文字 50 

索引選擇清單 1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2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3 文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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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車輛欄位名稱 資料類型 長度上限 

索引選擇清單 4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5 文字 30 

索引選擇清單 6 文字 30 

索引編號 數字 16 

索引日期 日期/時間 32 

索引幣別 幣別  25 

索引長文字 文字 255 

索引短文字 1 文字 100 

索引短文字 2 文字 100 

索引核取方塊 布林 1 

產品分類 文字 100 

產品編號 文字 50 

購買日期 日期 32 

購買價格 幣別 25 

數量 數字 16 

出貨日期 日期 32 

安裝日期 日期 32 

到期日 日期 32 

通知日期 日期 32 

合約 文字 30 

 
 

匯入助理 
下列主題說明如何使用「匯入助理」將您的公司資料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匯入資料 (請參閱 "匯入您的資料" 頁數 671) 

 檢閱匯入結果 (頁數 675) 

 匯入結果電子郵件和記錄檔的範例 (頁數 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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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您的資料 
在您開始之前。備妥您的 CSV 
檔案，並將任何必要的欄位或選擇清單值加入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匯入的準備工作 (頁數 
525)。您可在匯入資料前檢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支援文件，決定最符合您需求的資料匯入方式。 

在您備妥匯入的資料後，請存取「匯入助理」，並執行該匯入作業。為了確保「匯入助理」平均地處理所有匯入要求，每個匯入

要求都會分割成一或多個具有 100 
筆記錄的子要求。系統會同時處理來自不同匯入要求的子要求，所以佇列中不會有任何匯入要求需等候其他要求完成才會被選取

。匯入要求的處理時間會持續更新，並反映佇列中子要求的進度。 

提示：請進行五個記錄的測試匯入作業，藉以確認您的匯入 CSV 
檔案已正確設定。相較於匯入檔案中的完整數目，更正五個匯入記錄的錯誤會比較簡單。 

匯入記錄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匯入和匯出工具」連結。 

3 在「匯入資料」區段中，從下拉式功能表選取您想要匯入的記錄類型。 

4 按一下「啟動」按鈕。  

這樣就會啟動「匯入助理」。 

5 步驟 1：  

附註：下列選項會根據您想要匯入的記錄而提供。 

a 選取您想要「匯入助理」識別相符記錄的方式。 

「匯入助理」會使用外部唯一 ID (從其他系統匯入的唯一外部 ID 欄位)、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列 ID 及 Oracle CRM On Demand 預先定義的欄位。這些預先定義的欄位 
(例如「客戶名稱」與「地點」) 沒有 ID。 

如需如何定義重複記錄的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重複項目與外部 ID (請參閱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頁數 
501)。 

b 選取當「匯入助理」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找到重複的唯一記錄識別碼，您要「匯入助理」進行的動作。選項包括：不要匯入重複的記錄、覆寫現有記錄或建立

其他記錄。 

附註：此選項無法在「附註」中使用。 

c 選取當匯入記錄的唯一記錄識別碼不符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記錄，您要「匯入助理」遵循的動作。 

附註：此選項無法在「附註」中使用。如果您在上一個選項中選取「覆寫記錄」和「不要建立新的記錄」，就

會導致系統更新記錄。 

d 選取您想要如何處理 CSV 檔案中不符合應用程式值的選擇清單值。 

「匯入助理」可能會將新的值加入至選擇清單，或是不匯入欄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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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匯入「附註」或者使用者的語言與公司的預設語言不同時，無法使用此選項。此選項也不適用於複選清

單。只有當 CSV 檔案中的值存在應用程式時，您才能匯入複選清單。 

e 決定「匯入助理」是否應為資料檔案中遺漏的關聯 (相關記錄) 建立新記錄。 

附註：此選項只有在匯入「客戶」或「聯絡人」時才能使用。 

f 選取用於 CSV 檔案中的日期/時間格式。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資料的欄位類型準則 (頁數 520)。 

g 確認檔案編碼選項是「Western」。 

附註：除非您確定使用了其他編碼方法，否則請勿變更此設定。預設值 (Western) 
適用於歐洲和北美的大部分編碼系統。 

h 選取檔案所使用的 CSV 分隔符號類型：逗號或分號。 

i 在「錯誤記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您希望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的內容：所有訊息、錯誤與警告，或是僅錯誤。 

j 選取您想要匯入資料的 CSV 檔案。 

k 必要時，請勾選「資料檔案記錄需要連續進行處理」核取方塊。 

附註：選擇按順序處理資料檔案，將會確保何時提交匯入要求，以及一定按順序處理子匯入要求，而且也可以

確保 CSV 檔案的依存性。 

l 若您想要在匯入資料時停用稽核，且不想要在匯入資料時產生任何稽核追蹤記錄，請勾選此核取方塊。 

附註：如果您正在匯入「使用者」記錄類型，就無法停用此稽核設定。此選項只有在您的角色啟用「管理匯入
的記錄稽核」權限時才能使用。勾選此核取方塊可能會提昇匯入績效，視您想要匯入的記錄類型與您決定稽核

的那些記錄類型的稽核欄位數而定。 

m 若您想要在匯入處理完成後傳送電子郵件通知，請勾選「啟用電子郵件通知」核取方塊。根據預設已勾選此核取方塊。  

6 步驟 2：  

a 必要時，請遵循驗證檔案的指示進行。 

b 選取欄位對應檔案 (如果有的話)。 

c 欄位對應檔案 (.map) 包含 CSV 檔案中欄位與現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欄位的配對。在您執行匯入之後，系統就會傳送一封含有 .map 
檔案以及最近對應配置的電子郵件給您。您可以將它儲存至電腦，以便之後匯入時重複使用。 

7 在步驟 3 中，將檔案中的欄位對應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欄位。您至少必須將所有必要的欄位對應至 CSV 
檔案中的資料欄表頭。 

「匯入助理」會在顯示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該區域內所有欄位 (包括您所加入的自訂欄位) 
的下拉式清單旁列出匯入 CSV 檔案的資料欄表頭。 

如果您所需的地址欄位沒有顯示在下拉式清單中，請選取這份表格中顯示的對應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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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欄位上篩選您的清單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此欄位 

街道號碼 
地址 1 
Chome 

號碼/街道 

Ku 地址 2 

樓層 
轄區 

地址 3 

Shi/Gun 城市 

Colonia/區 
CEDEX 代碼 
地址 4 
都市 
鄉鎮 

郵政信箱/排序代碼 

MEX 州 
BRA 州 
郡 
行政區 
島 
轄區 
地區 
酋長國 
特區 

省 

島國代碼 
郵政信箱 
郵遞區號 

郵遞區號 

如果您選取了 .map 
檔案，請確認這些欄位都正確對應。您可能必須對應自從上一次執行匯入以來所建立的自訂欄位。 

如需有關外部 ID 的資訊，請參閱關於記錄重複項目與外部 ID (請參閱 "關於記錄重複與外部 ID" 頁數 501)。 

注意： 如果您選錯了要匯入的檔案，請按一下「取消」變更選項。此時，使用「返回」按鈕並不會清除快取，所以您原本

選取的匯入檔案仍會顯示在欄位對應步驟中。 

注意：「外部唯一 ID」和「經理外部 
ID」是用來將「聯絡人」與其「經理記錄」建立關聯的索引鍵欄位。如果您沒有對應這些欄位，系統就會使用「聯絡人姓

名」和「經理」欄位，將「經理記錄」與「聯絡人」建立關聯。使用「聯絡人姓名」和「經理」欄位來建立這項關聯時，資

料檔案記錄將受制於更嚴格的依存順序。 

8 必要時，請針對步驟 4，遵循畫面上的指示進行。 

9 針對步驟 5，按一下「完成」。 

檢視匯入要求的佇列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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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匯入與匯出佇列」區段中，按一下「匯入要求佇列」連結。 

「匯入要求佇列」頁面隨即顯示，其中列出要求的相關資訊，包括預估完成時間。 

下表將描述匯出狀態。  

狀態 描述 

已佇列 尚未處理匯入作業。  

進行中 正在處理匯入作業。  

附註：您可以刪除這種狀態中的要求。不過，您必須檢閱

已部分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任何資料。 

已完成 匯入期間沒有發生錯誤。  

已完成但發生錯誤 匯入已完成，不過某些記錄含有錯誤。  

失敗 匯入已完成，不過沒有匯入任何記錄。 

錯誤 匯入並未完成，因為發生錯誤。  

已取消 匯入已取消。  

下表將描述匯入記錄資訊。  

匯入記錄資訊 描述 

提交數 CSV 檔案中包含的記錄數目。  

處理數  匯入引擎目前已處理的記錄數目。此欄位會每隔 20 
秒處理一次，或依照系統程序設定的頻率。  

成功匯入數 已匯入而且沒有發生任何問題的記錄數目。  

部分匯入數 已匯入的數目，但是並未匯入記錄的所有欄位。  

未匯入數 完全沒有匯入的記錄數目。  

已取消數 在匯入取消前已經匯入的記錄數目。  

 

匯入複選清單值 

1 在 CSV 檔案中以分號分隔複選清單。 

 例如，如果您的複選清單包含名字，而您想要將四個名字匯入此欄位，請以分號分隔每個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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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將新值新增至選擇清單」。  

Oracle CRM On Demand 隨即匯入您的複選清單。 

 
 
 

檢閱匯入結果 
您可以檢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佇列頁面，追蹤匯入的進度。當匯入要求完成時，您可以導覽到匯入佇列，然後向下探鑽到已完成的匯入工作。每一個匯入

要求都包含提交的資料檔案、產生的對應檔案，以及記錄檔。此記錄檔會提供基本的記錄檔資訊，包含錯誤、匯入的狀態，以及
詳細資訊。如果匯入期間發生錯誤，建議您檢閱匯入要求隨附的記錄檔。  

若您在匯入準備期間已啟用電子郵件通知，匯入要求完成後，您將會收到電子郵件。該電子郵件會摘要列出匯入並包含記錄檔，
其中會列出未匯入的記錄與欄位。 

您就可以修正 CSV 
檔案中的資料，然後再次匯入資訊。第二次匯入時，您應該指示系統，在碰到重複記錄時，覆寫現有的記錄。 

檢視您的匯入要求佇列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匯入和匯出工具」區段中，按一下「匯入和匯出工具」連結。 

3 在「匯入與匯出佇列」區段中，按一下「匯入要求佇列」連結。 

「匯入要求佇列」頁面隨即出現，顯示匯入完成的時間或評估完成時間。 

檢閱含匯入結果的電子郵件 

 進入您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式，然後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開啟電子郵件。 

電子郵件內容會依記錄逐一列出所發生的任何錯誤，以及您想要擷取該記錄的完整資料時所應採取的行動。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匯入結果電子郵件和記錄檔的範例 (頁數 675) 
 

匯入結果電子郵件和記錄檔的範例 
若您在匯入準備期間已啟用電子郵件通知，匯入要求完成後，您將會收到電子郵件。此電子郵件提供匯入結果的摘要： 

親愛的 Mike： 

 

您的匯入要求已於 3/30/2007 上午 7:10:06 完成，以下是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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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qa/mjones 

匯入類型：客戶 

匯入檔案名稱：Accounts.csv 

完成時間：3/30/2007 上午 7:10:06 

 

總記錄數：496 

成功匯入數：495 

部分匯入數：1 

已忽略的重複記錄：0 

失敗：0 

 

如需有關匯入的詳細資料，請檢閱記錄檔。如果您需要更進一步的協助，請參閱線上說明。 

 

感謝您對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愛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客戶關懷中心敬上 

 

電子郵件附件是記錄檔，其中列出在匯入程序期間發生的每一項錯誤，如下所示： 

記錄特定的錯誤 EXTERNAL_SYSTEM_ID：46552 找不到與匯入欄位 'CURRENCY' 值 'INR' 相符的記錄。雖然沒有更新 
Oracle CRM On Demand 欄位「客戶幣別」，但已匯入這筆記錄的其他欄位值。 

 

 
 

匯出助理 
下列主題說明如何使用「匯出助理」匯出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 

 匯出您的資料 (頁數 676) 

 檢閱匯出結果 (頁數 680) 

 
 

匯出您的資料 
您可以將您公司的完整或部分資料 (包含特定記錄類型的附件) 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匯出至外部檔案。匯出會產生一或多個壓縮檔案，內含您選取要匯出之每個記錄類型的個別 CSV 檔。每個產生的匯出檔大小為 
1.5 GB 或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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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公司使用產業特定版本的 Oracle CRM On Demand，則匯出中會排除您產業 
(如具有其連結活動與附註的「家庭」及「資金」) 特有的記錄類型。此外，如果您匯出經常性機會產品的記錄，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填入該資料列的 Parent_ID 資料欄。若是非經常性記錄，則 Parent_ID 儲存格為空白。 

關於部分匯出的限制 
您公司每 7 天可執行一次完整的匯出。對於部分匯出，您公司在 7 天期間內可匯出的記錄數是根據您公司購買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授權數。對於每個授權，1000 筆記錄可在 7 天期間內部分匯出。 

下列範例顯示限制部分匯出如何在購買 5 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授權的公司運作，因而可在 7 
天期間內最多匯出 5000 筆記錄： 

 範例 1。在過去 7 天，有 4000 筆記錄透過部分匯出要求而匯出。使用者目前提交了 2000 筆記錄的部分匯出要求。 

在此情況下，部分匯出要求失敗，因為該要求會讓匯出記錄總數在 7 天期間內達到 6000 筆，而這會超過 5000 
筆記錄的限制。 

 範例 2。在過去 7 
天，沒有記錄透過部分匯出要求而匯出。兩個使用者目前提交了個別部分匯出要求。其中一個匯出要求是 3000 
筆記錄，而另一個則是 2000 筆記錄。 

在此情況下，這兩個部分匯出要求都會成功，因為該要求會讓匯出記錄總數在 7 天期間內達到 5000 
筆，而這不會超過限制。不過，在接下來的 7 天期間內所提交的任何後續部分匯出要求都會失敗，因為在 7 
天期間內已達到 5000 筆記錄的限制。 

備註：Oracle CRM On Demand 計算在 7 
天期間內透過部分匯出所匯出的記錄數時，以「清單」頁面匯出的記錄不會納入計算。 

關於匯出要求與匯出要求附件的保留期間 
在標準應用程式中，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保留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與其特定期間的輸出內容，如下所示： 

 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會保留 60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匯出要求的輸出內容會保留 168 個小時 (即 7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此保留期間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作業，以及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作業。 

管理員可藉由在公司資料檔的下列欄位中更改值，來變更匯出要求與其附件的保留期間： 

 匯出要求到期天數 

 匯出要求附件到期天數 

如需更新這些欄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的組態 (請參閱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匯出」權限。 

匯出您公司的資料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管理首頁」的「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匯入與匯出工具」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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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匯入和匯出工具」頁面上，按一下「匯出資料」連結。 

「資料匯出助理」隨即啟動。  

4 步驟 1：  

a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如果要執行完整匯出，請選取「匯出所有記錄類型」圓形按鈕。 

 如果要執行局部匯出，請選取「匯出選取的記錄類型」圓形按鈕，和您要匯出的記錄類型。您可以匯出所有記錄類

型的資料，或個人下階記錄的資料。  

 如果您要匯出特定記錄類型的附件，請從「所有附件資料」區段選取這些記錄類型。如需匯出附件的詳細資訊，請

參閱管理公司的附件 (頁數 705)。  

備註：匯出的附件檔具有下列命名慣例：<Object>_<ObjectRowId>_<ExportRequestId>.<FileExten
sion>，例如 Opportunity Attachment_AALA-3135W8_AALA-864XW0.pptx。 

b 按「下一步」。 

上下階記錄類型的資料都會匯出為壓縮檔案內的個別 CSV 檔。 

注意：若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匯出「附註」資料，CSV 檔案會包含所有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公開的「附註」，以及隸屬匯出資料使用者的私人「附註」。 

5 步驟 2：  

a 選取匯出的 CSV 檔中所用的時區。  

b 選取匯出的 CSV 檔中所用的日期/時間格式。  

備註：如果您為完整匯出選取日期，則完整匯出會變更為部分匯出。 

c 選取檔案所使用的 CSV 分隔符號類型：逗號或分號。 

d 選取時間範圍篩選來限制匯出中的資料。 

備註：第一次匯出資料時，最好不要依日期篩選，但之後就該考慮依前一次匯出的日期篩選資料，以設定遞增

式匯出。 

e 若您想要在匯出處理完成後傳送電子郵件通知，請勾選「啟用電子郵件通知」核取方塊。 

f 如果您只要匯出附件詳細資料，且不要匯出任何附件內容，請勾選「僅匯出附件詳細資料」核取方塊。您可以匯出所有

記錄類型及記錄對應欄位的附件詳細資料。 

備註：只有當您在上一步選取「所有附件資料」區段中的記錄類型，才可使用此核取方塊。 

g 如果您要在匯出的 CSV 檔案中包含 URL，請勾選「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 

「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的預設值，是由公司資料檔中的「在匯出檔案中包含 Web 
連結 
URL」核取方塊控制。您可以選擇為每個匯出要求選取或取消選取此設定。如需有關此核取方塊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設定整合組態 (請參閱 "設定公司安全性組態" 頁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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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如果您匯出一或多種記錄類型的附件，且您想要掃描附件的 ZIP 檔案是否含有病毒，請確保已勾選「掃描匯出的 .zip 
檔是否含有病毒」核取方塊。 

勾選此核取方塊時，便會掃描附件的 ZIP 檔案是否含有病毒，若發現任何病毒，便不會匯出 ZIP 檔案。 

根據預設已勾選此核取方塊。如果取消勾選此核取方塊，便不會掃描附件的 ZIP 
檔案是否含有病毒，因此建議您使用本機電腦上的掃描軟體，在下載 ZIP 檔案後檢查其內容。 

備註：每個附件在上傳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前都會掃描是否含有病毒，若有發現病毒，便不會上傳該檔案。不過，當您嘗試匯出附件時，掃描軟體中較新

版本的病毒定義可能會導致在附件上傳時，無法偵測到目前偵測的病毒。此外，即使沒有病毒存在，掃描可能

偶爾會傳回有病毒存在的結果。 

i 按「下一步」。 

6 步驟 3，檢閱摘要，並按一下「完成」來提交匯出要求。 

7 在「匯出要求」頁面上，按一下「匯出要求佇列」連結來檢查您的要求狀態。 

下表說明可能的匯出狀態值。 

狀態 描述 

已佇列 匯出尚未處理。  

已重新佇列 匯出要求已重新提交至佇列。 

進行中 匯出正在進行中。如果您取消匯出，則此狀態會變更為「

取消中」，然後變更為「已取消」。 

完成中 已順利匯出所有記錄。匯出處理正在準備對應的電子郵件

、摘要檔案與壓縮檔案以供下載。此處理可能需要 30 
秒到一分鐘時間才能完成。 

已完成 匯出已完成，且沒有發生錯誤。 

已完成但發生錯誤 匯出已完成但部分記錄有一些錯誤。  

取消中 如果您取消「已佇列」狀態的匯出要求，則會立即取消該

匯出要求。 

如果您取消「進行中」狀態的匯出要求，則狀態會變更為

「取消中」。取消的動作可能會需要幾分鐘的時間，且若

匯出作業在其可取消前完成，則最終狀態會變更為「已完

成」。 

您可以取消上階要求或下階要求的匯出要求。 

您取消上階要求的匯出要求時，任何匯出的下階記錄類型

都可供下載。不過，任何尚未匯出的下階記錄類型將會被

取消，且無法加以下載。   

您取消下階要求的匯出要求時，只有下階記錄類型匯出會

被取消，且無法加以下載。您可以繼續下載上階匯出要求

底下的其他下階記錄類型。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680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狀態 描述 

已取消 完全取消匯出要求之後，狀態會變更為「已取消」。 

失敗 已完成匯出，但未匯出任何記錄。 

錯誤 匯出因發生錯誤而未完成。如需有關疑難排解匯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時發生錯誤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1802395.1 (文章 ID)。 

如需有關「匯出要求佇列」頁面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檢閱匯出結果 (頁數 680)。 
 

檢閱匯出結果 
「匯出要求佇列」頁面會顯示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之所有待處理與已完成的匯出要求。若要求位於頁面的「尚待處理要

求」區段中，則您可按一下「重新整理」以查看系統是否已完成您的要求。要求完成時，您可以在要求上逐層往下檢視，以擷取
輸出檔案。 

備註：「匯出要求佇列」頁面不會顯示透過「清單」頁面提交的匯出要求。不過，如果您的使用者角色具有「存取主要匯出要求

」權限，則可在「主要匯出要求佇列」頁面中檢視所有匯出要求，包含透過「清單」頁面提交的要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檢

閱您公司的所有匯出要求 (頁數 69)。 

關於匯出要求與匯出要求附件的保留期間 
在標準應用程式中，Oracle CRM On Demand 會保留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與其特定期間的輸出內容，如下所示： 

 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會保留 60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匯出要求的輸出內容會保留 168 個小時 (即 7 天)，之後便會被清除。 

此保留期間適用於透過「清單」頁面所提交的匯出作業，以及透過「資料匯出助理」所提交的匯出作業。 

管理員可藉由在公司資料檔的下列欄位中更改值，來變更匯出要求與其附件的保留期間： 

 匯出要求到期天數 

 匯出要求附件到期天數 

如需更新這些欄位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公司的組態 (請參閱 "設定公司組態" 頁數 20)。 

下列程序說明檢視匯出要求的方式。 

開始之前：若要執行這項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匯出」權限。 

檢視匯出要求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匯入和匯出工具」連結。  

3 在「匯入和匯出工具」頁面上，按一下「匯出要求佇列」連結。 

畫面會出現「匯出要求佇列」頁面，顯示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下表說明匯出要求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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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記錄資訊 描述 

匯出類型 匯出的類型： 

 完整。匯出您公司的完整資料。 

 部分。匯出您公司的部分資料。 

記錄類型 記錄類型。若是含下階記錄的部分要求，下階記錄會以上

階：下階的格式表示出來，例如，客戶：聯絡人。 

狀態 例如，狀態為「處理中」或「已完成」。 

要求者 提交要求的使用者。 

已提交 提交匯出要求的時間與日期。 

啟用電子郵件通知 如果勾選此核取方塊，匯出處理完成後便會傳送電子郵件

通知。 

已完成 完成匯出的時間與日期。 

下列程序會說明如何檢閱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 

檢閱匯出要求的詳細資料 

 在要求的資料列中，按一下「匯出類型」或「記錄類型」連結，開啟「匯出要求詳細資訊」頁面。 

頁面顯示的匯出屬性，包含匯出記錄的數目 (匯出數) 與成功匯出且沒發生任何錯誤的記錄類型數目 
(完成的物件數)。在頁面的「匯出記錄類型」區段中，您可以查看針對每種記錄類型所匯出的記錄數目詳細資料。 

如需下載與刪除匯出要求附件 (即包含匯出要求之輸出內容的壓縮檔案)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載與刪除匯出要求附件。 

備註：若要為所有使用者執行的匯出作業下載匯出要求附件，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存取所有刪除匯出要求附件」權限。如

果您的使用者沒有此權限，則您只能下載由您或您的下屬所執行之匯出作業的附件。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下列主題說明如何使用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匯入您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 

 關於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1) 

 下載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2) 

 
 

關於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是命令列公用程式，提供從外部資料來源將資料匯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方法。此程式具有兩項功能： 

 插入功能。這個功能可以將檔案中的記錄插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 

 更新功能。這個功能使用外部資料來源的記錄來修改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現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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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Guide，可從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庫中取得。 

 
 

下載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完成下列程序以下載此公用程式。若要安裝並使用此公用程式，請參閱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Guide，可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文件庫中取得。 

下載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公用程式 

1 登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然後按一下「管理」。 

2 在「資料管理工具」下，按一下「匯入和匯出工具」。 

3 在「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下，按一下「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4 將 ZIP 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Web 服務整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讓您執行下列作業： 

 從已啟用 Web 服務的應用程式存取及變更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 

 自行建立整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 

 下載 Web 服務描述語言 (WSDL) 檔案，協助您開發使用 Web 服務介面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應用程式，請參閱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頁數 683)。 

 下載 WSDL 及結構描述檔案，以便使用「整合事件」Web 
服務的方法來存取整合佇列，並追蹤特定記錄類型的變更。您也可以下載結構描述，追蹤所支援記錄類型的自訂及重新命名

的欄位。   

 檢視您公司所使用 Web 服務的摘要，請參閱檢閱 Web 服務使用狀況 (頁數 685)。 

CTI 整合 API 
「Web 服務管理」頁面中可用的其中一個 WSDL 檔案，是提供給「CTI 活動 Web」服務使用，而它是電腦電話整合 (CTI) 
整合應用程式程式介面 (API) 的一部份。「CTI 整合 API」透過使用 Web 服務整合，來提供直接整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與第三方 CTI 軟體的能力。如需有關「CTI 整合 API」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CTI 
Developer’s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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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Oracle CRM On Demand 所提供的 Web Services 可讓用戶端應用程式使用者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互動，例如插入、更新、刪除及查詢記錄，以及執行一些管理任務。 

Web Services 可透過下列提供使用： 

 Web Services 版本 1.0。用來與自訂物件 01-03 及預先設定的物件互動。 

 Web Services 版本 2.0。用來與所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自訂物件、預先設定的物件以及其自訂 Web Applet 
互動。相較於 Web Services 版本 1.0，Web Services 版本 2.0 API 也會提供可使用 QueryPage 
方法發出查詢的額外選項。 

 服務 API。用來透過 Web Services 以執行管理任務。例如，服務 API 允許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使用者，以及可以發出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系統與使用量資訊的查詢。 

 管理服務。可用於透過 Web Services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繼資料進行互動。「管理服務」具有讀取與載入 
XML 格式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繼資料。 

您可以從「Web Services 管理」頁面： 

 下載供存取 Web Services 之應用程式使用的 Web Services 描述語言 (WSDL) 檔案  

 下載結構描述檔案 

 存取 Web Services 文件 

下載 Web Services 版本 1.0 與 Web Services 版本 2.0 的 WSDL 檔案 
您可以下載各記錄類型的 WSDL 檔案，且可選擇下階檔案類型以納入上階記錄類型的 WSDL 檔案中。 

下載 Web Services 版本 1.0 與 Web Services 版本 2.0 的 WSDL 檔案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Web Services 整合」區段，按一下「Web Services 管理」。 

3 從「選取服務」清單中，視需要選取「Web Services 版本 1.0」或「Web Services 版本 2.0」。 

4 從「文件」清單中選取 WSDL。 

5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自訂」或「一般」。 

依您是選取「自訂」或「一般」而定，WSDL 中會顯示不同的自訂欄位。針對「自訂 WSDL」時，自訂欄位的 XML 
標籤是根據「欄位設定」的「整合」標籤而來，請參閱設定自訂欄位整合標籤 (頁數 115)。「自訂 
WSDL」可以讓您產生特屬您公司且使用公司欄位命名慣例的 WSDL。  

針對「泛用 WSDL」時，自訂欄位是根據泛用 XML 標籤：CustomNumber0、CustomCurrency0 
等等而來。使用這些替代符號加上「對應服務」，可以讓應用程式對應至您公司所使用的欄位名稱。  

6 從「WSDL 物件」清單中選取所需的記錄類型，例如「客戶」。  

「WSDL 
物件」清單中所顯示的物件取決於您的公司管理員所設定的記錄類型。無論您是否具有下階記錄類型的存取權，所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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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類型的所有下階記錄類型在「可用相關資訊」清單中會依字母順序顯示。若為 Web Services 版本 
2.0，還會一併顯示 CustomWebApplet。 

7 將您要納入 WSDL 中的下階記錄類型，從「可用相關資訊」清單移至「選取的相關資訊」清單。 

8 按一下「下載」按鈕。  

9 將 WSDL 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下載服務 API 的 WSDL 檔案 
您可以下載各服務 API 的 WSDL 檔案。若您下載「整合事件」的 
WSDL，則必須另外為您要產生整合事件的各種記錄類型下載結構描述檔案，請參閱「下載整合事件的結構描述檔案」一節。 

下載服務 API 的 WSDL 檔案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Web Services 整合」區段，按一下「Web Services 管理」。 

3 從「選取服務」清單中選取「服務 API」。 

備註： 如果您選取「合併服務 API」，便可從「類型」清單中選取「自訂」或「一般」，並下載此「服務 
API」的結構描述檔案。 

4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自訂」或「一般」。 

5 從「WSDL 物件」清單中，選取「服務 API」的必要名稱。 

6 按一下「下載」按鈕。  

7 將 WSDL 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下載管理服務的 WSDL 檔案 
您可以下載各管理服務的 WSDL 檔案。 

備註：若要下載「評估底稿 WSDL」或「存取權資料檔 WSDL」，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備「管理角色與存取權」權限。 

下載管理服務的 WSDL 檔案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Web Services 整合」區段，按一下「Web Services 管理」。 

3 從「選取服務」清單中選取「管理服務」。 

4 從「WSDL 物件」清單中，選取必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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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下載」按鈕。  

6 將 WSDL 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下載整合事件的結構描述檔案 
「整合事件」Web 服務會在其 WSDL 中，使用您額外下載至 integrationevents.wsdl 的「結構描述」(XSD) 檔案。此 
WSDL 檔包含所有記錄類型 XSD 
結構描述檔案的預留位置，而您公司目前已針對那些記錄類型定義有效的整合事件動作。您可使用一般的結構描述檔案。但是，

若您是為記錄類型建立自訂欄位或重新命名欄位，則必須下載「自訂結構描述」。如需有關「整合事件 Web 
Services」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指南。 

下載整合事件的結構描述檔案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Web Services 整合」區段，按一下「Web Services 管理」。 

3 從「選取服務」清單，選取「Web Services 版本 1.0」或「Web Services 版本 2.0」。 

4 從「文件」清單中選取「結構描述」。 

5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自訂」或「一般」。 

依您是選取「自訂」或「一般」而定，結構描述檔案中會顯示不同的自訂欄位。針對「自訂結構描述」，自訂欄位的 
XML 標籤是以「欄位設定」的「整合」標籤為基礎。針對「泛用結構描述」，自訂欄位是以泛用 XML 標籤為基礎。  

6 從「WSDL 物件」清單中選取所需的記錄類型，例如「客戶」。  

「WSDL 物件」清單中所顯示的物件取決於您的公司管理員所設定的記錄類型。 

7 從「選取相關資訊」清單中，選取您要在「結構描述」中納入的下階記錄類型。 

8 按一下「下載」按鈕。 

9 將結構描述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存取 Web Services 文件 
若要存取 Web Services 文件，請按一下「Web Services 管理」頁面上標題列中的「版本說明文件」。在顯示的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頁面中，您可以存取 Web Services 與其他不同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核發文件。 
 

檢閱 Web 服務使用狀況 
在「Web 服務使用狀況」頁面中，您可以審核公司所使用之 Web 服務的摘要。根據預設，Web 服務要求會依階段作業 ID 
列出。系統會顯示此階段作業的 Web 服務用戶端名稱、Web 
服務名稱、作業、作業數目、開始時間、結束時間及使用者別名。下表說明您可以在「Web 
服務使用狀況」頁面中進行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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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建立新的 Web 
服務要求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建立新清單」。完成建立及調整清單中所

描述的相關步驟。 

顯示 Web 
服務要求的詳細資料 

按一下階段作業 ID 以顯示 Web 服務要求的詳細資料頁面。 

匯出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匯出清單」。完成匯出清單中的記錄中所

描述的步驟。 

尋找 Web 服務要求 在「顯示符合以下條件的結果」旁的下拉式清單中選取所需的篩選準則。 

管理所有 Web 
服務要求清單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管理清單」。完成管理清單頁面中所說明

的必要任務步驟。 

逐頁翻閱清單 按一下清單頁面上方或下方的瀏覽圖示，以移至清單中的下一頁、上一頁、第一頁或最

後一頁。 

調整清單的搜尋準則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調整清單」。完成建立及調整清單中所描

述的相關步驟。 

顯示清單的主要資訊及篩

選器資訊 
在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顯示清單篩選器」。完成檢視清單頁面中

所描述的步驟。 

 

排序清單中的 Web 
服務要求 

按一下資料欄表頭，即可根據該資料欄排序清單。例如，按一下「開始時間」，即可根

據開始時間排序清單。 

顯示更多/較少記錄 在頁面底端的「顯示的記錄數」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次要查看的記錄數。 

檢視 Web 
服務作業的子集 

按一下標題列中的下拉式清單，然後依照需要變更選取範圍： 

 全部。顯示所有 Web 服務作業的清單 

 今天的所有作業。顯示今天所有 Web 服務作業的清單 

關於建立 Web 服務清單 
建立或調整 Web 服務清單的程序與建立及調整清單中所描述的程序很相似。不過，「Web 
服務清單」頁面沒有在其他記錄類型之對應頁面上提供的「搜尋範圍」區段。 

您可以用來篩選 Web 服務清單的欄位，以及您可以選取要顯示在搜尋結果中的欄位如下所示： 

欄位 說明 

結束時間 Web 服務要求的結束時間。 

輸入項類型 可能的值包括：登入、登出和分派。   

每個 Web 服務呼叫 (除了登入與登出以外) 
都會將此欄位設為「分派」，因為呼叫會通過入埠 Web 服務分派程式業務服務。 

輸入訊息大小 (位元組) 輸入訊息的大小 (位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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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作業 Web 服務要求作業。 

作業數 Web 服務要求中的作業數。 

輸出訊息大小 (位元組) 輸出訊息的大小 (位元組)。 

工作階段 ID Web 服務要求的工作階段識別碼。 

這個識別碼實際上就是登入歷史記錄資料表中對應工作階段的外部索引鍵，而非 Web 
服務要求中所使用的實際工作階段 ID。 

開始時間 Web 服務要求的開始時間。 

使用者別名 執行 Web 服務要求之使用者的使用者別名。 

類型 要求的使用者代理程式值。對於非 Oracle 用戶端整合，此值預設為「Web 服務」。 

Web 服務用戶端名稱 要求之來源 Web 服務用戶端的名稱。 

Web 服務名稱 要求之目標 Web 服務的名稱。 

Web 服務空間 要求中所使用的命名空間。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下列主題說明如何使用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來匯出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 

 關於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7) 

 下載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頁數 688) 
 

關於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是命令列公用程式，可以免除從一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環境手動複製自訂組態至另一個環境。例如，您可能想要從客戶測試環境複製自訂組態至生產環境。您可以使用此用戶端公用程
式與「管理服務」(即一組管理 Web 服務) 
來自動化公司的組態管理。此用戶端公用程式可讓您直接從電腦往返擷取與匯入特定組態資訊。您可以立即或以批次模式匯入組

態。「管理服務」允許用戶端應用程式存取組態。您可以匯入下列組態： 

 存取權資料檔 

 動作列 

 指派規則與規則群組 

 層疊選擇清單 

 串連的欄位 

 自訂 HTML 標頭標記新增 

 自訂記錄類型 

 自訂 Web App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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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 Web 連結 

 自訂 Web 頁標 

 欄位稽核設定 

 欄位管理定義 

 首頁版面配置 

 整合事件佇列 

 清單存取與順序設定 

 修改追蹤設定 

 頁面版面配置 

 選擇清單 

 選擇清單值群組 

 程序管理 

 相關資訊版面配置 

 報表資料夾的角色關聯 

 角色 

 銷售評估問卷範本 

 銷售分類 

 搜尋版面配置 

 工作流程規則與動作集 
 

下載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請完成下列程序來下載用戶端公用程式，並遵循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Guide 
中的步驟來安裝、設定和使用這個用戶端公用程式。可從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Guide 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圖書館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取得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如需有關下載您要用來存取「管理服務」的 Web 服務描述語言 (WSDL)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載 WSDL 
與結構描述檔案 (請參閱 "下載 WSDL 和結構描述檔案" 頁數 683)。如需有關「管理服務」提供之 API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其可從 Oracle Technology Network 上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文件資料庫 (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ocumentation library -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取得。  

下載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用戶端公用程式 

1 在您的電腦上建立目錄以解壓縮 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檔案 (例如， C:\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2 登入至 Oracle CRM On Demand，然後按一下「管理」。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http://www.oracle.com/technetwork/documentation/siebelcrmod-096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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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資料管理工具」下，按一下「匯入和匯出工具」。 

4 在「中繼資料匯入和匯出工具」下，按一下「Oracle Migration Tool On Demand」。 

5 將 ZIP 檔案儲存至您的電腦。 
 

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 
「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會顯示由您公司提交的有效及已完成的批次刪除與還原要求。畫面上會顯示下列要求： 

 透過「清單」頁面上的「批次刪除」選項所執行的有效與已完成批次刪除要求。 

 透過 Web 服務 (要求中的 AvailableForBatchRestore 元素設為 True) 所提交的已完成刪除要求。如果 Web 
服務要求刪除下階記錄與上階記錄，每種記錄類型會有獨立的要求記錄。 

 從「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執行的有效與已完成還原要求。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在此頁面上檢視所有批次刪除與還原要求，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批次刪除與還原」權限。若要還原您

刪除的記錄清單，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批次刪除與還原」權限。若要還原其他使用者刪除的記錄清單，您的使用者角色必

須具有「復原所有記錄」權限以及「批次刪除與還原」權限。 

您可以從此頁面，執行顯示在下表中的任務： 

執行此工作 遵循下列步驟 

取消有效的要求 您刪除或還原記錄清單時，會收到確認電子郵件，表明 
Oracle CRM On Demand 
已順利在「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上準備批次刪除

或還原要求。您可以按一下「取消」連結以取消要求，

直到您按一下要求旁邊的「繼續」連結且 Oracle CRM 
On Demand 開始處理要求為止。   

繼續有效的要求 按一下要求旁邊的「繼續」連結，即可讓批次刪除或還

原要求定案。您會收到確認電子郵件，表明該批次刪除

或還原要求已完成，並已刪除或還原該記錄清單。 

顯示記錄數 在「顯示的記錄數」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次要查看的
要求數。 

刪除已處理的要求 按一下「刪除」連結，以從「已處理的要求」佇列批次

刪除或還原要求。 

備註：若已處理的批次刪除要求未還原，即狀態為「已

刪除」，則該要求無法在未來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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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此工作 遵循下列步驟 

顯示已完成要求的摘要 您可以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按一下「檢視刪除記錄檔」連結來查看刪除要求的
摘要記錄檔。 

 按一下「檢視還原記錄檔」連結來查看還原要求的
摘要記錄檔。 

還原已刪除的記錄 按一下刪除要求旁邊的「還原」連結來還原尚未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永久刪除的已刪除記錄。 

展開已處理要求的清單 若處理的要求未顯示在「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中

，您可以按一下「顯示完整清單」來展開要求清單。 
要求清單會在「資料管理要求清單」頁面中開啟。在該
頁面中，您可以搜尋要求，也可以使用清單功能來協助
自己找出想要的要求。在頁面的標題列中，按一下「功
能表」，然後為您要執行的任務選取選項，如下所示： 

 匯出清單。將清單匯出至檔案，請參閱匯出清

單中的記錄。 

 記錄數量。計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請參閱計

算清單中的記錄數量。 

 調整清單。調整清單，請參閱建立與調整清單

。例如，您可以變更清單篩選、選取要顯示的

不同欄位，或變更清單的排序順序。 

 儲存清單。儲存清單。選取此選項會開啟一個
頁面，您可在其中選取儲存清單的選項。 

 顯示清單篩選。檢視目前已為清單定義的篩選

。 

 建立新清單。可建立新的篩選清單，請參閱建

立與調整清單。 

 管理清單。檢視清單的詳細資料，或變更清單

在「清單」頁面上選擇清單中所顯示的順序，

請參閱管理清單頁面。 

 
 

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頁面 
「批次指派工作簿佇列」頁面會顯示由您公司提交的所有有效及已完成的預約指派要求。您可以從這個頁面，執行顯示在下表中

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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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執行的作業 遵循下列步驟 

取消 按一下要求旁邊的「取消」連結。您可以取消要求，直

到其狀態變更為「進行中」為止： 

顯示要求的詳細資料 向下探鑽要求的清單名稱。您可以在「要求詳細資料」

頁面上，檢視要求屬性和要求參數。 

顯示更多或更少要求 在「顯示的記錄數」下拉式清單中，選取一次要查看的
要求數。 

刪除已處理的要求 按一下「刪除」連結，從「已處理的要求」佇列刪除要

求。  

記錄檔 按一下「記錄檔」連結，將要求儲存為記錄檔。   

完成要求之後，您會接到電子郵件通知。 

如需有關批次指派要求的資訊，請參閱指派要預約的記錄 (請參閱 "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 
 

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頁面 
您儲存新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自動提交要求以初始化新欄位。初始化程序會在記錄的自訂相關資訊欄位中，填入在相關記錄類型之記錄中對應欄位的值。 
「相關欄位初始化佇列」頁面會顯示初始化自訂相關資訊欄位有效且完整的要求。您可以在此頁面中，執行下表中顯示的任務。 

 執行此工作 遵循下列步驟 

日誌 按一下「日誌」連結以檢視初始化要求的狀態。 

刪除已處理的要求 按一下「刪除」連結，從「已處理的要求」佇列刪除要

求。  

重新提交 如果初始化自訂相關資訊欄位的要求失敗，您可以按一

下「重新提交」再次啟動初始化程序。如果要求順利完
成，則無法使用「重新提交」選項。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1) 

 建立自訂相關資訊欄位 (頁數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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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整合事件 
整合事件是會根據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記錄特定變更 (建立、更新、刪除、關聯、取消關聯) 
而觸發外部程序的機制。整合事件包含由使用者所變更資料的相關資訊。這份資訊會以 XML 
檔案格式存放在多個整合事件佇列中，而這種檔案格式可讓外部應用程式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事件的詳細資料。例如，外部應用程式可能需要追蹤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客戶變更，並且因應觸發本機更新。   

對於要求多個應用程式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獨立進行整合的客戶，公司管理員可以定義多個整合事件佇列。使用整合事件功能時，可以針對多個佇列產生相同的事件，而且
可確保外部應用程式具備佇列整合性，因為外部應用程式可以設定成僅要求特定佇列中的事件。 

關於設定整合事件管理 
如果您是新客戶，則會自動啟用整合事件功能。不過，如果您是現有客戶，則必須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與您的公司管理員來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整合事件功能。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以要求「整合事件管理」支援，以及指定整合事件佇列的最大整體大小。  

附註：「公司資料檔」頁面上不會顯示整合佇列的大小上限。 

若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已設定整合事件功能，「整合事件管理」連結就會顯示在「管理首頁」的「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此外，「管理員」使用者角

色可行使「啟用整合事件存取」權限。如需有關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 

關於建立、排序和存取整合事件 
若要觸發整合事件的建立作業，您必須用「建立整合事件」動作，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您可以針對每一個動作，指定要在記錄上

追蹤的欄位。當已追蹤欄位中的值變更時，變更就會記錄在整合事件中。您也可以指定要將整合事件寫入到哪些佇列中。如需有
關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請參閱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整合事件會存放在多個佇列中，而「客戶關懷中心」代表會為您的公司指定佇列的整體大小上限。系統已提供預設的整合事件佇

列，而且您可以建立附加的佇列。  

當佇列已滿時，系統就不再存放任何新整合事件。當佇列中的整合事件數目再次低於最大上限時，系統才會再將新事件新增到佇

列中。  

透過「整合事件設定」頁面，您可以刪除佇列中的整合事件。您也可以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設定成當佇列已滿或是當佇列中的整合事件數目超過指定的數目時，傳送警告電子郵件到特定地址。  

您可以停用包括預設佇列的整合事件佇列，但是您不能刪除佇列。  

外部應用程式會使用包含下列兩種方法的整合事件 Web 服務來存取整合事件佇列： 

 GetEvents.可擷取佇列中的整合事件。 

 DeleteEvents.可刪除佇列中的整合事件。 

如需有關下載整合事件 Web 服務適用的 Web 服務描述語言 (WSDL) 檔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Web 服務整合」 (請參閱 
"Web 服務整合" 頁數 682)。如需有關整合事件 Web 服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有時整合事件佇列會包含用戶端應用程式無法處理的事件。如需有關如何處理此類錯誤事件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Web 
Services On Demand Guide。  

 如需建立整合事件佇列的逐步程序，請參閱「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請參閱 "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頁數 693)。 

 如需建立整合事件佇列的逐步程序，請參閱「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請參閱 "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頁數 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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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建立觸發整合事件之工作流程規則的逐步指示，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整合事件」支援為已啟用時，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附隨提供預設整合事件佇列。不過，您也可以建立額外的佇列以及指定要將個別的整合事件寫入至哪一個佇列。    

在您開始之前。必須為您的公司設定「整合事件管理」，如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中所說明。設定「整合事件管理」時，佇列中允許的最大整合事件數會設定為公司資料檔的一部分。若要執行下列程序，

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啟用整合事件存取」權限。 

建立整合事件佇列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整合事件管理」連結。 

3 在「整合事件管理」頁面，按一下「整合事件佇列管理」連結。 

4 在「整合佇列管理」頁面，按一下「新建佇列」。  

5 在「整合事件佇列設定」頁面，完成下列欄位，然後按一下「儲存」。 

欄位 備註 

佇列名稱 輸入佇列的名稱。必要欄位。 

說明 輸入佇列的用途說明。 

已停用 請確定這個核取方塊已取消選取。 

佇列大小 

 

輸入佇列的大小。這個大小不可以超過「未指派的佇列容量」欄位中

的顯示的大小。必要欄位。 

「整合事件檔案限制」欄位顯示公司可以儲存之所有佇列的事件總數

。如果現有佇列的大小和這個數字相符，則您無法建立新佇列。  

通知電子郵件地址 輸入當佇列已滿或佇列到達某個大小時要傳送之警告電子郵件的電子

郵件地址。   

當到達佇列的交易數時傳送

警告電子郵件 
指定在將警告電子郵件傳送至「通知電子郵件地址」欄位中指定的地

址之前允許的佇列大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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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選擇清單格式 這是必要欄位。選取用於記錄整合事件中選取清單欄位值的格式，如
下所示： 

 如果您想要將值記錄為與語言無關的程式碼 (LIC) 
值，請選取「語言獨立值」。 

備註：選擇清單中的 LIC 值通常與「英文 - 美國」(ENU) 
地區設定中的值相同。 

 如果您想要以動作會建立整合事件的使用者所使用的語言記錄這

些值，請選取「使用者語言」。 

備註：在您建立佇列後，「選擇清單格式」欄位會變成唯讀，您無法

變更此欄位。如果您想要變更整合事件佇列的選擇清單格式，請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聯絡，要求他們替您變更格式。 

  
 

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您可以針對所有的整合事件佇列編輯設定。  

開始之前。必須為您的公司設定「整合事件管理」，如關於整合事件 (頁數 
692)中所說明。設定「整合事件管理」時，佇列中允許的最大整合事件數會設定為公司資料檔的一部分。若要執行此處所說明

的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啟用整合事件存取」權限。 

管理整合事件設定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資料管理工具」區段中按一下「整合事件管理」連結。 

3 在「整合事件管理」頁面，按一下「整合事件佇列管理」連結。 

4 在「整合佇列管理」頁面上，按一下佇列的「編輯」連結。  

5 在「整合事件佇列設定」頁面上，您可以執行下列任務： 

任務 動作 

停用佇列。 選取「已停用」來停用所有的佇列，包括預設佇列。 

更新佇列的大小。  在「佇列大小」欄位中輸入值。這個大小不可以超過「未指派
的佇列容量」欄位中的顯示的大小。  

「整合事件檔案限制」欄位顯示公司可以儲存之所有佇列的事

件總數。如果現有佇列大小符合這個數目，您就不能增加佇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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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動作 

的大小。  

刪除佇列中的交易。 若要將佇列中的所有交易全部刪除，請選取「當我按一下「儲

存」時，將交易全部清除」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儲存」以

刪除交易。 

若要刪除較舊的交易，請按一下行事曆圖示，然後在「當我按

一下「儲存」時，即清除此日期之前的交易」欄位中選取日期

，然後按一下「儲存」清除這些交易。  

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設定成當佇列已滿或是佇列到達特定大小時傳

送警告電子郵件。 

輸入電子郵件地址，以及 (選擇性) 
指定允許到達後才傳送警告電子郵件的佇列大小。按一下「儲

存」，儲存此電子郵件設定。 

指定如何將「日期」和「時間」欄位 
(例如，ModifiedDate 和 CreatedDate) 
中的值記錄在整合事件中。 

從「時區」欄位中選擇值： 

 UTC 格式。如果您選取此值，則會以通用標準時間 
(UTC) 的 W3C 標準所指定的格式來記錄 GMT 
時區的日期與時間，如下所示： 

YYYY-MM-DDTHH:MM:SSZ 

例如，2017-06-12T09:44:15Z 會對應至 June 
12th 2017, 9:44:15 GMT。 

備註：不會記錄秒數的分數。 

 UTC。如果您選取此值，則會以下列格式來記錄 GMT 
時區的日期與時間： 

MM/DD/YYYY HH:MM:SS 

例如，06/12/2017 09:44:15 會對應至 June 12th 
2017, 9:44:15 GMT。 

 使用者時區。如果您選取此值，則會以下列格式來記錄更
新記錄之使用者時區的日期與時間： 

MM/DD/YYYY HH:MM:SS 

例如，使用者時區的 06/12/2017 09:44:15 
會對應至 June 12th 2017, 9:44:15 GMT。 

如果您將「時區」欄位保留空白，則會為「使用者時區」值以
上方所顯示的格式來記錄更新記錄之使用者時區的日期與時間
。 

在您變更「時區」欄位中的值後，使用者必須登出所有 Oracle 
CRM On Demand 階段作業，包含 Web Services 
階段作業，然後再次登入才能使用新的設定。 

備註：您只能設定預設佇列的「時區」欄位。所有其他佇列皆

沿用為公司預設佇列所選取的設定。顯示所有佇列的「時區」

欄位，但預設佇列以外的佇列皆是唯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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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選擇清單格式」欄位會決定格式，記錄寫入佇列的整合事件中選擇清單欄位的值。能夠以使用者的語言來記錄值 
(其動作會造成整合事件的建立)，或是將該值記錄為語言獨立代碼 (LIC) 的值。 

在您建立整合事件佇列後，「選擇清單格式」欄位會變成唯讀並且無法變更。如果您要變更整合事件佇列 (包含預設佇列) 
的選擇清單格式，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並要求他們為您變更。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變更佇列的選擇清單值的格式後，變更只會套用於格式變更後才建立，位於整合事件中的選擇清單值。變更佇列的選擇清單格式
，不會變更任何已存在於佇列中之整合事件的選擇清單值格式。 
 

內容管理 
公司經常要追蹤客戶感興趣並隨後購買的產品。若要協助您公司的員工追蹤產品資訊，您可以設定產品目錄。設定產品目錄包含
將產品群組在類別之下 (需要的話)，然後在每個類別下設定產品。產品包括重複出現或只出現一次的產品、服務和訓練選項。 

下列各節說明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實用的產品追蹤方式： 

機會 
處理銷售商機的銷售代表可以建立商機記錄來追蹤客戶興趣的詳細資料，包括交易的潛在收益。客戶可能會對多項產品有興趣，
而且也可能會考慮購買服務合約。銷售代表可以向下捲動至商機記錄的「產品」區段，以連結客戶可能購買的各個項目之產品記
錄。針對每月付帳的服務合約，銷售代表也可以記錄循環收益資訊，如此一來，商機記錄就會提供有關潛在交易的完整資訊，並
允許您的公司執行下列作業： 

 追蹤屬於每個商機的產品 

 根據這些產品，計算一段期間的收益 (循環及非循環產品) 

資產 
銷售和服務專業人員都認為，知道客戶已經向您公司購買的產品和服務很有用。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您可以透過連結產品記錄至客戶的帳戶或聯絡人記錄，追蹤客戶已購買的產品或資產。 

預測 
預測是從個人商機或產品記錄編譯所得出的銷售績效快照。連結產品至商機、客戶或聯絡人記錄有一項優點，亦即公司可以據此
決定是否根據產品和循環收益來產生預測。 

如果您的公司根據產品收益來產生預測，而不是根據商機收益來產生預測，您的員工可以指定要用來產生預測總計的產品。 

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與「內容管理」相關之程序的逐步指示： 

 設定產品類別 (請參閱 "設定產品分類" 頁數 697) 

 設定公司產品 (頁數 697) 

 設定 PRM 的價目表 (頁數 699) 

 設定生命科學的價目表 (頁數 702) 

 管理公司的附件 (頁數 705) 

 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 (頁數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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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08) 
 

設定產品分類 
如果您公司的產品清單很長，將產品組織成邏輯群組，而每個群組具有對您公司有意義的名稱即為很好的做法。這些群組稱為產
品分類，分類可以協助您搜尋一種或一組產品，因為分類可以讓您排序清單，迅速找出您需要的項目；產品分類也能讓您的員工
迅速識別出可連結至其商機的正確產品。例如，一家辦公室配備公司可能會設定如下分類：「影印機」、「傳真機」、「維修服
務」和「供應品」。 

您可以視需要設定數目不限的分類和子分類 (下層項目)。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這一節所描述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內容」權限。 

 如果您尚未在公司定義產品分類，請先決定分類和子分類，再從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設定資訊。輸入資訊時，請從最頂端的上層分類開始，然後加入下層分類。 

設定產品分類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內容管理」連結。 

3 按一下「產品分類」連結。 

4 在「產品分類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若要新增分類，請按一下「新建」。 

 若要更新分類資訊，請按一下適當記錄的「編輯」。 

附註： 若要限制顯示在此頁面上的記錄數 
(以便更容易找出現有分類)，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下拉式功能表，然後變更選項。下拉式清單中包含隨應用程

式一起配銷的標準清單，以及您或您的經理人所建立的清單。 

 若要在現有分類下新增子分類，請按一下「分類名稱」資料欄中的連結，然後在「子分類」區段中按一下「新建」。 

5 在「分類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資訊。「分類名稱」限制為 100 個字元。 

6 儲存記錄。 
 

設定公司產品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本節中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內容」權限。 

 如果要將產品分類整理，請先設定類別後再定義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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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員工能將產品與機會做連結，您必須設定產品存貨。定義產品時，請標示將您想要的產品列在可供員工訂購的產品清單中 
(以使員工可將產品連結至機會)。 

附註：您可在產品詳細資料頁面上顯示影像。例如，您可能想顯示產品照片或產品包裝。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記錄詳細資料

頁面上顯示影像。 

新增產品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內容管理」連結。 

3 在「產品目錄」區段中，按一下「產品」連結。 

4 在「產品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工作： 

 若要新增產品，按一下「新建」。 

 若要更新產品資訊，按一下所需記錄的「編輯」。 

附註： 若要限制此頁面顯示的記錄 
(以更便於尋找現有產品)，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下拉式功能表並變更選項。下拉式清單中包含應用程式隨附的

標準清單，以及您或您經理所建立的清單。 

5 在「產品編輯」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並儲存記錄。 

附註： 為了讓產品可供員工使用 (讓他們可以將產品與其機會連結)，請確定勾選「可訂購」核取方塊。 

提示：  您無法刪除產品。只能清除「可訂購」核取方塊，讓產品變成非作用中狀態。這樣就會將產品從員工可選取的產品
清單中移除。 

下表說明產品的欄位資訊。由於公司管理員可以新增、刪除欄位或重設欄位標籤，因此您在畫面上看到的欄位可能與表
中的欄位不同(如需有關產品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產品欄位)。 

欄位 描述 

主要產品資訊 

產品分類 Oracle CRM On Demand Financial Services Edition 及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類別 將產品依所屬類別分類。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價格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上階產品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產品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Automotive Edition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如果您定義的是汽車類產品，則「產品類型」欄位必須設為「車輛」。 

如果您正在定義「樣品發送」產品 
(其中「類型」設為「樣品」)，「產品類型」欄位必須設為「樣品」或保持 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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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 

醫療類別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產品編號 產品的組件編號。 

可訂購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便產品可連結至任何其他記錄、顯示在「產品查尋」視窗的清
單中，以及可用於動作列搜尋及進階搜尋。如果未勾選此核取方塊，產品只會在使
用動作列搜尋或進階搜尋時顯示。 

類型 產品類型可以是下列其中一項：產品、服務、訓練、市場、競爭者、詳細資料、樣
品或促銷項目。若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您必須選取下列「類型」的值： 

 詳細資料，如果項目為「產品詳細資料」 

 樣品，如果項目為「樣品發送」 

 促銷項目，如果項目為「促銷項目發送」 

選取這些類型，篩選銷售代表的「樣品發送」、「產品詳細資料」或「促銷項目」
選擇清單中可見的產品類型 (產品詳細資料、樣品或促銷項目)。 

附註：如果「類型」為樣品，則「產品類型」欄位也必須設為「樣品」或保持空白
。 

子類型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狀態 產品狀態。 

修訂版本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產品已序號化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批號追蹤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已管制 表示產品受到管制的指標。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特有。 

附加資訊 

描述 有關產品的附加資訊。此欄位有 255 個字元的上限。 

 
 

設定 PRM 的價目表 
品牌負責人可以維護與公佈自己產品的價目表，以便合作夥伴用來建立特殊定價要求。品牌負責人管理員可以建立多個價目表，
以及將每個客戶或合作夥伴組織與其中一個價目表建立關聯。多項產品可指定給價目表並給予特定價格。 

在特殊定價要求上，客戶價目表會決定產品的製造商建議零售價 
(MSRP)，負責人合作夥伴價目表則會決定經銷商採購成本。維護這些價目表中的價格可以簡化特殊定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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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本主題中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內容」權限。 

備註：只有在其角色中擁有「管理 PRM 存取權」權限的品牌負責人管理員，才能存取價目表。 

設定價目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按一下「內容管理」。 

3 在「產品目錄」區段，按一下「價目表」。 

4 在「價目表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若要新增價目表，請按一下「新建」。 

 若要更新價目表資訊，請按一下價目表的「編輯」連結。 

備註： 若要限制此頁面顯示的記錄數，請按一下標題列中的功能表，然後變更選擇。清單中包含隨同 Oracle 
CRM On Demand 一起發佈的標準清單以及您或您的經理建立的清單。 

5 在「價目表編輯」頁面，完成資訊。 

下表說明價目表的欄位。公司管理員可以加入、重新標示或刪除欄位，因此您看到的欄位可能和本表格中的欄位有所不同。 

欄位 描述 

重要價目表資訊 

價目表名稱 價目表的名稱。 

有效起始日 價目表為有效之期間的開始日期。 

有效終止日 價目表為有效之期間的結束日期。如果這個欄位為空白，則價目表永遠有效。 

類型 價目表的類型。依預設可使用下列值：  

 DIST COST. 
經銷商的成本，即合作夥伴或轉售商向品牌負責人採購產品時必須支付的原始庫存成本。 

 MSRP.製造商的建議零售價，即品牌負責人對於產品銷售給客戶的建議價格。 

您的公司可對「類型」欄位的選擇清單新增值。不過，不可以變更提供的預設值。如果變更，將
無法使用價目表來植入特殊定價要求上的對應欄位。 

狀態 價目表的目前狀態 
(「進行中」或「已公佈」)。所有新價目表的預設值都是「進行中」。當價目表可以提供給使用
者使用時，請將狀態變更為「已公佈」。 

幣別 價目表所使用的幣別類型。價目表中的所有價格都是相同的幣別，在建立價目表時即已定義。您

儲存新價目表記錄時，此欄位會變成唯讀。 

附加資訊 

已建立 建立價目表之人員的姓名以及建立價目表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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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已修改 上次修改價目表之人員的姓名以及上次修改價目表的日期和時間。 

描述 價目表的附加資訊。此欄位限 2,000 個字元以內。 

 

公佈價目表 
管理員更新價目表後，可以向使用者公佈該價目表，以及在建立特殊定價要求時便用該價目表。 

公佈價目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按一下「內容管理」。 

3 在「產品目錄」區段，按一下「價目表」。 

4 對您要公佈的價目表按一下「編輯」連結。 

5 在「價目表編輯」頁面，從「狀態」功能表選擇「已公佈」。 

6 按一下「儲存」。 

當您將狀態變更為「已公佈」時，會發生下列事項： 

 價目表可與客戶或合作夥伴組織產生關聯。 

 如果價目表已與客戶或合作夥伴的特殊定價要求產生關聯，則特殊定價產品建立後，會使用價目表來填入「製造商建議零售

價 (MSRP)」欄位與特價產品的「採購成本」欄位。 

與終端客戶的特殊定價要求關聯的價目表適用於 MSRP 
欄位，與負責人合作夥伴的特殊定價要求關聯的價目表適用於「採購成本」欄位。此外也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與終端客戶相關之價目表的類型為 MSRP，與負責人合作夥伴相關之價目表的類型為 DIST COST。 

 價目表的狀態為「已公佈」。 

 特殊定價要求新增的產品已在價目表上。 

 特殊定價要求的開始日期介於價目表的「有效起始日」與「有效終止日」之間，而且介於價目表細項的「有效起始日」

與「有效終止日」之間。 

新增價目表明細行項目 
建立價目表後，您可以將產品新增為價目表的細項。價目表可包含多項產品，但每項產品只能列出在任何指定價目表中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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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價目表細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按一下「內容管理」。 

3 在「產品目錄」區段，按一下「價目表」。 

4 按一下您要更新之價目表的名稱。 

5 在「價目表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價目表細項」相關資訊區段中的「新增」。 

6 在「價目表行項目編輯」頁面，完成資訊。 

備註：您也可以從「產品編輯」頁面存取「價目表細項編輯」頁面。 

下表說明價目表細項的欄位。公司管理員可以加入、重新標示或刪除欄位，因此您看到的欄位可能和本表格中的欄位有所不同。 

欄位 描述 

重要價目表資訊 

價目表 價目表的名稱。 

產品 價目表細項的產品。 

有效起始日 指示之價目表細項為有效之期間的開始日期。此日期必須在價目表的「有效起始日」與「有效終

止日」之間。 

有效終止日 指示之價目表細項為有效之期間的結束日期。如果此欄位空白，則價目表細項永遠有效。 

價格類型 表示價格的類型。目前的預設值為「標準」。 

定價 行項目在指示之有效期間的價格。 

附加資訊 

已建立 建立價目表細項的人員名稱，以及建立價目表細項的日期與時間。 

已修改 上次修改價目表細項的人員名稱，以及最近修改價目表細項的日期與時間。 

描述 價目表細項的附加資訊。此欄位限 2,000 個字元以內。 

 
 

設定生命科學的價目表 
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的公司可建立與訂單相關的價目表。您可以將多項產品與價目表產生關聯。每項產品在特定價目表中都有特定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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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的價目表，您的角色必須同時啟用「管理內容」權限與「啟用訂單存取權」權限。若要將價目表與訂單產生關聯，使用者的角色
必須啟用「啟用訂單存取權」權限或「啟用基本樣品作業」權限。 

若要將產品新增至價目表，您必須能存取「價目表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價目表細項」相關資訊區段。該頁面的此區段依預設無
法使用。公司管理員可建立包含「價目表細項」相關資訊區段的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然後將自訂版面配置指定給設定價目表的每

個角色。若要將「價目表」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指定給使用者角色，公司管理員必須擁有「管理 PRM 
存取權」權限。如果您的公司管理員角色沒有啟用「管理 PRM 存取權」權限，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備註：您的公司管理員角色啟用「管理 PRM 存取權」權限之後，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的記錄類型就可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如需有關這些記錄類型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線上說明的「合作夥伴關係管理與高科技」區段。在「狀態」欄位中有「已

公佈」值的價目表可與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for 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中的某些記錄類型產生關聯。無論價目表之「狀態」欄位中的值為何，任何價目表都可與訂單記錄產生關聯。 

設定價目表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按一下「內容管理」。 

3 在「產品目錄」區段，按一下「價目表」。 

4 在「價目表清單」頁面上，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若要新增價目表，請按一下「新建」。 

 若要更新價目表資訊，請按一下價目表的「編輯」連結。 

5 在「價目表編輯」頁面，完成資訊。 

下表說明價目表的欄位。公司管理員可以加入、重新標示或刪除欄位，因此您看到的欄位可能和本表格中的欄位有所不同。 

欄位 描述 

重要價目表資訊 

價目表名稱 價目表的名稱。 

有效起始日 價目表為有效之期間的開始日期。 

有效終止日 價目表為有效之期間的結束日期。如果這個欄位為空白，則價目表永遠有效。 

類型 價目表的類型。依預設可使用下列值： 

 DIST 
COST.製藥公司的成本，即醫師或藥房向製藥公司採購產品時必須支付的原始庫存成本。 

 MSRP.製造商的建議零售價，即製藥公司對於產品銷售給客戶的建議價格。 

您的公司可對「類型」欄位的選擇清單新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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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狀態 價目表的目前狀態。依預設可用的值是「進行中」與「已公佈」。所有新價目表的預設值都是「
進行中」。 

備註：無論價目表之「狀態」欄位中的值為何，都可在「查閱」視窗中訂單記錄的「價目表」欄
位使用價目表。 

幣別 價目表所使用的幣別類型。價目表中的所有價格都是相同的幣別，在建立價目表時即已定義。您

儲存新價目表記錄時，此欄位會變成唯讀且無法更新。 

附加資訊 

已建立 建立價目表之人員的姓名以及建立價目表的日期和時間。 

已修改 上次修改價目表之人員的姓名以及上次修改價目表的日期和時間。 

描述 價目表的附加資訊。此欄位限 2,000 個字元以內。 

新增價目表明細行項目 
建立價目表後，您可以將產品新增為價目表的細項。價目表可包含多項產品，但每項產品只能列出在任何指定價目表中一次。 

新增價目表細項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按一下「內容管理」。 

3 在「產品目錄」區段，按一下「價目表」。 

4 按一下您要更新之價目表的名稱。 

5 在「價目表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價目表細項」相關資訊區段中的「新增」。 

6 在「價目表行項目編輯」頁面，完成資訊。 

下表說明價目表細項的欄位。公司管理員可以加入、重新標示或刪除欄位，因此您看到的欄位可能和本表格中的欄位有所不同。 

欄位 描述 

重要價目表資訊 

價目表 價目表的名稱。 

產品 價目表細項的產品。 

有效起始日 指示之價目表細項為有效之期間的開始日期。此日期必須在價目表的「有效起始日」與「有效終

止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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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描述 

有效終止日 指示之價目表細項為有效之期間的結束日期。如果此欄位空白，則價目表細項永遠有效。 

產品編號 產品編號定義為產品設定的一部份。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中的產品，產品編號通常是由產品名稱與產品的濃度或劑量組成。  

價格類型 表示價格的類型。目前的預設值為「標準」。 

定價 行項目在指示之有效期間的價格。 

附加資訊 

已建立 建立價目表細項的人員名稱，以及建立價目表細項的日期與時間。 

已修改 上次修改價目表細項的人員名稱，以及最近修改價目表細項的日期與時間。 

描述 價目表細項的附加資訊。此欄位限 2,000 個字元以內。 

 
 

管理公司的附件 
您可以從「管理首頁」的「內容管理」區段，存取「管理附件」頁面並檢視附件。 

備註：「管理附件」頁面只會顯示透過預先設定的「附件」相關項目，連結至上階記錄的附件。「管理附件」頁面並不會顯示透

過自訂附件記錄類型連結至上階記錄的附件，或者透過附件欄位新增至記錄的附件。如需支援預先設定「附件」相關項目的記錄

類型清單，請參閱 關於附件組態 (頁數 223)。 

檢閱附件可幫助您判斷下列事項： 

 哪些檔案附件佔去最大量的儲存空間 

 哪些檔案已經附加超過一次 

如果檔案被附加一次以上，可考慮將附件放在共用分享的位置，並引導使用者以檔案的路徑來取代附件。 

 對於大型附件的儲存議題，需要提醒哪些使用者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管理附件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內容 - 管理附件與詳細資料頁面影像」權限。 

檢閱附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內容管理」連結。 

3 在「管理附件與影像」區段中，按一下「管理附件」連結。 

4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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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動作 

檢視附件 在附件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擇「檢視」。 

刪除附件 在附件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擇「刪除」。刪除的檔案或 URL 
會移到「已刪除項目」頁面，而且會在 30 
天之後永遠從資料庫移除。如果您需要刪除多個附件，則可使

用「批次刪除」指令。如需「批次刪除」的資訊，請參閱下方

的「建立與使用附件清單」。 

取代附件 若要用不同的檔案取代，請在附件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擇「

取代」。在「編輯」頁面上，瀏覽至新檔案並儲存記錄。 

若要用不同的 URL 
取代，請按一下「取代」。在「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的資

訊並儲存記錄。如需完整的指示，請參閱將檔案和 URL 
附加至記錄。 

顯示記錄數量 若要顯示符合目前清單篩選條件或其他規格的附件記錄數量，

請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記錄數量」。 

建立與使用附件清單 
您可以限制記錄的目前顯示方式，只顯示符合特定準則的記錄 
(如超過特定值的檔案大小、特定類型的附件等等)。您可以將這些規格另存為指定名稱的清單，以便在每次顯示「管理附件」頁

面時可重複使用。 

您可以透過清單執行下列任務： 

任務 動作 

建立新清單 若要建立新清單，請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建立新清單」。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使用清單。 

顯示清單篩選條件 若要顯示目前的清單篩選條件準則，請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顯示清單篩

選條件」。「檢視清單」頁面會在「篩選資訊」頁標中顯示目前的準則，並在「選

取的欄位」頁標中顯示選取的欄位。 

調整清單 若要調整目前的清單準則，請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調整清單」。如需詳

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清單。 

儲存清單 您完成清單定義時，可以儲存該清單定義以供未來重複使用。請按一下「功能表」

按鈕並選取「儲存清單」。在「調整清單」頁面中，輸入清單名稱並按一下「儲存

並執行」。 

匯出清單 您可以將目前顯示的附件清單匯出至檔案。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匯出清

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清單匯出記錄。 

批次刪除 若要刪除清單中顯示的所有附件，請按一下「功能表」按鈕並選取「批次刪除」。

收到提示時，請按一下「確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批次刪除與還原佇列頁面 
(頁數 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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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 
您可以從「管理首頁」的「內容管理」區段，存取「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頁面，並在其中檢閱與詳細資料頁面相關聯的影像

。 

「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頁面只會列出詳細資料頁面上所顯示的影像，並提供集中的位置來管理所有此類影像。或者，您可以

造訪詳細資料頁面並個別管理影像。檢閱影像可協助您判斷哪些影像佔用大量的儲存空間。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的程序，您的角色在「管理：內容管理」分類中必須包含下列權限： 

 管理內容 

 管理內容 - 管理附件與詳細資料頁面影像 

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內容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內容管理」連結。 

3 在「管理附件與影像」區段中，按一下「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連結。 

4 「管理詳細資料頁面影像」頁面隨即開啟。該頁面具有下列資料欄： 

 影像。影像的縮圖。 

 大小 (位元組)。Oracle CRM On Demand 中所儲存影像的大小。 

 建立者。新增影像的使用者名稱。 

 修改者。上次修改影像的使用者名稱。 

 上次修改。上次修改影像的日期與時間。 

 物件類型。影像所相關聯的記錄類型。 

 物件 ID。影像所相關聯的記錄資料列 ID。 

5 執行下列任一項作業： 

 若要刪除影像，可在影像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刪除」。然後依照提示操作。 

 若要下載影像，可在影像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下載」。然後依照提示操作。 

 若要取代影像，可在影像的記錄層級功能表中選取「取代」。然後依照提示操作。 

 若要限制清單中顯示的影像數，請按下拉式功能表並變更選項。 

下拉式清單包含與應用程式一起配銷的標準清單。 

 若要匯出清單，請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匯出清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清單匯出記錄。 

 若要建立新清單，請按一下「建立新清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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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評估問卷底稿 
您可以設定評估問卷底稿，協助使用者在收集資料和做決策時，遵循一致的程序。評估問卷底稿可以用於確認潛在客戶資格、評

估機會、引導客戶服務互動、調查客戶滿意度等等。評估問卷回應會進行計分、指派加權值，並與指定的臨界值進行比較，以決
定適當的結果或動作方針。 

您可以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設定評估問卷底稿，讓您的公司執行下列作業： 

 擷取銷售電話、任務或約會的活動資訊。 

 進行客戶滿意度調查。 

 蒐集對業務計畫的回應。 

 將確認潛在客戶資格的工作自動化。 

 蒐集對宗旨的回應。 

 (透過在公司實行一套銷售方式) 評估機會。 

 進行聯絡人和服務要求記錄的客戶滿意度調查。 

 使用服務要求記錄的電訪底稿。 

若要進一步瞭解評估問卷底稿的相關資訊，或查看評估問卷底稿的逐步指示，請參閱下列資源： 

 關於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08) 

 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11) 
 

關於評估問卷底稿 
評估問卷底稿是指協助使用者收集客戶資料的一連串問題。評估問卷底稿可用來確認潛在客戶資格、評估機會、引導客戶服務互

動、調查客戶滿意度、擷取活動資訊等等。 

您可以根據顧客的答覆評分、指派不同的加權給問題，以及設定臨界值以便確立決策。此外，您可以將評估期間所使用的欄位對
應至上階記錄，然後根據這些欄位執行報表與分析。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本主題中說明的程序，您的角色必須具有「管理內容」權限。 

如何使用評估問卷底稿？ 
使用評估問卷底稿的程序如下： 

1 使用者從記錄的「詳細資訊」頁面啟動評估問卷底稿。記錄的「詳細資訊」頁面會列出適當的評估問卷底稿 
(由指定的記錄欄位值所決定)。必要時，使用者也可以搜尋其他評估問卷底稿。  

2 逐一處理評估問題時，使用者會蒐集關鍵顧客資訊 
(例如有關銷售潛在客戶品質的詳細資料)，然後針對每個問題從下拉式選項清單中選取正確的回應。 

3 根據這些回應，系統會自動計算分數，然後更新記錄。例如，潛在客戶會分類成合格或已拒絕。   

4 這些問題的答覆會對應成記錄中的欄位值，方便您存取答覆，並且用於報表。   

5 已完成的評估會儲存在上階記錄的相關記錄區段中，而且您可以在該區段中存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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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應該建立哪一種評估問卷底稿類型？ 
您可以設定許多不同的評估問卷底稿類型。每種問卷底稿類型都適用於特定任務。請依照下列方式使用問卷底稿類型： 

 客戶調查：使用此類型去向個別客戶進行調查。 

 活動評估：使用此類型來擷取重要的連絡人與客戶電訪資訊。 

 業務計劃評估：使用此類型去允許銷售代表蒐集有助於決定業務計畫成效的資訊。 

 聯絡人問卷底稿：您可以使用這種類型來進行個別聯絡人的顧客滿意度調查。 

 潛在客戶品質：您可以使用這種類型來協助銷售代表識別合格的潛在客戶。為這項任務使用問卷底稿會降低訓練的需求，並

且強制一致的潛在客戶品質。 

備註：如果未填入潛在客戶上的某些欄位，則潛在客戶客戶資格問卷底稿可能無法將潛在客戶上的「狀態」欄位設為「

合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潛在客戶品質的必要欄位。 

 宗旨評估：使用此類型去允許銷售代表蒐集有助於決定宗旨成效的資訊。 

 機會評估：使用此類型來內嵌銷售方法，並協助銷售代表評估機會，使其能在處理交易時調整銷售策略。 

 服務要求 – 
問卷底稿：您可以使用這種類型來協助服務代表評估服務要求。例如，判斷要求的優先順序或調升路徑。針對這項任務使用

問卷底稿會降低訓練的需求，並且強制一致的顧客服務。 

 服務要求 – 調查：您可以使用這種類型來管理顧客滿意度調查 (連結至特定服務活動)。 

每種評估類型都會連結至對應的記錄類型：約會、銷售電訪或任務；客戶；業務計劃；聯絡人；潛在客戶；宗旨；機會；或服務

要求。必要時，您可以建立每種類型的多個評估，並將適當的問卷底稿呈現給使用者查看。該問卷底稿是以指定的記錄準則為根
據。   

建立評估問卷底稿的程序 
您必須完成許多任務來設定評估問卷底稿。 

1 自訂評估問卷底稿篩選器。 

這些篩選器可讓您定義用於根據指定的記錄欄位值，針對任務識別適當評估的準則。 

例如，潛在客戶資格評估問卷底稿可能會使用下列篩選器進行設定： 

 客戶分級 = 金級 

 區隔 = 大型 

 地區 = 西部 

然後，當使用者根據含有對應值的潛在客戶記錄啟動評估問卷底稿時，系統就會列出正確的潛在客戶資格問卷底稿。 

所有評估問卷底稿類型都會使用四個相同的篩選欄位，而且每個欄位都含有已定義值的選擇清單。若要自訂這些篩選器
，您必須：   

a 針對您想要建立評估問卷底稿的每種記錄類型，輸入篩選欄位顯示名稱和選擇清單值。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11)。 

b 對於您想要建立評估問卷底稿的每種記錄類型，將篩選欄位加入至頁面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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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a 輸入問卷底稿詳細資料。 

b 將準則 (問題) 加入至問卷底稿。 

c 加入每個問題的可能回答清單。 

如需這些步驟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11)。 

3 提供問卷底稿的存取權給使用者： 

a 對於必須使用評估問卷底稿的每一個使用者角色，設定使用者角色及存取權資料檔： 

 建立評估。為了讓使用者能夠建立評估問卷底稿，您必須提供「評估」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存取權，這表示使用

者角色的預設和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存取層級設定必須至少設為「評估」記錄類型的「讀取/編輯」。同時，角

色的記錄類型存取設定必須已選取「評估」記錄類型的「是否有存取權」和「是否可以建立」核取方塊。 

 檢視評估。為了讓使用者能夠檢視評估的詳細資料，您必須提供「評估」記錄類型的使用者角色讀取存取權，這表
示使用者角色的預設和負責人存取權資料檔的存取層級設定必須至少設為「評估」記錄類型的「唯讀」。同時，角
色的記錄類型存取設定必須已選取「評估」記錄類型的「是否有存取權」和「是否可以讀取所有記錄」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設定使用者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新增角色 (頁數 
263)。如需有關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存取權資料檔的程序 (頁數 282)。 

b 對於您已經建立評估問卷底稿的每種記錄類型，請新增適當的評估問卷底稿區段至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所顯示的資訊。

如需有關自訂頁面版面配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評估問卷底稿的範例 
公司管理員可能會想要設定的一般問卷底稿是「潛在客戶資格」問卷底稿，這種底稿可用來判斷潛在客戶是合格或已拒絕。 

下表將顯示可能會用於這類問卷底稿的範例值。 

問卷底稿欄位 範例值 

類型 潛在客戶資格 

最低標準分數 50 

符合最低標準結果值 合格 

不符最低標準結果值 不合格 

要與結果值對應的欄位 描述 

下表將顯示「潛在客戶資格」問卷底稿準則的部分範例。 

準則 加權 

目前的預算狀態為何？ 50 

本專案時間表的驅動因素為何？ 25 

計劃進行決策的時間為何？ 25 

下表將顯示「目前的預算狀態為何？」問題的答覆和分數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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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 分數 

預算已核准 100 

預算已拒絕 0 

每個標準分數的計算方式都是將標準的加權乘以答覆的分數，其中加權是百分比。在這則範例中，如果使用者選擇了「預算已核

准」答覆，此問題分數的計算方式如下： 

(0.5 * 100) = 50 

問卷底稿的總分即為所有準則分數的總計。如果底稿的最終結果符合或超過底稿中定義的臨界值，「潛在客戶詳細資訊」頁面上

「說明」欄位的值就會設定為「合格」。如果此分數低於臨界值，該欄位的值就會設定為「不合格」。 

計算評估得分時，適用下列規則： 

 個別問題的分數會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單一小數位數。  

 整體評估分數則會四捨五入至最接近的整數。 

 四捨五入規則是依據標準數學規則，因此小於 0.5 的小數值會捨去，大於 0.5 的小數值則進位。 
 

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若要自訂評估問卷底稿篩選器並建立評估問卷底稿，請遵循本主題的步驟進行。 

在您開始之前： 

 若要執行此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評估問卷存取權」權限與「管理內容」權限。 

 必要時，您可以自訂想要當做評估問卷準則一部分使用的選擇清單值和欄位。例如，您可以加入自訂欄位來顯示顧客訪談期
間所收集的資訊。您設定問卷底稿時，可以將答覆對應至這些自訂欄位。 

 開始建立評估問卷底稿前，請參閱關於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08)。 

請務必將任何新的欄位加入至該記錄的頁面版面配置。如需相關指示，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備註：您無法直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轉譯評估問卷底稿的元件。如果要以多種語言使用評估問卷底稿，您必須建立各語言的底稿版本。 

您可以使用評估問卷底稿篩選器，根據指定的記錄準則，找出哪份底稿適合針對某項任務呈現給使用者。下列程序說明如何自訂

評估問卷底稿篩選器。 

自訂評估問卷底稿篩選器 (選擇性)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連結。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底下，按一下「評估問卷」。 

4 按一下「評估問卷欄位設定」。 

5 按一下「編輯」，然後分別針對篩選器 1、2、3 和 4 編輯「顯示名稱」資料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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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針對每個欄位，按一下「編輯選擇清單」並設定該選擇清單的值。 

提示：除非您想要強制員工從選擇清單中選取某個項目，否則請將預設的 <No Values> 值保留在選擇清單選項的頂端。 

7 儲存記錄。 

8 若要在記錄頁面中重新標示您員工所使用的這些欄位，請移至「欄位設定」區段中，您用來執行評估問卷底稿的每個記錄類

型。 

備註：您針對「評估問卷欄位」所設定的相同選擇清單值會顯示在其他記錄中。不過，您可以針對每種記錄類型的這些

欄位自訂顯示名稱。 

建立評估問卷底稿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按一下「內容管理」連結。 

3 按一下「評估問卷底稿」連結。 

4 在「評估問卷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建評估」。 

5 在「編輯評估問卷資料」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下表將描述評估問卷的欄位資訊。管理員可以加入、重新標示或刪除欄位，因此您所看見的欄位可能與這份表格中的欄

位不同。  

欄位 說明 

名稱 限制為 50 個字元。 

請使用包含問卷底稿目的的描述性名稱。如果您的公司員工使用多種語言，

請在問卷底稿名稱中加入該語言。 

類型 決定此問卷底稿所連結的目標記錄類型。可用的選項有：客戶調查、活動評
估、業務計畫評估、聯絡人問卷底稿、潛在客戶資格、宗旨評估、機會評估
、服務要求 - 問卷底稿及服務要求 - 調查。 

有效 使用者只能使用有效的問卷底稿。 

篩選器 1、2、3、4 顯示您針對評估問卷分類所設定的標籤。 

最低標準分數 (1-100) 用來計算問卷底稿的結果。如果問卷底稿的分數等於或高於此臨界值，就表
示符合結果。 

要與分數對應的欄位 決定要在上階記錄中顯示分數的欄位。 

符合最低標準結果值 (選擇性) 
決定要在符合結果時顯示的值。例如，如果潛在客戶符合資格的準則，這個
欄位就可以顯示合格。 

不符最低標準結果值 (選擇性) 
決定要在不符合此臨界值時顯示的值。例如，如果潛在客戶不符合資格的準
則，這個欄位就可以顯示已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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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說明 

要與結果值對應的欄位 (選擇性) 決定問卷底稿完成時，要在上階記錄顯示結果的欄位。 

移除備註方塊 勾選此核取方塊以移除完成評估時新增註解的功能。若取消選取此核取方塊

，就可看見備註方塊，且您將能在完成評估時輸入備註。 

回應控制 決定用於新增回應至評估準則的控制。選項為：下拉式清單或圓形按鈕。 

備註：評估問卷底稿必須有效，而且必須至少設定一個定義的標準，才能顯示在「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上。 

6 按一下「儲存」。 

7 在「評估問卷詳細資訊」頁面的「評估問卷分類準則」區段中，按一下「新建」或「編輯」。 

8 在「評估問卷分類準則」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下表將描述您針對此準則所完成的欄位。 

欄位 說明 

訂單 決定使用者填寫評估問卷時所看到的問題顯示順序。 

準則名稱 摘要說明問題的簡短描述性名稱。此欄位最多限制為 20 個字元。 

問題 使用者答覆的問題。此欄位最多限制為 50 的字元。 

加權 表示問題重要性的百分比，介於 0 到 100 之間。 

所有問題的加權總計必須等於 100。 

答覆和欄位之間的對應 指定上階記錄上要用來將答案對應至「問題」欄位中問題的欄位。將答案對

應至上階記錄，便可在整合、報表和清單中使用這些值。 

9 在「評估問卷詳細資訊」頁面上，按一下每個標準的名稱，然後在「答覆」區段中按一下「新建」或「編輯」。 

10 在每個「答覆」頁面上，完成所需的資訊： 

欄位 說明 

訂單 決定使用者填寫評估問卷時所看到的答案顯示順序。 

答覆 輸入可讓使用者針對此問題選取的有效答覆。限制為 30 個字元。 

分數 與答案相關的積分數。 

所選答覆的分數會乘以相關問題的加權，以便判斷問題/答覆總分。 

11 儲存變更。 

備註：針對必須使用評估問卷底稿的每一個使用者角色，您必須設定使用者角色提供評估問卷底稿的存取權。如需使用者角色所

需設定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評估問卷底稿 (頁數 708)。 

提示：請確定每個角色的頁面版面配置都包含您針對評估問卷加入的新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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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插件 
此標題提供管理應用程式插件的資訊。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啟用您可以使用的任何插件。如果「管理」頁面沒有顯示「應用程式
插件」標題，則表示尚未啟用插件。 

 如需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的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頁數 714)。 

 如需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 (頁數 715)。 

 如需設定 Oracle Eloqua Engage 的資訊，請參閱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設定電子郵件遞送 (頁數 716)。 
 

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使用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之前，您必須先設定功能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以建立聯絡人或根據社交監視的服務要求記錄。 

備註：若要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您的角色必須擁有「管理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存取權」權限。若要使用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您的角色必須擁有「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整合」權限。 

設定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記錄存取權 

1 依序瀏覽至「管理」以及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2 選取「聯絡人」與「服務要求」的方塊，然後按一下「儲存」。 

若要啟用服務要求功能，您的公司管理員必須為您的角色新增 Oracle Social Engagement and Monitoring 
欄位至服務要求頁面版面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整合程序 
如果您的公司採用 Oracle Social Network，則您可以整合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整合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後，您公司中的使用者即可比照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的社交物件，共用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的資訊。 

備註：非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的 Oracle Social Network 使用者可以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共用記錄的社交記錄 (如果其他使用者將其新增至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的社交物件)。同理，無權存取 Oracle CRM On 
Demand 特定記錄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可以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存取該記錄的社交物件 
(如果其他使用者將其新增至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的社交物件)。 

若要整合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請執行下列任務： 

1 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並要求為您的公司管理員角色啟用「管理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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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啟用「管理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權限後，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之「管理首頁」的「應用程式插件」區段中，Oracle Social Network 連結即會變成可用。 

2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依照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 (頁數 715)所述，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整合設定。 

3 設定頁面版面配置與使用者角色，讓使用者可以使用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如下所述： 

 新增「社交」相關資訊區段至記錄類型的適當頁面版面配置。 

 啟用「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權限，並視需要開放「社交 Web」頁籤供使用者角色使用。 

備註：已個人化供新增「社交」相關資訊區段之頁面版面配置的使用者，依預設在其頁面版面配置上不會看到「社交」

區段。如需有關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資訊，請參閱個人化相關資訊版面配置與角色頁面

版面配置的互動方式 (頁數 
184)。如需有關將頁面版面配置重設為預設版面配置的資訊，請參閱重設個人化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285)。 

如需有關將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整合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My Oracle Support 上的 
1802518.1 (文章 ID)。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自訂靜態頁面版面配置 (頁數 140) 

 新增角色 (頁數 263) 
 

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 
本主題說明如何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整合設定。作為部份組態，您應指定可供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共用的記錄類型。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下列記錄類型可作為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的社交物件來進行共用： 

 客戶 

 機會 

 服務要求 

您可以讓一或多個此類記錄類型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共用。 

您還可指定要將各記錄類型的哪些欄位傳給 Oracle Social Network。對於各項記錄類型，您最多可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為記錄選取 10 個欄位，且可指定欄位的顯示順序。 

備註：記錄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被共用時，Oracle Social Network 記錄的社交物件標頭中會顯示標題。出現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社交物件中的標題，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詳細資料」頁面中的記錄標題相同。此標題不會計入經選取要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顯示的 10 個欄位之一。 

若要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整合設定，請完成下列程序中的步驟。此任務是 Oracle Social Network 與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整合程序 (頁數 714)中的步驟。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執行下列程序，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具有「管理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權限。此外，您還必須具有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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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公司的 Oracle Social Network 執行環境 URL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整合使用者 ID 與整合密碼 

設定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應用程式插件」區段中，按一下 Oracle Social Network 以開啟「Oracle Social Network 管理」精靈。 

3 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管理精靈的「步驟 1：一般組態」中，輸入下列資訊： 

 您公司的 Oracle Social Network 執行環境 URL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整合使用者 ID 

 Oracle Social Network 的整合密碼 

4 在「步驟 2：記錄類型存取」中，針對要讓使用者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中共用的各記錄類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在 OSN 中啟用？」核取方塊。 

b 按一下記錄類型的「欄位設定」，然後將要顯示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社交物件中的欄位，從「可用欄位」清單移至「選取的欄位」清單。您最多總共可以選取 10 個欄位。  

c 在「選取的欄位」清單中，使用向上和向下箭頭來安排欄位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社交物件中的顯示順序。 

欄位會顯示在 Oracle Social Network 
社交物件的兩個資料欄中。「選取的欄位」清單中的第一個欄位顯現在社交物件的左上方，第二個欄位顯現在

右上方，第三個欄位則顯現在記錄左側第一個欄位的下方，依此類推。 

5 當您完成設定各記錄類型的記錄類型存取權與欄位時，請按一下「完成」來儲存變更。 

備註：完成 Oracle Social Network 整合設定後，「社交」相關資訊區段即可用於您為整合 Oracle Social Network 
所啟用的各個記錄類型。您可以視需要新增「社交」區段至記錄類型的頁面版面配置。依預設，系統不會新增「社交」區段至任
何頁面版面配置。 
 

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設定電子郵件遞送 
您可以使用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及其附加元件產品 Oracle Eloqua Engage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將行銷電子郵件寄給客戶聯絡人與潛在客戶。在您完成此設定後，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者可使用為客戶聯絡人設計的電子郵件範本建立這些電子郵件。這些使用者之後可從「詳細資料」頁面將電子郵件個別傳送

給聯絡人或潛在客戶，或從「清單」頁面傳送給聯絡人或潛在客戶清單 (如果您已從「清單」設定中設定「允許從清單傳送 
Engage 電子郵件」)。Oracle Eloqua Engage 
會記錄所有傳送的電子郵件，並追蹤諸如開啟與傳送電子郵件等活動，以及點選次數。如需 Oracle Eloqua Engage 
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網站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
automation/index.html。如需傳送電子郵件的資訊，請參閱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傳送行銷電子郵件。 

備註：您的公司必須購買必要授權才能使用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與 Oracle Eloqua Engage。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與 Oracle Eloqua Engage 兩者均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獨立授權產品。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automation/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autom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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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您必須具備可供針對您的公司進行設定的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與 Oracle Eloqua 
Engage 執行環境。此外，您的使用者角色還必須包含下列權限：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整合  

 管理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整合 

如果未對管理員角色啟用這些權限，請聯絡 Oracle CRM On Demand Customer Care。 

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設定電子郵件遞送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插件」區段中，按一下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連結。  

備註：如果您的角色沒有「管理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整合」權限，則無法在「管理首頁」上使用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連結。 

3 在「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整合管理」頁面的「Engage 選項」下，視需要設定下列方塊或欄位。 

欄位 描述 

Engage URL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與 Oracle Eloqua Engage 
的執行環境 URL， 例如： 

https://secure.eloqua.com 

您可以在進行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實作處理時取得此 
URL。 

允許從清單傳送 
Engage 電子郵件 

如果希望 Oracle CRM On Demand 傳送電子郵件給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的客戶聯絡人清單，可選取此欄位。 

4 按一下「儲存」。 

相關主題 
如需行銷電子郵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使用 Oracle Eloqua Engage 傳送行銷電子郵件 

 Oracle Eloqua Marketing Cloud Service 網站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
automation/index.html 

 

生命科學管理 
您可以使用「管理」通用連結與「管理首頁」的「生命科學管理」區段執行下列任務： 

 管理與刪除智慧型電訪範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智慧型電訪 (請參閱 "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 頁數 718)。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相關偏好設定。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 (頁數 721)。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automation/index.html
http://www.oracle.com/us/corporate/features/marketing-automatio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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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要發送樣品給哪些聯絡人。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 (請參閱 "授權聯絡人收到樣品" 頁數 724)。 

 使用工作流程來設定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頁數 725)。 
 

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 
如果您的使用者角色具有「智慧型電訪」記錄類型 
(「預設」或「負責人」存取權)，即可管理智慧型電訪。您可以從「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頁面檢閱、編輯並更新附加至智慧型

電訪的詳細資料與細項。在編輯之後，您可以視需要套用修訂的智慧型電訪範本，並儲存為公用或私人範本。 

套用至智慧型電訪的限制 
若您正在使用智慧型電訪，請注意下列限制：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支援智慧型電訪的產品分配篩選。若您使用「選取啟用依銷售代表分配的產品選擇篩選」設定來啟用分配篩選，則沒有任
何儲存的智慧型電訪範本會遵守分配篩選規則。若銷售代表使用這些範本，則在他們使用拜訪相關資訊區段時，就不會只能
存取他們分配到的產品，如「詳述產品」、「已發送促銷項目」或「已發送樣品」。   

 在「拜訪詳細資料」頁面中，智慧型電訪不支援「已發送樣品」相關資訊區段的樣品分配篩選。例如，「已發送樣品」的產
品選取器只會顯示已分配給使用者的產品，該使用者屬於「樣品」類型與「樣品分配」類型。但若此拜訪資訊已儲存為智慧

型電訪範本時，「已發送樣品」的產品選取器就會顯示所有「樣品」與「促銷項目」類型的產品，以及「樣品分配」與「促
銷項目分配」的分配類型。  

 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您不能使用「詳述產品相關資訊」區段的產品連結來編輯現有的「詳述產品」記錄，因
為按下內嵌編輯的產品連結會產生例外狀況。若要從「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中編輯現有的「詳述產品」記錄，請按一
下記錄的「編輯」按鈕，而非使用記錄的「產品」連結。 

 產品封鎖規則不適用於智慧型電訪範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產品封鎖與智慧型電訪範本。 

附註：您無法複製智慧型電訪範本。每個智慧型電訪範本都必須是唯一的。 

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按一下「智慧型電訪範本管理」連結。 

3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頁面上： 

 若要檢閱智慧型電訪範本，請按一下「主題」資料欄連結。 

 若要刪除智慧型電訪範本，請在適當列中按一下「刪除」。 

 若要編輯智慧型電訪的詳細資料，請在適當的資料列中按一下「編輯」。  

如需有關「電訪資料編輯」頁面上欄位的資訊，請參閱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 

 若要編輯智慧型電訪明細行項目，請按一下「主題」資料欄中的連結，移至「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的適當區段

，然後按一下適當細項旁的「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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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刪除智慧型電訪明細行項目，請按一下「主題」資料欄中的連結，移至「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的適當區段

，然後按一下適當細項旁的「刪除」。 

 若要將細項新增至智慧型電訪，請按一下「主題」資料欄中的連結。  

如需有關將細項新增至智慧型電訪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後續的任務。 

 修訂的智慧型電訪範本可透過一般方式套用，並儲存為公用或私人範本，如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中的以下任務所述： 

 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 

 將電訪資訊儲存成範本 

4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頁面上，按一下「功能表」按鈕。  

下表說明您可以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頁面上，從「功能表」按鈕執行的任務。 

執行此工作 請遵循下列步驟 

批次指派工作簿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批次指派工作簿」

。完成指派記錄至工作簿 (頁數 321)中所說明的步驟。  

調整清單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調整清單」。完成

建立及調整清單中說明的步驟。 

儲存清單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儲存清單」。  

顯示清單篩選器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顯示清單篩選器」

。完成檢視清單頁面中所描述的步驟。 

管理清單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管理清單」。完成

管理清單頁面中所說明的必要任務步驟。 

建立新清單 在「管理智慧型電訪範本」標題列上，按一下「功能表」，然後選取「建立新清單」。完

成建立及調整清單中說明的步驟。  

以下程序描述如何將詳述產品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將詳述產品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1 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詳述產品」區段，然後按一下「新建」。 

附註：如果「詳述產品」區段未出現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請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編輯版面配置」將「
詳述產品」區段新增至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無法將該區段加入頁面版面配置，請與公司管理員聯絡。 

2 在「詳述產品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的資訊。 

如需有關「詳述產品編輯」頁面上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中的下列任務：將詳述產品資訊連結至電訪記錄。 

3 儲存記錄。 

視需要重複這些步驟，並將更多「詳述產品」細項新增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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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程序說明如何將已發送樣品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將已發送樣品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1 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已發送樣品」區段，然後按一下「新建」。 

附註：如果「已發送樣品」區段未出現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請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編輯版面配置」將

「已發送樣品」區段新增至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無法將該區段加入頁面版面配置，請與公司管理員聯絡。 

2 在「已發送樣品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的資訊。 

如需有關「已發送樣品編輯」頁面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中的以下任務：將已發送樣品資訊連結至電訪記錄。 

3 儲存記錄。 

視需要重複這些步驟，並將更多「已發送樣品」細項新增至智慧型電訪記錄。如需有關已發送樣品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銷售電訪

期間發送樣品。 

以下程序說明如何將促銷項目、教育項目或其他行銷項目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將促銷項目、教育項目或其他行銷項目連結至電訪記錄 

1 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促銷項目」區段，然後按一下「新建」。 

附註：如果「促銷項目」區段未出現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請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編輯版面配置」將「

促銷項目」區段新增至頁面版面配置。如果您無法將該區段加入頁面版面配置，請與公司管理員聯絡。 

2 在「已發送促銷項目編輯」頁面上，輸入所需的資訊。 

如需有關「已發送促銷項目編輯」頁面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追蹤顧客的拜訪 
(銷售電訪)中的以下任務：將促銷項目、教育項目或其他行銷項目連結至電訪記錄。 

3 儲存記錄。 

視需要重複這些步驟，並將更多「促銷項目」細項新增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以下程序說明如何將工作簿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將工作簿資訊連結至智慧型電訪記錄 

1 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向下捲動至「工作簿」區段，然後按一下「新建」。 

附註：如果「工作簿」區段未出現在「智慧型電訪詳細資料」頁面上，請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編輯版面配置」將「工

作簿」區段新增至頁面配置。如果您無法將該區段加入頁面版面配置，請與公司管理員聯絡。 

2 在「工作簿」頁面上，輸入所需資訊。  

如需有關「工作簿編輯」頁面上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工作簿欄位 (頁數 324)。 

3 儲存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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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需要重複這些步驟，並將更多「工作簿」明細行項目新增至智慧型拜訪記錄。 
 

設定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 
身為管理員，您可以在「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頁面上為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設定下列偏好設定： 

 生命科學偏好設定 

 產生電訪活動歷史記錄 

 允許提交未來的拜訪與樣品交易 

 定義樣品相關偏好設定： 

 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 

 啟用依銷售代表分配的產品選擇篩選 

 啟用聯絡人州執照驗證 

 啟用簽名驗證 

您可以按一下「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頁面上的「編輯」並儲存更新，或使用內嵌編輯更新個別偏好設定，藉此更新生命科學

相關偏好設定。 

在您開始之前：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製藥存取權」權限，才能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偏好設定。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相關偏好設定 

1 依序按一下「管理」、「其他生命科學相關」(在「生命科學管理」區段中) 
及「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瀏覽至「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管理頁面。 

2 視需要設定下列偏好設定： 

在「生命科學偏好設定」區段中： 

 產生電訪活動歷史記錄 

選取此設定以產生電訪活動的接洽歷史記錄資料，以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中使用及顯示。 

附註：只有您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的授權使用者時，才選擇此設定。 

 允許提交未來的拜訪與樣品交易 

選取此設定來允許使用者提交未來日期的拜訪與樣品交易。 

附註：只有您是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的授權使用者時，才選擇此設定。 

在「定義樣品相關偏好設定」區段中： 

 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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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有關設定此偏好設定的資訊，請參閱設定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上限 (頁數 
722)。 

 啟用依銷售代表分配的產品選擇篩選 

如需有關設定此偏好設定的資訊，請參閱根據銷售代表的分配記錄設定選擇清單篩選條件 (頁數 723)。 

 啟用聯絡人州執照驗證 

選取此選項可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製藥銷售代表提交要發送給醫師或其他醫療照護提供者的樣品時，檢查所有地址在美國的拜訪聯絡人州執照
的有效性。如果此設定已選取，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驗證下列項目： 

 在拜訪地址中指定的州別，會與在聯絡人州執照中指定的州別相同。 

 拜訪日期應在州執照的有效期限內，亦即州執照的到期日不能早於拜訪日期。如果聯絡人州執照中未指定日期，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假定州執照有效。 

這些驗證檢查只會套用到發送的產品樣品上，不會套用到如詳述產品或發送促銷項目等其他相關活動上，並會
套用到所有拜訪類型上：客戶拜訪、出席者拜訪及聯絡人拜訪。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判定州執照無效，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發出錯誤訊息並防止樣品發送。若要繼續發送樣品，代表必須將有效的州醫療執照新增至該拜訪中。 

 啟用簽名驗證 

選取此設定，可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銷售代表於拜訪客戶期間嘗試使用「拜訪詳細資料」頁面的「提交」按鈕發送任何產品樣品時，檢查簽名記
錄是否存在。如果沒有與此拜訪相關聯的簽名記錄，且「拜訪詳細資料」頁面上「可發送的樣品」或「樣品發

送」相關資訊區段中的「數量」值為正值，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在銷售代表提交拜訪時顯示錯誤訊息，並不再繼續處理拜訪。若要繼續處理拜訪，並允許代表發送產品樣品
，則代表必須先將聯絡人的簽名記錄新增至拜訪記錄，才能重新提交拜訪。  

 

設定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上限 
管理員可以設定可發送樣品給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的次數上限。此設定是在通用層級設定，並且套用至整個組織。請進行此

設定以確定下列項目： 

 此欄位中的銷售代表發送樣品給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的次數，將無法超過指定的次數上限。 

 聯絡人搬遷至不同州別時，在等候有效州執照的期間時可以發送樣本。通常，聯絡人搬遷至不同州別時，必須等候數天才能

收到有效執照。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可發送樣品給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的次數上限，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啟用基本樣品作業」權
限。 

設定可發送樣品給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的次數上限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2 在「生命科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其他生命科學相關」連結。 

3 在「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頁面中，按一下「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連結。 

4 在「可發送樣品給聯絡人的次數」欄位中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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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欄位的預設值是 -
1，表示未設定可發送樣品給沒有有效州別執照之聯絡人的次數上限，且對目前行為沒有影響。將此欄位中的值設為任
何負數，將會得到相同的結果。  

將此欄位中的值設為大於零的數字，表示您設定了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上限，並且會影響行為
，如下所示： 

 銷售代表可以發送樣品給等待有效州別執照的聯絡人 x 次，其中 x 是此欄位中的值，假設執照狀態無效或非 
Null，且執照未到期。 

附註：若要將樣品分配給聯絡人，聯絡人類型 (例如，內科醫師、藥師、從事醫護工作者、醫師) 
必須獲得授權才能收到與登錄樣本。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 (請參閱 
"授權聯絡人收到樣品" 頁數 724)。 

 如果聯絡人搬遷至不同州別，則可發送樣品給等待有效州別執照的聯絡人 x 次，其中 x 
是此欄位中的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聯絡人狀態授權欄位。  

相關主題 
如需樣品管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 (請參閱 "授權聯絡人收到樣品" 頁數 724) 

 樣品交易 

 管理樣品交易 

 樣品交易欄位 

 
 

根據銷售代表的分配記錄設定選擇清單篩選條件 
管理員可啟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項目的選擇清單篩選，如詳述產品、促銷項目、樣品發送、訊息計劃以及樣品要求。設定此篩選後，Oracle CRM On 
Demand 會篩選製藥銷售代表進行客戶電訪 (聯絡人電訪、客戶電訪或出席者電訪) 
期間顯示的下列選擇清單項目。視銷售代表的分配記錄而定，Oracle CRM On Demand 會對選擇清單項目套用篩選如下： 

 銷售代表可以詳述的產品 

 銷售代表可以發送的樣品 

 銷售代表可以發送的促銷項目 

 銷售代表可以為客戶要求的樣品 

如果未設定篩選，則 Oracle CRM On Demand 不會使用銷售代表的分配記錄來篩選這些選擇清單。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啟用選擇清單篩選，您的使用者角色必須包含「管理製藥存取權」與「管理公司」權限。 

根據銷售代表的分配記錄啟用選擇清單篩選條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通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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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生命科學管理」區段中，按一下「其他生命科學相關」連結。 

3 在「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頁面中，按一下「生命科學相關偏好設定」連結。 

4 選取「啟用依銷售代表分配的產品選擇篩選」。 

依預設，未選取此設定。 

相關主題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銷售電訪期間發送樣品 

 配置 

 連結詳述產品資訊至電訪 

 連結已發送樣品資訊至電訪 

 連結促銷項目資訊至電訪 

 連結樣品要求資訊至電訪 
 

授權聯絡人收到樣品 
銷售代表無法將樣品分配給任何聯絡人。他們只能將樣品分配給獲得授權能夠收到與登錄樣品的聯絡人。管理員透過指定可以發

送樣品的聯絡人類型，來控制這個功能。如果銷售代表嘗試將樣品分配給未獲授權接收與登錄樣品的聯絡人，則會顯示類似以下

的錯誤訊息：聯絡人無法發送品。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您必須先建立名稱為「可以發送樣品」的類型選擇清單欄位，值為「是」與「否」。 

授權聯絡人接收樣品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應用程式自訂」區段中按一下「應用程式自訂」。 

3 在「記錄類型設定」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連結。 

4 在「層疊選擇清單」區段中，按一下「聯絡人層疊選擇清單」連結。 

5 在「聯絡人層疊選擇清單」頁面上，按一下下列層疊選擇清單定義旁的「編輯」。 

上層選擇清單 相關選擇清單 

聯絡人類型 可以發送樣品 

6 前往「層疊選擇清單精靈」的步驟 2，對於您不要授權接收與登錄樣品的每個聯絡人，將「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 
(或上層選擇清單可用值) 設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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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根據預設，每個聯絡人的「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 (上層選擇清單可用值) 
設為「是」，表示預設所有聯絡人都可以發送樣品。 

例如在下表中，下列聯絡人獲得授權收到與登錄樣品：醫院主任、實驗室技術人員、從事醫護工作者、藥師及醫師。 

上層選擇清單可用值 相關選擇清單顯示值 

準客戶 否 

客戶 否 

合作夥伴 否 

醫院主任 是 

實驗室技術人員 是 

從事醫護工作者 是 

藥師 是 

醫師 是 

醫師調查員 否 

研究護理人員 否 

研究藥師 否 

研究實驗室技術人員 否 

如需層疊選擇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層疊選擇清單 (頁數 163)。 

相關主題 
如需樣品管理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設定沒有有效州執照之聯絡人可以發送樣品的次數上限 (頁數 722) 

 樣品交易 

 管理樣品交易 

 樣品交易欄位 
 

設定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本主題說明如何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使用工作流程功能來自動提交樣品交易進行處理。 

在您開始之前。請檢閱關於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頁數 727)中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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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1 決定樣品交易中有哪些欄位將用於工作流程規則上的條件中。 

例如，您可能會決定使用樣品交易記錄類型上核取方塊欄位中的設定作為準則，來決定是否應提交記錄。在工作流程規

則中，您可以指定若在記錄上已選取核取方塊時，工作流程應提交該記錄。您可以使用現有的核取方塊欄位，或者可能

會想要設定自訂核取方塊欄位並為其命名，如「註記提交需求」。如需有關設定自訂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記錄類型

應用程式自訂頁面 (頁數 87)上表格中有關「欄位管理」與「頁面版面配置管理」的區段。 

2 為「樣品交易」記錄類型設定所需的工作流程規則。 

您可以視需要設定許多工作流程規則。您可能會想要設定含有「儲存修改的記錄時」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以自動提交

修改過的樣品交易記錄。 

附註：在設定工作流程規則時，您也必須包含條件來檢查「狀態」欄位是否已設為進行中的值。此條件為必要項目，以
便在「提交」動作順利執行時，讓動作變更「樣品交易」記錄的「狀態」欄位 
(其為再次呼叫此工作流程的修改動作)。 

下列為最低規則條件的範例： 

[<bMark_for_Submit_ITAG>]="Y" AND [<TransactionStatus>]="進行中" AND 

ExcludeChannel("線上")  

在此範例中，「註記提交需求」為自訂欄位，而 ExcludeChannel 
則為選擇性條件，可讓您限制觸發範圍以使工作流程僅對匯入有效，而不是在使用 UI 
中的「提交電訪」按鈕時觸發。如果您在觸發此工作流程動作時收到任何錯誤，請參閱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

誤執行環境 (請參閱 "檢視工作流程錯誤監視器中的錯誤例項" 頁數 422)。 

如需有關設定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78)。 

3 在每個工作流程規則中，請指定待執行之工作流程動作必須符合的條件。 

例如，您可以指定若在記錄上已選取特定核取方塊欄位時，則必須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附註：如果您不要讓工作流程規則提交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或更新的記錄，則請在您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中設定必要限

制。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限制特定通路或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89) 

4 在您每個工作流程規則上建立所需的「提交」工作流程動作。 

如需有關「提交」工作流程動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動作 (頁數 369)中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Life Sciences Edition 工作流程動作的資訊。 

備註：在「提交」動作之前，必須先有具備非零等待值的「等待」動作。使用非零等待時會將工作流程動作轉譯為非同
步動作。若要追求整體應用程式效能則建議採用非同步動作，特別是如果您正在匯入與提交大量樣品交易記錄時。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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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樣品交易的自動提交 
您可以設定工作流程規則來自動提交樣品交易，因此您無須個別開啟每個記錄來提交樣品交易。如果您想要同時提交您透過 
Web 
服務或透過「匯入助理」所建立或更新的記錄集，使用工作流程規則來提交樣品交易記錄集便頗為實用。例如，當您將新存貨從

倉庫傳送給您的銷售代表，便可能會想要透過「匯入助理」建立大量類型為「轉出」的樣品交易，然後提交它們。 

您可以設定一個工作流程規則，讓其在每次樣品交易記錄更新時觸發，並在該規則上設定一個工作流程動作，讓其在記錄上的欄

位設為您於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所指定的值時，自動提交記錄。例如，您可以執行下列動作： 

1 匯入樣品交易記錄集。 

2 為步驟 1 中匯入的樣品交易來匯入交易項目記錄。 

3 當觸發欄位設為提交觸發值，例如「註記提交要求」設為 Y 時，重新匯入步驟 1 的樣品交易記錄集。 

附註：您必須先匯入所有對應的樣品交易項目，才能使用工作流程規則來提交樣品交易。 

如果您不要讓工作流程規則提交透過使用者介面建立或更新的記錄，則請在您工作流程規則的條件中設定必要限制。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限制特定通路或角色的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89) 

當您使用工作流程來提交匯入的記錄，會發生下列情況： 

 工作流程提交動作的任何錯誤並不會阻止樣品交易記錄的匯入、建立或更新作業。 

 對存貨盤點所做的變更會反映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isconnected Mobile Sales 應用程式中。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允許使用者將其 Oracle CRM On Demand 記錄與 Microsoft Outlook 
同步。在「管理首頁」的「桌面整合管理」區段中，您可以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連結以移至可讓您設定將此軟體分配給使用者的頁面。您可以執行下列動作： 

 驗證您的系統符合 Oracle CRM On Demand 的系統需求，再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管理可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使用者使用的自訂套件，請參閱管理自訂套件 (頁數 728)。 

 從 Oracle Software Delivery Cloud 下載檔案，這些檔案可讓您自訂與部署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應用程式。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的下載位置，請參閱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 (頁數 729)。 

如需有關安裝、設定及部署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Administration Guide。如需有關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Customization 指南。  

備註：除了完整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產品外，還可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Lite 
產品。如需有關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Lite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Administr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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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自訂套件 
所謂自訂套件是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關聯至特定角色的一組 XML 中繼資料檔案與 JavaScript 
檔案。中繼資料檔案會自訂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部署。例如，您可以執行下列自訂：新增或移除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所同步的欄位或變更自訂表單的版面配置。如需有關自訂套件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Administration Guide。  

備註：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Lite 不支援自訂套件。 

在「套件清單」頁面中，您可以新增自訂套件，以及複製、編輯並刪除現有套件。 

發佈自訂套件 
若要使自訂套件有效並可供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使用者使用，您必須發佈套件。 

套件記錄一旦發佈就會變成唯讀，而「狀態」欄位中的值則會從「未發佈」變更為「已發佈」。任何時刻只有一個自訂套件能對
用戶端版本有效。因此，如果您嘗試發佈套件的對象角色其開始日期與同一角色的現有自訂套件相重疊，即會出現錯誤訊息。不

過，具有特定角色的使用者可就不同用戶端版本發佈不同套件。 

如需變更套件內的中繼資料檔案，您必須取消發佈套件、附加更新的套件檔案以及發佈更新的套件。 

提示：由於具有指定角色的使用者在記錄狀態為「未發佈」時將無法下載套件檔案，因此建議您為目前有效的套件指定結束日期

，並在必須執行變更時建立新套件。此動作可確保套件永遠可供新使用者使用，同時達成更精確的版本控制與追蹤。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管理自訂套件，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 CRM Desktop 存取」權限。 

新增自訂套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區段中，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3 按一下「管理自訂套件」。 

4 在「套件清單」頁面上，按一下「新套件」按鈕。 

5 在「套件編輯」頁面上，填好下列欄位。 

欄位 備註 

套件名稱 輸入名稱。建議您根據使用者角色來為套件命名。  

使用者角色 選取與套件相關聯的角色。 

備註 輸入套件的備註。 

附件 按一下附件圖示，然後選取套件檔案。  

開始日期 如果需要的日期不是今天的日期，請為套件選取開始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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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 備註 

結束日期 必要時，為套件選取結束日期。發佈套件而未定義結束日期會被視

為永久有效。因此，您必須定義結束日期才能停用套件記錄並允許

為角色發佈新套件。 

用戶端版本 此套件支援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用戶端版本。 

6 按一下「儲存」。 

或者，您可以複製現有套件，然後依自己的需求變更詳細資料。 

發佈或取消發佈套件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區段中，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3 按一下「管理自訂套件」。 

4 在「套件清單」頁面上，按一下套件的名稱。 

5 視需要，按一下「發佈」按鈕或「取消發佈」按鈕。 

發佈套件時，「雜湊值」欄位中會產生一值。取消發佈套件時，則會清除「雜湊值」欄位。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 
在「安裝程式位置」畫面中，您可藉由輸入安裝程式 EXE 檔案的 URL，為一或多個版本指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32 位元或 64 位元安裝程式的下載位置。指定的 URL 可以是您網路上的任何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Administration Guide。 

在您開始之前。若要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您的角色必須包含「管理 CRM Desktop 
存取」權限。 

管理員必須先從 Oracle Software Delivery Cloud 取得這些安裝程式。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管理」全域連結。  

2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區段中，按一下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3 按一下「下載位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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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安裝程式位置」畫面中，執行下列動作： 

a 針對要設定下載位置的各個版本，在版本旁邊的 URL 欄位中輸入 EXE 檔案的 URL。 

b 按一下「儲存」。 

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後，一般使用者可藉由瀏覽至「我的設定」、「資料和整合工具」然後到可下載 EXE 檔案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頁面，來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頁數 730)。 

 
 

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頁面上，您可以按一下「下載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連結來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在您開始之前。檢查是否具備必要的軟硬體，以及執行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軟體，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網站 http://crmondemand.oracle.com/en/products/system-
requirements/index.html。如需有關安裝、設定及部署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資訊，請參閱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Administration Guide。 

若要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您的角色必須包含「啟用 CRM Desktop 存取」權限。 

備註：本主題中的步驟需要您的系統管理員已設定安裝程式位置。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安裝程式版本位置 (頁數 729)。 

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1 在任何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我的設定」全域連結。 

2 在「個人首頁」上，按一下「資料和整合工具」連結。 

3 在「資料和整合工具」頁面上，按一下「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連結。 

4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頁面上，選取安裝程式，然後按一下「下載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連結。 

5 在第二個「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頁面上閱讀詳細資訊，然後按一下「下載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連結。 

6 在此視窗中，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按一下「儲存」將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EXE 檔案複製到您的硬碟上，以便在離線時安裝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建議) 

 按一下「執行」以開始安裝。您必須保持網際網路連線，才能完成安裝。 

7 遵循指示完成安裝作業。 

http://crmondemand.oracle.com/en/products/system-requirements/index.html
http://crmondemand.oracle.com/en/products/system-requirement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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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Builder 
按一下主題即可查看有關 Oracle On Demand Expression Builder (Expression Builder) 及其用法的資訊：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資料類型 (頁數 737) 

 Expression Builder 運算子 (頁數 740)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 (頁數 785)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Oracle On Demand Expression Builder (Expression Builder) 
是使用運算式實作商務規則的工具。運算式是指一個或多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評估之運算子、函數、欄位和常值的有效組合。 

Expression Builder 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下列區域： 

 用於下列環境中的進階欄位管理：  

 在欄位上設定欄位驗證屬性 

 指定預設欄位值 

定義欄位層級驗證和預設欄位值時，公司管理員可以建立彈性運算式，以涵蓋各種不同的商務規則。如需有關欄位驗證

和預設值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欄位管理 (頁數 89)。 

 工作流程規則與工作流程動作。 

公司管理員可以從「工作流程」頁面，設定在更新、建立或刪除記錄時評估的工作流程規則。運算式是用來在規則上定

義條件以及由規則執行的動作。如需有關工作流程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請參閱 
"關於工作流程規則" 頁數 360)。 

附註： Expression Builder 
可在大部分情況下驗證運算式的語法。不過，其無法針對數學、邏輯或語意準確性來評估或驗證運算式。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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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資料類型 (頁數 737) 

 Expression Builder 運算子 (頁數 740)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 (頁數 785)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只要在文字方塊旁看見 fx 圖示，就可以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按一下圖示就會在新視窗中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備註：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建立運算式 

1 按一下 fx 圖示開啟 Expression Builder。 

2 在 Expression Builder 中，從清單選取欄位和函數，或是在運算式編輯器中輸入。 

您從清單中選取某個欄位時，與語言無關的欄位名稱就會貼入運算式編輯器。例如，您從「機會」欄位的清單中選取「

結案日期」欄位時，[{Primary Revenue Close Date}] 就會貼入運算式編輯器。  

備註：Expression Builder 
中顯示於「欄位」清單的欄位名稱即是欄位的顯示名稱。如果管理員變更某個欄位的顯示名稱，則「欄位」清單會顯示

該欄位的新顯示名稱。然而，您從清單中選取該欄位時，與語言無關的欄位名稱就會貼入運算式編輯器。 

欄位名稱前後的方括號表示系統將評估特定欄位的值並傳入其特定資料類型。如需有關選取欄位和欄位值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下表。 

3 視需要加入運算子和常值，藉以編輯運算式。 

附註：如果您想讓運算式判斷選擇清單欄位是否具有特定值，請勿在運算式中輸入該值。例如，請勿輸入 [{Type}] 
= "客戶"。請改為從清單中選取選擇清單欄位，然後按一下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顯示可接受的值」連結。您可以從顯示的值中選取想要用於運算式的值。此運算式看起來會類似下列運算式： 

[{Type}]=LookupValue("ACCOUNT_TYPE", "Customer") 

4 (選擇性) 按一下「檢查語法」，然後進行任何更正。 

5 儲存運算式。 

下表說明 Expression Builder。 

介面元素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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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元素 描述 

記錄類型欄位 提供運算式允許使用之欄位的內容特有選擇清單 
(根據內容記錄類型)。如果您的公司管理員已經重新命名某些欄位，「欄位」選

擇清單就會顯示新的欄位名稱。 

請注意下列重點： 

 如果您要建立工作流程規則，或是與工作流程規則相關的動作，此內容記錄

類型即為工作流程規則定義中指定的記錄類型。例如，如果您要針對服務要

求記錄的工作流程規則建立即將當做動作傳送的電子郵件本文，Expressio
n Builder 的內容記錄類型即為「服務要求」。 

 在「進階欄位管理」中，內容記錄類型即為正在建立運算式之欄位上層的記

錄類型。例如，在機會欄位定義欄位驗證時，Expression Builder 
的內容資料類型即為「機會」。 

顯示可接受的值 當您已經從「欄位」選擇清單中選取某個欄位時，請按一下「顯示可接受的值」
來顯示該欄位可接受的值。 

 如果選取的欄位是選擇清單欄位，「顯示可接受的值」就會顯示針對該選擇
清單所設定的所有選項。  

您一次只能選取一個選項。選取選項就會產生可用於運算式之 Lookup 
函數的定義。 

 如果選取的欄位不是選擇清單欄位，「顯示可接受的值」就會顯示一個視窗
，其中針對該欄位可保存的各種資料描述可接受的值。 

功能 提供可在運算式內部修改、擷取或處理資料之特殊函數的下拉式清單。如需可用

函數的清單，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的函數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運算式 顯示運算式的多行可編輯文字方塊。 

如需支援的運算式長度上限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您從選擇清單選取的欄位和函數會出現在運算式編輯器中。您也可以直接在運算

式編輯器中輸入運算式。 

運算式語法會固定顯示與語言不相關的欄位名稱(與語言無關的名稱不會隨著使

用者語言變更而改變)。 

語法指南 顯示 Expression Builder 線上說明中的 Oracle CRM On Demand 主題。 

範例運算式 在 Expression Builder 線上說明中顯示下列主題「Oracle CRM On Demand 
範例」。 

檢查語法 驗證您所建立的運算式語法。 

儲存 儲存運算式。 

取消 關閉 Expression Builder 視窗，但不儲存任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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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資料類型 (頁數 737) 

 Expression Builder 運算子 (頁數 740)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 (頁數 785) 
 

關於運算式 
運算式是指一個或多個 Oracle CRM On Demand 
可評估之運算子、函數、欄位和常值的有效組合。這個主題會提供有關下列運算式功能的資訊： 

 以運算式表示的欄位與欄位名稱格式 

 運算式長度 

 文字長度 

 條件運算式 

 驗證運算式 

 在運算式中使用相關的欄位 

運算式中的欄位與欄位名稱語法 
大多數用於某個記錄類型之欄位設定頁面的欄位，也可用於該記錄類型在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欄位清單，且可用於運算式。 

備註：「文字 (短 - 可遮罩)」欄位類型的自訂欄位則屬例外。您無法在 Expression Builder 的運算式中使用這些欄位。 

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欄位名稱，藉此將欄位加入至運算式時，欄位便會以下列語法輸入至運算式編輯器： 

[{FieldName}] 

運算式編輯器中所顯示的欄位名稱是與語言無關的欄位名稱，用來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內部識別欄位。雖然您也可以使用 [{FieldName}] 
語法直接在運算式編輯器中輸入欄位名稱，但建議您一律從欄位清單中選取欄位，以便在運算式中使用正確的欄位名稱。  

關於較早的版次中運算式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 
在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欄位後，欄位便會以下列語法輸入至運算式編輯器： 

[<Field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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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Expression Builder 所使用的欄位名稱 (與語言無關) 與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及更新版次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 (與語言無關) 不同。然而，任何運算式若使用 
[<FieldName>] 語法與對應的欄位名稱，且在較早的版次中有效，則在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次中便持續有效。如果您要的話，仍可以繼續使用 [<FieldName>] 語法直接在運算式編輯器中輸入舊的欄位名稱 
(與語言無關)。然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語法隨時保持正確。  

若 [{FieldName}] 語法用於新欄位名稱，而 [<FieldName>] 
語法用於舊欄位名稱，則運算式可混合使用新欄位名稱與舊欄位名稱。 

關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線上說明中的範例 
線上說明中顯示的部分運算式範例所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 (與語言無關)，是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您在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次中建立或更新運算式時，若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對應的欄位，運算式中的欄位名稱將會與線上說明範例中顯示的欄位名稱不同，且欄位會以新欄位語法顯示於

運算式編輯器中。 

運算式長度 
若是透過工作流程規則上「傳送電子郵件」動作設定的電子郵件訊息主體，支援的運算式長度上限為 2000 
個字元，包括空格。按下 Enter 鍵，就可以在電子郵件中插入換行。換行在文字方塊中會計算為兩個字元。 

在所有其他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的情況下，支援的運算式長度上限為 1024 個字元，包含空格。 

您還必須確認您要儲存運算式之欄位中的字元總數未超過該欄位的限制。在下列工作流程欄位中，函數和欄位名稱的前後會分別

加上三個百分比符號 (%%%)： 

 透過「傳送電子郵件」動作所設定電子郵件中的「主旨」和「訊息主體」欄位 

 透過「建立任務」動作所設定任務中的「主旨」和「說明」欄位 

百分比符號表示函數或欄位名稱將轉換成文字值。在儲存運算式的欄位中，每一個百分比符號會計算為一個字元。  

如果您直接在欄位中輸入函數或欄位名稱，則必須在名稱前後分別加上三個百分比符號。如果您使用Expression 
Builder來內嵌函數或欄位名稱，這些百分比符號會自動加入。 

例如，如果您在某個工作流程動作上，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將下列欄位名稱插入至電子郵件訊息主體： 

[{Name}] 

Expression Builder 會在工作流程動作上將下列內容 (共 14 個字元) 插入至電子郵件訊息主體： 

%%%[{Name}]%%% 

文字長度 
當您將字串或數值文字傳遞至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函數，文字不得包含超過 75 個字元，包含空格。如果文字超過 75 
個字元，則 Expression Builder 會將該文字視為語法錯誤。當您參考欄位名稱將字串傳遞至函數時，75 
個字元的限制不會套用至傳遞至文字之欄位中值的長度。  

當您建立運算式，以設定欄位的預設值，75 
個字元的限制會套用至任何傳遞至運算式中任一函數的字串或數值文字。此外，運算式結果中的字元數不得超過欄位中所允許的
最大字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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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運算式 
條件運算式是指透過應用程式評估時，永遠會傳回如 True 或 False 等布林值的運算式。  

備註：Yes、No、Y 和 N 不是布林值。如果您為函數 (例如 IIf (頁數 753) 函數) 指定 True 或 Fa se 做為傳回值，則 True 
和 False 會以字串傳回，而不是以布林值傳回。在條件運算式中使用不正確的布林值可能導致無法預期的行為發生。 

在下列任何內容中使用的運算式必須是條件運算式： 

 指定欄位驗證規則 

 在工作流程規則中指定條件 

 當做 IIf (頁數 753) 函數中的第一個參數 

驗證運算式 
驗證運算式是用來確保欄位中輸入的資料是有效的。驗證運算式必須是條件運算式。 

欄位的驗證運算式會每次欄位於全新或現有記錄上更新時，進行評估。不過，不會於下列情況下評估驗證運算式： 

 欄位會在建立或修改記錄時保留空白。欄位驗證不會強制要求值。  

 欄位具有預先存在的值 (可能有效或無效)，而該值在更新記錄時並未變更。 

如果驗證運算式沒有受到評估，或者如果驗證運算式評估為 NULL，則不會產生任何錯誤訊息。只有在驗證運算式失敗 
(亦即，運算式評估為 FALSE) 時，才會產生錯誤訊息。 

驗證運算式與其他運算式類型不同之處在於，它可以用條件運算子當做開頭。例如，如果「客戶名稱」是運算式所驗證的欄位，

此運算式的開頭就可以是： 

= 'Acme Hospital' 

雖然這個運算式的格式不完整，不過它將會通過語法檢查。因為如果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運算式的開頭找不到欄位名稱，它就會在運算式前面插入所驗證之欄位的名稱。您也可以依照下列方式輸入驗證運算式： 

[<AccountName>]= 'Acme Hospital'  

其中 [<AccountName>] 即為所驗證的欄位。 

除了所驗證的欄位以外，如果運算式需要評估其他欄位，其標準作法是針對所驗證的欄位執行運算式中的第一項比較。 

驗證運算式只會用於 Oracle CRM On Demand 進階欄位管理的「欄位驗證」文字方塊中。 

驗證運算式範例 
範例 1：某個業務程序要求機會的結案日期必須晚於機會的建立日期。 

若要實作這項程序，請針對「結案日期」欄位 (位於機會的「欄位設定」頁面中) 建立驗證運算式，如下所示： 

> [<CreatedDate>] 

或者，您也可以使用下列範例，不過請注意，所評估的欄位 (結案日期) 必須是運算式中的第一個欄位： 

[<CloseDate>] > [<CreatedDate>] 

如需有關建立及編輯欄位的資訊，請參閱建立及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範例 2：某個業務程序要求當機會的成功率為 40% 或以上時，機會的收益必須是非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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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業務規則表示同時相依於這兩個欄位，而且可以用下列方式重新陳述： 

對於機會而言，當成功率大於或等於 40 時，收益不得為零。反之，如果收益為零，成功率就不得大於或等於 40。 

欄位的驗證運算式會在建立記錄以及使用者每次更新欄位時進行評估。因為只要更新「成功率」欄位或「收益」欄位就可能會影

響這兩個欄位，所以您必須同時設有「成功率」欄位和「收益」欄位的驗證規則，才能正確實作此業務規則(如需有關建立和編

輯欄位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和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實作這則範例所需的步驟如下所示： 

1 針對「成功率」欄位設定下列驗證規則： 

< 40 OR ([<Probability>]>= 40 AND [<Revenue>]> 0) 

請注意，您不需要使用百分比符號 (%)。 

2 將類似下面的驗證錯誤訊息加入至「成功率」欄位： 

當成功率大於或等於 40% 時，收益就必須大於 0。 

3 針對「收益」欄位設定下列驗證規則： 

(> 0 AND [<Probability>]>= 40) OR [<Probability>]< 40 

4 將類似下面的驗證錯誤訊息加入至「收益」欄位： 

當成功率大於或等於 40% 時，收益就必須大於 0。 

在運算式中使用相關的欄位 
相關的欄位是聯結欄位，其值取決於外部索引鍵。當記錄類型的某欄位使用外部索引鍵參考其他記錄類型的欄位時，前者即稱為
聯結欄位 (Joined Field)。相關欄位的範例為「機會」記錄類型上的 AccountName 欄位。「機會」記錄類型上的 
AccountName 欄位是聯結欄位，其值取決於 AccountId 外部索引鍵欄位，該欄位參考「客戶」記錄類型。  

如果您的運算式必須決定相關欄位的值，則建議您使用 JoinFieldValue 函數，並且參考 ID 
欄位以取得欄位最近的值；亦即外部索引鍵欄位。否則，您的運算式結果可能不正確，運算式值結果可能無效。如需關於聯結欄
位與 JoinFieldValue 函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JoinFieldValue (頁數 757)。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資料類型 
這個主題說明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資料類型，以及在Expression Builder中的使用方式。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738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Oracle CRM On Demand 中的資料類型 
下表將顯示在運算式中使用 Oracle CRM On Demand 欄位時，系統所傳回的資料類型。若要取得欄位的值，請使用 
[{FieldName}] 語法或 [<FieldName>] 語法。 

Oracle 
CRM On 
Demand 
欄位類型 

運算式中的傳回類型 

整數 整數 

選擇清單 字串 

幣別 幣別 

ID 字串 

文字 字串 

核取方塊 布林。 

例如，您可以直接在預期條件的位置中使用 
[<Active>]。您也可以使用 FieldValue('<Active>') 
= 'Y'。 

日期 日期 

日期時間 日期時間 

數字 數字 

資料類型算數 
當陳述式參考的欄位值超過一個以上，且這些欄位的資料類型都不同時，則資料類型的順序會對計算作業造成影響。當運算子 
(指數運算子除外) 
套用至兩個不同資料類型的運算元時，在進行運算作業評估之前，位於運算子右方的運算元會被轉換為位於運算子左方的運算元

所屬的資料類型。例如，如果 CloseDate 是 2007 年 2 月 9 日時，下列運算式： 

PRE('<CloseDate>') + 30 

會評估為 02/09/200730。因此，下列條件： 

[<CloseDate>] > PRE('<CloseDate>') + 30  

在語法上有效，不過其意義卻無效。此條件的正確撰寫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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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Date>] - 30 > PRE('<CloseDate>').  

附註：當您使用指數運算子時，運算子右側的運算元就不會轉換成左側運算元的資料類型。 

下表將使用範例值顯示各種算數運算的可能結果。 

欄位 資料類型 範例值 

數量 整數 5 

項目價格 幣別 2.25 

 

計算 

 

結果 

值 資料類型 

[<Item Price>] + 
[<Quantity>] 

7.25 幣別 

[<Quantity>] + [<Item 
Price>] 

7 整數 

[<Item Price>] - [<Quantity>] (2.75) 

附註：若為幣別欄位，

括號就表示此值為負數
。 

幣別 

[<Quantity>] - [<Item Price>] 3 整數 

[<Item Price>] * 
[<Quantity>] 

11.25 幣別 

[<Quantity>] * [<Item 
Price>] 

10 整數 

[<Item Price>] / [<Quantity>] 0.45 幣別 

[<Quantity>] / [<Item Price>] 2.50 幣別 

當您使用指數運算子時，運算子右側的運算元就不會轉換成左側運算元的資料類型。 

在這則範例 (其中「數量」是值為 5 的整數欄位，而「項目價格」是值為 2.25 的幣別欄位) 
中，如果運算子右側的運算元轉換成左側運算元的資料類型，「數量 ^ 項目價格」的預期值即為 
25，而且預期的資料類型是整數。不過，結果顯示在下表中。 

計算 

 

結果 

值 資料類型 

[<Item Price>] ^ 
[<Quantity>] 

57.67 幣別 

[<Quantity>] ^ [<Item 37.38 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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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 

 

結果 

值 資料類型 

Price>] 

 

Expression Builder中也支援負號運算子 (減號 [-])。例如： 

計算 

 

結果 

值 資料類型 

-1 * [<ItemPrice>] (2.25) 幣別 

 

如果您將數字轉換成字串，計算就無法正確運作。例如： 

計算 

 

結果 描述 

 值 資料類型 

1234 + abcd 1234  數字 字串 "abcd" 會評估為數字 0，然後與 1234 相加。 

abcd + 1234 abcd1234 字串 數字 1234 會評估為字串 "1234"，然後附加至字串 "abcd"。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運算子 
這個主題將描述您可以用於Expression Builder中的運算子，以及這些運算子的評估順序。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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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數運算子 
下表將描述每個算數運算子的目的，並且提供使用方式的範例。 

運算子 目的 範例 

+ 新增 [<Record Number>] + 1 

- 減 [<Record Number>] - 1 

- 負號 [<Revenue>] < -100 

* 乘 [<Subtotal>] * 0.0625 

/ 除 [<Total Items>] / [<Total 
Orders>] 

^ 指數 [<Grid Height>] ^ 2 

邏輯運算子 
下列真實性表格將顯示Expression Builder中邏輯運算子所產生的可能結果。 

邏輯運算子 第一個運算

元 
第二個運算

元 
結果 

NOT 

 

TRUE  FALSE 

FALSE  TRUE 

NULL  NULL 

AND 

 

TRUE TRU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TRUE FALSE 

TRUE NULL NULL 

FALSE NULL FALSE 

NULL TRUE NULL 

NULL FALSE FALSE 

NULL NULL NULL 

OR 

 

TRUE TRUE TRUE 

FALSE FALSE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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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運算子 第一個運算

元 
第二個運算

元 
結果 

TRUE FALSE TRUE 

FALSE TRUE TRUE 

TRUE NULL TRUE 

FALSE NULL NULL 

NULL TRUE TRUE 

NULL FALSE NULL 

NULL NULL NULL 

比較運算子 
下表將描述每個比較運算子的目的，並且提供使用方式的範例。 

運算子 目的 範例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等於第

二個運算元。 
[<Last Name>] = "Smith" 

<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不等於

第二個運算元。 
[<Role>] <> "End-User"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大於第

二個運算元。 
[<Revenue>] > 5000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小於第

二個運算元。 
[<Probability>] < .7 

>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大於或

等於第二個運算元。 
[<Revenue>] >= 5000 

< =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是否小於或

等於第二個運算元。 
[<Probability>] <= .7 

LIKE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的值是否符
合指定的字串。 

[<Last Name>] LIKE 
"Smith" 

提示：您可以使用星號 (*) 
和問號 (?) 
模式相符特殊字元搭配 LIKE 
運算子。 

NOT LIKE 測試第一個運算元的值是否不
符合指定的字串。 

[<Last Name>] NOT LIKE 
"Smith"  

或 

NOT ([<Last Name>]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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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 目的 範例 

"Smith")  

附註：第二個範例中的括號是

必要的。 

提示：您可以使用星號 (*) 
和問號 (?) 
模式相符特殊字元搭配 NOT 
LIKE 運算子。 

IS NULL 測試運算元是否為 Null。 [<Last Name>] IS NULL  

IS NOT 
NULL 

測試運算元是否非 Null。 [<Last Name>] IS NOT 
NULL  

模式相符特殊字元 
下表將描述模式相符特殊字元。這些特殊字元可以搭配 LIKE 和 NOT LIKE 比較運算子使用。 

字元 目的 範例 

* 零或多個字元 [<Last Name>] LIKE "Sm*" 會傳回 [<Last Name>] 值以 Sm 
字元為開頭的所有記錄，例如 Smith、Smythe 和 Smart。 

[<Last Name>] LIKE "*om*" 會傳回 [<Last Name>] 欄位包含 
om 字元的所有記錄，例如 Thomas、Thompson 和 Tomlin。 

? 一個字元 [<First Name>] NOT LIKE "Da?" 會傳回 [<First Name>] 
值為三個字元長而且並未以 Da 
字母為開頭的所有記錄。系統會傳回含有 Ted、Tom 和 Sam 
的記錄，但不會傳回含有 Dax 和 Dan 的記錄。 

NOT ([<First Name>] LIKE "?o?") 會傳回 [<First Name>] 
值為三個字元長而且中間字元沒有 o 的所有記錄。系統會傳回含有 Ted 
和 Sam 的記錄，但不會傳回含有 Tom 和 Bob 的記錄。 

串連運算子 
在電子郵件中，+ (加號) 運算子是用來串連欄位值與文字。 

運算子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是指 Oracle CRM On Demand 在單一運算式內部評估各種運算子的順序。適用規則如下： 

 優先順序較高的運算子會在優先順序較低的運算子之前評估。 

 優先順序相等的運算子會由左至右評估。 

 等級數字越低表示優先順序越高。 

 括號的使用方式會影響運算式內部的優先順序。括號內的運算式會在括號外的運算式之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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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將列出優先順序的等級。 

等級 運算子 

1 ( ) 

2 - (負數) 

3 ^ (指數) 

4 * (乘法)、/ (除法) 

5 + (加法)、- (減法)、NOT 邏輯運算子 

6 AND 邏輯運算子 

7 OR 邏輯運算子 

8 =、<>、>、<、>=、<= 比較運算子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下表列出您可以在 Expression Builder 中使用的函數，請按一下函數的名稱，即可查看有關函數的詳細資訊。 

布林函數 日期和時間函

數 
字串函數 使用者函數 資料函數 數學函數 

IfNull (頁數 
752) 

Duration 
(頁數 746) 

FieldValue 
(頁數 749) 

Locale (頁數 765) ExcludeChannel 
(頁數 748) 

LN (頁數 
764) 

IIf (頁數 
753) 

JulianDay 
(頁數 759) 

FindNoneO
f (頁數 
750) 

LocaleListSeparator 
(頁數 766) 

GetGroupId (頁數 
752) 

 

IsValidRow
Id (頁數 
756) 

JulianMonth 
(頁數 759) 

FindOneOf 
(頁數 751) 

OrganizationName 
(頁數 770) 

JoinFieldValue 
(頁數 757) 

 

 JulianQtr 
(頁數 760) 

InStr (頁數 
754) 

UserValue (頁數 
780) 

LookupName 
(頁數 766) 

 

 JulianWeek 
(頁數 761) 

Left (頁數 
762) 

 LookupValue (頁數 
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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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函數 日期和時間函

數 
字串函數 使用者函數 資料函數 數學函數 

 JulianYear 
(頁數 762) 

Len (頁數 
763) 

 PRE (頁數 771)  

 Timestamp 
(頁數 775) 

Lower (頁數 
768) 

 RowIdToRowNum 
(頁數 774) 

 

 Today (頁數 
778) 

Mid (頁數 
769) 

 RowNum (頁數 
775) 

 

 UtcConvert 
(頁數 784) 

Right (頁數 
773) 

   

  ToChar 
(頁數 776) 

   

  Upper (頁數 
779) 

   

請注意下列關於其他函數的資訊： 

 運算式產生器中「函數」欄位的下拉式清單中所列出的一些函數僅供內部使用，請勿在運算式中使用下列函數： 

 GetParentId 

 IsManagerPosition 

 Lookup 

 LookupMessage 

 LOVLanguage 

 PositionId 

 PositionName 

 建議您使用 UserValue (頁數 780) 函數，不要使用下表中列出的函數。這些函數將會過時。 

函數 建議的替代函數 

別名 UserValue('<Alias>') 

幣別 UserValue('<CurrencyCode>') 

DivisionName UserValue('<Division>') 

FirstName UserValue('<FirstName>') 

JobTitle UserValue('<JobTitle>') 

語言 UserValue('<LanguageCode>') 

LanguageName UserValue('<Language>') 

LastName UserValue('<Last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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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 建議的替代函數 

LocalCurrency UserValue('<CurrencyCode>') 

LocaleName UserValue('<Locale>') 

LoginId UserValue('<UserId>') 

LoginName UserValue('<UserSignInId>')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Duration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Duration 函數會傳回數字，以天數或一部分天數來表示期間 (如期間引數所示)。 

語法 
Duration(period) 

結果類型 
數字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期間 指定要傳回的期間。值可以是字串常值，格式為 
PnYnMnDTnHnM，或者是評估為字串的運算式，格式為 
PnYnMnDTnHnM。 

在 PnYnMnDTnHnM 字串中： 

 P 是期間指示器 

 nY 指定年數 

 nM 指定月數 

 nD 指定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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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描述 

 T 可分隔日期和時間的指定。 

 nH 指定時數 

 nM 指定分鐘數 

例如，假設您要指定 50 
個月的期間。您可以指定期間為字串常值，例如，P4Y2M 或 
P50M。或者，如果您要指定依欄位值變動的期間，則您可以在引數的運算
式中使用該欄位。  

在下列範例中，「延期期間」是設定來儲存期間值 (月) 
的自訂欄位。「延期期間」欄位中的值是用來計算期間： 

Duration('P'+ FieldValue([{nDeferral_Period}])+'M') 

因此，如果「延期期間」欄位中的值是 12，則運算式會評估為 
P12M，此為引數的有效字串。如果「延期期間」欄位中的值是 
50，則運算式會評估為 P50M，此亦為有效字串。 

您可以在字串常值中指定任何的年、月、日、小時或分鐘數。同樣地，如

果引數包含運算式，則運算式可傳回的數目沒有限制。 

下列考量適用於期間引數： 

 請勿對正值指定加號 (+)。 

 您可以指定負值持續時間如下 -Duration(Period) 或 Duration(-period)。 

 不支援指定秒數。 

 如果年數、月數、天數、小時數或分鐘數為零，您可以省略該數字及其對應的指定項。 

 如果期間中沒有任何時間元件，則期間中不可以包含 T 指示項。 

 指示項 P 在期間中必須永遠存在。 

範例 
以下是有效的 Duration 函數範例： 

Duration('P0Y1M1DT2H5M') 

Duration('P0Y0DT1H') 

Duration('P1D') 

Duration('P0Y0M0DT0H0M') 

Duration('P0DT1M') 

Duration('P24M') 

Duration('P500D') 

Duration('P'+ FieldValue([{nDeferral_Period}])+'M')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748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Duration(‘PT1000H3M’) 

Duration(‘-P1Y200M’)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cludeChannel 
如果指定的通路名稱是要求來源的通路，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ExcludeChannel 函數會傳回 FALSE。 

語法 
ExcludeChannel(channel name) 

結果類型 
布林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通路名稱 要排除的通路名稱 

下表說明用於通路名稱引數的有效字串。字串會區分大小寫。 

通路名稱字串 描述 

Import 此通路字串排除透過匯入功能與透過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執行的更新。 

Online 此通路字串排除使用者互動透過瀏覽器視窗執行的更新。 

Mass Update 此通路字串排除透過清單頁面上「整批更新」選項執行的

更新。 

Record Merge 此通路字串排除透過合併記錄執行的更新。 

Web Services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Web Services 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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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名稱字串 描述 

Office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Integration for Office 的更新。 

OEI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Oracle Outlook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與 Oracle Notes Email 
Integration On Demand 的更新。 

Desktop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Desktop 的更新。 

Rest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REST API 呼叫的更新。 

Mobile 此通路字串排除來自 Oracle CRM On Demand 
Connected Mobile Sales 的更新。 

範例 
下列範例會阻止由 Web 服務要求觸發程序： 

ExcludeChannel("Web Services") 

下列範例會阻止由匯入作業或 Oracle Data Loader On Demand 觸發程序： 

ExcludeChannel("Import")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FieldValue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FieldValue 函數會將欄位值傳回為字串。 

語法 
FieldValue('<field_name>') 

結果類型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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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field_name 對應於已選好欄位的有效 XML 名稱或自訂的整合標籤。 

整合標記會顯示於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的「整合標記 Web 
Services 2.0 版」資料欄。 

範例 
請看下列範例： 

FieldValue('<CreatedDate>') 

此範例會將「建立日期」欄位的值傳回為字串。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FindNoneOf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FindNoneOf 函數會傳回第一個引數 (string1) 中第一個執行個體的位置，它與第二個引數 
(string2) 中的任何字元都不相符。 

語法 
FindNoneOf(string1, string2)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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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說明 

string1 要搜尋的字串、文字欄位或字串運算式。 

string2 要比對的字串、文字欄位或字串運算式。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4： 

FindNoneOf ("abcdef", "abc")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FindOneOf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FindNoneOf 函數會傳回第二個引數 (string2) 中字元的第一個引數 (string1) 
中第一個執行個體的位置。 

語法 
FindOneOf(string1, string2)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string1 要搜尋的字串、文字欄位或字串運算式。 

string2 要比對的字串、文字欄位或字串運算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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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3： 

FindOneOf ("abcdef", "xyzc")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GetGroupId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GetGroupId 函數會傳回 Oracle CRM On Demand 共用行事曆群組。 

語法 
GetGroupId() 

結果類型 
字串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IfNull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IfNull 函數會從傳遞給函數的第一個引數傳回值，如果第一個引數傳回 
NULL，則傳回第二個引數的值。 

語法 
IfNull(expr1, exp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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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即使第一個引數為 NULL，IfNull 
函數的結果類型也是其第一個引數的類型，第二個引數會先轉換成第一個引數的類型，才能傳回它的值。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expr1 欄位名稱或運算式。 

expr2 expr1 是 NULL 時，所傳回的欄位名稱或運算式。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IIf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IIf 函數會根據條件運算式的評估，傳回兩個參數的其中一個。IIf 是 Immediate If 的縮寫。 

語法 
IIf(expr, result_if_true, result_if_false) 

替代語法 
IIf(expr, expr_if_true, expr_if_false)  

混合語法 
IIf(expr, result_if_true, expr_if_false) 

IIf(expr, expr_if_true, result_if_false) 

結果類型 
IIf() 函數的結果類型一定都是其第一個引數的類型。如果運算式評估為 
FALSE，第二個引數會先轉換為第一個引數的類型，再傳回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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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expr 要進行評估的條件運算式。 

result_if_true 如果條件運算式評估為 true 時的傳回值。 

result_if_false 如果條件運算式評估為 false 時的傳回值。 

expr_if_true 如果條件運算式評估為 true 時要評估的運算式。 

expr_if_false 如果條件運算式評估為 false 時要評估的運算式。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下列是 IIf 函數 中混合語法的範例：  

商務程序要求客戶詳細資料頁面上的「地區」欄位是要在「帳單地址州」欄位變更時更新，如下所示： 

如果「帳單地址州」欄位變更為「OK」或 
「TX」時，地區欄位要更新為「中央」。如果「帳單地址州」欄位變更為「CA」，「地區」欄位要更新為「西部」。對於其他

所有州，「地區」欄位要更新為「東部」。 

IIf([<PrimaryBillToState>]='OK' OR [<PrimaryBillToState>]='TX', 'Central', 

IIf([<PrimaryBillToState>]='CA', 'West', 'East'))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InStr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InStr 函數會傳回某個字串在另一個字串中，第一次出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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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Instr(string1, string2, start, end)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1 指定要搜尋的字串，其值可以是字串常值、或欄位名稱，或傳回
字串的運算式。 

string2 指定要搜尋的字串，其值可以是字串常值、或欄位名稱，或傳回
字串的運算式。 

附註：搜尋字串需區分大小寫。 

start (選擇性) 指定 string1 中開始點的整數。 

end (選擇性) 指定 string1 中結束點的整數。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9： 

InStr('john.doe@company.com','@') 

下列範例顯示 InStr 函數在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的使用方式。在工作流程規則條件中，InStr 
函數是用來決定指定字串是否顯示在記錄的欄位中。如果欄位中找到字串，則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指定的動作。在此範例中，

InStr 函數會決定記錄中的「主旨」欄位是否包含此字 REVIEW。只有在「主旨」欄位包含此大寫字 REVIEW 
時，才會執行工作流程規則上的動作。 

InStr([<Subject>], 'REVIEW') > 0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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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IsValidRowId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IsValidRowId 函數會查詢指定記錄類型的記錄，以判斷特定資料列 ID 是否存在，並傳回布林值 
(TRUE 或 FALSE)。如果資料列 ID 已存在，但記錄標示為刪除，則 IsValidRowId 函數會傳回 FALSE。 

語法 
IsValidRowId(record_type, 'row_id') 

結果類型 
布林 (TRUE 或 FALSE)。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record_type 與語言無關的記錄類型名稱。(與語言無關的名稱 
不會隨著使用者語言變更而改變)。 

這個引數必須以欄位字串識別碼括住，例如： 

'<Contact>' 

row_id 傳回英數字元列 ID 的字串常值、欄位名稱或運算式。 

範例 
下列範例會判斷聯絡人記錄上「資料列 ID」欄位中的值，是否為聯絡人記錄的有效資料列 ID： 

IsValidRowId('<Contact>', [{Id}]) 

下列範例會判斷值 12-Y09KG 是否為客戶記錄的有效資料列 ID： 

IsValidRowId('<Account>', '12-Y09KG')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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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oinFieldValue 
記錄類型可以透過外部索引鍵來參考其他記錄類型。當記錄類型的某欄位使用外部索引鍵參考其他記錄類型的欄位時，前者即稱

為聯結欄位 (Joined Field)。例如，大部分記錄類型的 OwnerId 
欄位就是外部索引鍵，用以參考「使用者」記錄類型。而多數記錄的「負責人」欄位則是聯結欄位，以使用 OwnerId 
外部索引鍵來參考「使用者」記錄類型的「別名」欄位。 

在 Expression Builder 中，JoinFieldValue 
函數若已指定參考記錄類型和相關外部索引鍵欄位，此函數將傳回聯結欄位的值。JoinFieldValue 
函數也能擷取參考記錄類型未直接聯結至參考方物件的其他欄位，讓您可透過相關記錄類型來查閱多種記錄類型的欄位。 

如果參考記錄類型的 ID 欄位在您設定工作流程規則的記錄類型呈現為外部索引鍵，則您可以使用 JoinFieldValue 
函數來擷取參考記錄類型的欄位值。 

此外，您可以使用所有記錄類型都可使用的下列外部索引鍵欄位，來擷取「使用者」記錄類型的欄位值： 

 CreatedById 

 ModifiedById 

附註： JoinFieldValue 
函數無法傳回「活動」記錄類型的下列欄位值：支付交易數、詳述產品數量、促銷項目發送數量及樣品發送數量。此限制是因 
Oracle CRM On Demand 計算這些欄位值的方式所致。 

語法 
JoinFieldValue (ref_record_type, foreign_key, field_name) 

結果類型 
字串。 

如果發生錯誤或所要求的欄位值是空的，將傳回長度為零的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ref_record_type 與語言無關的參考記錄類型名稱(與語言無關的名稱 
不會隨著使用者語言變更而改變)。 

這個引數必須以欄位字串識別碼括住，例如： 

'<Account>' 

foreign_key 常值或運算式，傳回參考記錄類型 (由 ref_record_type 
引數指定) 的有效資料列 ID。如果資料列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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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描述 

無效，函數將傳回長度為零的字串。直接欄位參考必須以欄位識

別碼括住，例如： 

[<AccountId>] 

field_name 參考記錄類型 (由 ref_record_type 引數指定) 
與語言無關的欄位名稱。如果參考記錄類型沒有該欄位，將會傳

回錯誤。欄位名稱必須以欄位字串識別碼括住，例如： 

'<Type>'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範例 1：商務程序需要依賴工作流程規則，在記錄的負責人變更時查閱新負責人的名稱。當記錄的負責人變更時，記錄只會更新 
OwnerId 外部索引鍵欄位。因此，工作流程規則使用下列條件將無法查閱記錄的新負責人： 

PRE('<Owner>') <> [<Owner>] 

不過，藉由使用下列條件，工作流程規則便能查閱記錄的新負責人： 

PRE('<Owner>') <> JoinFieldValue('<User>',[<OwnerId>],'<Alias>')  

範例 2：使用下列運算式，可取得記錄原先負責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JoinFieldValue('<User>',PRE('<OwnerId>'),'<EMailAddr>') 

範例 3：使用下列運算式，可取得記錄目前負責人的電子郵件地址： 

JoinFieldValue('<User>',[<OwnerId>],'<EMailAddr>') 

範例 
4：商務程序需要傳送服務要求電子郵件給聯絡人。在送出電子郵件之前，將由工作流程規則檢查該聯絡人是否同意接收電子郵
件。此一工作流程規則 (基於服務要求記錄類型) 具有下列條件： 

JoinFieldValue('<Contact>',[<ContactId>],'<NeverEmail>')<> 'Y' 

範例 5：使用下列運算式，可取得服務要求的主要客戶銷售地區： 

JoinFieldValue('<Territory>', JoinFieldValue('<Account>', [<AccountId>], 

'<TerritoryId>'),'<TerritoryName>')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Expression Builder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759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ulianDay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JulianDay 函數會傳回從國際標準時間西元前 4713 年 1 月 1 日中午算起的天數。 

語法 
JulianDay(date)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日期 傳回日期資料類型的欄位名稱。 

若要傳回今天的日期值，請使用下列語法： 

JulianDay(Today())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ulianMonth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JulianMonth 函數會傳回整數，其值等於： 

JulianYear * 12 + current_month 

其中 JulianYear 是由 JulianYear (頁數 762) 函數傳回的年份，current_month 是 1-12 的整數，1 月即為 1。 

語法 
JulianMonth(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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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日期 傳回日期資料類型的欄位名稱。 

若要傳回今天的日期值，請使用下列語法： 

JulianMonth(Today())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ulianQtr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JulianQtr 函數會傳回整數，其值等於： 

JulianYear * 4 + current_quarter 

其中 JulianYear 是由 JulianYear (頁數 762) 函數傳回的年份，而 current_quarter 是： 

(current_month - 1) / 3 + 1 

捨入為下一個整數。  

語法 
JulianQtr(date)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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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說明 

日期 傳回日期資料類型的欄位名稱。 

若要傳回今天的日期值，請使用下列語法： 

JulianQtr(Today())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ulianWeek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JulianWeek 函數會傳回整數，其值等於： 

JulianDay / 7 

捨入為下一個整數，其中 JulianDay 是由 JulianDay (頁數 759) 函數傳回的天數。 

語法 
JulianWeek(date)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日期 傳回日期資料類型的欄位名稱。 

若要傳回今天的日期值，請使用下列語法： 

JulianWeek(Today())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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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JulianYear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JulianYear 函數會傳回整數，其值等於： 

current_year + 4713 

語法 
JulianYear(date) 

結果類型 
整數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日期 傳回日期資料類型的欄位名稱。 

若要傳回今天的日期值，請使用下列語法： 

JulianYear(Today())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eft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eft 函數會傳回從字串左邊算起指定數目的字元。 

語法 
Left(string, l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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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傳回其最左邊字元的字串。如果字串包含 Null，就會傳回 
Null。 

length 代表所要傳回字元數的整數，如果此引數為 0 
(零)，就傳回空白字串；如果此引數大於或等於字串中的字元數

，就會傳回整個字串。 

範例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是 john.doe@oracle.com，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john： 

Left(UserValue('<EMailAddr>'), 4)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en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en 函數會傳回指定字串中的字元數。 

語法 
Len(string) 

結果類型 
整數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764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要計算字元的欄位名稱或字串運算式。如果字串是空白，就會傳

回 0 (零)；如果字串包含 Null，就會傳回 Null。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8： 

 Len("Oracle Corporation")  

如果欄位包含有效的時間印記，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9： 

Len([<CreatedDate>])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9： 

Len(Timestamp()) returns 19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N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N 函數會傳回已傳入引數中數字的自然對數。 

語法 
LN(n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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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數字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數字 要傳回自然對數的數字。 

範例 
請看下列範例：  

LN(10) 

此範例會傳回值 2.30。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ocale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ocale 函數會傳回登入使用者的地區設定代碼 (例如，ENU)。 

語法 
Locale() 

結果類型 
字串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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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ocaleListSeparator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ocaleListSeparator 函數會傳回目前地區設定的清單分隔字元，例如，逗號 (,)。 

語法 
LocaleListSeparator() 

結果類型 
字串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ookupName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LookupName 函數會找出「值清單」表格中的列，其中下列所有項目都是 true： 

 TYPE 欄位與 type 引數相符。 

 CODE 欄位與 lang_ind_code 引數相符。 

 LANG_ID 欄位與目前有效語言的語言代碼相符。 

這個函數會傳回所指定「值清單」中顯示值的未翻譯值 (與語言無關的代碼)。 

提示：指定 LookupName 
函數的參數時，請按一下「顯示可接受的值」以顯示您在「欄位」清單中所選取欄位的可接受值(如果欄位是選擇清單欄位，「

顯示可接受的值」會顯示為該選擇清單所設定的全部選項；如果欄位不是選擇清單欄位，則「顯示可接受的值」會開啟視窗，其
中說明欄位中可保存之各種不同資料的可接受值)。 

語法 
LookupName(type, lang_ind_code) 

結果類型 
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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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type 要搜尋的資料列類型。 

lang_ind_code 顯示值。 

範例 
如果 CALIFORNIA 是顯示值，而 CALIF 是與語言無關的代碼，則下列兩個範例都會傳回值 CALIF： 

LookupName('STATE_ABBREV', 'CALIFORNIA')  

LookupName('STATE_ABBREV', 'CALIF')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ookupValue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LookupValue 函數會傳回指定的選擇清單值，此值會翻譯成目前有效的語言。 

選擇清單值是儲存於「值清單」表中。LookupValue 函數會傳回下列項目全部為 true 之資料列的 VAL 欄中的值： 

 TYPE 資料欄與 type 引數相符。 

 CODE 資料欄與 lang_ind_code 引數相符。 

 LANG_ID 資料欄與目前有效語言的語言代碼相符。 

LookupValue 函數可以讓 Oracle CRM On Demand 評估包含跨地區設定而一致的選擇清單值之運算式。例如，英文值 
White 的評估方式與法文值 Blanc 相同。 

提示：為 LookupValue 
函數指定參數時，請按一下「顯示可接受的值」，以便顯示您在「欄位」清單中所選取欄位的可接受值 
(如果欄位是選擇清單欄位，則「顯示可接受的值」會顯示為該選擇清單設定的所有選項；如果欄位不是選擇清單欄位，則「顯
示可接受的值」會開啟描述該欄位可以保存的不同資料可接受的值)。 

附註：商機記錄中的「銷售階段」欄位不是真正的選擇清單欄位。LookupValue 函數在此欄位中無法運作。 

語法 
LookupValue (type, lang_ind_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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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type 要搜尋的資料列類型。 

lang_ind_code 值清單中未翻譯的值。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Lower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Lower 
函數會將指定字串中的所有字母轉換為小寫。如果字串中有不是字母的字元，則不會受到此函數影響。 

語法 
Lower(string)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指定要轉換的字串。其值可以是字串常值、或欄位名稱，或傳回
字串的運算式。如果值是字串常值，則必須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
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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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如果聯絡人記錄上的「名字」欄位包含值 Amanda，則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amanda： 

Lower([{First Name}]) 

下列範例皆會傳回值 account123： 

Lower('Account123') 

Lower("Account123")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Mid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Mid 函數會從字串傳回指定的字元數。 

提示：若要判斷字串中的字元數，請使用 Len (頁數 763) 函數。 

語法 
Mid(string, start, length)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傳回字元的欄位名稱或字串運算式。如果字串包含 
Null，就會傳回空白字串。 

start 欄位名稱或運算式，指出長度計數開始的字串中字元位置。如果 
start 引數的值大於字串中的字元數，Mid 
函數會傳回空白字串。 

length 選擇性。指定要傳回字元數的欄位名稱或運算式。如果不使用這

個引數，或指定的長度大於可傳回的字元數，就會傳回從開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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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描述 

置到字串結尾的所有字元數。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七個字元 (Builder)，從字串中的第十二個字元開始： 

Mid("Expression Builder is easy!!", 12, 7) 

下列範例會傳回七個字元，從包含文字的文字欄位之第十二個字元開始：Expression Builder is easy!! 

Mid('<TextFieldName>',12, 7) 

或 

Mid([<TextFieldName>],12, 7) 

下列範例會從電子郵件地址擷取網域名稱： 

Mid([<CreatedbyEmailAddress>],FindOneOf([<CreatedbyEmailAddress>], "@") + 1, 
Len([<CreatedbyEmailAddress>]))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OrganizationName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OrganizationName 函數會傳回登入使用者的組織名稱。 

語法 
OrganizationName() 



Expression Builder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771 

 

結果類型 
字串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PRE 
當欄位值已經修改過，而在資料庫中更新該值之前，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PRE 函數會傳回指定欄位的先前值。 

注意：強烈建議您不要將包含「等待」動作的工作流程規則與 PRE 函數一起使用，因為「等待」動作會影響 PRE 
函數。「等待」動作之後的任何動作在指定等待期間終止前都不會執行。剩餘動作會在不同的批次作業 
(不同於原始觸發規則的作業) 
中執行，且在觸發工作流程規則之動作之前的記錄其欄位值不會被保留。因此，欄位之前的值與目前的值一律會被視為相同。 

語法 
PRE('<fieldname>')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fieldname 已經修改的欄位名稱。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使用PRE 函數時適用下列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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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條件運算式中 (例如工作流程條件與驗證陳述式 )，您使用 PRE 
函數來擷取先前的欄位值時，請記住欄位的初始值可以空白 (亦即為 Null 值)。如果初始值為 Null，任何與非 Null 
值的比較都會導致無法預期的行為發生。為了確保在這種情況下正確評估條件運算式，請將 PRE 函數與 IfNull 
函數一起使用，如此範例中所示： 

IfNull([<FieldName>], "Invalid") <> IfNull(PRE('<FieldName>'), "Invalid") 

在此範例中，文字字串無效是用來取代 Null 
值，但您可以使用任何想要的字串，前提是該字串不是被檢查之欄位中的值。 

 如果 PRE 
函數用於在「等待」動作後叫用的工作流程規則或動作中，則該函數不會傳回先前的欄位值。不過，您擁有的業務處理可能
需進行此比較。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使用具有「儲存修改的記錄前」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將先前的欄位值儲存在記
錄類型上任何未使用的欄位中。接著即可在具有「等待」動作的工作流程規則中，使用任何比較所需的已儲存欄位值。 

當您建立工作流程規則，以在記錄類型上未使用欄位中儲存先前的欄位值，請記住先前的原始欄位值可以空白 (亦即為 
Null 值)。因此，您必須使用如下的運算式來儲存預設值 (若遇到 Null 值的話)： 

IfNull([<FieldName>], "Invalid") 

在此範例中，文字字串無效是用來取代 Null 
值的預設值，但您可以使用任何想要的字串，前提是該字串不是原始欄位中的值。 

建立傳送電子郵件給客戶記錄前一位負責人之工作流程規則的範例 
下列為如何建立工作流程規則的範例，該規則會於記錄負責人變更時傳送電子郵件給客戶記錄前一位負責人。 

建立傳送電子郵件給客戶記錄前一位負責人的工作流程規則 

1 為「客戶」記錄類型建立具有「儲存修改的記錄時」觸發事件的工作流程規則。 

2 儲存工作流程規則。 

3 在工作流程規則上建立「新增電子郵件」動作。 

4 在工作流程動作上，執行下列作業： 

a 在「收件人」欄位中，選取「特定電子郵件地址」。 

b 在「收件人」欄位運算式文字方塊中，新增下列運算式： 

JoinFieldValue('<User>', IfNull(PRE('<OwnerId>'), "admin@mycompany.com"),'<EMailAddr>') 

c 在電子郵件主旨與本文中新增必要文字。 

d 儲存工作流程動作。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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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Right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Right 函數會傳回從字串右邊算起指定數目的字元。 

語法 
Right(string, length)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傳回其最右邊字元的字串。如果字串包含 Null，就會傳回 
Null。 

length 代表所要傳回字元數的整數，如果此引數為 0 
(零)，就傳回空白字串；如果此引數大於或等於字串中的字元數

，就會傳回整個字串。 

範例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是 john.doe@oracle.com，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oracle.com： 

Right(UserValue('<EMailAddr>'), Len(UserValue('<EMailAddr>'))-

InStr(UserValue('<EMailAddr>'),'@'))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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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IdToRowNum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RowIdToRowNum 函數會將英數字元列 ID 轉換成數值格式。 

附註：列 ID 是由 Oracle CRM On Demand 使用專屬演算法產生的，而且具有跨 Oracle CRM On Demand 
資料庫的全部參考完整性。這種演算法使用 Base-36 編碼，這種定位數系的基數是 36。使用 36 做為基數可以用 0-9 
的數字和 A-Z 的字母代表位數，這是以 ASCII 字元為基礎，最佳化而區分大小寫的英數字母數系。 

語法 
RowIdToRowNum('row_id')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row_id 傳回英數字元列 ID 的字串常值、欄位名稱或運算式。 

備註：在此主題的範例運算式中所使用的欄位名稱及欄位名稱語法與語言無關，是在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較早的版次中使用的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這些範例仍然有效。然而，若您從 Expression Builder 第 29 版 
Service Pack 1 
或更新版本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對應欄位，則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將會與範例中所顯示的不同。建議您一律從 
Expression Builder 
的欄位清單中選取運算式的欄位，以讓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隨時保持正確。如需有關運算式中欄位名稱與欄位名稱語法的詳

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運算式 (頁數 734)。 

範例 
請看下列範例： 

RowIdToRowNum('12-6RX8L'). 

此範例會傳回值 38-8021253。 

請看下列範例： 

RowIdToRowNum('12-Y09KG') 

此範例會傳回值 38-57119344。 

如果 <AccountID> 欄位包含 '12-Y09KG'，請看下列範例： 

RowIdToRowNum('<AccountID>') 

此範例會傳回值 38-57119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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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RowNum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RowNum 函數會傳回有效記錄集之中記錄的位置。 

語法 
RowNum() 

結果類型 
整數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Timestamp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Timestamp 
函數會將伺服器的日期和時間轉換成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例如，如果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是設定為東部日光節約時間 
(EDT) -0400 UTC，Timestamp 函數會將伺服器時間轉換為 EDT，Timestamp 函數會執行 UTC (國際標準時間) 轉換。 

附註：Timestamp() 函數不支援算數運算 (例如，加法或減法)。 

語法 
Timestamp() 

結果類型 
日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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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目前的日期和時間，格式為：月/日/年24小時:分鐘:秒鐘： 

Timestamp()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ToChar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ToChar 函數會將指定的日期或數值運算式轉換成已格式化的字串。 

語法 
ToChar(expression, format) 

注意：請勿在 ToChar 函數的例項中同時使用日期格式和數字格式。這樣做可能會導致無效的結果。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運算式 傳回日期、日期和時間或數值的運算式或欄位。 

格式 代表日期或數字格式的字串。 

下表說明函數的日期格式。 

格式代碼 說明 

DD 以兩位數代表每個月中的日期 (01-31)。 

DDDD 

dddd 

日期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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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代碼 說明 

MM 以兩位數代表的月份 (01-12，其中 01 
是一月)。您必須使用大寫字母 MM，因為小寫字母 mm 
指示分鐘數。 

MMMM 

mmmm 

月份的名稱。請注意，如果您使用小寫字母，則必須使用 
mmmm (即四個連續的小寫字母 m)，因為 mm 
(即兩個連續的小寫字母 m) 指示分鐘數。 

Y 年份的最後一位數。 

YY 年份的最後兩位數。 

YYYY 四位數的年份。 

hh12 以 12 小時格式表示一天的小時。 

hh24 以 24 小時格式表示一天的小時。 

hh 一天中的點鐘數。您可以指定 AM 或 PM 
來進行對應的調整，例如： 

hh:mm:ss PM 

如果您未指定 AM 或 PM，預設為使用 24 小時格式。 

mm 

 

 

分鐘數。請注意，mm (即兩個連續的小寫字母 m) 
永遠指示分鐘數，不可以用來指定兩位數的日期或月份數。 

ss 秒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數字格式。 

格式代碼 範例 說明 

# #### 傳回指定位數的值，如果值為負數，則前面會加上減號。 

0 ####.00 傳回前置字元零。傳回行尾字元零。 

$ $###.00 傳回有前置幣別符號的值。 

, #,### 傳回指定位置的逗號，逗號不能出現在小數點的右側。此格式

模型絕對不可以逗號開頭。 

. ###.## 傳回指定位置的小數點，格式參數中只允許一個小數點。如果

小數點之後指定的位數小於小數點之後的可用位數，小數會進

行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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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數字格式的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0： 

ToChar (10, '##.##')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0： 

ToChar (10, '##.00')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0.24： 

ToChar (10.2388, '##.00')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10.24 

ToChar (-10.2388, '##.##') 

使用日期格式的範例 
下列範例會將 Timestamp() 函數所傳回的值轉換成 DD/MM/YYYY 格式： 

ToChar(Timestamp(),'DD/MM/YYYY') 

例如，如果 Timestamp() 函數傳回值 02/29/2008 10:58:37，上一個運算式會評估為 29/02/2008。 

以下範例如何使用各種格式來顯示午夜： 

ToChar(Today(), YYYY/MM/DD hh:mm:ss PM) 傳回 2009/05/22 12:00:00 AM 

ToChar(Today(), YYYY/MM/DD hh:mm:ss) 傳回 2009/05/22 00:00:00 

ToChar(Today(), YYYY/MM/DD hh24:mm:ss PM) 傳回 2009/05/22 00:00:00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Today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Today 
函數會根據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傳回今天的日期，例如，如果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是設定為東部日光節約時間 (EDT) -
0400 UTC，Today() 函數會將伺服器日轉換為 EDT，Today() 函數會執行 UTC (國際標準時間) 轉換。 

語法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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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類型 
日期 

範例 
如果目前日期是 11/27/2007，請看下列範例：  

Today() - 30 

此範例會傳回值 10/28/2007。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Upper 
Expression Builder 中的 Upper 
函數會將指定字串中的所有字母轉換為大寫。如果字串中有不是字母的字元，則不會受到此函數影響。 

語法 
Upper(string)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string 指定要轉換的字串。其值可以是字串常值、或欄位名稱，或傳回
字串的運算式。如果值是字串常值，則必須使用單引號或雙引號
括住。 

範例 
如果聯絡人記錄上的「名字」欄位包含值 Amanda，則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AM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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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per([{First Name}]) 

下列範例皆會傳回值 ACCOUNT123： 

Upper('Account123') 

Upper("Account123")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UserValue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UserValue 函數會為目前的使用者傳回指定的屬性值。 

「使用者詳細資訊」檢視上的欄位是已選取使用者的屬性。   

語法 
UserValue('<attribute>') 

結果類型 
字串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屬性 對應至目前使用者屬性之顯示名稱且與語言無關的名稱或自訂整合

標記。 

整合標記會顯示於記錄類型欄位頁面中的「整合標記 Web 
Services v2.0」資料欄。 

範例 
範例1：商務程序需要服務要求上的「聯絡來源」自訂文字欄位，在建立記錄時依預設顯示建立記錄之使用者 (目前使用者)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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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實作業務規則，請在服務要求的「欄位設定」頁面中，將「聯絡來源」欄位的預設值設定為 
UserValue('<PersonalCountry>')，然後選取「公佈預設值」核取方塊。 

如需有關建立及編輯欄位的資訊，請參閱建立及編輯欄位 (請參閱 "建立與編輯欄位" 頁數 105)。 

範例 2：如果機會的負責人不是管理員，商務程序要求觸發特定工作流程規則。 

若要實作業務規則，請在工作流程規則上設定下列條件： 

 UserValue('<EMailAddr>') <> 'administrator@testdata.com'  

屬性 
下表列出可以在 UserValue 函數做為引數使用的屬性，及這些屬性的對應顯示名稱。 

屬性 顯示名稱 範例值 

別名 別名 管理 

AuthenticationType 認證類型 僅使用者 ID/密碼 

BusinessUnit 業務單位 業務單位 

BusinessUnitLevel1 業務單位層級 1 業務單位層級 1 

BusinessUnitLevel2 業務單位層級 2 業務單位層級 2 

BusinessUnitLevel3 業務單位層級 3 業務單位層級 3 

BusinessUnitLevel4 業務單位層級 4 業務單位層級 4 

CellPhone 行動電話號碼 +1 555 2368978 

CreatedBy 建立者 Oracle CRM On Demand CSR 
管理 

CreatedById 無法使用 1E1263-IZBZ 

CreatedDate 建立日期 01/08/2007  21:21:33 

CurrencyCode 幣別 USD 

部門 部門 部門 

事業群 事業群 事業群 

EMailAddr 電子郵件 john.doe@oracle.com 

EmployeeNumber 員工編號 12345 

EnableTeamContactsSync 啟用同步處理團隊聯絡人 Y 

ExternalIdentifierForSingleS
ignOn 

單一登入外部識別碼 UID=ADMIN,O=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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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顯示名稱 範例值 

ExternalSystemId 外部唯一 ID EXTUID123 

FirstName 名字 John 

FundApprovalLimit 資金核准限制 50000 

IntegrationId 整合 ID INTUID123 

JobTitle 職稱 產品經理 

語言 語言 美語 

LastLoggedIn 前次登入時間 10/31/2007 19:39:01 

LastName 姓氏 Doe 

LeadLimit 潛在客戶限制 2345679 

地區設定 地區設定 英文 - 加拿大 

ManagerFullName 直屬主管 John Smith 

ManagerId 無法使用 1E4763-IZAU 

市場 市場 市場 

MiddleName 中間名 中間 

MiscellaneousNumber1 雜項數字 1 2312 

MiscellaneousNumber2 雜項數字 2 2312 

MiscellaneousText1 雜項文字 1 DUNS # (Webcat) = 10461 

MiscellaneousText2 雜項文字 2 a7cff064-6566-47a2-8629-
8b32d92de222 

ModifiedBy 修改者 John Doe 

ModifiedById 無法使用 1E1263-IZBZ 

ModifiedDate 修改日期 10/31/2007 19:32:58 

MrMrs 先生/女士 先生 

NeverCall 不希望接聽來電 Y 

NevereMail 不希望收到電子郵件 Y 

NeverMail 不希望收到信函 Y 

PasswordState 密碼狀態 有效 

PersonalCity 城市 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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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顯示名稱 範例值 

PersonalCountry 國家 加拿大 

PersonalPostalCode 郵遞區號 M4C2C3 

PersonalProvince 省 安大略省 

PersonalState 州/省 CA 

PersonalStreetAddress 街道 555 Main Avenue 

PersonalStreetAddress2 地址 2 房號 17 

PersonalStreetAddress3 地址 3 Scarborough 

PhoneNumber 公司電話號碼 +1 555 2365555 

PrimaryDivisionName 主要事業群 亞洲事業群 

PrimaryGroup 主要群組 使用者群組 A 

PrimaryPvgName 無法使用 

備註：PrimaryPvgName 
屬性會傳回與使用者主要事業群

相關聯之選擇清單值群組的名稱
。 

印度選擇清單值群組 

地區 地區 我的地區 

角色 角色 現場銷售業務代表 

RoleId 角色 ID 1E1263-IYG1 

SecondaryEmail 次要電子郵件 john.doe2@oracle.com 

ShowWelcomePage 登入時顯示歡迎頁面 N 

狀態 狀態 有效 

SubMarket 次級市場 我的次級市場 

SubRegion 子地區 我的子地區 

TempPasswordFlag 當我按一下「儲存」時，即以電

子郵件寄送臨時密碼 
Y 

TimeZoneName 時區 (GMT-05:00) 東部 
(美國及加拿大) 標準時間 

UserId 資料列 ID 1E1263-IZAU 

UserLoginId 資料列 ID 1E1263-IZAU 

UserSignInId 使用者登入 ID PTE169-14/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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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顯示名稱 範例值 

WorkFax 公司傳真號碼 +1 555 2365556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UtcConvert 
Expression Builder中的 UtcConvert 
函數會將指定的日期和時間從目前的使用者時區設定進行轉換，然後傳回指定時區中的日期和時間。 

語法 
UtcConvert (utc_date_time, time_zone) 

結果類型 
時間 

引數 
下表說明函數的引數。 

引數 說明 

utc_date_time 根據目前使用者之時區設定的日期和時間，格式為：MM/DD/Y
YYY HH24:MI:SS 

time_zone 時區的名稱 

範例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是「(GMT-05:00) 東部時間 (美國和加拿大)」，請看下列範例： 

UtcConvert('12/14/2007 17:07:05', 'Pacific Standard Time') 

此範例會傳回下列值： 

12/14/2007 12:07:05  

如果目前使用者的時區設定是「(GMT+05:30) (GMT+05:30) 加爾各答，辰內，孟買，新德里」，請看下列範例： 



Expression Builder 

 

管理 Oracle CRM On Demand 第 37 版 
2018年8月  785 

 

UtcConvert('12/14/2007 15:07:05', 'Eastern Standard Time') 

此範例會傳回下列值： 

12/14/2007 04:37:05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取得「西歐時間」的對應 UTC 時間： 

UtcConvert(Timestamp(),"(GMT+01:00) Amsterdam, Berlin, Bern, Rome, Stockholm, Vienna") 

UtcConvert(Timestamp(),"W. Europe Daylight Time") 

UtcConvert(Timestamp(),"W. Europe Standard Time")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取得「南非時間」的對應 UTC 時間： 

UtcConvert(Timestamp(),"(GMT+02:00) Harare, Pretoria")  

UtcConvert(Timestamp(),"South Africa Daylight Time") 

UtcConvert(Timestamp(),"South Africa Standard Time") 

如果時區名稱含有特殊字元如單引號 (') 或 逗點 (,)，您必須使用雙引號括住時區的名稱或特殊字元。例如： 

%%%UtcConvert('08/03/2009 12:01:33',"(GMT+13:00) Nuku" + "'" + "alofa")%%%  

%%%UtcConvert('08/03/2009 12:01:33', "(GMT+13:00) Nuku'alofa")%%%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 
在 Expression Builder 中，您可以使用下表中的範例運算式。 

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運算式 

更新機會邊際利潤欄位 

描述 更新機會邊際利潤欄位。 

語法 [{cOpportunityMargin}] = [{Primary Revenue Amount}] - 

[{cOpportunityCost}] 

驗證新服務 

描述 欄位驗證。新服務不得有大於 1,000,000 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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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運算式 

語法 <= IIf (FieldValue('{Type}') = 'New Service', 1000000, [{Primary 

Revenue Amount}])  

將新建立的服務要求指派給建立者 

描述 建立服務要求時，將目前使用者其記錄上的「別名」欄位值，設為服務要求上之「負責
人」的預設值。 

語法 [{Owner Alias}] = UserValue('<Alias>') 

檢查是否已變更指定的欄位值 

描述 檢查欄位值中的變更。 

語法 PRE('{Primary Revenue Amount}') <> [{Primary Revenue Amount}] 

根據結案日期觸發工作流程 

描述 如果結案日期已修改超過 30 天，則執行工作流程。 

語法 [{Primary Revenue Close Date}] - PRE('{Primary Revenue Close 

Date}') > 30 

如果機會達到特定階段而沒有聯絡人，則觸發工作流程 

描述 如果機會達到「結案/得標」銷售階段而沒有聯絡人，則執行工作流程。 

語法 FieldValue('{Sales Stage - Translation}') = "結案/得標" AND 

PRE('{Sales Stage - Translation}') <> [{Sales Stage - 

Translation}] AND [{Key Contact Id}] = "沒有符合的列 ID" 

選取核取方塊時觸發工作流程 

描述 如果已選取自訂「準備好檢閱」核取方塊欄位，則執行工作流程。 

語法 ((FieldValue('{bCust_Ready_For_Review_Check_Box}') = 'Y') AND 

(PRE('{bCust_Ready_For_Review_Check_Box}') = 'N')) OR 

(IfNull([{bCust_Ready_For_Review_Check_Box}], 'Y') = 'Y') 

檢查目前使用者是否為記錄負責人 

描述 檢查記錄負責人是否為目前使用者。在此情況下，會使用 IfNull 
功能，因為「負責人」欄位可能為 Null。 

語法 IfNull([{Owner Alias}], "Invalid") = UserValue('<Alias>') 

變更客戶的優先順序時觸發電子郵件 

描述 「客戶優先順序」欄位中的值從「低」變更為「高」時觸發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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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ression Builder 範例運算式 

語法 (PRE('{Type}') = "低") AND ( FieldValue('{Type}') = "高") 

將特定通路排除在工作流程之外 

描述 若記錄是透過瀏覽器視窗更新，則不要執行工作流程。 

語法 PRE('{Customer Target Type}') = "廣告" AND 

ExcludeChannel("Online") 

相關主題 
如需Expression Builder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關於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1) 

 使用 Expression Builder (頁數 732) 

 Expression Builder 功能 (請參閱 "Expression Builder 函數" 頁數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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