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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文件意見

請將對此說明文件的意見寄到：epmdoc_ww@oracl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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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ube - https://www.youtube.com/user/Evolving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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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理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

檢視管理選項

為使用者和群組指派偏好設定

存取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

自訂使用者介面

組織項目與資料夾

複製

檢視管理選項
若要檢視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的管理選項，請選取瀏覽，然後再選取管理。

為使用者和群組指派偏好設定

為了讓預設偏好設定能夠成功執行，使用者和群組必須具有可存取所指定資料夾和介面
元素的必要角色和權限。您必須具備管理員權限，才能管理偏好設定。您也需要足夠的
權限才能查看內容。個人和群組偏好設定的優先順序高於預設的偏好設定。

若要為使用者和群組指派偏好設定，請執行以下動作：

1. 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依序選取瀏覽、管理、工作區設定，然後選取管理偏好
設定。

2. 在選取使用者中，選取可用的使用者或可用的群組，然後按一下更新清單。

3. 將所需的使用者從可用的使用者或可用的群組移至選取的使用者和群組，然後按一
下下一步。

4. 在管理偏好設定中，為選取的使用者與群組指定是否啟用螢幕助讀程式支援。

5. 按一下下一步，然後選取完成以儲存使用者和群組的偏好設定。

存取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
若要存取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請依序選取瀏覽、管理、工作區設定，然
後選取伺服器設定。

Note:   

若對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做出變更，您必須登出並重新啟動瀏覽
器，變更才會生效。

管理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  1-1



Table 1-1    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

設定 說明

預設語言環境 若無法載入使用者要求的語言環境，便會使用
應用程式的預設語言環境

發佈登出 URL 在使用者登出後，UI 重新導向的目標 URL

智慧型檢視 URI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用戶端安裝程式
的 URI。URI 可以是絕對或相對的。
您在此輸入的 URI，將是您從規劃與預算雲端
工作區選取工具、安裝，然後選取智慧型檢視
時所存取的 URI。

在工作區中啟用安裝程式功能表項目 是否啟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的安裝程式
功能表項目。這些項目位在「工具」功能表
中。預設值為「是」。

自訂使用者介面
自訂使用者介面包含：

變更預設語言選項

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會從您的 Web 瀏覽器讀取語言環境資訊，並且根據瀏覽器語言
環境設定來選取使用的語言。在特定情況下，您可能想要以非由瀏覽器語言環境決定的
其他語言來檢視內容。若要覆寫以語言環境為基礎的語言選項，您可以在 Web 瀏覽器
語言選項中新增語言，並且將希望讓瀏覽器使用的語言移至清單頂端。

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會自動依據優先順序來選取支援的語言。嘗試找到完全相符的語
言和語言環境代碼。若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找不到接近的相符內容，則會嘗試僅依據
語言代碼進行配對，而忽視國家代碼。

Note:   您選取的預設語言設定會套用到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的所有元件

在使用者登出之後重新導向 URL
為了促進整合自訂入口網站，管理員可以在使用者登出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之後，將
Web 瀏覽器重新導向到任意的靜態 URL。這可以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
中進行配置。請參閱存取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請注意，預設值會將使用
者登出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

移除用戶端安裝程式的存取

使用者可以隱藏「安裝」功能表選項 (選取工具，然後選取安裝)，讓使用者可以安裝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預測規劃、財務報告工作室、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和 EPM
自動化。此設定可以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中進行配置。請參閱存取規劃
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伺服器設定。

組織項目與資料夾
為讓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有效率地運作，請將資料夾結構化，讓使用者可以快速、輕
鬆地存取項目。在資料夾階層中，請在資料夾大小與階層深度之間取得平衡。資料夾不
應包含大量項目或過多資料夾階層。某些資料夾不應該刪除。

自訂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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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複製服務。

複製對話方塊欄位 說明

新組態名稱 輸入新服務組態的名稱。

新組態的連接埠範圍 輸入新服務組態的連接埠範圍。

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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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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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瀏覽與管理財務報告註釋

Note:   

規劃服務管理員與超級使用者具有註釋伺服器上所有註釋的存取權。

搜尋註釋

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使用「搜尋」選項，根據指定條件傳回註釋清單。

若想搜尋註釋：

1. 從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依序選取瀏覽、管理，然後選取註釋。

根據預設，在初始時不會顯示任何註釋。

2. 選取搜尋方法，然後按一下搜尋。

• 全部 - 依據位於「標題」、「作者」、「說明」、「環境定義」或「類別」中的
文字加以搜尋。可接受不區分大小寫的文字、後置星號，以及萬用字元字串。

• 標題 - 依據位於「標題」中的文字加以搜尋。可接受不區分大小寫的文字、後置
星號，以及萬用字元字串。

• 作者 - 依據位於「作者」中的文字加以搜尋。

• 類別 - 依類別搜尋。

• 說明 - 依據位於「說明」中的文字加以搜尋。可接受不區分大小寫文字、後置星
號及萬用字元字串。

• 環境定義 - 依資料來源、元素名稱及元素值加以搜尋。

會顯示現有註釋的資料來源。“財務報告”資料來源指註釋乃附加至報表。若於物
件上設定註釋，則會顯示“財務報告”資料來源。“規劃”資料來源指註釋乃附加至
網格資料來源。若要指定多個元素值，請以逗號 (,) 分隔每一個值。只有一個值必
須符合。

• 進階搜尋 - 根據「標題」、「作者」、「說明」、「發布日期範圍」、「類別」
或「環境定義」定義您的搜尋。

3. 按一下註釋以檢視註釋內容。

已刪除註釋的報表，會顯示警告 (!)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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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與註釋相關聯的報表

您可以檢視報表及其與一或多個註釋關聯的附件。此時會顯示報表中每個註釋的註釋摘
要列。

若要檢視與註釋相關聯的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註釋管理員」，並搜尋註釋。

2. 在註釋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顯示報表/文件。

3. 如果發生錯誤，請檢查報表的資料來源是否已經變更。

報表上的「註釋」圖示表示註釋參照的位置。此時會顯示眼狀圖示來代表與唯讀報表/
文件相關聯的註釋。

Note:   

如果在嘗試檢視報表時發生錯誤，報表的資料來源可能已經變更。您必須比對
註釋的資料來源。

Note:   

如果已經在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使用「重新命名」功能表選項變更報表名
稱，則任何物件層級的註釋仍會與重新命名的報表保持關聯。不過，如果是在
財務報告工作室中使用「另存新檔」選項變更名稱，則重複的報表和原始報表
上所有物件層級的註釋，都不會複製到具有新名稱的報表。

回覆註釋

管理員可以回覆所有註釋，無論權限設定為何。

若要回覆註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註釋管理員」，並搜尋註釋。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在註釋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回覆。

• 按兩下註釋。

• 將註釋反白，然後按一下回覆圖示。

刪除註釋

管理員可以刪除任何註釋，無論權限設定為何。

若要刪除註釋：

1. 開啟「註釋管理員」，並搜尋註釋。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檢視與註釋相關聯的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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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註釋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刪除。

• 將註釋反白，然後按一下刪除圖示。

變更註釋來源

若要變更註釋來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註釋管理員」，並搜尋註釋。

2. 在註釋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變更來源。

3. 變更所需的來源選項。

• 類型

• 伺服器

• 應用程式

• 資料庫

“類型”一律為「規劃」。“伺服器”與“應用程式”應維持不變，除非您將報表從測試
移至生產環境。“資料庫”代表不同的計畫類型。

4. 選取套用到所有註釋，可將來源變更套用到所有符合資料來源準則的註釋；清除套
用到所有註釋，則可將元素變更僅套用到反白的註釋。

若要將來源變更僅套用到反白的註釋，請清除核取方塊的勾選。

5. 按一下確定

確認訊息會顯示已變更的文件數目。已變更的文件會在清單中反白。

顯示「儲存格文字」、「規劃單位註釋」，以及「文件附件」作
為註釋

使用將儲存格文字顯示為註釋選項顯示的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註釋為僅供檢視。這僅
指規劃與預算雲端工作區中建立的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Reporting 註釋。

變更註釋環境定義元素

您可以為與特定資料來源相關聯的註釋變更維度或維度成員值。

若要變更註釋的環境定義元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註釋管理員」，並搜尋註釋。

2. 在註釋上按一下右鍵，然後選取變更元素。

此時變更元素對話方塊會與目前的資料來源一併顯示。

3. 在變更元素對話方塊中：

• 選取資料來源。

• 選取選項：

變更註釋來源

瀏覽與管理財務報告註釋  2-3



– 變更元素 — 變更維度。在取代中選取維度，然後在取代為中輸入新維度。

– 變更以下項目的元素值 — 變更維度和成員。在取代中選取新維度，然後在取
代為中輸入成員。

• 選取套用到所有註釋，可將元素變更套用到所有符合資料來源準則的註釋；清除
套用到所有註釋，則可將元素變更僅套用到反白的註釋。

4. 按一下確定。

此時確認訊息會顯示已變更為新元素的註釋數目。已變更的文件會在清單中反白。

修改註釋權限
註釋權限會根據使用者、群組或角色來定義存取權層級。若要設定權限，請在註釋上按
一下右鍵，然後選取權限。您可以設定以下權限：

• 無存取權限 — 使用者看不到註釋。

• 檢視 — 使用者可以檢視註釋。

• 修改 — 使用者可以回應註釋，但無法刪除。

• 完全控制 — 使用者可以檢視、回應、刪除和設定註釋的權限。

稽核註釋
一般稽核和相容報告會需要註釋的相關資訊 (例如建立日期和前次修改日期)。與檔案
AnnotationAudit.log 中的財務報告報表相關聯的註釋，其相關資訊會記錄在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Reporting 伺服器中。此檔案會包含每個註釋的下列資訊：

• 採取的行動：所建立、回覆或刪除的註釋

• 註釋標題

• 與註釋相關聯的資料來源

• 註釋環境定義

• 新增、變更或刪除註釋之使用者的使用者 ID

• 已建立、修改或刪除註釋的時間和日期

• 與註釋相關聯之報告的名稱和路徑

• 與註釋相關聯的物件類型 (網格、圖表、影像、文字方塊)

財務報告 AnnotationAudit.log 檔案位於 MIDDLEWARE_HOME/
user_projects/domains/EPMSystem/servers/FinancialReporting0/
logs。

Note:   

註釋權限的變更不會記錄下來。

修改註釋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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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與其他財務報告物件具有相同名稱的快照報

表簿

使用下列 URL 以開啟與其他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Reporting 物件具有相同名稱
的快照簿：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report_name?
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

使用 Latest=true 以及 mimetype 變數以取得最新物件：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report_name?
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Latest=true

使用 Version=1 以及 mimetype 變數以取得最新物件，或指定物件輸出的版本：

http://servername:portNumber/workspace/browse/get/Smartcut%20Folder/report_name?
mimetype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version=1

以下是財務報告物件之 mimetype 變數的各種可能值。這些值擷取自財務報告儲存庫中
V8_METATYPE 表格的 NAME 欄位。尋找包含財務報告相關物件的 DESCRIPTION 欄
位，然後擷取用於 MIME 類型變數的對應 NAME 欄位。

從 V8_METATYPE：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report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report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book

• application/hyperion-reports-snapshot_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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