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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快速入門

規劃是預算和預測解決方案，能整合財務和營運規劃程序，並提高預測準確性。
另請參閱：
• 關於規劃

Planning 應用程式是用來滿足一組規劃需求的一組相關維度和維度成員。
• 應用程式功能
規劃應用程式中的主要功能可讓您縮減預算和規劃週期，及提高預測可靠性。

• 啟動應用程式
• 關於首頁
建立業務程序後，首頁是存取業務程序任務的起點。

• 在 Redwood 體驗中使用動態頁籤
不用離開父項物件，就能在頁籤中處理相關物件。

• 使用應用程式介面時的注意事項
• 管理應用程式存取權

關於規劃
Planning 應用程式是用來滿足一組規劃需求的一組相關維度和維度成員。
每個 Planning 應用程式均有自己的科目、實體、案例和其他資料組件。
查看此手冊以瞭解 Planning 管理任務，包括：
• 建立、刪除和管理 Planning 應用程式
• 建立表單、任務清單和功能表
• 管理幣別轉換和匯率
• 識別複查和核准程序、要求，以及參與者，並管理預算程序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取得 Planning 的簡介。

 Planning 簡介
簡介：
• 使用 Planning 的一般規劃程序
• 規劃、預算和預測工作流程概念和工具
• 使用多個案例進行規劃的優點
• 預算提交程序

 規劃程序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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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登入 Planning，導覽 Planning，然後存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 Planning。  導覽 Planning

應用程式功能
規劃應用程式中的主要功能可讓您縮減預算和規劃週期，及提高預測可靠性。
應用程式：
• 協助多部門全球企業進行協作、溝通與控制
• 為永久計畫提供架構，以管理易變性和頻繁的計畫週期
• 透過縮短推展與實作階段以及簡化的應用程式維護，以降低總體擁有成本。
• 透過報表、分析及計畫來增強決策
• 透過複雜商業規則與分配來呈報模型
• 與其他系統整合以載入資料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取得 Planning 主要功能的介紹。

 簡介：EPM Enterprise Cloud 中的
Planning 教學

連結至影片中所述關鍵應用程式功能的主題：
• 設計儀表板
• 管理沙箱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 使用特設來進行資料輸入和分析
• 定義有效交集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使用智慧
型發送從某個立方體將資料移至另一個立方體

• 在 Planning 中使用您自己的 Excel 公式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與 Planning 整合時可以使用的不同選
項。  Oracle EPM Cloud Planning 整合的

快速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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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應用程式
本主題描述用來啟動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的唯一啟動
URL。
服務管理員負責將唯一的 URL 提供給使用者。
啟動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佈建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例項的客戶將使用與
以下類似的 URL 來存取自己的環境：
• 生產環境 URL： https://epm-idDomain.epm.dataCenter.oraclecloud.com/epmcloud
• 測試環境 URL： https://epm-test-idDomain.epm.dataCenter.oraclecloud.com/

epmcloud
例如，對於在 exampleDC 資料中心中配備 identity domain exampleDoM 的 EPM Cloud 環境，
URL 可能如以下所示：
• 生產環境： https://epm-exampleDoM.epm.exampleDC.oraclecloud.com/epmcloud
• 測試環境： https://epm-test-exampleDoM.epm.exampleDC.oraclecloud.com/epmcloud
這是針對每個應用程式使用個別的環境定義來存取環境的舊版 EPM Cloud 進行的變更。請參
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 EPM
Cloud URL 範例。
啟動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若要啟動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請在新瀏覽器視窗中輸入下列 URL：
https://Oracle PBCS service name/HyperionPlanning;

例如：
https://testnew1-testnew1.pbcs.us1.oraclecloud.com/HyperionPlanning;

如需在行動裝置上啟用應用程式物件存取權的相關資訊以及使用應用程式時的注意事項，請參
閱管理應用程式存取權。

關於首頁
建立業務程序後，首頁是存取業務程序任務的起點。
介面提供直覺式使用者體驗及快速存取常用功能的概觀。例如，使用者可以存取自己的任務、
使用資料、核准預算、檢視報表及控制設定值。服務管理員可以管理和自訂業務程序、建立表
單、儀表板和 Infolet、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排定工作、定義有效的交集、發行公告，
以及建立跨環境的連線。
所有新建立或重新建立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業務程序
及應用程式，都將「Redwood 體驗」當作預設的主題。您可以在外觀頁面上，變更 EPM
Cloud 環境的整體外觀和感覺。在外觀頁面上，您可以選擇 Redwood 體驗或傳統的主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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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主題都提供不同的背景顏色、圖示風格等等。您也可以將品牌標誌和背景影像新增至
首頁。若要改變環境的整體外觀和感覺，請參閱自訂顯示。
顯示 Redwood 主題的首頁範例
 

 

全域標頭
全域標頭是延伸整個使用者介面頂端的區域。當中包含導覽圖示、存取協助工具設定的
路徑，以及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您也可以從全域標頭切換導覽流程。
 

 
全域標頭從左到右的各個部分：

全域標頭部分 描述
導覽器圖示會開啟導覽器功能表，該功能表可
作為業務程序的網站地圖並顯示您有權存取之
所有業務程序頁面的連結。

備註：
導覽器功能表中
的某些連結唯有
從桌面存取業務
程序時才可使
用。

在業務程序的任何位置工作時，按一下 Oracle
標誌可回到首頁。您可以顯示自訂的標誌，而
非 Oracle 標誌，方法是選取外觀頁面上的標誌
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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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標頭部分 描述
目前業務程序的名稱。您可以隱藏業務程序名
稱，方法是在外觀頁面上，針對顯示業務程序
名稱選項選取否。
在業務程序的任何位置工作時，按一下「首
頁」圖示會重新整理首頁，或者讓您回到首
頁。
按一下「協助工具設定值」圖示以啟用協助工
具功能。
若您屬於多個群組或若已將導覽流程指派給角
色，按一下導覽流程圖示可切換執行時期的導
覽流程。
按一下您的使用者名稱以存取設定值與動作功
能表。

工作區域
首頁上的工作區域會顯示主題式的背景影像，或是自訂的背景影像。在工作區域中顯示的圖
示，可讓您前往業務程序中您有存取權限的每個功能區域；例如財務、儀表板、 核准和資料。
圖示標籤上方有三個點表示該圖示會開啟一組稱為叢集的子圖示。
學院圖示會將您連結到各種使用商務程序的資源。
若要將工作區域中的主題式背景影像替換成自訂的背景影像，請選取外觀頁面上的背景影像。
Infolet 導覽
如果您的業務程序使用 Infolet 來顯示高階重要資訊，您可以按一下顯示在全域標頭下方的點來
探索該資訊。首頁側邊也有箭頭，可協助您在首頁和 Infolet 儀表板頁面之間輕鬆導覽。
 

 

公告面板
公告面板會顯示您的使用者名稱和設定檔圖片 (如果已設定)、由服務管理員輸入的所有系統公
告，並協助您追蹤您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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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設定要顯示在首頁的「公告」面板頂端的設定檔圖片。若要設定您的設定檔
圖片，請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使用者偏好設定。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設定您的設定檔圖片。

• 活動：彙總系統公告 (依據生效日期排序，最近的公告顯示在最上方)，並列出您未
完成的任務。按一下公告可以翻動面板並檢視公告。按一下任務到期 - 今天可以翻
動面板並檢視您的任務。

• 最近：顯示最近所造訪表單與儀表板的連結清單 (最多 15 個項目)。按一下連結將
在次要視窗中啟動項目。按一下連結旁的星號會將其標記為我的最愛。

• 我的最愛：顯示標記為我的最愛的表單或儀表板連結清單，並且避免被覆寫。按一
下我的最愛中的連結，可在次要視窗中啟動項目。若要將項目新增至我的最愛，請
按一下最近，以檢視最近的使用者活動，然後按一下項目右側的星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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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教學圖示即可播放影片，內容是關於業務程序中的重要功能。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瀏覽預設的 Redwood 主題。

 概觀：發表 EPM Cloud 新的 Redwood 主
題

瞭解如何自訂介面來簡化工作流程。
 簡介：自訂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工作流程

在 Redwood 體驗中使用動態頁籤
不用離開父項物件，就能在頁籤中處理相關物件。
關於動態頁籤
動態頁籤可讓您檢視單一頁面上的多個物件。例如，如果您已開啟表單，可以開啟其他相關的
表單，以及儀表板。這些額外的物件會利用頁面底端的水平頁籤表示。此功能是針對想要同時
檢視多個物件，但是不想要開啟多個瀏覽器視窗的使用者而設計。只有 Redwood 主題才提供
動態頁籤。

Note:

您可以在業務程序的外觀頁面，將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的主題設定為 Redwood。

動態頁籤詞彙：
• 動態頁籤：啟動相關物件時，在來源頁籤右側的頁面底端新增的頁籤。只有動態頁籤會顯
示關閉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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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頁籤：動態頁籤啟動時所在的頁面。
如果您的 EPM Cloud 環境包括來自另一個 EPM Cloud 環境的頁籤，這些跨環境的頁籤
就支援使用動態頁籤。
使用動態頁籤時的注意事項
• 您必須使用 Redwood 主題，才能使用動態頁籤。如果您的業務程序使用 Redwood
以外的主題，就無法使用動態頁籤。

• 一個頁面最多可以開啟 30 個頁籤。如果您嘗試開啟 30 個以上的頁籤，則會看到一
則訊息，提示您先關閉一些頁籤，再開啟新頁籤。

• 如果物件名稱太長，在頁籤上顯示的名稱會被截斷。
使用動態頁籤
來源頁籤和動態頁籤會顯示在您工作的頁面底端。
當您從現有的頁籤或清單頁面啟動新的動態頁籤時，會在現有頁籤的右邊新增一個頁
籤，而且焦點會移到新啟動的頁籤。
系統只會為目前的階段作業保留動態頁籤。下次您在同一個階段作業內存取頁面時，會
保留最後一個顯示的頁籤。如果您登出後重新登入、重新載入導覽流程，或者切換至另
一個導覽流程，將不會保留動態頁籤。如果您有任何未儲存的資料，系統會提示您先儲
存該資料，再繼續進行。
您執行的每個新動作都會開啟一個新的動態頁籤。例如，您對 Form1 執行鑽研，然後
對 Form2 執行鑽研，就會開啟兩個動態頁籤。如果您在 Form1 進行另一個鑽研，這個
動作會重新啟動先前開啟的頁籤。
在動態頁籤中啟動的物件，也會列在「公告面板」上最近的歷程記錄中。您也可以在
「公告面板」中將動態頁籤新增到我的最愛。
動態頁籤會顯示關閉圖示。如果頁籤上有任何未儲存的資料，系統會提示您先儲存資
料，再關閉該頁籤。關閉頁籤之後，焦點將會移至已關閉頁籤左側的頁籤。如果您要關
閉不是焦點的頁籤，則焦點會保留在目前正在檢視的頁籤上。若要關閉所有動態頁籤，
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頁面底端顯示的任何水平頁籤，然後按一下關閉所有頁籤。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利用動態頁籤，前往有不同物件的多
重任務。只要使用動態頁籤，您就可以在讓原
始物件保持開啟的情況下，開啟相關的物件。

 利用動態頁籤來導覽

使用應用程式介面時的注意事項
以下是使用應用程式介面時的注意事項：
• 介面僅支援 iPad 與 Android 平板電腦的「橫覽」模式。
• 平板電腦的使用者體驗在 iPad 上比在 Android 裝置上更佳。
• Oracle 建議在 iPad 使用 Safari Web 瀏覽器，以及在 Android 裝置使用 Google

Ch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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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使用 Windows 10 且比例不是設為 100% 時，介面可能顯示為放大 (或拉近) 狀態。
Windows 10 預設的比例可能為 125% 或 150%。

• 需要 PDF 檢視器以檢視平板電腦上的報表。Oracle 建議使用 Adobe PDF 檢視器，但是它
可以在 Android 裝置上的 Kindle 或 Polaris Office 中開啟，或者是 iPad 上類似的應用程
式。

• 如需在 Microsoft Excel 與應用程式 Web 表單間複製和貼上資訊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
Microsoft Excel 與應用程式 Web 表單之間複製並貼上資料。

管理應用程式存取權
另請參閱：
• 在行動裝置上啟用應用程式物件存取權
• 關於儲存格格式
• 在 Microsoft Excel 與應用程式 Web 表單之間複製並貼上資料
• 關於即時儲存
• 關於自動儲存

在行動裝置上啟用應用程式物件存取權
若要在行動裝置上使用表單、任務清單及商業規則等的物件，服務管理員必須為使用者啟用那
些物件的存取權。
若要在行動裝置上啟用應用程式物件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設定下，按一下存取簡易介面。
2. 在存取簡易介面中按一下 ，來啟動表單、任務及規則選取器。
3. 在選取器中選取您要針對行動裝置存取權啟用的表單、任務及規則，然後按一下確定。
4. 回到存取簡易介面中選取表單、任務及規則頁籤來檢視針對行動裝置存取權啟用的物件。

關於儲存格格式
您可以為表單套用儲存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格式設定，或在 Planning 中設定
的格式設定。
若要選取欲套用的格式設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表單中，依序按一下動作、套用。
2. 按一下確定：
• 儲存格樣式：使用規劃的格式設定
• 自訂樣式：使用儲存在智慧型檢視中的格式設定

在 Microsoft Excel 與應用程式 Web 表單之間複製並貼上資料
若要從 Microsoft Excel 複製並貼上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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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Excel 中，醒目提示單一儲存格或一個範圍的儲存格的資料，然後按 Ctrl+C 將資
料複製到剪貼簿。

2. 在應用程式 Web 表單中醒目提示並選取一個或多個目標儲存格，然後按 Ctrl+V。
3. 出現剪貼簿協助程式時，再按一次 Ctrl+V。資料隨即會貼到剪貼簿協助程式。
4. 按一下貼上，將資料貼到應用程式 Web 表單中。

關於即時儲存
當使用者在表單中作業，並按一下儲存時，如果表單的結構沒有變更，系統就會在不顯
示確認訊息的情況下，立刻儲存新的或變更後的資料。例如，立即儲存功能會自動運
作，除非您為該表單選取了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因為這些選項會變更表單的結構)：
•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
• 隱藏無資料的區塊
• 選取的商業規則可在儲存時啟動 (不是預設的「計算表單」和「計算幣別」商業規
則)。

關於自動儲存
當您針對某個表單的方格特性選項選取了啟用自動儲存時，只要使用者移出儲存格時，
該表單就會自動儲存變更，而且不會顯示任何提示或訊息。儲存格值會聚總至其父項，
受影響的儲存格會以綠色背景顯示。此外，選取此選項時，使用者可以使用 Ctrl+Z 來復
原變更。
如需執行自動儲存，必須關閉以下隱藏選項，因為這些選項會變更表單結構：
•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
• 隱藏無資料的區塊
如需此選項及其相依選項自動儲存時執行表單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表單方格特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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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根據規劃需求建立應用程式。
根據您購買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類型，有兩種方法可以
建立應用程式：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或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EPM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
用程式。

建立 EPM Cloud 服務應用程式
根據您的規劃需求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應用程式。
Related Topics

• EPM Cloud 服務
• 建立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 建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 我可以將哪些應用程式移轉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 EPM Cloud URL

• 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您可以啟用策略模型化，以與現有「自訂」和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 產品名稱和詞彙變更

EPM Cloud 服務
Oracle 有兩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tandard Cloud Service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若要建立 EPM Cloud 服務應用程式，請閱讀下列主題：
• 關於 EPM Cloud 服務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若要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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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EPM Cloud 服務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提供端對端應用程式以
符合大多數組織的需求，確保在多個應用程式之間具備連貫而靈敏的體驗：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您可以使用的應用程式與功能取決於您購買的特定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一般而言，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包含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的所有功能以及其他功能，如以下的圖解影像所示：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之間的差異。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概觀
瞭解如何在 Oracle EPM Standard Cloud 與
Oracle EPM Enterprise Cloud 中設定
Planning。

 在 EPM Cloud 中設定 Planning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是一套小型與中型公司專用及低複雜性需求的公司適用的
業務程序，可支援規劃與預算、整合與關帳、科目調節，以及敘述報告程序。
下列影像描述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中提供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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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附隨資料管理，可讓您整合來源系統的資料。另外還包含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等用戶端和命令行工具。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例項可讓您部署和使用其中一個支援的業務程序。若要部署另一
個業務程序，您必須要求另一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訂閱或移除目前的業務程序。
觀看此影片可進一步瞭解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
價值：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概觀
Planning 能夠為企業內所有各種業務的商業計畫人員、分析師、模型建立者及決策者提供立即
的價值和更強大的生產力。
Planning 在下列提供使用：
• 資本
• 財務
• 專案
• 人力
• 策略模型化
除策略模型化之外，這些功能在預先內建的可設定內容提供使用，那些內容包括維度、模型、
表單、規則、儀表板、Infolet，以及報表。策略模型化隨同標準和產業範本提供，可用來使用
彈性的混合案例業務個案建立自訂案例模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中提供的 Planning 業務程序不支援下列項目：
• 自訂應用程式，允許高度自訂應用程式以支援業務需求。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它可讓您部署沒有維度需求的應用程式，還能讓您利用 Essbase
大綱檔案建立應用程式

• 使用 Groovy 指令碼語言建立或自訂業務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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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
的 Planning 概觀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觀看此影片以瞭解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中的 Planning 概觀：

 概觀：EPM Standard Cloud 中的 Planning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由完整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業務程序套件所組成，支援各式各樣的活動，涵蓋規劃與預算、整合與關帳、科
目調節、利潤和成本管理、稅務報告、企業資料管理，以及敘述報告。
下列影像描述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中提供的內容：
 

 

觀看此影片可進一步瞭解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價值：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概觀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例項可讓您部署和使用其中一個支援的業務程序。若要
部署另一個業務程序，您必須要求另一個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例項或移除目
前的業務程序。您部署的業務程序共用相同的識別網域來推動使用者管理和指派角色。
業務程序所屬資源的存取權根據每個商業程序個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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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支援自訂應用程式、模組式 Planning，以及「任意格式」應用
程式，以便為企業中各種業務的業務計畫人員、分析人員、模型建立人員及決策人員，提供立
即可用的價值和更佳的生產力。
自訂應用程式可協助建立經過簡化、以程序驅動的自訂解決方案。以模組為基礎的 Planning
包含預先包裝的資本、財務、專案、策略模型化和人力模組的套件。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可協助您利用 Essbase 大綱檔案，建立沒有限制的任意格式維度解決方
案。此外，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支援使用 Groovy 指令碼語言，在 Planning 中自訂
商業規則。
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
Planning 概觀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觀看此影片以瞭解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中 Planning 概觀：

 概觀：EPM Enterprise Cloud 中的 Planning

建立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登陸頁面開始建立應用程式，以及觀賞可協助您開始使用的簡介影片。
 

 

每個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訂閱都可讓您建立一個應用程式。按一下應用程式描述之
下的選取來查看可用的選項。
關於進行選擇以建立應用程式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登陸頁面會呈現您可以建立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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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開始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就無法回到登陸頁面。如果要回到登陸頁面建立不
同的應用程式，必須先將您的環境重設為原始狀態。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切換至不
同的業務程序。

您有三個選項可以建立應用程式：
•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 建立新應用程式
• 使用現有快照來建立應用程式
這些選項會顯示在類似下列圖解的應用程式特定的登陸頁面上：
 

 

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在登陸頁面的 Planning 之下，按一下選取來檢視可用來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選
項。
•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按一下建立 以自動建立 Vision 範例應用程式，這是一個有價值
的工具，適合用來瀏覽規劃與預算程序。請參閱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 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按一下開始，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您可以建立「自訂」、
「任意格式」或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以滿足您的業務需求。
– 自訂：透過複雜的商業邏輯 (例如，商業規則和配置) 支援大多數的規劃與預算
需求。如果您的需求需要高度的應用程式自訂，則請選取此選項。請參閱建立
標準版應用程式。
此外，當您建立「自訂」類型的應用程式時，可以選擇啟用策略模型化以與應
用程式搭配使用。作法是在建立應用程式：詳細資料畫面上選取策略模型化選
項。
即使您未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啟用策略模型化，還是可以啟用它，以與自訂應用
程式搭配使用。若要啟用現有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應用程式的
策略模型化，請參閱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備註：
您可以建立單一幣別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多重幣別自訂應用程式使
用簡化的多重幣別來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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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意格式：支援「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且不需要 Currency、Entity、Scenario 和
Version 維度及其成員階層。「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利用內部部署的 Essbase 大綱
檔案 (OTL) 來建立的，以便匯入維度和成員。大綱檔案名稱的長度上限為 8 個字元，
因為系統會把該檔案名稱用來為「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立方體命名。請參閱建立任
意格式應用程式。
如需如何將資料載入「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 中的將資料載入至任意格式
應用程式。

– 模組：設定資本、財務、專案、人力以及策略模型化所需的立方體。選擇此選項來建
立支援最佳作法和產業標準功能的應用程式。請參閱 管理 Planning 模組 中的建立應
用程式。

備註：
您可以建立單一幣別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使用簡化的多
重幣別來建立。

• 移轉：按一下移轉從您以前上傳至環境的快照建立自訂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 管理
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我可以將哪
些應用程式移轉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以瞭
解必備條件和快照相容性。

備註：
匯入從未啟用策略模型化的應用程式建立的快照之後，就無法啟用自訂應用程式
的策略模型化。如果快照包含策略模型化物件，則會自動啟用策略模型化。

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 中的下列主題：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備份物件與應用程
式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將封存上傳到服務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從快照匯入物件和
應用程式

建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登陸頁面開始建立應用程式，以及觀賞可協助您開始使用的簡介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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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訂閱都可讓您建立一個應用程式。
關於進行選擇以建立應用程式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登陸頁面會呈現您可以建立的應用程式。

備註：
您開始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就無法回到登陸頁面。如果要回到登陸頁面建立不
同的應用程式，必須先將您的環境重設為原始狀態。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切換至不
同的業務程序。

您有兩個選項可以建立應用程式：
• 選擇您自己的設定值來建立應用程式
• 使用現有快照來建立應用程式
這些選項會顯示在類似下列圖解的應用程式特定的登陸頁面上：
 

 

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在登陸頁面的 Planning 之下，按一下選取來檢視可用來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選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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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在應用程式中，您只能有一個自訂輸入立方體和一個報告立方體。

• 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按一下開始，建立以模組為基礎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 管理
Planning 模組 中的設定應用程式。

• 移轉：按一下移轉從您以前上傳至環境的快照匯入 Standard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
我可以將哪些應用程式移轉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以瞭解必備條件和快照相容性。
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 中的下列主題：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備份物件與應用程
式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將封存上傳到服務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從快照匯入物件和
應用程式

我可以將哪些應用程式移轉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下列應用程式提供移轉快照以便在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與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環境中建立應用程式的選項。
• Planning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Tax Reporting

• Data Management

備註：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沒有 Tax Reporting、Data Management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應用程式。

以下是一律支援的移轉案例
• 您可以移轉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或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例如，在建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的快照之後，您重新建立了服務。您
可以使用快照來重新建立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

• 您可以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或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測試環境中所
建立的快照移轉至生產環境，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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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舊版環境，如果測試環境和生產環境都使用相同的 Essbase 版本，則支援將快
照從測試環境移轉至生產環境，反之亦然。您也可以從使用非 Hybrid Essbase 的舊
版環境移轉至使用 Hybrid Essbase 的環境，但反之則否。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
關於 EPM Cloud 中的 Essbase。

以下是永不支援的移轉案例
• 將快照從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或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移轉至
舊版環境。

• 將取自使用 Hybrid Essbase 之環境的快照移轉至使用非 Hybrid Essbase 的環境。
• 將快照從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或舊版環
境移轉至內部部署的部署。

舊版 EPM Cloud 快照的移轉路徑
舊版快照參照取自非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或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環境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的快照。根據預設，這
些環境已設定不支援混合立方體的 Essbase 版本 (稱為非 Hybrid Essbase)。
因為下列舊版環境可讓您啟用「混合 BSO」立方體，所以它們可能已設定支援混合立方
體的 Essbase 版本 (稱為 Hybrid Essbase)。
• 企業規劃與預算雲
• 含 Plus One 選項的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如需 EPM Cloud 中 Essbase 使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關於 EPM Cloud 中的 Essbase。
對於舊版環境，提供使用 recreate EPM Automate 命令的自助作業，將非 Hybrid
Essbase 升級至 Hybrid Essbase。升級 Essbase 後，您可以在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啟用「混合 BSO」立方體。

備註：
您可以升級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環境以使用 Hybrid
Essbase。不過，您無法在這些環境中啟用「混合 BSO」立方體。

表格 2-1    舊版 EPM Cloud 快照的移轉案例

舊版快照來源 可用的移轉路徑 無法使用的移轉路徑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 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 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Hybrid
Essbas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任
意格式)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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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續) 舊版 EPM Cloud 快照的移轉案例

舊版快照來源 可用的移轉路徑 無法使用的移轉路徑
舊版含 Plus One 選項的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Hybrid 或非 Hybrid
Essbas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 舊版含 Plus One 選項的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Hybrid 或非 Hybrid
Essbase)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任意格式、自訂)

• 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 舊版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或 Hybrid Essbas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任意格式)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Hybrid Essbase)

• 舊版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Hybrid Essbas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任意格式)

• 舊版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 *內部部署 11.2.x
Planning

• 內部部署 11.1.2.4
Planning

• 內部部署 11.1.2.3
Planning

*使用 Essbase 21c 的內
部部署 11.2.x Planning
無法移轉至 EPM
Cloud。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 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任
意格式)

• 舊版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非
Hybrid Essbase)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快照的移轉路徑
所有使用 Essbase 的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環境都
會使用可支援「混合立方體」的最新 Essbase 版本。根據預設，自訂 Planning、Planning 模
組和「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都使用「混合 BSO」立方體。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關於 EPM Cloud 中的 Essbase。
表格 2-2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快照的移轉案
例

快照來源 可用的移轉路徑 無法使用的移轉路徑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Planning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Planning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任意格
式、自訂)

• 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 舊版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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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    (續)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快照的移
轉案例

快照來源 可用的移轉路徑 無法使用的移轉路徑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Planning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Planning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任意格
式、Planning 模組)

• 舊版環境 (包括使用 Hybrid Essbase 的
環境)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模組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任意格式)

• 舊版環境 (包括使用 Hybrid Essbase 的
環境)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任意格
式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任意格式

•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

Planning 模組)
• 舊版環境 (包括使用 Hybrid Essbase 的
環境)

移轉 Planning 快照
支援這些 Planning 移轉案例。
 

 

備註：
• 舊版應用程式參照來自非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或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訂閱的最新更新中的應用程式。
• 從舊版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以及含 Plus One 選項的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移轉應用程式，會建立可轉換為混合立方體的標準 BSO 立方體。

• 如需有關將內部部署 Planning 應用程式移轉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指示，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將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移轉至
EPM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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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嘗試將以 Groovy 為基礎的商業規則和範本匯入至不支援 Groovy 的業務程序將會失
敗。例如，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規劃和財務整合與關帳業務程序不支援以
Groovy 為基礎的業務規則。將從支援 Groovy 的應用程式 (例如，從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規劃業務程序) 匯出的業務規則和範本匯入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Planning 業務程序將會失敗。

EPM Cloud URL
佈建至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例項的客戶將使用與
以下類似的 URL 來存取自己的環境：
• 生產環境 URL： https://epm-idDomain.epm.dataCenter.oraclecloud.com/epmcloud
• 測試環境 URL： https://epm-test-idDomain.epm.dataCenter.oraclecloud.com/

epmcloud
例如，對於在 exampleDC 資料中心中配備 identity domain exampleDoM 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URL 可能如以下所示：
• 生產環境： https://epm-exampleDoM.epm.exampleDC.oraclecloud.com/epmcloud
• 測試環境： https://epm-test-exampleDoM.epm.exampleDC.oraclecloud.com/epmcloud
服務管理員負責將唯一的 URL 提供給使用者。
這是針對每個應用程式使用個別的環境定義來存取環境的舊版 EPM Cloud 進行的變更。請參
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 EPM
Cloud URL 範例。

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您可以啟用策略模型化，以與現有「自訂」和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如何啟用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1. 以服務管理員身分，登入「自訂」或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
2.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3. 從動作中，選取啟用策略模型化。
4. 如果您要使用導覽流程，則請完成策略模型化物件的啟動步驟：
• 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 登出後重新登入。

若要啟用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中的策略模型化，請參閱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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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和詞彙變更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引進了一些產品名稱和
詞彙變更，可能不會反映在使用者援助材料中，例如手冊、學習路徑、影片、螢幕擷取
畫面，以及線上說明。
表格 2-3    產品名稱和詞彙變更

舊詞彙 新詞彙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Planning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Planning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業務程序；例如，人力

Planning 模組
Enterprise Performance Reporting Cloud Narrative Reporting
雲端服務 業務程序

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根據您的規劃需求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Related Topics

• 關於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 選取應用程式類型
• 建立報告應用程式
•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 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
• 選擇設定選項
•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URL

• 學習產品導覽

關於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
在您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之前，我們有一些準則和最佳作法可
以協助判斷您的需求和設計符合您商業需要的應用程式：
• 請參閱設計應用程式的最佳作法。
• 按一下快速導覽。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學習產品導覽。
若要建立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然後選取財務之下旳開紿，然後選取規劃與預算。
2. 選取您要建立的應用程式類型。請參閱選取應用程式類型。
• 建立報告應用程式
•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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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
• 選擇設定選項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
用程式。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介紹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例項、業務程序和功
能，以及瞭解如何在 EPM Cloud 服務中建立
Planning 業務程序：標準訂閱和企業訂閱。

 建立 Planning 業務程序

選取應用程式類型
選取應用程式類型：
• 標準版：建置可用於任何業務程序的進階應用程式。從兩個選項中進行選取：
– 範例：使用所提供的範例 Vision 應用程式快速自動建立示範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範
例應用程式。

– 新增：建置進階的自訂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
• 企業版：建置自訂應用程式或使用預先定義的業務程序，為 Financials、Workforce、

Capital 及 Projects 建立應用程式。您也可以建置策略模型化解決方案。請參閱 管理
Planning 模組 。

備註：
僅購買 Enterprise PBCS 授權或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授權的
客戶，可以選取 Enterprise 應用程式類型。如需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授權的說明，請參閱常見問題集。

• 報告：建置可隨時間擴充的基本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報告應用程式。

建立報告應用程式
報告應用程式是基本的應用程式，具有讓您迅速開始運作所需的一個立方體與核心元件。如果
您稍後覺得需要更複雜的商業邏輯，您可以將報告應用程式轉換為標準版或企業版應用程式。
報告應用程式：
• 包含一個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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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讓您新增更多維度
• 僅允許 MDX 成員公式
• 不支援商業規則、對映報告、複製資料、複製版本、匯率，或幣別轉換
• 可轉換為標準版或企業版應用程式

備註：
– 若要將「報告」應用程式轉換成「標準版」應用程式，請參閱轉換成
標準版應用程式。

– 若要將「報告」應用程式轉換成「企業版」應用程式，請參閱將標準
或報告應用程式轉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報告應用程式的預設維度和特性：
• Account：只提供根成員。
• Entity：只提供根成員。
• Period：根據您在設定期間所提供的答案建立成員。使用者日後可新增備選階層。
已提供「期初結餘」與「年度總計」期間。

• Years：根據建立應用程式時所選擇的值拆分年數、歷史記錄及未來年度。已提供
「所有年度」父項。稍後可新增更多年數。預設年數為 10。

• Scenario：提供五個案例：計畫、實際、預測、差異，以及差異註解。
• Version：提供三個版本：基本、假設及最終。允許階層式版本，例如，基本 (子成
員) + 假設 (子成員) = 最終 (父成員)。

備註：
一般成員未新增至維度。

若要建立報告應用程式，請執行以下動作：
1. 按一下報告。
2. 命名您的應用程式並輸入描述。

備註：
確定您遵守命名限制中所述的應用程式命名限制。

3. 應用程式會提供設定選項，您可以加以選取以協助為您的規劃程序建立初始架構。
如果您需要協助以決定要選擇哪些選項，請參閱選擇設定選項。

4. 複查摘要畫面，如果您的選擇正確無誤，請按一下建立。
建立應用程式後，請執行下列步驟以植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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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匯入功能匯入中繼資料。請參閱匯入中繼資料。
• 從來源系統匯入資料以植入資料。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Planning 提供名為 Vision 的「範例」應用程式，可讓您快速建立具有物件和資料的應用程
式。

備註：
若要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

若要自動建立範例應用程式，請按一下標準版，然後按一下範例。應用程式建立完成後 (這會
花幾分鐘的時間)，您會看到已順利建立應用程式的訊息。
若要在建立應用程式後管理應用程式，請參閱管理應用程式。

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
標準版應用程式是進階的應用程式，具有兩個立方體和新增更多立方體的選項。支援複雜的商
業邏輯，例如商業邏輯與配置。您無法將標準版應用程式轉換成報告應用程式。
標準版應用程式：
• 可讓您新增其他維度
• 為您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建立的區塊儲存立方體啟用沙箱。(您也可以在建立立方體時，為自
訂立方體啟用沙箱。)

• 支援自訂工作曆 (最多當月週數)

• 支援商業規則
• 允許成員公式
• 無法轉換成報告應用程式
• 可轉換成企業版應用程式

備註：
若要將標準版應用程式轉換成企業版應用程式，請參閱將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轉
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若要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標準。
2. 按一下新增。
3. 命名您的應用程式並輸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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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確定您遵守命名限制中所述的應用程式命名限制。

4. 應用程式會提供設定選項，您可以加以選取以協助為您的規劃程序建立初始架構。
如需設定選項的描述，請參閱選擇設定選項。

5. 複查摘要畫面，如果您的選擇正確無誤，請按一下建立。
建立標準版應用程式後，請執行下列步驟以植入資料：
• 使用匯入功能匯入應用程式中繼資料。請參閱匯入中繼資料。
• 從來源系統匯入資料以植入應用程式資料。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

選擇設定選項
另請參閱：
• 設定工作曆與任務流程類型
設定應用程式的工作曆與任務流程類型。您可以設定期間頻率、開始年度和結束年
度、會計年度期間，並啟用累計預測。然後可以指定要使用的任務類型。

• 設定幣別
指定應用程式的主要幣別，並確定應用程式是否支援多重幣別。

• 自訂立方體名稱
指定應用程式中使用的輸入 (區塊儲存) 和報告 (聚總儲存) 立方體的自訂名稱。

• 設定自訂維度與中繼資料
將資料值依維度分類。您最多可建立 32 個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設定工作曆與任務流程類型
設定應用程式的工作曆與任務流程類型。您可以設定期間頻率、開始年度和結束年度、
會計年度期間，並啟用累計預測。然後可以指定要使用的任務類型。
工作曆會建立應用程式的期間頻率、開始年度和結束年度、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 (如果
是每月) 或第一個會計年度期間的開始日期 (如果是每週或每季)，並可讓您啟用累計預
測和期間持續時間。
針對會計年度，設定會計年度第一個月份，並指定會計年度是否要從相同的工作曆年或
上一個工作曆年起始。您可以根據工作曆年，稍後設定工作曆，例如，使用公式表示
式。設定應用程式的公式時，請注意，如果應用程式是在相同工作曆年或前一工作曆年
開始，則 [TPDate] 和 [FirstDate] 等公式運算式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在此畫面上，您也可以選擇應用程式的任務流程類型：
• 任務清單：任務清單是一項傳統功能，可透過列出任務、指示及結束日期來引導使
用者完成規劃程序。
如需有關任務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任務清單。

• EPM 任務管理程式：這是新應用程式的預設選項。「EPM 任務管理程式」提供所
有任務的集中監控，並提供可見、自動化且可重複的記錄系統來執行應用程式。
如需有關「EPM 任務管理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任務管理程式來管理任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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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目前無法從現有「任務清單」移轉至「EPM 任務管理程式」。如果您想要繼續使用
傳統「任務清單」，請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任務清單選項。

若要設定工作曆與任務流程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期間頻率：
• 每月
• 每週
• 每季
• 自訂

2. 選取應用程式的開始與結束年度。
3. 根據期間頻率，指定會計年度資訊：
• 若為每月，請選取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
如果所建立應用程式的第一個月不是 1 月，您必須同時選取會計年度開始日期。選取
此參數對於正確建立 Years 維度以及期間的基礎計算相當重要。如需詳細資訊，請參
閱關於工作曆。

• 若為每週和每季，請指定第一個會計年度期間的開始日期
4. 如果您將頻率設為每月，請選取週數分佈選項：平均、445、454 或 544。
週數分佈會根據每個月的會計週數，設定月分佈圖樣。此選擇決定摘要期間的資料在基礎
期間內的分佈方式。當使用者將資料輸入摘要期間時 (如季度)，值即會分佈在摘要期間的
基礎期間上。
若選取平均以外的週數分布圖樣，則應用程式會將季度的值除以 13 週，並根據選取的圖
樣分布各週。例如，如果您選取 5-4-4，則季中的第一個月有五週，且該季的最後兩個月
各有四週。

5. 決定是否啟用累計預測及設定期間。請參閱關於累計預測。
只有在起始月份為 1 月時，才能使用「累計預測」。

6. 選取應用程式的任務流程類型：
• 任務清單：透過列出任務、指示及結束日期，引導使用者完成規劃程序。
如需有關任務清單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任務清單。

• EPM 任務管理程式：這是新應用程式的預設選項。EPM 任務管理程式提供所有任務
的集中監控，並提供可見、自動化且可重複的記錄系統來執行應用程式。
如需有關「EPM 任務管理程式」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任務管理程式來管理任務。

關於工作曆
若為 12 個月工作曆，如果選取 1 月以外的月份作為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您必須同時選取會
計年度開始日期。選取此參數對於正確建立 Years 維度以及期間的基礎計算相當重要。
會計年度開始日期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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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工作曆年度。可將會計年度 (FY) 設定為從目前工作曆年度 (CY) 起始。
例如，在 12 個月工作曆中，若選取 2024 年 6 月作為起始期間，起始年度會建立為
FY24，定義為 CY24 的 6 月到 CY25 的 5 月。

• 上一個工作曆年度。可將會計年度 (FY) 設定為從上一個工作曆年度 (CY) 起始。
例如，在 12 個月工作曆中，若選取 2024 年 6 月作為起始期間，起始年度會建立為
FY24，定義為 CY23 的 6 月到 CY24 的 5 月。

以下表格提供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和會計期間起始年度選項如何影響應用程式工作曆的
範例，假設「會計期間起始年度」為 2022。
Table 2-4    12 個月工作曆的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和會計年度開始日期工作曆選項範例

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 會計年度開始日期 期間 - 年度 Years 維度
1 月 不適用。選取 1 月作為

會計年度的第一個月
時，無法使用此選項。

CY22 的 1 月至 CY22
的 12 月

FY22

7 月 相同工作曆年度 CY22 的 7 月至 CY23
的 6 月

FY22

7 月 上一個工作曆年度 CY21 的 7 月至 CY22
的 6 月

FY22

2 月 相同工作曆年度 CY22 的 2 月至 CY23
的 1 月

FY22

2 月 上一個工作曆年度 CY21 的 2 月至 CY22
的 1 月

FY22

12 月 相同工作曆年度 CY22 的 12 月至 CY23
的 11 月

FY22

12 月 上一個工作曆年度 CY21 的 12 月至 CY22
的 11 月

FY22

設定幣別
指定應用程式的主要幣別，並確定應用程式是否支援多重幣別。
若要設定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應用程式設定期間，選取應用程式的主要幣別。
2. 指定應用程式是否支援多重幣別，若支援，則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多重幣別選項：
• 標準：建立 Currency 維度與名稱為 HSP_Rates 的隱藏維度來儲存匯率。請參
閱關於標準多重幣別。不適用於模組與自訂應用程式類型。

• 精簡：建立 Currency 維度，並新增額外帳戶來儲存匯率。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
幣別。

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即無法變更此選項。無論本幣幣別為何，層級 0 的成員皆可使
用多重幣別。將跨立方體使用相同的幣別和匯率。

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在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將新增單一 Currency 維度到應用程式，匯率會儲存在
Accounts 維度中。
使用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工作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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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整個應用程式進行幣別轉換時將參考的主要幣別。
2. 在應用程式建立後，於 Currency 維度中，針對應用程式中的每個幣別建立一個 Currency
成員。您建立的 Currency 成員會列在輸入幣別底下。資料會輸入或載入到輸入幣別，且
資料可輸入或載入到任一指定組合 (例如 Entity 和 Account) 的多重輸入幣別。

3. 建立 Currency 成員時，可以指定您所新增的幣別是否也是報表幣別。選取報表幣別選
項，以將某個幣別設為報表幣別。

備註：
每個應用程式都有一個主要幣別，並可擁有許多報表幣別。

4. 您可以為 Currency 維度指派安全性，讓 Currency 維度成員根據使用者存取權變成唯讀。
若要為 Currency 維度啟用安全性，請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然後選取套用安全性。
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5. 對於具有自訂聚總儲存立方體的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您必須為自訂聚總儲存立方體啟
用 Account、Period 和 Currency 維度。預設情況下，預設聚總儲存立方體中的所有維度
都啟用，但您必須手動為自訂聚總立方體啟用這些維度。若要為自訂儲存立方體啟用
Account、Period 和 Currency 維度，請編輯每個維度的維度特性，並選擇對聚總儲存立方
體啟用它們。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6.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計算幣別規則會將輸入值從目前幣別轉換成報表幣別。從輸入幣別轉
換到應用程式主要幣別時會計算匯率。「三角套利」是用於從某輸入幣別到所有報表幣別
的計算。

7. 將匯率資料輸入應用程式建立時自動建立和內建的匯率表。匯率表的名稱是轉換為主要幣別的匯率；例如，轉換為 USD 的匯率。依期間輸入所有輸入幣別兌換成主要幣別的匯
率。您必須輸入跨所有交集的值，這些交集是您想查看轉換後資料的交集。

備註：
您也可以匯出「匯率範本」以輸入和載入幣別匯率。請參閱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
用程式的匯率。

匯率會儲存在 Account 維度中，並且含有將外國幣別轉換為主要幣別的結束和平均匯率。
這些匯率位於「外匯匯率 - 平均」和「外匯匯率 - 結束」中。這些匯率為鎖定狀態，無法
刪除。具有檢視權限的使用者可以檢視轉換為主要幣別的匯率表單上幣別的匯率。

備註：
您不能將「匯率」科目底下的 Account 成員移出「匯率」，因為「匯率」科目已
鎖定。若要將某個「匯率」成員移出「匯率」帳戶，您必須刪除該成員，然後將
它重新加入新位置。

8. 有兩種方式可以檢視「報表幣別」值：
• 表單上的計算幣別規則：在資料輸入表單中，新增計算幣別商業規則。若要新增這個
規則，請按一下 動作功能表，然後選取商業規則選項。您可以使用儲存後執行或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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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執行商業規則特性。輸入完輸入幣別的資料並執行「計算幣別」規則後，就
會轉換幣別並顯示報表幣別表單。

備註：
– 請確定已建立的任一表單在 Scenario、Version 和 Year 方面和匯
率 - 主要幣別 的表單具有相同的交集。

– 請確定輸入和轉換的表單具有相同結構，兩種表單之間的唯一差
異是幣別。

– 將計算幣別規則與您正在提供輸入的表單建立關聯。您可以設定
表單在表單的資料儲存後自動執行這些規則。若未設定，使用者
必須手動啟動規則來轉換資料，以便將某個幣別轉換成報表幣
別。執行此規則後，請開啟您要查看轉換值的表單或是從
Currency 維度選取該幣別的成員來檢視轉換的值。

– 計算幣別規則會與區塊儲存立方體中的表單建立關聯。聚總儲存
立方體不支援簡易幣別轉換。

– 您可以根據對案例期間定義的範圍來限制表單和批次幣別規則中
的幣別計算。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對於根據案例期間啟用幣別
計算選取是。

• 建立及啟動自訂規則：若要建立自訂規則，請按一下首頁上的導覽器 ，然
後按一下建立及管理下方的幣別轉換。針對幣別，輸入報表幣別。接著輸入
Scenario、Version Type 和 Version 明細。指定您想計算幣別轉換規則的年
度。按一下儲存。若要啟動此規則，請從首頁中按一下規則。在商業規則的右
側按一下啟動。

備註：
如果您已根據案例期間啟用幣別計算，則不得指定年，而且只能指定
一個案例。

備註：
幣別轉換指令碼的行為 (是否遵循根據案例定義計算幣別) 取決於指令碼產
生時的應用程式設定值。請參閱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 Planning 中設定多種幣別。

 在 Planning 中設定多種幣別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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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 Planning 表單中自動將資料轉換為報
表幣別。  在 Planning 中自動將資料轉換為報告幣

別

關於標準多重幣別
如果您熟悉規劃，則您也會熟悉標準多重幣別方法。這是您目前的規劃應用程式使用的方法。
在建立應用程式建立兩個稱為 Currency 和 HSP_Rates 的其他維度時，選取標準多重幣別選
項。您可以新增更多重幣別做為 Currency 維度的成員。HSP_Rates 維度是儲存匯率的隱藏維
度。此維度包含這些成員與其他儲存幣別匯率的成員：
• Hsp_InputValue：儲存資料值
• Hsp_InputCurrency：儲存資料值的貨幣類型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 Hsp_Rates 維度。
對於幣別資料類型的科目，您可以從下列其中一個匯率類型選擇：
• 歷史記錄
• 平均值
• 結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使用者定義屬性 (UDA) 會根據匯率類型與用於幣別計算的科目關聯。您可以將實體與幣別建立
關聯。例如，當您將實體 USA 與幣別 USD 建立關聯後，USA 實體在表單中的當地幣別就是
USD。
您可以建立多個匯率表，每個代表不同的商業案例。每個案例僅與一個匯率表關聯。
您可以執行計算幣別規則，此規則會根據表單中包含的成員在執行時期產生規則。此規則可以
根據需要，設為在儲存或載入表單時執行。
如需有關標準多重幣別使用方法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維度。

自訂立方體名稱
指定應用程式中使用的輸入 (區塊儲存) 和報告 (聚總儲存) 立方體的自訂名稱。
您只能在建立應用程式期間自訂立方體的名稱。如果在建立應用程式期間未指定立方體名稱，
則輸入 (區塊儲存) 立方體名稱預設為 "Plan1"，報告立方體 (聚總儲存) 名稱預設為應用程式名
稱。

注意：
新增立方體之後，即無法重新命名或刪除。

若要自訂立方體名稱，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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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輸入立方體名稱中，輸入資料輸入 (區塊儲存) 立方體的名稱。
2. 在報告立方體名稱中，輸入報告 (聚總儲存) 立方體的名稱。
在應用程式建立程序的這個時間點，您也可以啟用沙箱。如需沙箱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管理沙箱。

設定自訂維度與中繼資料
將資料值依維度分類。您最多可建立 32 個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應用程式包含兩個自訂維度：Account 與 Entity。使用 Account 及使用者定義的維度來
指定要向使用者收集的資料。使用 Entity 可模型化組織中的計畫資訊流量，並建立計畫
複查路徑。
若您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選取典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則應用程式會包含 Hsp_Rates 維
度以儲存匯率。此維度包含這些成員與其他儲存幣別匯率的成員：
• Hsp_InputValue：儲存資料值
• Hsp_InputCurrency：儲存資料值的貨幣類型
如需自訂維度與 Hsp_Rates 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備註：
您可以選擇手動輸入成員名稱，或是透過從中繼資料檔案匯入來設定
Account、Entity 及自訂維度成員。若要從中繼資料匯入，您首先要將每個維
度的中繼資料匯出至純文字檔案，然後在此視窗上瀏覽至該純文字檔案以匯入
其中繼資料。如需建立純文字檔案的指示，請參閱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若要設定自訂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若要新增維度或重新命名預先填入的維度，請於維度名稱欄中的維度類型的右邊輸
入維度名稱。
維度名稱最多可包含 80 個字元，且可以包含空格。

2. 輸入每個維度的成員名稱。
例如，對於 Version 維度，您可以輸入 Budget2014。您可以在以後新增成員。
記錄數欄顯示已輸入或純文字檔案中的成員數目。

3. 選擇性：若要從純文字檔案匯入 Account、Entity 或自訂維度的中繼資料，請按一
下瀏覽。
請使用此方法匯入較少的維度 (例如，1,000 或更少的成員)，以及使用「匯入」和
「匯出」方法 (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中的描述) 來進行增量更新或載入
較大量的維度。
如需建立純文字檔案的指示，請參閱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如果檔案包含太多成
員而可能影響應用程式效能，將會出現錯誤，並顯示記錄數為 0 (零)。

4. 按一下建立。
5. 若您有更多中繼資料要載入，請繼續到匯入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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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URL
若要啟動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應用程式，請在新瀏覽器視窗中輸入下列 URL：
https://Oracle PBCS service name/HyperionPlanning;

例如：
https://testnew1-testnew1.pbcs.us1.oraclecloud.com/HyperionPlanning;

如需在行動裝置上啟用應用程式物件存取權的相關資訊以及使用應用程式時的注意事項，請參
閱管理應用程式存取權。

學習產品導覽
按一下快速導覽會將您連到應用程式快速入門的有用資訊。它也提供最佳作法以判斷您的需求
並設計您的應用程式、管理應用程式的教學課程，並帶您連結至文件庫所在的「說明中心」。
若要學習產品導覽，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快速導覽。
2. 按一下畫面底部的按鈕以檢閱導覽畫面。

管理應用程式所有權
系統會自動為建立應用程式的「服務管理員」指派「應用程式擁有者」功能。當具有「應用程
式擁有者」功能的「服務管理員」被刪除，或當使用者的預先定義角色指派被降級 (例如，從
「服務管理員」降級為「超級使用者」) 時，系統會將「應用程式擁有者」功能重新指派給應
用程式的下一位可用「服務管理員」使用者 (依字母順序)，然後刪除或變更目前「應用程式擁
有者」使用者的角色以與「存取控制」同步。
如果沒有可用的「服務管理員」，系統就不會刪除該「服務管理員」使用者或變更角色。
Oracle 將會與您聯絡來進行後續解決問題的步驟。
任何「服務管理員」都可以使用系統設定值來接管「應用程式擁有者」角色，或將其重新指派
給任何可用的「服務管理員」。
請參閱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第 2 章
管理應用程式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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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使用開放式的維度立方體建構，讓您能夠以所需的任何維度組合來建立
立方體。
Related Topics

• 瞭解任意格式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來源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重要注意事項
• 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常見問題

瞭解任意格式
任意格式可讓您以所選的立方體和維度來建立應用程式，不受標準應用程式所實行之立方體和
維度限制的約束。使用任意格式，您可以在建立自己的立方體模型和建置的同時，保留利用業
務程序功能的能力。
您可以利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畫面來存取任意格式；它們支援用於執行自訂函數的 Groovy 指令碼，以及用於計算
的商業規則。

Note:

您無法在任意格式中使用下列功能，因為這些功能需要應用程式中有 Scenario、
Version、Period 及 Year 維度。
• 預測規劃
• 自動預測
• IPM 洞察分析
在任意格式中，您可以將 Scenario、Version、Period 及 Year 維度定義為自訂維
度。
此外，您無法在任意格式中使用下列功能：
• 沙箱
• 核准
• 任務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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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建立有多個立方體的應用程式，也可以建立只有一個立方體的應用程式，然後稍
後新增更多立方體 (上限為總共 12 個立方體)。如需單一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與多
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功能比較，請參閱下方的表格。
比較單一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與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功能

功能 單一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立方體的數目 • 應用程式只有一個立方

體。
• 這一個立方體可以是區塊
儲存 (BSO)，也可以是聚
總儲存 (ASO)。

• 系統會自動將 BSO 立方體
設定為「混合 BSO」立方
體。

• 應用程式最多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

• 立方體可以是 ASO 與
BSO 的任何組合。

• 系統會自動將 BSO 立方體
設定為「混合 BSO」立方
體。

建立立方體 您可以用下列方式建立單一立
方體：
• 利用現有的 Essbase 大綱

(OTL) 檔案，或是
Essbase Migration 套件

• 利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來
手動建立

• 在您可以建立的 12 個立
方體中，只有第一個立方
體可以利用 OTL 檔案或
Essbase Migration 套件
來建立。

• 稍後您可以利用 Web 介
面來新增剩下的立方體 (按
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
然後按一下概觀，再選取
立方體頁籤，然後按一下
建立)。
如果第一個立方體是用
Web 介面建立的，系統就
無法再處理 OTL 檔案或
Essbase Migration 套
件。不過，您還是可以利
用 Web 介面來建立剩下
的立方體。

• 每個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都會在 Essbase 上
產生自己的大綱。維度是
共用的，但大綱本身並不
是。

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其他功能
• 單一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最多可以有 26 個維度。
• 立方體可以共用維度，也可以有獨立的維度。
• 您可以自訂所有的維度，也可以讓立方體繼承原生的 Account、Period 及/或 Entity
維度。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支援跨立方體的資料對映、智慧型發送及複製資料。
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會受到下列現有業務程序假設的限制：
• 成員在任意格式內的所有立方體中，都必須是唯一的。
• 管理員適用於應用程式層級，而非立方體層級。
• 若要允許成員名稱重複，則不能啟用輸入大綱。

Chapter 3
瞭解任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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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取得任意格式的簡介。

 Cloud EPM 中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簡介
利用內部部署的 Essbase 大綱 (OTL) 檔案和快照
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利用內部部署的 Essbase 大綱檔案和快照

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利用 Essbase 大綱建立多立方體 任意格式應用程
式  利用 Essbase 大綱建立多立方體任意格式

應用程式
建立有「混合 BSO」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建立有「混合 BSO」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建立有 ASO 或報表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利用報表立方體/ASO 立方體建立任意格

式應用程式
建立有 BSO 或 ASO 立方體的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利用 BSO 和 ASO 立方體建立多立方體任

意格式應用程式
瞭解如何使用 Excel 範本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
式。藉由使用 Excel 範本，您可以瞭解如何定義
應用程式特性、管理立方體、建立維度與成員、
屬性、存取權限，以及將資料載入至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利用 Excel 範本建立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 第 1 部分

瞭解如何使用 Excel 範本並在 Web 介面中驗證變
更，來更新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在使用 Excel 範
本建立您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後，瞭解如何使
用相同的範本來修改維度、成員、替代變數及安
全性。然後，在 Planning Web 介面中，指派
「應用程式管理」選項、複查應用程式特性與定
義，以及您所匯入的資料。

 利用 Excel 範本建立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 第 2 部分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來源
您可以藉由利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建立維度，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或者，您可以使用內
部部署版本 11.1.2.4.xxx (或更新版本) 單一立方體 Essbase 應用程式的大綱 (OTL) 檔案或快
照，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當您將 Essbase 立方體 OTL 檔案或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當作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來源時，
系統會自動建立並對映 Account、Period (時間) 及 Entity (國別) 維度。此外，Essbase 應用程
式的 Version 與 Scenario 維度會建立為自訂維度。因此，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並不支援立即可用
的「工作流程」功能。
「服務管理員」可利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或下列來源，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 內部部署版本 11.1.2.4.xxx (或更新版本) 單一立方體 Essbase 應用程式的大綱檔案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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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內部部署版本 11.1.2.4.xxx (或更新版本) 單一立方體 Essbase 應用程式
的 OTL 檔案，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結構。您稍後可以為此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新
增或建立新的立方體。
由於系統會將 OTL 檔案的名稱指派給您為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所建立的立方體，因此
該檔案名稱最多只能有 8 個字元。較長的檔案名稱會導致程序失敗。
一般而言，大綱檔案會位於您內部部署 Essbase 部署內的 EssbaseServer/
essbaseserver1/app/<app_Name> 目錄中。
由於 OTL 檔案不包含應用程式資料，因此您必須將 Essbase 資料擷取至某個檔
案。請使用 MaxL、Essbase Studio 或另一種工具，從 Essbase 應用程式匯出資
料。資料必須以 Essbase 資料檔案格式匯出。
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匯入所擷取的資料，選取 Essbase 作為來源類型。您可以從儲
存在本機的資料檔案匯入，或從上傳至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收件匣的檔案匯入。如需詳細的指示，請參閱匯入資料。

• 內部部署版本 11.1.2.4.xxx (或更新版本) 單一立方體 Essbase 應用程式的應用程
式快照
此選項簡化了應用程式的建立作業，方法是移轉先前利用 移轉來建立的現有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此程序會自動載入維度、建立替代變數、將計算指令碼傳
換成圖形規則，以及載入資料。您稍後可以為此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新增或建立新的
立方體。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重要注意事項
Note:

請勿嘗試藉由將 Essbase Migration 快照匯入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中，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只有從先前任意格式
應用程式建立的快照，才支援使用 Migration 匯入快照。

• 如果您利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來建立單一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就無法使用
資料對映及其他多立方體的功能。

• 擁有自訂定義函數 (CDF) 和 CDF 參照的 Essbase 快照，無法用來建立任意格式應
用程式。

• 確定您使用的 OTL 檔案或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未包含具有系統限制名稱的物
件；例如 Year 維度中名為 FY02 的成員。您必須先將這類限制名稱重新命名或移
除，然後再產生您打算用來建立應用程式的 OTL 檔案或快照。請參閱命名限制。

• 確保您在使用的 OTL 檔案或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沒有長度超過 80 個字元的成員
和別名名稱。如果成員和別名名稱超過 80 個字元，請務必移除或縮短該名稱，否
則匯入作業不會成功。請參閱命名限制。

• 如果您要使用的 OTL 檔案包含「年度總計」和「期初結餘」成員，則「期初結餘」
成員必須是 Period 維度下方的第一個子項，而「年度總計」必須是 Period 維度下
方的第二個子項。這兩個成員都需要特殊處理，還可讓您移動到適當的位置，方法
是在還原 Migration 快照之前，先修改該快照中的 .CSV 檔案。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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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打算使用儲存在 EPM Cloud 環境中的 OTL 檔案或快照作為來源，請先上傳檔案，
然後再開始應用程式建立程序。
請使用 uploadFile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命令或移轉，將 OTL 檔案或快照上傳至
EPM Cloud 環境。

• 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匯入的資料可能是無法編輯的。有時，資料會設為「唯讀」。
• 在應用程式中，成員大綱必須是唯一的。
• 如果您是透過匯入 OTL 或快照的方式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後可以為此任意格式應用
程式新增或建立新的立方體。

• 如果您是透過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中新增立方體的方式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後無法
將 Essbase 立方體 OTL 或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匯入此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建立新的立方
體。

當您為任意格式中的維度及成員命名時，請勿使用下列的保留字：
Table 3-1    不可作為任意格式中成員名稱的保留字

保留字
BU Version_1 Users Attribute Dimensions HSP_Entity
ConsolidatedData Groups Default HSP_Period
BaseData Calendars Task Lists HSP_Version
SandBoxData Currencies Menus HSP_XCRNCY
Super User Predefined CalcMgrRules HSP_Years
Strategic Planner FX_Tables CalcMgrRulesets HSP_View
Service Administrator Forms CalcMgrVariables HSP_Metric
CalcMgrTemplates Aliases HSP_Rates
Root Cubes HSP_Scenario
Dimensions Planning Units HSP_Account

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
在您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前，請先複查重要的注意事項，以及不可作為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中成員名稱的保留字。請參閱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重要注意事項。
「服務管理員」可以利用下列幾種方式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
• 匯入 Essbase 大綱檔案，或是單一 Essbase 立方體的快照。
• 建立有單一立方體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讓它就只有一個立方體，也可以稍後再新增立方體)

• 建立有多個立方體的應用程式
如何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類型：
1. 在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登陸頁面，按一下 Planning 底下的選取。
2. 在 Planning 登陸頁面中，按一下建立新應用程式底下的開始。
3. 輸入應用程式的名稱和描述。
4. 從應用程式類型中，選取任意格式。
5. 針對應用程式設定，請選取下列選項：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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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 Essbase OTL/LCM：從內部部署 Essbase 大綱檔案或快照建立任意格式
應用程式。您只能使用一個大綱檔案或快照。若要繼續使用此應用程式設定選
項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請參閱使用大綱檔案或快照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
程式。

• 建立立方體：建立使用一或多個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請根據您使用自
訂維度的模型，利用此選項來手動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在此程序進行期
間，您可以對映您要作為 Entity、Period 及 Account 維度的自訂維度，也可以
新增其他的自訂維度來支援您的模型。若要繼續使用此應用程式設定選項來建
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請參閱使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
式。

Note:

如果您使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中的建立立方體選項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
式，就無法再將 Essbase 大綱檔案或快照匯入此應用程式中。您稍後仍
然可以使用 Web 介面來建立新的立方體。如果您使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
中的匯入 Essbase OTL/LCM 選項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稍後您可以
使用 Web 介面，為此應用程式建立新的立方體。

使用大綱檔案或快照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如何繼續使用大綱檔案或快照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1. 選取來源 OTL 檔案或 Essbase 應用程式快照的位置：
• 選取本機，從您目前存取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電腦存取來源 OTL 檔案或快照。
針對匯入檔案，按一下選擇檔案，並選取來源 OTL 檔案或快照。

• 選取收件匣，以從您的 EPM Cloud 環境存取來源 OTL 檔案或快照。
從選取一個中，選取來源 OTL 檔案或快照。

2. 按一下下一步。
3. 複查應用程式資訊，然後按一下建立。
完成應用程式建立作業時，會顯示 EPM Cloud 首頁。

4. 確定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沒有回報問題。
•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和工作來開啟「工作」主控台。
• 確認建立資料庫和處理程序大綱活動已完成且沒有錯誤。修正任何已報告的錯
誤。

5. 選擇性：如果您已使用 OTL 檔案作為來源來建立應用程式，則請匯入應用程式資
料。請參閱匯入資料。
如果您已使用快照作為應用程式來源，則應用程式建立程序會自動匯入資料。

6. 在識別網域中建立應用程式使用者，然後視需要指派預先定義的角色。請參閱 管理
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管理
使用者與角色。

7. 視需要設定存取權限。請參閱設定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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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如何繼續使用應用程式建立精靈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1. 針對立方體數目，選取您要用來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立方體數目。您可以現在就新增
最多 12 個立方體，也可以先從一個立方體開始，並稍後在「應用程式概觀」頁面中新增
更多的立方體。

Note:

如果您建立單一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就無法使用資料對映及其他多立方
體的功能，直到您為該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新增立方體為止。此外，若要讓資料對
映能夠運作，您至少必須要有一個區塊儲存 (BSO) 立方體，且資料對映的來源必
須是 BSO 立方體。

2. 在立方體名稱中，輸入每個立方體的名稱 (上限為 8 個字元)。
3. 如果立方體是聚總儲存立方體，請選取是 ASO。如果您沒有勾選是 ASO 核取方塊，代表
該立方體是「混合」區塊儲存立方體。

Note:

使用 ASO 立方體的報告應用程式一般會以聚總檢視儲存資料，而且可處理的維
度數量不但比 BSO 多，還不會影響效能。

4. 按一下下一步。
此時畫面會顯示建立維度頁面。從此畫面中，您可以建立多達 3 個維度，並個別將維度指
派給 Account、Entity 及 Period 預設維度類型。您稍後可以在 Web 介面中新增其他的維
度。

Note: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不需要標準維度。您所建立的應用程式在其自訂維度內可以只
包含您選擇的成員。而您建立的維度及其結構，並不會受到標準 Planning 應用
程式維度所必須遵守之條件約束的限制。

5. 在建立維度中，建立並對映預設應用程式維度。完成步驟：
• 若要建立維度並將其對映至預設維度類型，請選取已啟用核取方塊，然後輸入維度名
稱。

Note:

啟用維度並不是系統會自動完成的動作。就跟自訂應用程式一樣，您必須手
動啟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維度。您可以現在就啟用維度，也可以稍後再啟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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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建立維度並指派維度類型，請在列中選取核取方塊，然後輸入維度名稱。
• 若要建立 Shell 應用程式，請勿變更畫面上的任何設定。
您可以在 Shell 應用程式的建立程序完成之後，再將維度新增至該 Shell 應用程
式，並對映維度。

6. 按一下下一步。
7. 在複查中，確認您選取的設定值，然後按一下建立。
應用程式建立程序可能需要數分種才能完成。

8. 在「應用程式建立狀態」畫面中，按一下確定。
隨即會顯示您的 Planning 首頁。

9. 選擇性：視需要建立自訂維度。
a.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及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b. 針對立方體，選取您之前為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所建立的立方體，或是選取全
部。

c. 按一下建立。
d. 針對您要新增的每個維度，完成維度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完成。如需維度特
性的描述，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選取已啟用，以指明您是否要在此立方體中使用該維度。

Note:

啟用維度並不是系統會自動完成的動作。就跟自訂應用程式一樣，您
必須手動啟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維度。

e. 按一下動作，然後重新整理資料庫以重新整理立方體。
10. 選擇性：匯入應用程式資料。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匯入資料。
11. 選擇性：如果您建立一個 Shell 應用程式來匯入快照，請存取移轉，然後刪除應用
程式並完成匯出程序。
a. 將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快照上傳到您的環境中。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轉中的將封存上傳到服務 以瞭解詳細指
示。

b. 匯入快照。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移
轉中的從快照匯入物件和應用程式以瞭解詳細指示。

12. 在識別網域中建立應用程式使用者，然後視需要指派預先定義的角色。請參閱 管理
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管理
使用者與角色。

13. 視需要設定存取權限。請參閱設定存取權限。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常見問題
相關連結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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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base 與 EPM Cloud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間的差異為何？
• EPM Cloud 何時會採用目前的 Essbase 21c 版本？
• 同時使用 EPM Cloud 和 Essbase 21c，會有什麼影響？它們在資料移動、建立報表、智
慧型檢視連線等方面，是如何搭配運作的？

• 對於要將 Essbase 立方體從內部部署的 EPM 移轉到 EPM Cloud 的客戶，有什麼建議
嗎？

• 哪些是將會限制處理的預設硬體設定？
• 我需要哪種 EPM 授權，才能取得多立方體任意格式？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詳細資料：
• 所有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都視為自訂應用程式嗎？
• 所謂的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否代表我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且每個立方體都只
有 2 或 3 個維度？

• 我可以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哪種管理介面？
• 「立方體重新整理」會同時重新整理所有的立方體嗎？
• 各種項目有大小的臨界值嗎？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否支援會慢慢改變的屬性？
• 我可以透過智慧型檢視以及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和資料視覺化直接存取任意格式立方
體嗎？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支援混合立方體嗎？
•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提供可讓多個應用程式使用的儲存庫嗎？
• 我可以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藉由「資料管理」傳送的中繼資料負載嗎？
• 我們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會失去任何與 Planning 自訂應用程式類型相關的功能嗎？
• 當我選取「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時，可以使用 Groovy 嗎？
• 我可以在新增維度之後，移除該維度嗎？
• 我可以利用 Planning Migration 檔案，建立與 OTL 或 Migration zip 檔案類似的應用程式
嗎？

• 我可以匯入多個大綱或 Migration 檔案嗎？
• 「任意格式」只在 EPM 企業版 (對比之前的 PBCS) 提供嗎？
• 如何使用「任意格式」將維度 (和階層) 從舊版 Hyperion Planning 應用程式上傳至 EPM？
• 是否可從智慧型檢視重新整理資料庫？
• 是否會啟用分割區？
• 如何設定安全性篩選條件？
• 任務管理功能類似於可將其整合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還是只是基本任
務？是否可對此功能提供說明？

• 如何管理「任意格式」的維度？
• 是否可以對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進行備份，然後將備份移轉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Planning 模組雲端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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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規則指令檔可正確移轉嗎？關於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應用程式
的可設定整合規則可移轉嗎？

• OTL 移轉可使用所有的 Essbase 版本嗎？
• 在需要案例/期間維度的「任意格式」進行資料整合時是否沒有任何限制？
• 如果已建立應用程式，是否可匯入資料？
• 是否可提供在「資料交換」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功能的相關資訊？
• 是否有建立自訂維度和商業規則的功能？
Essbase 的移轉技術性問題：
• 如果可能的話，將來我可以使用哪些「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微調功能？
• 是否支援分割？是否支援透明、連結、複製？
• 可以使用 MaxL 語言來進行管理、自動化、Shell 整合嗎？
• 未來會支援 MDX 函數嗎？
• 除了「資料管理」/ETL 之外，還有哪些方法可用來重新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的
規則檔案？因為這在「資料管理」中有點難處理。

• 針對大型的 ASO 資料庫，大家偏好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的資料載入機
制是什麼？

• 是否有計畫要建立將 CDF 移轉到 Groovy 的工具？
• 我可以將哪些 Essbase 物件移轉到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要如何進行？
• 當系統將 Essbase 大綱檔案或 Migration 檔案匯入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時，會略過哪
些物件？

• Essbase 功能是如何對映到 EPM Cloud 中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Essbase 與 EPM Cloud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之間的差異為何？
您可以將 Essbase 當作內部部署的解決方案，也可以透過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OCI) 來部署 Essbase 解決方案。系統會將它部署為 OCI 解決方案，還讓客戶能夠完
全控制立方體的部署方式。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供的 SaaS 解決方案，讓客戶可以將 Essbase 立方體匯入 EPM
Cloud，並獨立部署該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擁有混合式的架構，其關聯式元件超
越了 Essbase 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最多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且在所有立方體中
最多可以有 29 個維度。
EPM Cloud 何時會採用目前的 Essbase 21c 版本？
我們在 EPM Cloud 中採用最新 Essbase 版本的作業進度，是根據這會對客戶 (在功能
及效能方面) 的影響來決定的。我們目前正在評估在 EPM Cloud 中採用 21c 的影響，而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會是最先採用 21c 的產品之一。
同時使用 EPM Cloud 和 Essbase 21c，會有什麼影響？它們在資料移動、建立報表、
智慧型檢視連線等方面，是如何搭配運作的？
OCI 上的 Essbase 21c 是 IaaS 部署。而任意格式是 SaaS 部署。使用者將需要擷取其
中一個環境的資料，或是將資料移到另一個環境。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共用連
線可以在相同的平台內連線，因此您可以使用單一共用 EPM 連線，連線至多個任意格
式應用程式。當任意格式是智慧型檢視中的共用連線時，OCI 上的 Essbase 21c 會是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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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連線。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與 OCI 上或內部部署的 Essbase 21c 之間的任何資料交換，都會
以資料匯出 - 匯入的方式進行。
對於要將 Essbase 立方體從內部部署的 EPM 移轉到 EPM Cloud 的客戶，有什麼建議嗎？
將內部部署 EPM 實例移轉到 EPM Cloud 的內部部署客戶，應將 Essbase 報告或規劃立方體
實例移轉到 EPM Cloud 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這可確保客戶對於 SaaS EPM Cloud 內部的
所有業務處理，都有一致的存取方式。這也能避免發生跨環境資料延遲及資料移動的情況。此
外，這可確保客戶有個地方可用來維護存取權限和安全性。客戶將可以持續使用 EPM Cloud
平台中所有最新的功能，以及未來的增強功能。
哪些是將會限制處理的預設硬體設定？
我們是根據具名的使用者授權，及「雲端」裝載原則指南的效能期望來運作的。EPM Cloud 使
用標準化的「雲端」硬體組態，而客戶可以使用「服務要求」程序來提出變更要求。
我需要哪種 EPM 授權，才能取得多立方體任意格式？
您可以搭配 EPM Enterprise Cloud 來使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所有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都視為自訂應用程式嗎？
是的。所有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都可完全讓您自訂，其中並沒有立即可用的內容。在維度和成員
方面，您有完全的使用彈性。您可以建立任何維度組合的立方體，只要立方體的總數少於 26
個自訂維度。您可以對映 Account、Period 或 Entity 維度，前提是它們必須屬於預設維度類型
的立方體維度。只要這些維度出現在來源大綱或 Migration 檔案中，我們就會自動對映這些維
度。
所謂的多立方體「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否代表我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且每個立方體都只
有 2 或 3 個維度呢？
單一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最多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且它們可以是任何 BSO 與 ASO 立方體的組
合。每個立方體都可以有切合所需的維度，無須要求任何必要的維度或成員。
我可以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哪種管理介面？
您可以透過 Calculation Manager 或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的維度編輯器，使用 SaaS 中與區塊
相關的 Essbase 管理主控台功能。因為這是 Web 式的應用程式，EPM Web 應用程式中有其
他的管理介面，可讓管理員用來管理 EPM 應用程式。
「立方體重新整理」會同時重新整理所有的立方體嗎？
任意格式部署就是包含在單一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的立方體。您最多可以有 12 個立方體。系
統會依照應用程式，重新整理其中所有的立方體。在 EPM Cloud 中，並沒有重新整理特定立
方體的概念。
各種項目有大小的臨界值嗎？
在提供任意格式的全新 EPM Enterprise Cloud 中，並沒有檔案大小的限制。而維度大小和資
料量的限制，則是依個案的差異而所有不同。對於提高臨界值，我們有完善的標準支援協定。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否支援會慢慢改變的屬性？
有些客戶要求我們提供這個功能，但需求量並不夠高。我們會根據 Cloud Customer Connect
中的客戶連線意見，來調查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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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透過智慧型檢視，以及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和資料視覺化，直接存取任意
格式立方體嗎？
會連線至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智慧型檢視連線，是藉由標準的智慧型檢視 EPM Cloud
介面來進行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可以從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存取，也可以藉由利
用 Oracle Analytics Cloud中直接連線功能的「資料視覺化」來存取。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支援混合立方體嗎？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支援建立混合 BSO 立方體和 ASO 立方體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提供可讓多個應用程式使用的儲存庫嗎？
儲存庫是依應用程式而定的，但可作為另一個應用程式的連線目標。您可以在 Web 和
智慧型檢視中，混合各個應用程式中的資料。
我可以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藉由資料管理傳送的中繼資料負載嗎？
是的。只要應用程式至少有一個 BSO 立方體，就支援資料管理的中繼資料負載。我們
會在不久後的將來，藉由資料管理支援只有 ASO 立方體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目前您
可以選擇使用「大綱載入公用程式」(OLU) 來匯入中繼資料。
我們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會失去任何與 Planning 自訂應用程式類型相關的功能
嗎？
您可以使用所有不取決於必要 Planning 維度的一般平台功能。而開放式的維度核准功
能，已經在我們的計畫中。
當我選取「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時，可以使用 Groovy 嗎？
是的。所有平台功能都可搭配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使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支援所有商業
規則，包括 Groovy 規則。
我可以在新增維度之後，移除該維度嗎？
您可以取消選取立方體的維度，系統會在下一次立方體重新整理時，移除該維度與立方
體之間的關聯。
我可以利用 Planning Migration 檔案，建立與 OTL 或 Migration zip 檔案類似的應用
程式嗎？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專為 Essbase 大綱/Migration 匯入所設計的，或是作為從頭開始建
立的應用程式。內部部署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會對映至 EPM Enterprise Cloud 中的自
訂應用程式類型。
我可以匯入多個大綱或 Migration 檔案嗎？
任意格式只接受利用一個大綱或 Migration 檔案來建立應用程式。您可以在介面中建立
其他的立方體，並建立該立方體與此大綱之間的關聯。我們不會將多個大綱或 Migration
檔案匯入到單一應用程式中。
「任意格式」只在 EPM 企業版 (對比之前的 PBCS) 提供嗎？
您可以搭配 EPM Enterprise Cloud 來使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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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任意格式」將維度 (和階層) 從舊版 Hyperion Planning 應用程式上傳至 EPM？
選項包括使用 Essbase 大綱檔案 (OTL) 執行載入、從來源擷取維度並匯入、使用 Web 介面/
智慧型檢視擴充功能進行管理，或手動建立。
是否可從智慧型檢視重新整理資料庫？
是，可從智慧型檢視重新整理。使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維度，然後重新整理資料庫。
是否會啟用分割區？
不支援。任意格式內不需要分割，因為它是 EPM Cloud 中的 SaaS 部署，而 EPM Cloud 已經
有替代的解決方案。您可以利用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在不同立方體之間傳送資料。分
割必須要有磁碟 I/O 及網路存取權限，而這是 Oracle SaaS Cloud 所不允許的。在雲端中，磁
碟和網路都已經虛擬化。您只要在同一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混用 ASO 和 BSO 立方體，並善
用混合 BSO、資料對映、智慧型發送，以及 Groovy，就沒有分割的必要了。
如何設定安全性篩選條件？
安全性會透過存取控制進行控制，從該處授予使用者應用程式存取權後再授予物件的存取權。
此外，「任意格式」提供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任務管理功能類似於可將其整合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還是只是基本任
務？是否可對此功能提供說明？
「任意格式」使用任務清單。Planning 應用程式現在提供任務管理程式功能，但「任意格式」
並未提供。
如何管理「任意格式」的維度？
管理維度的方式有很多種：
• 使用 Web 介面和智慧型檢視在解決方案手動管理
• 使用資料管理從來源解決方案整合並匯入維度工作
• 使用 Oracle Fusion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基礎架構 (OCI) 這類整
合工具

• 透過整合從 Oracle Data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DRM) 管理
• 使用 EPM 企業解決方案中的 Oracle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Cloud，此產品提供完
整的企業資料監管和控制功能

是否可以對任意格式應用程式進行備份，然後將備份移轉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Planning 模組雲端應用程式？
否，「任意格式」是不同的業務程序，因此無法移轉至其他業務程序。
商業規則指令檔可正確移轉嗎？關於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應用程式的可設定
整合規則可移轉嗎？
否，「任意格式」是不同的業務程序，因此無法移轉至其他業務程序。

Chapter 3
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常見問題

3-13



OTL 移轉可使用所有的 Essbase 版本嗎？
您可以使用內部部署版本 11.1.2.4.xxx (或更新版本) 單一立方體 Essbase 應用程式的大
綱 (OTL) 檔案或快照，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任意格式應用程
式的來源。
在需要案例/期間維度的「任意格式」進行資料整合時是否沒有任何限制？
若要在「任意格式」使用資料管理，至少必須定義「科目」、「期間」和「案例」維度
類型。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將資料載入至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如果已建立應用程式，是否可匯入資料？
可使用資料匯入功能匯入資料。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資料。只能在應用程式建立
期間使用移轉型資料匯入。
是否可提供在「資料交換」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功能的相關資訊？
如果您想要擷取及轉換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或任何系統 (例如第三方雲端) 的資料和中繼資
料，然後將該資料傳遞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EPM
整合代理程式就是適合您的完整解決方案。
您可以使用自訂的 SQL 查詢或預先封裝的查詢，連線到內部部署資料來源或從內部部
署資料來源載入資料，以便從 EBS 和 PeopleSoft General Ledger 等來源匯入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
整合中的使用 EPM 整合代理程式建立 EPM Cloud 與內部部署資料來源之間的連線。
是否有建立自訂維度和商業規則的功能？
是的。根據設計，「任意格式」是完全開放的業務程序，因此所有維度和商業規則都是
自訂建立的。
如果可能的話，將來我可以使用哪些任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微調功能？
由於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 SaaS 應用程式，微調作業是由 Oracle 來管理的。我們會在
必要的範圍內，於 Calculation Manager 介面中提供資料庫特性。
是否支援分割？是否支援透明、連結、複製？
不支援。任意格式內不需要分割，因為它是 EPM Cloud 中的 SaaS 部署，而 EPM
Cloud 已經有替代的解決方案。您可以利用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在不同立方體
之間傳送資料。分割必須要有磁碟 I/O 及網路存取權限，而這是 Oracle SaaS Cloud 所
不允許的。在雲端中，磁碟和網路都已經虛擬化。您只要在同一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
混用 ASO 和 BSO 立方體，並善用混合 BSO、資料對映、智慧型發送，以及 Groovy，
就沒有分割的必要了。
可以使用 MaxL 語言來進行管理、自動化、Shell 整合嗎？
為了 SaaS Cloud 的安全性理由，直接的指令碼編寫是被禁止的。由於這是 SaaS 平
台，我們不允許開放式指令碼的使用。而在 EPM Cloud 中，有其他的 MaxL 替代方案
可用。EPM Automate、EPM Agent 及 Groovy 都是很好的替代方案。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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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會支援 MDX 函數嗎？
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的 ASO 已經支援 MDX 了。從 20.05 開始，用於自
訂計算和配置的 MDX 指令碼編寫，可透過 Groovy 指令碼來完成。
除了資料管理/ETL 之外，還有哪些方法可用來重新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的規則檔案？因
為這在資料管理中有點難處理。
目前，我們支援將 Essbase 格式資料匯入任意格式應用程式。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中的定義資料載入規則詳細資料。
針對大型的 ASO 資料庫，大家偏好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的資料載入機制是什麼？
請使用 Essbase 檔案格式，或是使用資料管理。
是否有計畫要建立將 CDF 移轉到 Groovy 的工具？
我們目前並沒有計畫要將 CDF 移轉到 Groovy。基於 Java 的安全性考量，CDF 移轉是無法完
成的。Groovy 是很好的現代化替代方案。
我可以將哪些 Essbase 物件移轉到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要如何進行？

Essbase 物件 可用任意格式匯入檔案嗎？ 備註
應用程式和立方體中繼資料 是 您可以匯入立方體和大綱中繼資

料。
計算指令碼 是 可匯入 Calculation Manager

中，並作為商業規則
資料 是 從來源進行層級 0 匯入，或是使

用 Migration
磁碟區 不適用
鑽研定義 否 可藉由資料管理來管理
Excel 活頁簿及檔案 不適用 可在智慧型檢視中，利用「EPM

連線」來重新對映
篩選條件 否 中繼資料安全性是以關聯式架構

來維護的。
連結報告物件 (LRO) 否 在 EPM 中，附件和註解是分開管

理的。
位置別名 不適用
日誌檔 否
大綱及公式 是
分割區 否 可在不同立方體之間使用的資料

對映和「智慧型發送」替代方
案。

報表指令碼 否 可使用其他的匯出替代方案。
規則檔案、文字檔案、.CSV 檔案 是
案例 不適用
替代變數 是
使用者 否 在 EPM SaaS Cloud 的 IDM 中分

開管理
使用者角色 否 在 EPM SaaS Cloud 的 IDM 中分

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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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系統將 Essbase 大綱檔案或 Migration 檔案匯入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時，會略過哪些
物件？

Essbase 物件 物件在匯入期間被略過的原因
自訂定義函數 (CDF) CDF 是可以使用的，但基於 Java 安全性考

量，目前無法使用 CDF。Groovy 是很好的替
代方案。

自訂定義巨集 (CDM) Essbase 中的 CDM 是舊物件。針對規則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設計時期提示，是相同
概念的較佳實作方式。

位置別名 位置別名是捷徑名稱，可讓您透過實體
Essbase 資料庫的伺服器名稱、應用程式名
稱、資料庫名稱、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參照該
Essbase 資料庫。任意格式應用程式是在擁有
多個資料庫的單一應用程式中的獨立應用程
式。因此，可以在應用程式中使用資料對映和
智慧型發送。

報表指令碼 在 EPM Cloud 中，有藉由 Groovy 和 EPM
Automate 來進行的資料匯入及匯出替代方
案。

載入規則 資料管理提供可讓您分別採用多種不同載入規
則的功能。

Essbase 功能是如何對映到 EPM Cloud 中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原生的 Essbase 11g 功能 EPM Cloud 中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主動式/被動式立方體 可利用實作設定來支援
計算指令碼 商業規則
自訂定義函數/巨集 Groovy
資料庫版本設定 利用 Migration 快照的自動化作業。額外的

Pod。
Oracle Essbase Administration Services 大
綱檢視/編輯

維度編輯器
Essbase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的儲存格安全性
連結的報表物件 儲存格註解、文件附件、輔助明細
載入規則 資料管理規則、Groovy、維度/資料匯入、

OLU 匯出、層級 0 (自動化) 匯出
MaxL 指令碼 EPM Automate、EPM Agent 及 Groovy
分割 跨立方體的資料對映/利用 Groovy 的智慧型發

送是有效的替代方案
報表指令碼 匯出檔案、EPM Cloud 中的其他查詢/自動化解

決方案
文字清單 可在所有維度中使用的「智慧型列示」

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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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設定存取權限

指派應用程式物件的存取權，例如維度、表單、儀表板和任務清單。
另請參閱：
• 關於使用者與角色管理
• 可獲指派權限的應用程式物件
• 存取權限類型
• 管理物件的權限
• 關於存取權限的報表
• 從存取控制擷取變更的資訊

關於使用者與角色管理
此業務程序採用多層次的保護措施來確保安全性。由 Oracle 實作與管理的基礎結構元件，可
以為應用程式建立安全的環境。
業務程序層級的安全性是使用下列僅允許授權使用者存取應用程式的機制來獲得保障：
• 單一登入 (SSO)

• 對業務程序的角色型存取
全域角色為透過 Oracle Cloud Identity Console 授權。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
存取權限為透過應用程式介面授權，並在本章描述。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管理「存取控制」中的安全性，以及如何
設定業務程序中的存取權限。本教學課程中的「背
景和安全性概觀」一節將說明業務程序安全性的不
同層級。

 在 Planning 中設定安全性

可獲指派權限的應用程式物件
您可以指派權限給：
• 維度，包含使用者定義維度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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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可以選取維度特性套用安全性來指派權限給成員。如果您忽略或清除套
用安全性設定，所有使用者皆可存取維度的成員。
依預設會啟用 Account、Entity、Scenario 及 Version 維度的存取權限。
您可以選擇性針對 Period、Years 及自訂維度啟用此選項。
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 啟動規則權限
• 規則資料夾
• 表單
• 儀表板
• Infolet

• 報表、報表簿及散發定義
• 表單資料夾
• 儀表板資料夾
• Infolet 資料夾
• 報表和文件資料夾
• 任務清單
• Groovy 範本

存取權限類型
存取權限包含「讀取」、「寫入」以及「無」。您也可以設定哪些人可以啟動哪些規
則。
• 啟動：允許啟動權限

備註：
檢視使用者類型對維度成員沒有「寫入」權限，因此無法啟動具有執行時
期提示的規則，包括成員、維度、成員範圍或跨維度執行時期提示類型。
但是，他們可以啟動具有其他執行時期提示類型 (如日期類型) 的規則。

• 未啟動：不允許啟動權限

備註：
如果使用者因屬於某個群組而繼承對規則的「啟動」權限，同時因屬於另
一個群組而被指派「未啟動」權限，則限制性更強的「未啟動」指派將優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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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個別使用者與每個群組指定存取權限。當您將某個使用者指派給某個群組時，該使用
者將獲得該群組的存取權限。如果個人的存取權限與使用者所屬群組的存取權限有衝突，使用
者存取權限將優先。
繼承權限
繼承可決定使用者或群組的存取權限。您可以指定使該成員子項或子代繼承其權限的屬性。指
派權限優先於繼承權限。您可以透過設定權限來包括或排除成員。
表格 4-1    繼承存取權限的選項

繼承選項 權限指派
成員 僅指派給目前選取的成員
子項 指派給層級低於目前選取成員的全部子成員
iChildren 指派給目前選取的成員，以及層級低於目前選取成

員的全部子成員
子代 指派給目前選取成員以下的全部子代成員
iDescendant 指派給目前選取的成員及其以下的全部子代成員

評估權限的方法
評估權限時，應用程式會依此順序排定先後：
1. 角色層級安全性。具有「服務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具有所有應用程式元素的權限。
2. 針對超級使用者、使用者及複查者使用者類型，將為這些使用者指定專屬的權限。
3. 因屬於某個群組而獲得的權限指派。

備註：
若某個成員屬於兩個具有不同群組成員指派權限的群組，將優先採取限制最少的
權限。例如，若一個群組指派了成員「讀取」權限，而另一個群組指派了相同的
成員「寫入」權限，則將優先採取「寫入」權限。但是，若一個群組未對其成員
指派任何權限 (「無」)，「無」將優先於「讀取」和「寫入」。

4. 父層級指派 (如指派給父成員或資料夾)。

管理物件的權限
另請參閱：
• 關於指派物件、規則及資料夾的權限
• 新增、變更和移除物件及資料夾的權限
• 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與規則資料夾的權限

關於指派物件、規則及資料夾的權限
「服務管理員」可指派物件 (表單、儀表板、Infolet、報表、報表簿及散發定義)、規則和資料
夾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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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指派維度成員之權限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存取權限類型及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
原則：
• 物件 (表單、儀表板、Infolet、報表、報表簿及散發定義)：
– 「使用者」和「超級使用者」只能檢視或將資料輸入到他們有權限的表單中 (且
只能處理他們有權限的成員)。

– 「服務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設計物件。
– 「超級使用者」可存取自己建立的物件，或是存取已獲「服務管理員」指派其
存取權限的物件。

– 「服務管理員」擁有所有維度成員和所有物件的「寫入」權限。
• 規則：
– 「使用者」和「超級使用者」只能查看和啟動其擁有「啟動」權限的規則。
– 規則從包含在規則集中的規則繼承啟動權限。

• 資料夾：
– 除非針對使用者指派更特定的權限，否則獲指派資料夾權限的使用者只能存取
該資料夾內的項目。同樣地，除非使用者獲指派更特定的權限，否則使用者對
其取得權限之資料夾中的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僅具有「啟動」權限。

– 在您指派資料夾的權限時，其中的所有資料夾都會繼承該權限。
– 如果您指派資料夾的具體權限 (例如，「無」或「寫入」)，該權限的優先順序
將高於其父資料夾的權限。例如，如果使用者對包含自己具有「無」權限的
Folder2 之 Folder1 具有「寫入」權限，該使用者將可以開啟 Folder1，但看不
到 Folder2。

– 如果您將特定權限 (如「啟動」) 指派給 Calculation Manager 資料夾，該存取
權限將優先於其父資料夾的存取權限。例如，如果使用者對包含自己具有「未
啟動」權限的 RulesFolder2 之 RulesFolder1 具有「啟動」權限，該使用者將
可以開啟 RulesFolder1，但看不到 RulesFolder2。

– 如果使用者對 Folder1 資料夾具有「無」權限，該使用者對該資料夾包含的
Form1 表單具有「寫入」權限，則該使用者可以看到 Folder1 和 Form1。

– 如果使用者對稱為 RulesFolder1 的 Calculation Manager 資料夾 (包含使用者
具有「啟動」權限的稱為 Rule1 之商業規則) 具有「未啟動」權限，該使用者將
可以看到 RulesFolder1 與 Rule1。

若要瞭解程序，請參閱新增、變更和移除物件及資料夾的權限與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
與規則資料夾的權限。

新增、變更和移除物件及資料夾的權限
指派給物件 (表單、儀表板、Infolet，以及報表、報表簿和散發定義) 和資料夾的權限，
是指您修改物件和資料夾定義的能力，而非修改基礎資料的能力。
若要指派物件和資料夾的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前往物件 (資料、儀表板、Infolet、報表或文件) 清單頁面。
2. 按一下物件或資料夾旁邊的「動作」，然後按一下指派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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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一次只能指派一個物件或一個資料夾的權限。

3. 按一下權限。
4.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新增權限，按一下新增使用者/群組，然後從可用的使用者和群組的清單中進行選
取。

• 若要編輯權限類型，請選取選項：
– 按一下讀取以容許所選取的使用者和群組檢視清單中的物件或資料夾，但不容許其
建立、編輯或刪除物件或資料夾資訊。

– 按一下寫入以容許所選取的使用者和群組檢視清單中的物件或資料夾，以及建立、
編輯或刪除物件或資料夾資訊。

– 如果您不想要所選取的使用者或群組檢視清單中的物件或資料夾，請按一下無。
• 若要移除權限，按一下使用者或群組旁邊的 。

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與規則資料夾的權限
若要指派權限給規則和規則資料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規則。

2. 選取規則或規則資料夾，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指派權限。

備註：
您一次只能指派權限給一個規則或資料夾。

3. 按一下權限。
4.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新增權限，按一下新增使用者/群組，然後從可用的使用者和群組的清單中進行選
取。

• 若要編輯權限類型，請選取選項：
– 按一下啟動以允許選取的使用者與群組啟動選取的規則。
– 按一下未啟動以禁止選取的使用者與群組啟動選取的規則。

• 若要移除權限，按一下使用者或群組旁邊的 。

關於存取權限的報表
您可以檢視目前的存取權限並列印報表。
若要報告應用程式中的使用者和群組的目前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第 4 章
關於存取權限的報表

4-5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按一下系統報表。
2. 按一下存取控制
3. 在選取使用者或群組中，從可用的選項選取。
4. 從左側的可用面板中選取報告對象的使用者或群組並將其移到已選取面板。
5. 從左側的可用物件面板中選取報告對象的物件並將其移到已選取物件面板。
6. 選取報表選項：
• 針對顯示相符的類型存取權，選取要檢視的存取權：讀取、寫入或無。
• 對於按下列條件來群組結果，選取檢視報表的方式：使用者或物件。
• 從報表類型選項中，選擇已指派存取權或已生效存取權：

表格 4-2    存取報表類型

報表類型 描述 選項
已指派存取權 概述服務管理員指派的存取權限 指定存取權限按成員選擇關聯還是群

組成員指派：
• 顯示相符的關係存取權：成員、
子項、子項 (包括)、子代或子代
(包括)。

• 顯示從群組繼承者：顯示從群組
中的使用者繼承的存取權限。

已生效存取權

備註：
無法為群組產生「生效存
取權」報表。

在應用程式評估指派的存取權限時
(例如，按成員選擇關聯，如子系或群
組成員指派) 摘要它們。如果存取權
限出現衝突，可使用此功能。

透過選擇顯示已生效存取權的起源描
述已生效存取權限的起源。例如，名
為 JSomebody 的使用者可能獲得
Entity1 的「寫入」存取權限，並屬
於獲得 Entity1 「讀取」存取權限的
名為 Sales 的群組。此設定會顯示
JSomebody 具有對 Entity1 的「寫
入」存取權限，因為單獨指派的存取
權限優先於群組成員繼承的存取權
限。

7. 按一下建立報表。

使用存取權限報表
關於存取權限的報表在 Adobe Acrobat 中顯示。您可以使用 Adobe Acrobat 工作列使用
報表。

從存取控制擷取變更的資訊
從「存取控制」對群組名稱或群組成員資格所做的變更，不會反映在應用程式中。若要
套用變更，您必須重新匯入安全性物件。
若要在修改群組特性之後同步化資訊：
1. 以服務管理員身分存取環境。
2.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移轉。
3. 匯出安全性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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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一下核心，然後選取安全性。
b. 按一下匯出。
c. 輸入檔案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d. 複查「移轉狀態報表」以確認匯出成功。
e. 按一下關閉。

4. 匯入您建立的快照：
a. 在移轉頁面中，按一下快照。
b. 在動作下方，按一下在先前步驟中建立的快照旁的 ，然後按一下匯入。
c. 按一下確定。
d. 複查「移轉狀態報表」以確認匯入成功。
e. 按一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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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應用程式

使用應用程式主控台來檢視及管理應用程式、立方體和維度。
另請參閱：
• 應用程式概觀
從這裡開始瞭解如何管理應用程式、維度及維度成員。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每當您變更應用程式結構時都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 管理立方體
使用立方體編輯器讓您檢視立方體，或為標準版應用程式新增立方體。

• 管理維度
從這裡開始瞭解如何管理維度和維度成員。

• 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
• 管理變數
• 檢視活動報表
利用活動報告來監視使用者活動。

• 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使用 Planning，將資料和中繼資料移入及移出應用程式。

• 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使用範本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 建立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在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之前您需要知道的事項。

• 新增聚總儲存大綱到應用程式
瞭解何謂聚總儲存以及如何在應用程式中使用它。

• 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轉換成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瞭解如何將 EPM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從標準版轉換成企業版。

• 轉換 Planning 應用程式
瞭解如何將 Planning 應用程式從報表轉換成標準版，以及如何從標準版或報表轉換成企業
版。

• 移除應用程式
請小心移除應用程式。

• 設定每日維護程序開始時間
瞭解如何決定及設定最方便的時間來啟動每日長達一小時的維護程序。

• 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來將檔案上傳到伺服器或下載到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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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概觀
從這裡開始瞭解如何管理應用程式、維度及維度成員。
應用程式是用來滿足一組業務程序需求的一組相關維度和維度成員。每個應用程式均有
自己的科目、實體、案例和其他資料組件。
若要建立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建立應用程式之後，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主控台檢視並管理應用程式。若要檢視應用程
式主控台，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應用程式主控台會顯示應用程式特性 (包括應用程式類型)，以及應用程式統計資料，例
如應用程式中的任務數、計畫數、核准階層數，以及規則數。它也會列出應用程式所使
用的立方體 (針對標準版應用程式) 和維度 (針對報告應用程式)。
• 若要檢視應用程式概觀，按一下概觀。
• 若要管理立方體，請按一下立方體。請參閱管理立方體。
• 若要管理維度，請按一下維度。請參閱管理維度。
• 若要檢視活動報表，按一下活動。請參閱檢視活動報表。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每當您變更應用程式結構時都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您對應用程式進行的變更必須等到重新整理應用程式之後，才會對執行資料輸入 和核准
任務的使用者反映。例如，如果您修改維度成員的特性、新增成員或變更存取權限，使
用者必須等到您重新整理應用程式之後，才會看到您所進行的更新。
若要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重新整理。

備註：
應用程式會在應用程式更新時自動重新整理。名為 Content Update 的工作會
擷取有關重新整理的資訊。若要檢視內容更新處理程序的進度和詳細資料，請
使用「工作」主控台；您可以按一下「首頁」中應用程式叢集內的工作來存取
該「工作」主控台。要知道如何查看工作，請參閱本指南中的檢視擱置中的工
作與最近活動；要想知道如何「內容更新起始時間，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中的設定內容更
新開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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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立方體
使用立方體編輯器讓您檢視立方體，或為標準版應用程式新增立方體。
最多共可將七個立方體新增到標準版應用程式中。立方體新增後的行為類似任何其他立方體。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管理立方體。應用程式是由一或多個儲存
中繼資料與資料的立方體所組成的。  在 Planning 中管理立方體

相關主題
• 檢視與對映立方體
• 新增立方體
• 清除立方體
• 改善立方體效能

檢視與對映立方體
若要檢視和管理立方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立方體。
3. 執行一項任務：
• 若要檢視立方體詳細資料，請按一下您要檢視的立方體名稱。
• 若要新增立方體，請按一下建立，完成立方體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完成。

備註：
當您建立新的區塊儲存立方體時，您可以選取啟用沙箱選項。選取此選項也
會為「版本」成員提供啟用沙箱選項。
請參閱 管理沙箱。

如需立方體詳細資料，請參閱新增立方體。

備註：
您只可以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重新命名立方體。立方體在新增後，您無法予以重
新命名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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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立方體
您可以新增最多七個立方體總計 — 三個區塊儲存立方體與三個對應的聚總儲存立方
體，加上一個整合聚總儲存立方體，每一個都有唯一的聚總儲存應用程式名稱。
立方體新增後的行為類似任何其他應用程式立方體。如果立方體對映至聚總儲存資料
庫，則會套用聚總儲存限制。

備註：
對於聚總儲存立方體，您必須指定應用程式名稱以包含資料庫，因為聚總儲存
資料庫必須位於自己的應用程式中。

清除立方體
另請參閱：
• 關於清除立方體
• 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
• 開啟與刪除清除立方體工作
• 排程清除立方體工作

關於清除立方體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清除輸入與報告立方體內的特定資料。您可以立刻啟動「清除立方
體」工作，或是排程稍後執行。

備註：
「清除立方體」工作會刪除您在輸入和報表立方體中指定的資料，但不會刪除
應用程式關聯表格中的立方體定義。

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
若要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清除立方體。
3. 在清除立方體頁面上按一下建立，完成工作名稱，選取立方體，然後選取清除選
項：
• 全部清除：對於區塊儲存和聚總儲存立方體，刪除與您所選取的實體相關聯之
立方體中的所有資料：
– 輔助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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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解
– 附件
– Essbase 資料

• 僅適用於區塊儲存立方體：
– 上層區塊：刪除上層區塊中的資料
– 非輸入區塊：刪除非輸入區塊中的資料
– 動態區塊：刪除動態區塊中的資料
– 空白區塊：刪除有 #MISSING 值的區塊

• 僅適用於聚總儲存立方體：
– 所有聚總 ：刪除所有聚總檢視
– 部分資料 (基本模式)：清除指定區域中的資料。您可以使用成員選取器  來選
取檢視點。
* 輔助明細
* 註解
* 附件
* Essbase 資料邏輯：系統會將指定區域中，有負數補償值的輸入儲存格寫入
新的資料切片中，讓您想清除的儲存格產生零值。以邏輯方式清除資料的程序
完成所需時間長度與要清除的資料大小成正比。因為會建立補償儲存格，此選
項會增加資料庫的大小。

* Essbase 資料實體：系統會在聚總儲存資料庫中，以實體方式移除指定區域
中的輸入儲存格。以實體方式清除資料的程序完成所需時間長度與輸入資料的
大小 (而不是要清除的資料大小) 成正比。因此，通常這個方法的使用時機只
有在您需要移除大量資料片段時。

– 部分資料 (進階模式)：透過在提供的文字方塊中使用 MDX 表示式，僅清除
Essbase 資料。
* Essbase 資料邏輯：系統會將指定區域中，有負數補償值的輸入儲存格寫入
新的資料切片中，讓您想清除的儲存格產生零值。以邏輯方式清除資料的程序
完成所需時間長度與要清除的資料大小成正比。因為會建立補償儲存格，此選
項會增加資料庫的大小。

* Essbase 資料實體：系統會在聚總儲存資料庫中，以實體方式移除指定區域
中的輸入儲存格。以實體方式清除資料的程序完成所需時間長度與輸入資料的
大小 (而不是要清除的資料大小) 成正比。因此，通常這個方法的使用時機只
有在您需要移除大量資料片段時。

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5. 若要在清除立方體清單頁面上檢視工作，按一下重新整理。
若要立刻啟動「清除立方體」工作或刪除工作，請參閱開啟與刪除清除立方體工作。
若要排程立即、稍後或依間隔執行「清除立方體」工作，請前往「工作」頁面。請參閱排定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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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清除立方體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現
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開啟與刪除清除立方體工作
若要立刻啟動「清除立方體」工作或刪除工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清除立方體。
3. 在清除立方體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您要開始或刪除的「清除立方體」工作旁的

，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按一下提交來立即開始工作。
• 按一下刪除以刪除工作。

排程清除立方體工作
您可以排程稍後或依間隔執行「清除立方體」工作。若要排程「清除立方體」工作，請
前往「工作」頁面。請參閱排定工作。

改善立方體效能
可讓您排定來改善立方體效能的工作
此應用程式可讓您排定工作來改善立方體效能。這些工作包括：
• 重新建立立方體：完整地重新建立區塊儲存立方體以排除或減少資料分散。這樣也
會移除空白區塊。執行此工作，並不會將業務程序的任何變更發送到 Essbase。

• 壓縮大綱：壓縮聚總儲存立方體的大綱檔案。壓縮有助於大綱檔案保持最佳大小。
壓縮大綱不會清除資料。執行此工作，並不會將業務程序的任何變更發送到
Essbase。

• 合併資料切片：合併聚總儲存立方體的累加式資料切片。使用較少的切面可以改善
立方體的效能。您可以將所有累加式資料切面合併至主要資料庫切面，或將所有累
加式資料切面合併至單一資料切面，而不必變更主要資料庫切面。您可以選擇性地
移除值為零的儲存格。

• 最佳化聚總：根據聚總儲存立方體中收集的查詢追蹤資訊產生最佳化檢視。此工作
包含兩個動作：
– 啟用查詢追蹤：記錄一組有意義的查詢，然後使用記錄的查詢資料選取最適當
的聚總檢視集合來具體化該資料庫。在根據查詢資料執行聚總程序之前，您必
須啟用查詢追蹤並允許有足夠的時間收集資料。
一旦啟用，查詢追蹤會持續啟用直到停用查詢追蹤為止、立方體會被重新載入
或重新整理、大綱會被壓縮、應用程式會關閉，或者額外的聚總檢視會被用來
具體化資料庫。發生這些動作之後，查詢追蹤不會自動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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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下列動作可從聚總儲存立方體清除儲存的查詢追蹤資訊，但不會停用查詢追
蹤：
* 合併增量資料切面
* 清除資料
* 清除現有聚總
* 清除部分資料
* 載入資料至聚總儲存立方體

– 執行聚總程序：計算其中包含資料，且您有「計算」權限之聚總儲存資料庫的聚總。
若要執行聚總，請使用系統建議的檢視。檢視的選擇和聚總處理程序已合併成一個伺
服器執行的無法設定作業。您可以根據使用者查詢樣式的檢視選擇，為產生的檔案選
擇性地指定最大磁碟空間，並將向上彙整階層加入檢視選擇。選取下列其中一或多個
選項：
* 根據查詢資料？：根據收集的使用者查詢模式，聚總伺服器選取的檢視。此選項僅
適用於開啟查詢追蹤時。

* 包含向上彙整選項？：在選取檢視的程序中，包括 (有預設層級用途的) 次要階
層。

* 包含成長大小選項？：聚總伺服器選取的檢視，直到聚總資料庫的成長上限超出您
指定的限制為止。輸入伺服器應停止聚總的大小上限 (比率)。

您可以立刻啟動工作，或是排定稍後執行。

備註：
使用者在這些動作期間可以維持登入狀態。

相關主題
• 排定工作
•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最佳化 BSO 立方體
•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最佳化聚總儲存選項立
方體

管理維度
從這裡開始瞭解如何管理維度和維度成員。
維度會分類資料值。
下列維度是使用應用程式提供：Account、Entity、Scenario、Version、Period、Currency (適
用於多重幣別應用程式) 以及 Years。
維度頁面上的維度會優先排列。維度的順序對應用程式的結構與效能極為重要。維度順序可決
定將如何執行資料計算。評估順序可讓您指定當交集與資料類型有衝突時，要使用何種資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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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例如，如果 Account (科目) 成員設為「幣別」資料類型，且 Product (產品) 成員設
為「智慧型列示」資料類型，您可以將「幣別」或「智慧型列示」資料類型設為在交集
中使用。

備註：
若要使表單中的智慧型列示為可檢視狀態，智慧型列示類型成員所屬的維度必
須在評估順序中的第一個。請參閱使用智慧型列示。

若要管理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依立方體篩選維度，請參閱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
• 若要檢視和編輯維度及其成員的特性，請按一下維度的名稱。請參閱在簡易維
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若要重新排序維度，請在您要移動之維度旁邊的順序欄中，按一下向上箭頭或
向下箭頭。

• 若要設定不同的評估順序，請按一下您要更新之維度旁邊的評估順序欄位。
• 若要重新命名維度，請按一下您要重新命名的維度名稱，然後在選取編輯維度
特性頁籤，接著 維度欄位中輸入新名稱。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特性。

• 若要建立維度，請按一下建立。請參閱建立維度。
• 若要匯入中繼資料，請按一下匯入。請參閱匯入中繼資料。
• 若要匯出中繼資料，請按一下匯出。請參閱匯出中繼資料。

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
針對標準版應用程式，您可以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當您選取某個立方體時，只會顯
示該立方體中使用的維度。
若要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
2. 按一下立方體右邊的向下鍵，可依據立方體來篩選維度清單。
依預設，應用程式會顯示標準版應用程式的所有立方體。如果維度清單經過篩選，應用
程式只會顯示所選立方體中使用的維度。
依立方體篩選 (而非檢視所有立方體) 也可讓您檢視下列關於維度的詳細資料：
• 優先順序
• 維度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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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只包含 ASO 立方體的應用程式來說，密集欄是隱藏的。如果應用程式包含
一個 BSO 立方體，或是一個 BSO 立方體和一個 ASO 立方體，則兩個立方體的
密集欄都會顯示。

• 評估順序
如需有關編輯維度的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建立維度
建立維度可將其新增至維度檢視中的維度清單。
若要建立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
2. 按一下建立。
3. 在建立維度頁面中，為顯示的特性輸入或選取值。
如需特性的描述，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如需有關編輯維度的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
服務管理員會指定目前應用程式的預設值。不過，使用者可以透過偏好設定來置換這些應用程
式預設值，以控制應用程式的許多方面，例如其設定檔相片，以及數字在應用程式中的顯示方
式。
若要進一步瞭解使用者偏好設定選項，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設定您的偏好設定。
若要深入瞭解應用程式預設值和系統設定值，請參閱管理應用程式及系統設定值。

管理變數
另請參閱：
• 使用替代變數
• 使用使用者變數

使用替代變數
另請參閱：
• 關於替代變數
• 建立值並指派給替代變數
• 刪除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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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替代變數
替代變數用作定期變更的資訊的通用占位符。例如，您可以將目前的月成員設定為替換
變數 CurMnth 以便在月份變更時，不必手動在表單或報表指令碼中更新月份值。您可以
在應用程式內建立值並指派給替代變數。此後，為表單選擇成員時，可在應用程式中找
到這些替代變數。
如需選取替代變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選擇替代變數做為成員。

備註：
如果您移轉使用「全域」變數的應用程式，您可以在應用程式中檢視而無法編
輯它們。

建立值並指派給替代變數
若要建立替代變數並為其指派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2. 選取替代變數頁籤。
3. 按一下 。
清單底部會新增新的變數。

4. 捲動至清單底部，按一下所新增變數的立方體名稱旁的向下箭頭，然後選取立方
體。

5. 對於名稱，請輸入替代變數的名稱 (最多 80 個字元)。
6. 對於值，請輸入替代變數的值 (最多 255 個字元)。

備註：
• 您可以在定義替代變數時指定值的範圍；例如：FY16:FY18。
您可以定義基礎成員和父成員的替代變數範圍。針對基礎成員，您可
以使用單冒號 (:) 或雙冒號 (::) 做為分隔符號；例如：SunEnT
110::111。但對於父成員，您只能使用單冒號 (:)。

• 如果將在區塊儲存立方體的資料匯出工作定義中使用替代變數，且成
員名稱僅限數值，則在值欄位中必須以雙引號括住成員名稱；例如
"1100" 或 "000"。雙引號對英數字元成員名稱並非必要；例如
a1110。不過，如果將在聚總儲存立方體的資料匯出工作定義中選取
此變數，您就不能在值欄位中以雙引號括住成員名稱。因此，如果您
需要在為這兩種立方體類型定義之資料匯出工作的替代變數中使用相
同的成員名稱，您就必須定義兩個不同的替代變數；一個有引號，一
個沒有引號

7.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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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替代變數
若要刪除替代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2. 選取替代變數頁籤。
3. 在您要刪除的替代變數旁，按一下 。
4. 若要確認刪除，請按一下是。

使用使用者變數
另請參閱：
• 關於使用者變數
• 建立使用者變數
• 管理使用者變數
• 為表單上的使用者變數設定限制
• 刪除使用者變數

關於使用者變數
使用者變數用作表單中的篩選條件，可讓使用者僅關注特定成員，例如部門。在將使用者變數
與表單建立關聯之前，您必須建立使用者變數。透過使用者變數建立表單時，使用者在開啟表
單之前必須先於偏好設定中選取變數的值。之後，只有表單上的變數為動態使用者變數時，使
用者才能夠變更變數。否則，他們必須繼續在偏好設定中設定變數。例如，如果您建立名為
「部門」的使用者變數，使用者必須先選取部門才能使用表單。

提示：
屬性是篩選表單的另一種方式。但除了依據屬性明確篩選 (例如「紅色」)，您也可以
為屬性維度建立使用者變數，然後使用該使用者變數做為篩選條件。然後您可以將該
使用者變數啟用為動態使用者變數，允許使用者在執行時期變更篩選條件的值。這是
一個允許動態篩選的有用技巧。

使用者第一次為表單選擇變數時，必須在偏好設定中完成。此後，他們可以在偏好設定或表單
中更新該變數。如需選取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

建立使用者變數
若要建立使用者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2. 選取使用者變數頁籤。
3. 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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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單底部會新增新的變數。
4. 捲動至清單底部，按一下所新增變數的維度名稱旁的向下箭頭。對於選取維度，選
取要建立使用者變數的維度 (包括屬性維度)。

5. 在使用者變數名稱欄，輸入使用者變數的名稱。

6. 按一下  以選取維度成員。

備註：
使用環境定義設定值表示使用者無法從使用者偏好設定中選擇值。值會改
從根據檢視點環境定義的另一個表單傳遞，而且值會根據表單的環境定義
而大幅改變。然而，如果在別處使用使用者變數 (例如，在列和欄中)，必
須建立不同的使用者變數，使用者才能為變數設定其自己的值，因為不會
以動態方式設定變數。

7. 按一下確定。
現在，您可以將使用者變數與表單建立關聯。請參閱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您
也可以為表單上的使用者變數設定限制。請參閱為表單上的使用者變數設定限制。
之後，使用者可以為使用者變數選取成員。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管理使用者變數
您可以設定使用者變數以限制表單中顯示的成員數量，幫助使用者專注於若干成員。例
如，如果您為 Entity 維度建立名為「除法」的使用者變數，使用者可以為自己的除法選
擇成員。您可以為每個維度 (包括屬性維度) 建立任何數量的使用者變數，並為表單中的
任何軸選取使用者變數。請參閱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通常採用的步驟順序：
1. 必要時，在維度大綱中建立適當的父項層級成員。
2. 為您希望使用者能夠篩選的每個維度 (包括屬性維度) 定義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建立使用者變數。

3. 設計表單時，請將使用者變數與表單建立關聯。
請參閱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

4. 指示使用者選擇成員，讓使用者變數與表單建立關聯。
在使用者能夠開啟具有使用者變數的表單之前，他們必須在偏好設定中為「使用者
變數」選項選擇成員。選擇初始值後，他們可在表單或偏好設定中變更它。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為表單上的使用者變數設定限制
您可以限制成員的使用者變數選擇，以限制他們可查看或選取個別表單的成員使用者。
使用者變數會將限制套用至表單層級的所有使用者，無論其存取權限為何。除了依成員
設定限制，服務管理員還可依函數選取限制，例如："IChildren(Existing Employees)"。
若要設定使用者變數限制，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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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表單設計時，選取啟用動態使用者變數以允許表單的動態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2. 建立一個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建立使用者變數。

3. 在變數頁面上於使用者變數頁籤的使用者變數定義欄位中，按一下 ，然後新增或移除
成員以設定限制。
若要依函數選取成員，按一下 ，並從可用的選項中進行選取。

4. 在表單設計程式中，將使用者變數指派至分頁軸。
請參閱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刪除使用者變數
您可以刪除與表單沒有關聯的使用者變數。如果您嘗試刪除正用於表單中的使用者變數，就會
看到錯誤訊息，說明您無法刪除此變數。該訊息也會提供正在使用該使用者變數之表單的名
稱。
如何刪除與表單沒有關聯的使用者變數：
1. 從首頁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2. 選取使用者變數頁籤。
3. 在您要刪除的使用者變數旁，按一下 。
4. 若要確認刪除，請按一下是。

檢視活動報表
利用活動報告來監視使用者活動。
「活動報表」可讓服務管理員瞭解應用程式使用狀況。它也透過識別使用者要求、計算指令
碼、表單、報表等，協助簡化應用程式設計。提供兩個版本的報表；HTML 版本和 JSON 版
本。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只會保留過去 60 天的「活動報表」。
Oracle 建議您在本機電腦下載並建立備份複本供分析歷史趨勢之用。
在下列情況下，會自動產生「活動報表」：
• 服務每日維護期間的每一天
• 每次您提交「提供意見」提交時
• 每次您執行 resetService EPM Automate 命令來重新啟動環境時。
如需有關活動報表中所提供資訊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入門中的活動報表內容。
若要檢視活動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活動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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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檢視報表詳細資料，找出您要檢視的報表，然後按一下名稱旁邊的檢視。

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使用 Planning，將資料和中繼資料移入及移出應用程式。
另請參閱：
• 匯入中繼資料
您可以使用逗點分隔、Tab 分隔或其他格式從純文字檔案匯入中繼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您可以使用 .csv (逗點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其他分隔字元) 格式將中繼資料匯出
至純文字檔。

• 匯入與匯出資料

匯入中繼資料
您可以使用逗點分隔、Tab 分隔或其他格式從純文字檔案匯入中繼資料。
匯入支援這些物件：
• 維度
• 智慧型列示
• 匯率表
若要匯入中繼資料，請執行下列任務：
• 為您要匯入的每一個物件建立匯入檔案。請參閱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 載入一或多個匯入檔案 (您可以同時匯入多個維度檔案)。請參閱載入中繼資料匯入
檔案。

備註：
• 在中繼資料匯入期間，您無法重新命名屬性維度的成員。將忽略成員的重
新命名作業。

• 匯入中繼資料時，您無法刪除屬性維度。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匯入中繼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匯入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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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另請參閱：
• 關於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 範例 Entity 維度匯入檔案
• 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關於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開始載入之前，您必須為每個要匯入的物件 (維度、智慧型列示，以及匯率表) 建立匯入檔案。
匯入檔案必須包括標頭記錄，標題記錄下方，是您要匯入或更新的中繼資料記錄清單。檔案格
式可以是 .csv (逗點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分隔符號字元)。
1. 標題記錄，檔案中的第一行：
• 列出後續中繼資料記錄所使用之維度與任何成員特性；標頭記錄與後續記錄不需要包
含所有特性；未包含的特性會從對應父項的預設特性值繼承。

• 區分大小寫
• 能夠以任何順序列出特性，只要後續中繼資料記錄為相同順序即可
• 可以使用逗號或 Tab 分隔符號。如果支援其他分隔符號字元而且整個檔案中都使用同
一個分隔符號字元，則可以使用其他分隔符號字元。如需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與例外
的清單，請參閱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2. 標題記錄之後，是您要匯入或更新的中繼資料記錄清單。每個中繼資料記錄包含符合標題
記錄中指定的順序的特性值區隔清單 (逗號、Tab 或其他)。中繼資料記錄可以略過標題記
錄中指定的特性；在此情況下，會假設使用預設特性。

備註：
匯入檔案或匯出檔案只支援 UTF-8 字元集包括的字元。不在 UTF-8 字元集中的字元
會被視為無效。關於維度名稱限制，請參閱維度、成員和別名的命名限制。

如需範例匯入檔案，請參閱範例 Entity 維度匯入檔案。
範例實體維度匯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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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範例中，匯入檔案會載入具有必要標題記錄以及 3 個資料記錄的 Entity 維度。此範
例為逗點分隔。標題記錄指定要匯入的成員 (實體)、要匯入成員的父成員 (父項) 以及要
指派給成員的資料儲存特性。
Entity, Parent, Data Storage
e1, Entity,
e2, ,
e1, e2, Shared

假設沒有其他成員存在，使用此匯入檔案會產生此大綱：
Entity
e1
e2
    e1(Shared)

第一筆資料記錄 (e1, Entity) 將匯入「實體」成員 e1 做為根成員「實體」下的一個子
項。未指定的值會採用預設值。例如，如果未指定資料儲存，就會採用預設值 「不共
用」。由於沒有指定父項，因此下一筆資料記錄 (e2, ,) 會在維度根成員之下匯入「實
體」成員 e2，並將資料儲存設定成「不共用」。最後一筆資料記錄 (e1, e2, Shared)
將共用成員 e1 匯入至成員 e2 之下，並將資料儲存設定成「共用」。

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除了逗號和 Tab 外，應用程式支援在匯入和匯出檔案中使用下列分隔符號字元：
• 波狀符號 (~)

• 重音符號 (`)

• 驚嘆號 (!)

• 數字記號 (#)

• 問號 (?)

• 美元符號 ($)

• 百分比符號 (%)

• 插入號 (^)

• & 符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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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號 (*)

• 括號 ( )

• 連字符減號 (-)

• 加號 (+)

• 冒號 (:)

• 分號 (;)

• 角括弧 (< >)

• 反斜線 (\)

• 正斜線 (/)

• 垂直線 ( | )

• 單引號 (')

• 大括號 ({ })

• 底線 (_)

• 方括號 ([ ])

• @ 符號 (@)

• 句點 (.)

僅支援使用一個字元做為分隔符號。例如，一條垂直線 ( | ) 受支援，但兩條垂直線 ( | | ) 則不
受支援。

注意：
列出的所有字元並非都可用於所有的匯入與匯出案例。請注意下列例外。

匯入與匯出中繼資料分隔符號例外
請勿在中繼資料匯入和匯出檔案中使用下列分隔符號字元。
表格 5-1    匯入與匯出中繼資料分隔符號例外

分隔符號字元 例外原因
雙引號 ("") 建立空白檔案
加號 (+)
減號 (-)
正斜線 (/)
百分比符號 (%)

如果中繼資料匯入檔案包含使用這些字元的整合特
性，會導致發生錯誤

角括弧 (< >) 如果特性使用值 <none>，會導致發生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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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和成員名稱中的字元衝突的任何字元都會導致發生錯誤。

匯入與匯出資料分隔符號例外
表格 5-2    匯入與匯出資料分隔符號例外

分隔符號字元 例外原因
單引號 (') 如果用於立方體名稱，會導致發生錯誤
括號 ( ) 如果用於資料匯入檔案，會導致發生錯誤
雙引號 ("") 建立空白檔案
連字符減號 (-) 如果用於資料匯入檔案，會導致發生錯誤

載入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若要載入中繼資料匯入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針對您要匯入的每個物件 (維度、智慧型列示及匯率表)，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請參閱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2.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3. 按一下維度，然後按一下匯入。
4. 在匯入中繼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5. 選取一或多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匯入一或多個檔案。針對匯入檔案，按一下瀏覽來選
取您電腦上要匯入之物件的匯入檔案。

• 收件匣：從伺服器匯入一或多個檔案。輸入匯入檔案中的檔案名稱。請參閱使
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6. 針對檔案選取，選取逗號分隔、Tab 分隔或其他。
如果選取其他，請輸入用來匯入檔案的分隔字元。如需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與例外
的清單，請參閱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7. 選取清除成員以刪除執行匯入之前載入檔案中未明確指定的成員。

第 5 章
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5-18



備註：
• 匯入維度之後，任何未指定的成員會從應用程式大綱刪除，除非該成員是已
指定成員的祖代，或者是已指定之共用成員的基礎成員。

• 如果未選取清除成員，則匯入只會新增或更新現有成員。Oracle 建議不用選
取清除成員以載入中繼資料檔案，以確保資料順利載入。接著，選取清除成
員並再次執行匯入

• 當成員必須存在而且對應用程式至關重要時，某些維度就無法使用清除成員
功能。目前，這些維度是 Currency、Period、Scenario、Version 和
Years。

• 基於任何原因 (例如，因為已用於表單或驗證規則) 而不能在維度編輯器中被
刪除的成員，將不會被刪除。

8. 選擇性： 如果選取的位置是收件匣，請按一下另存為工作將匯入作業儲存為工作，您可以
立即執行也可以在以後執行該工作。如果已選取本機，您無法選取此選項。請參閱管理工
作。

備註：
• 將匯入作業儲存為工作對於批量載入順序是有用的；例如，匯入中繼資料，
接著匯入資料，然後在資料載入完成時執行規則。

• 您一次可以執行最多五個匯入工作。
• 如果要檢查那些在中繼資料匯入工作中被拒絕的資料，可以在另存為工作對
話方塊上指定錯誤檔案。此檔案會針對未在各個維度中匯入的中繼資料記錄
提供相關資訊。如果指定錯誤 zip 檔案，則會分別為每個維度建立單獨的錯
誤檔案，然後將所有錯誤檔案壓縮成一個檔案，接下來將 zip 檔案儲存在寄
件匣中，讓您可以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下載該檔案。請參閱使用收件
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匯入中繼資料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現
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9. 選擇性：如果選取的位置是本機，請按一下驗證以測試匯入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10. 按一下匯入以執行匯入作業。
如果匯入檔案中列出的立方體不符合應用程式中的立方體名稱，應用程式將忽略無法辨識的立
方體欄。
如果匯入失敗，則上次驗證/匯入欄中將顯示失敗狀態。按一下失敗，即可查看詳細狀態。如果
匯入成功，則上次驗證/匯入欄中將顯示已完成狀態。若要查看具體的成功匯入細節，請按一下
已完成，然後在 顯示 下拉清單中，選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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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環境或匯入快照期間使用移轉或 EPM Automate 執行中繼資料載入時，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會使用多重傳送解決方案。如果先前的中
繼資料載入產生拒絕的記錄，則此解決方案會自動起始相同中繼資料輸入檔案中的其他
載入。

匯出中繼資料
您可以使用 .csv (逗點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其他分隔字元) 格式將中繼資料匯出至純
文字檔。
匯出支援這些物件：
• 維度
• 智慧型列示
• 匯率
應用程式會為每一個物件建立匯出檔案 (.txt 或 .csv，視檔案類型而定)，而且所有匯出
檔案會整合成一個 zip 檔案。如果您要使用檔案做為匯入檔案，您必須從 zip 檔案擷
取 .csv 或 .txt 檔案 (例如，匯入至其他應用程式時)。

備註：
匯出檔案或匯入檔案只支援 UTF-8 字元集包括的字元。不在 UTF-8 字元集中
的字元會被視為無效。關於維度名稱限制，請參閱維度、成員和別名的命名限
制。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匯出中繼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匯出中繼資料

若要將中繼資料匯出至純文字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然後按一下匯出。
3. 在匯出中繼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4. 選取匯出檔案的目標環境：
• 本機：將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
• 寄件匣：將匯出檔案儲存至伺服器，您可以在其中使用它來排定匯出工作。請
參閱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按一下另存為工作，將匯出作業儲存為工作，您可以排定立即執行或稍後執
行。如果已選取本機，您無法選取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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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您一次可以執行最多五個匯出工作。
– 排定匯出工作時，您可以為每個工作指定一個唯一的輸出檔案名稱。
– 如需排程工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工作。

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匯出中繼資料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
製現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5. 選取一或多個要匯出的物件。
6. 選取選項：
• 逗號分隔：為每個物件建立逗號分隔的 .csv 檔案。
• Tab 分隔：為每個物件建立 Tab 分隔的 .txt 檔案。
• 其他：為每個物件建立 .txt 檔案。請輸入您要在匯出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字元。如
需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與例外的清單，請參閱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7. 按一下匯出，然後指定儲存匯出檔案的位置。

匯入與匯出資料
您可以在匯入維度後植入應用程式資料。您無法直接進行資料載入。您必須從檔案匯入資料。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業務程序中匯出及匯入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匯出和匯入資料

相關主題
• 匯入資料
• 動因成員分配錯誤
• 匯出資料
• 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匯入資料
在匯入資料之前，您必須：
• 定義或載入中繼資料，並重新整理資料庫。請參閱匯入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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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資料載入檔案。來源資料必須採用業務程序特定的資料檔案格式，或是採用
Essbase 資料檔案格式。

• 確保資料載入檔案不包含任何千位數分隔符號，以及括住資料值的引號等符號。支
援單一 . (小數點) 字元。

• 確保資料匯入檔案的類型為 .csv、.txt 或 .zip。
您可以根據範本建立資料匯入檔案，也可以根據來源系統產生資料匯入檔案。若要使用
範本，請在業務程序中執行匯出資料處理，然後將匯出的檔案當作範本。請參閱匯出資
料。

備註：
匯入資料時，不會對交集執行驗證來判斷何者有效，而且會將資料載入至所有
交集。若要複查已載入至無效交集的資料，請在匯入資料之前執行「無效交
集」報表，以查看並清除無效交集。請參閱使用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匯入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資料。
3. 按一下建立。
4. 選取資料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匯入資料匯入檔案。
• 收件匣：從伺服器匯入資料匯入檔案。請參閱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
下載檔案。

備註：
有效的資料匯入檔案類型為 .csv、.txt 或 .zip。

5. 選取資料匯入檔案的來源類型：
• 預設：選取此來源類型，以載入業務程序特定資料檔案格式的資料。若您選取
此選項，您必須在逗號分隔、Tab 分隔或其他間進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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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若在業務程序特定的資料載入期間發生匯入錯誤，匯入作業會繼續載入
有效的資料 (部分載入)。所有錯誤將記錄在匯入和匯出狀態中。請參閱
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 如需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與例外的清單，請參閱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
元。

– 如果您將資料匯出到採用業務程序特定格式的檔案中，您就可以使用
「記事本」變更檔案中的資料庫名稱 (例如，ASOCube)，然後將資料檔
案匯入聚總儲存大綱 (假設所有維度都在該聚總儲存大綱中)。

• Essbase：選取此來源類型，以載入 Essbase 資料檔案格式的資料。若選取此選項，
您必須選擇一個立方體。
針對分隔符號，請指定 Essbase 資料的分隔符號；選項有空格或 Tab。

備註：
系統預設會選取發生錯誤時停止。當您選取此選項時，如果在 Essbase 資料
載入期間發生任何匯入錯誤，匯入作業將會結束，且不會載入任何資料。如
果清除了此選項，即使有錯誤，資料還是會繼續載入。

6. 輸入或選取來源檔案：
• 如果您選取本機，請按一下瀏覽以導覽至來源檔案。
• 若您選取收件匣，請在來源檔案中輸入檔案名稱。

7. 選擇性：清除包含中繼資料以提升資料匯入效能，並避免成員在資料匯入時變更大綱的位
置。無論您是否選取此選項，在您載入應用程式資料之前，業務程序及 Essbase 大綱資料
中必須要有必要的中繼資料。

8. 按一下另存為工作，以將匯入作業儲存為工作，以便排定稍後執行。

備註：
• 只有在選取收件匣時，才能使用另存為工作。
• 將匯入作業儲存為工作對於批量載入順序是有用的，例如，匯入中繼資料，
接著匯入資料，然後在資料載入完成時執行規則。請參閱管理工作。

• 您一次可以執行最多五個匯入工作。
• 如果您要複查在資料匯入工作中拒絕的資料，則可以在另存為工作對話方塊
上指定錯誤檔案。此檔案將提供未匯入之資料記錄的相關資訊。如果指定錯
誤 zip 檔案，則 zip 檔案會儲存至「寄件匣」，而且您可以在其中使用「收
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來下載檔案。請參閱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
下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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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匯入資料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
現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9. 選擇性：按一下驗證以測試匯入檔案格式是否正確。
10. 按一下匯入以執行匯入作業。

備註：
在此業務程序中，沒有可在匯入前先清除資料的匯入選項。因此，匯入將不會
使用 #MISSING 值覆寫現有資料值。不過，您可以在匯入前先執行清除立方
體工作，或者使用指令碼/規則或使用 REST API 清除資料：
• 您可以執行「清除立方體」工作；此工作可讓您清除輸入及報告立方體中
特定的業務程序資料。請參閱清除立方體。

• 您可以設計一個使用 CLEARDATA Essbase 命令清除特定資料值的商業
規則。請參閱 Oracle Analytics Cloud 技術參考 - Essbase 中的 
CLEARDATA。

• 您可以使用清除資料切片 REST API，清除指定區域中的業務程序及
Essbase 資料。請參閱 REST API fo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清除資料切片。

注意：
如果應用程式中的評估順序在匯出資料之後已變更，則匯入可能會產生未預期
的結果。

如果資料載入輸入檔案中的值和評估的動因成員類型不相符；例如，如果動因成員的評
估類型為「日期」而其對應的輸入值不是有效的日期格式，便會發生動因成員分配錯
誤。請參閱動因成員分配錯誤。
表格 5-3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將資料載入業務程序的重點。

 簡介：在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載入資料

表格 5-4    教學課程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業務程序中匯入及匯出資料，包括
將匯率匯入多重幣別的業務程序。  在 Planning 中載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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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因成員分配錯誤
當資料載入輸入檔案中的值和評估的動因成員類型不相符時，會發生動因成員分配錯誤。以下
是一些動因成員分配錯誤範例：
• 如果動因成員為「日期」類型且其對應的輸入值不是有效的日期格式
• 如果對「智慧型列示」類型的動因成員指定不存在的「智慧型列示」值
• 如果對「幣別」、「資料」或「百分比」類型的成員提供非數值的值。
輸入檔案中指定的每個動因成員及資料記錄中的每個出現情況都有可能發生分配錯誤，因此指
定輸入記錄的分配錯誤數目的範圍可從 0 至動因的數目。由於動因成員繫結錯誤會伴隨出現成
功的動因成員繫結，因此應用程式將不會拒絕整個輸入記錄，但錯誤將註記在匯入和匯出狀態
中。請參閱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考量下列其中指定無效日期值的資料記錄輸入檔案：
Entity, aDate, aSl, aText, aCurr, aPercent, Point-of-View,Data Load Cube Name
e1, exampleBadDateValue, sl1, text11, 888, 0.99, 
"FY15,Current,""BUVersion_1"",Local,u1,Jan",Plan1

顯示的錯誤訊息：
• 載入資料之後，狀態視窗顯示下列：

Outline data store load process finished (Invalid data values were not
loaded). 7 data records were read, 7 data records were processed, 7 were
accepted for loading (verify actual load with Essbase log files), 0 were
rejected.

• 錯誤在匯入和匯出狀態中註記為錯誤，並隨附下列項目詳細資料：
類別：資料記錄
記錄索引：2
訊息：無法在記錄 2 中載入指定的資料值：(aDate：exampleBadDateValue)

• 如果發生多個分配錯誤，同一個錯誤訊息中會記錄每個錯誤：
無法在記錄 2 中載入指定的資料值：(aSl：aaaaaaasl1)、(aPercent：cc)、(aDate：
exampleBadDateValue)、(aCurr：bb)

• 如果錯誤訊息計數超出上限，將會發出下列訊息：
警告 [無法載入指定的資料值] 超過訊息計數限制 (100)：將不會再發出這類型的警告。

匯出資料
若要將資料匯出至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出資料。
3. 按一下建立。
4. 在匯出資料頁面上，選取資料匯出檔案的目標環境：
• 本機：將資料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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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件匣：將資料匯出檔案儲存至伺服器。請參閱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
和下載檔案。

5. 選取立方體。

備註：
「匯出資料」工作定義中的動因/欄維度必須密集。

6. 選取檔案類型：
• 逗號分隔：為每個物件建立逗號分隔的 .csv 檔案。
• Tab 分隔：為每個物件建立 Tab 分隔的 .txt 檔案。
• 其他：為每個物件建立 .txt 檔案。請輸入您要在匯出檔案中使用的分隔符號字
元。如需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與例外的清單，請參閱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
元。

7. 對於智慧型列示，請指定匯出標籤或匯出名稱。
8. 針對動態成員，選取要在匯出時包含或排除動態計算成員。

備註：
從匯出資料排除動態成員可改善資料匯出時的效能。

9. 針對小數，指定匯出資料後用以設定資料格式的小數位數 (0-16)，或選取預設值無
以使用預設的精確度格式設定。例如，在小數欄位中指定小數值 3 時，會在適用的
情況下讓匯出資料於小數點右方顯示三位數。

備註：
選取無會依照預設精確度設定值中所指定的值來設定小數位數格式，而選
取 0 則會將資料格式設定為顯示整數。例如，如果您要匯出的資料值是
123.45678，則選取 0 會將資料匯出為 123，而選取無 則會將資料匯出為
123.45678。

10. 選取要匯出的資料片段。

備註：
如果您是從聚總儲存立方體匯出資料而且要同時匯出多個成員，請確定您
選取的成員中至少有一個是非共用成員。您可以個別匯出共用成員，因為
這等同於選取基礎成員。不過，選取其子代全部都是共用成員之父成員的
層級 0 子代等同於不是從維度選取任何成員，匯出將不會執行。因此，您
必須確定選取的成員中有一個是非共用成員。

11. 選擇性：按一下另存為工作，以將匯出作業儲存為工作，以便可排定立即執行或稍
後執行。

第 5 章
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5-26



備註：
• 另存為工作只可在已選取寄件匣時才可供使用。
• 您一次可以執行最多五個匯出工作。
• 排定匯出工作時，您可以為每個工作指定一個唯一的輸出檔案名稱。
• 如需排程工作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工作。

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匯出資料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現有的
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12. 按一下匯出，然後指定儲存資料匯出檔案的位置。

備註：
若要減少資料匯出檔案的大小，如果表單具有整列的 #MISSING 值，該列將從資料
匯出檔案忽略。

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若要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的狀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在最近活動下按一下匯入或匯出工作的名稱。
狀態頁面會顯示錯誤、警告、資訊和全部的訊息。如果發生錯誤，而且您已在定義工作時指定
錯誤檔案名稱，則您可以使用錯誤檔案連結來下載產生的錯誤檔案。

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使用範本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若要簡化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管理，您可以匯出提供的範本、在試算表中輸入匯率，
並將匯率匯入應用程式。您可以立即匯入匯率，或排定匯入匯率工作來稍後執行。

備註：
若要查看匯率選項，必須在啟用多重幣別選項的情況下建立應用程式，而且多重幣別
類型必須為精簡。然後建立貨幣維度。如果您不確定您的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是否為精
簡，幣別維度的存在將確認這一點。
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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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範本匯入匯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出匯率範本，然後開啟 ExchangeRateTemplate.csv 或
將它儲存在本端。

3. 在該範本檔案中，輸入每個期間和每種幣別的平均和結束幣別匯率、指定 POV 的
成員，然後儲存檔案。

備註：
數字 1 代表應用程式中預設幣別的匯率。輸入相對於預設幣別的匯率。

4.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入匯率、按一下建立、瀏覽檔案，然後按一下匯入。

備註：
您可以將匯入排定成以立即執行或稍後執行的工作方式執行。若要排定匯
入匯率工作，請選取收件匣選項，指向位於「收件匣」中的匯入檔案，然
後按一下另存為工作。請參閱排定工作。

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匯入匯率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
現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建立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在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之前您需要知道的事項。
另請參閱：
• 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庫
•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建立應用程式資料庫
在應用程式中儲存各立方體資料的應用程式資料庫會隨應用程式建立而建立。
若要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如果您需要清除資料，您可以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來完成。若要重新整理資料，
請參閱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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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
在變更應用程式結構，以及修改維度和成員等物件之後，您必須重新整理資料庫。Oracle 建議
您先通知所有使用者，要求使用者儲存其工作並關閉應用程式，再重新整理資料庫。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
• 備份您的應用程式並匯出所有資料庫的資料。
• 決定您要讓所有使用者或僅目前的服務管理員在重新整理期間使用處於管理模式的應用程
式

• 決定是否要將所有使用者登出
• 終止任何作用中的應用程式要求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若要重新整理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請參閱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
2.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3. 按一下動作，然後重新整理資料庫。
4. 在重新整理資料庫頁面上按一下建立，然後選取下列選項：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
• 讓下列人員可以使用應用程式：讓所有使用者或管理員 (或目前已登入的「服務管理
員」) 在重新整理期間，可以在管理模式中存取應用程式

• 登出所有使用者：在開始重新整理之前，先將所有應用程式使用者登出
• 停止所有作用中要求：在開始重新整理之前，終止 Essbase 應用程式中的所有作用中
要求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
讓下列人員可以使用應用程式：讓所有使用者或管理員在重新整理之後可以使用應用程式

5. 若要立即重新整理資料庫，請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若要稍後以工作執行重新整理，請
按一下另存為工作。請參閱管理工作。

提示：
若要簡化後續重新整理資料庫工作的工作建立程序，您可以使用另存為選項複製
現有的工作，然後進行更新。請參閱複製工作。

新增聚總儲存大綱到應用程式
瞭解何謂聚總儲存以及如何在應用程式中使用它。
另請參閱：
• 關於聚總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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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聚總儲存資料庫到應用程式的程序

關於聚總儲存
聚總儲存是資料庫儲存模型，可支援分散的大型資料，而這些資料也可能會分類為各種
較大的維度。系統會聚總並儲存已選取的資料值，這通常使聚總時間獲得改善。聚總儲
存是區塊儲存 (密集稀疏組態) 的替代方式。
聚總儲存大綱立方體特性
• 應用程式不會在聚總儲存資料庫上產生 XREF。XREF 只可在區塊儲存資料庫上產
生。

• 由於應用程式不需要所有基礎維度都位在一個聚總儲存資料庫上，因此如果遺漏核
准維度，則核准可能不適用於聚總儲存資料庫。如果發生此情況，則會套用一般安
全性。

• 聚總儲存應用程式的 Period 維度不適用動態時間序列成員。
• 聚總儲存資料庫不適用建立和重新整理安全篩選條件。
最佳化聚總儲存立方體
聚總儲存回報立方體的效能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包含立方體中的切片數目、立方體大
綱，以及立方體中的維度類型。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 中的最佳化聚總儲存選項立方體。

新增聚總儲存資料庫到應用程式的程序
若要新增聚總儲存資料庫到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聚總儲存立方體。執行一項任務：
• 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建立聚總儲存立方體。
若要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 使用立方體編輯器新增立方體。
請參閱管理立方體。

2. 將維度新增至聚總儲存立方體。
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如果 Currency、Years、Scenario 或 Version 維度對聚總儲存立方體有效，則
維度成員也會對聚總儲存立方體有效。

• 若要在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執行自訂聚總儲存立方體的幣別計算，您必須
為自訂聚總儲存立方體啟用 Account、Period 和 Currency 維度。預設情況下，
預設聚總儲存立方體中的維度都啟用，但您必須手動為自訂聚總立方體啟用這
些維度。若要為自訂儲存立方體啟用 Account、Period 和 Currency 維度，請編
輯每個維度的維度特性，並選擇對聚總儲存立方體啟用它們。請參閱在簡易維
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3. 新增維度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
4.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的大綱。請參閱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5. 使用與聚總儲存資料庫關聯的維度建立表單。請參閱管理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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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轉換成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瞭解如何將 EPM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從標準版轉換成企業版。

Note:

本主題討論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轉換成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的相關內容。若要轉換 Planning 應用程式，請參閱轉換 Planning 應用程式。

若要增加立方體數目及使用所需邏輯來支援更多計算和其他進階功能 (例如「IPM 洞察分
析」)，您可以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就地轉換為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如需詳細列出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和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中您可使用的
應用程式與功能清單，請參閱關於 EPM Cloud 服務。
只有已購買 EPM Enterprise Cloud 授權的客戶才能從標準版轉換成企業版。系統會要求您確
認擁有企業版訂單 ID，才能完成轉換。

Caution:

轉換應用程式無法還原。轉換前請務必備份您的資料。

若要從 EPM Standard Cloud 應用程式轉換成 EPM Enterprise Cloud 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
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轉換成企業版。
3. 在轉換成企業版對話方塊中，勾選該核取方塊，確認您擁有企業版訂單 ID，然後按一下轉
換成企業版。

Note:

轉換成企業版後，使用者需要在 Calculation Manager 重新整理 Planning 節點，才
能使其建立 Groovy 規則。若未進行重新整理，使用者可能無法在 Calculation
Manager 指令檔編輯器的下拉清單中選取 Groovy。

轉換 Planning 應用程式
瞭解如何將 Planning 應用程式從報表轉換成標準版，以及如何從標準版或報表轉換成企業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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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本主題討論轉換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相關內容。若要將 EPM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從標準版轉換成企業版，請參閱將 EPM Standard Cloud Service 轉
換成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相關主題
• 轉換成標準版應用程式
• 將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轉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 轉換考量

轉換成標準版應用程式
若要增加立方體數目及使用所需邏輯來支援更多計算，請將報告應用程式轉換成標準版
應用程式。
轉換期間會將一個立方體及關聯維度新增到應用程式。轉換後，您可以新增最多六個額
外的立方體 (三個聚總儲存大綱立方體和三個區塊儲存大綱立方體)。
將報告應用程式轉換成標準版應用程式時，您可以啟用沙箱。然而，在轉換成「標準
版」應用程式之後，您就無法再啟用該應用程式的沙箱功能。若要啟用沙箱，請參閱啟
用沙箱。

注意：
轉換應用程式無法還原。轉換前請務必備份您的資料。

若要轉換成「標準版」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轉換成標準版。

將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轉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深入瞭解本主題中的轉換應用程式。
• 如果您在 2019 年 6 月 4 日之後購買 EPM Cloud，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全新 EPM Cloud 服
務，以深入瞭解將應用程式移轉至新服務。

• 如果您在 2019 年 6 月 4 日之前購買 EPM Cloud，您可以將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轉
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若要轉換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閱轉換考量。請參閱轉換考量。
2. 備份「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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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啟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應用程式 ，然後按一下概觀 。
4. 依序按一下動作、轉換成企業版，然後按一下繼續以繼續。將顯示訊息通知您應用程式是
否轉換為企業版。若成功，請登出。
應用程式類型會變更為「企業版」，這會包含啟用和設定 Planning 模組的選項，並且會啟
用 Groovy 指令碼。轉換期間不會變更中繼資料和資料。

5. 登入並啟用您需要的功能。
當您啟用功能時，將執行這些驗證：
• 不可以有任何已存在成員的名稱與您在 Map/Rename 維度中指定的任何自訂或基礎維
度名稱相同。例如，若您在 Financials 中建立了一個名為 Market 的自訂維度，任何
其他維度都不可以具有名為市場的成員。

• 不可以有成員的名稱為 NO_<<customDimension>>、Total_<Dimension>>、
All_<<Dimension>>，其中 <<Dimension>> 是您指定的實際維度名稱。例如，若
您在 Financials 中將自訂維度的 Plan Element 重新命名為 Element，No
Element、Total Element 就不能存在。尤其是針對依存於任何非字首成員的模
組。

• 「期間」和「帳戶」維度的資料儲存必須設定為永遠不分享。
• 「年度」維度名稱必須設為年度。
• 系統已預先定義了 18 個別名表。支援最多 32 個表 (1 個於內部使用)。轉換程序會嘗
試將預先定義的別名表與現有應用程式的別名表合併；若計數超過 30，將出現驗證錯
誤。

• 轉換程序會計算應用程式現有維度的數目，以及初始化模組時可能建立的新維度數
目。若兩者的結果加總超過 32 (允許的最大上限)，將出現驗證錯誤。

• 針對 Projects，您為程式 (自訂維度選項) 指定的名稱不該已存在於非屬性維度中。
• 針對 Workforce，版本成員均不可為僅限標籤。

6. 重新建立任何使用者定義的導覽流程。
當您使用「移轉」將內部部署 Oracle Hyperion Planning R11.1.2.1 (支援的版本) 應用程式轉
換成 Planning 時，也適用上述相同規則。

轉換考量
您可以在下列情況將標準或報告應用程式轉換為企業應用程式：
• 您獲商業授權實作「企業」類型的應用程式。
• 未使用每週、每季或自訂期間。
• 您在轉換之前將 Year 維度重新命名為 Years 維度。
• 如果是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其使用簡易多重幣別 (也就是並非標準的幣別應用程式)。
• 物件名稱不可使用下列字首：
– oep_：適用於通用物件的字首
– ofs_：適用於財務物件的字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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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p_：適用於人力物件的字首
– opf_：適用於專案物件的字首
– ocx_：適用於資本物件的字首

請注意，不會轉換自訂導覽流程。轉換應用程式之後，需要重新建立這些名稱。

移除應用程式
請小心移除應用程式。
因為移除應用程式會刪除其所有內容與任何排定的工作，所以請建立應用程式的備份。
若要移除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移除應用程式。

設定每日維護程序開始時間
瞭解如何決定及設定最方便的時間來啟動每日長達一小時的維護程序。
業務程序例項每天需要一小時以執行例行維護。服務管理員可以選取 (和變更) 最方便的
時間來啟動長達一小時的每日維護程序。除了例行維護外，Oracle 會在此維護程序期間
將必要的修正程式套用至業務程序例項。
由於維護程序期間使用者無法使用業務程序例項，因此服務管理員應該在沒有任何人使
用業務程序期間找出所需的一個小時。所有已登入的使用者會被登出並失去未儲存的資
料。
預設維護開始時間為太平洋標準時間 (PST) 午夜。如果您未重設例項的預設開始時間，
Oracle 會將開始時間重設為下午 10:00 到上午 2:00 PST 之間的隨機時間，以縮短業務
程序維護時間。

備註：
如果您真的希望維護時間在午夜 PST 開始，請使用此程序來選取這個時間。
在此情況下，Oracle 不會變更您的選擇。

若要管理自動化維護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存取業務程序例項。
2. 依序點選或按一下工具與每日維護。
3. 在開始時間中，選取每日維護程序應該開始的時間。另外，請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您
的時區。

4. 按一下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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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有一個名為在每日維護期間匯出「EPM Cloud 智慧型列示」文字資料以進行增量資
料匯入的系統設定值，若啟用此設定值，會影響匯出的持續時間。如需使用此設定值
的詳細資訊和建議，請參閱下列主題：
•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每日維護期間
針對增量資料匯入進行匯出「智慧型列示」文字資料

• 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來將檔案上傳到伺服器或下載到電腦。
若要排定匯入或匯出工作，請參閱排定工作。
若要上傳或下載此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
3. 選擇性：依名稱篩選，重新整理清單，然後從伺服器上傳檔案。
4. 若要從伺服器上傳檔案，請按一下上傳。在上傳檔案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瀏覽，接下來選
取要上傳的檔案，然後按一下上傳檔案。

5. 要從伺服器下載檔案，請選取所需檔案，然後按一下 ，接下來按一下下載檔案。
6. 按一下關閉，即可關閉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並返回概觀頁籤。

備註：
上傳檔案有 2GB 的大小限制。如果您的上傳檔案超過大小限制，請選取較小的檔
案，或使用 EPM Automate 上傳較大的檔案。如果 EPM Automate 的相關資訊，請
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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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策略模型化

另請參閱：
• 策略模型化的開始使用檢查清單
• 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化
• 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您可以啟用策略模型化，以與現有「自訂」和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 使用範本
• 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
• 設定模型存取權限
• 變更模型特性
• 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 發送一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的資料到多個「策略模型化」模型
• 將資料從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發送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
• 使用模型變更管理管理中繼資料
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從來源模型複製中繼資料至一或多個目標模型。

策略模型化的開始使用檢查清單
執行下列任務以設定策略模型化：
1. 建立應用程式，或識別要使用的現有應用程式。
若為 Planning，請參閱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若為 Planning 模組，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模組中的建立應用程式。

2. 啟用策略模型化。請參閱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化或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
型化。

3. 複查提供的範本，並上傳貴公司需要的任何自訂範本。請參閱使用範本。
4. 從範本建立模型。請參閱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
5. 設定存取權限。請參閱設定模型存取權限。
6. 啟用策略模型化之後，請重新整理資料庫。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及概觀，然後選取動作功
能表中的重新整理資料庫，再依序選取建立及重新整理資料庫。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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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取得策略模型化的簡介。

 策略模型化簡介

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化
您必須先啟用策略模型化，然後才可啟動策略規劃。
如何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化：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
2. 從設定清單中，選取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啟用功能。
3. 登出然後重新登入，以查看新啟用的功能。
策略模型化不需要任何組態任務。
已植入策略模型化提供的範本。
若要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請參閱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啟用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您可以啟用策略模型化，以與現有「自訂」和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如何啟用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自訂應用程式的策略模型化：
1. 以服務管理員身分，登入「自訂」或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
2.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3. 從動作中，選取啟用策略模型化。
4. 如果您要使用導覽流程，則請完成策略模型化物件的啟動步驟：
• 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 登出後重新登入。

若要啟用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中的策略模型化，請參閱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
模型化。

使用範本
使用範本以快速建立模型。範本包括階層式的科目集合，而沒有期間或資料。
策略模型化包括常用科目結構的範本。您可以使用其中一個提供的範本，或建立及上傳
自訂範本。
Oracle 提供下列範本：
• 標準
• 公用事業
• 醫療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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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售
• 高等教育
當您啟用策略模型化時，會提供這些範本，以便您可快速地啟動並執行。您無法修改 Oracle
提供的範本，但您可儲存範本的副本，並針對業務使用情況加以修改。
若要複查提供範本的科目結構，以及您上傳的任何自訂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範本。
2. 在您要複查的範本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開啟。
3. 變更案例、資料檢視或科目群組，以顯示不同的科目集合。
您也可以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策略模型化，複查並編輯由 Oracle 提供之範
本中的科目結構。

建立與上傳自訂範本
您可以透過將 Oracle 提供的範本儲成副本然後進行自訂來建立自訂範本。複查提供的範本中
的科目結構來判斷哪一項最符合您的商業需求，然後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進行自
訂並上傳範本，以供在 Web 上使用。
您也可以使用智慧型檢視來上傳您從 Oracle Hyperion Strategic Finance 的內部部署建立的範
本，以供在 Web 上使用。

變更自訂範本的擁有者和存取權限
所有使用者 (不含「無存取權」的使用者) 可以檢視隨同策略模型化提供的立即可用範本。管理
員可以變更自訂範本的擁有者和存取權限。
若要變更自訂範本的擁有者或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範本。
2. 在您要修改的範本旁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
3. 請視需要變更範本的擁有者。
4. 按一下權限。

5. 按一下  新增使用者或群組並對其指派範本存取權。
如需使用者與群組權限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模型存取權限。

6. 若要以預設權限取代目前的權限，請按一下繼承預設存取權。
7. 按一下套用來儲存變更。

變更策略模型化模型
管理員與模型製造者可使用範本 (包含預先定義之報告與模型設定標準的財務模型架構) 建立策
略模型化模型。Oracle 包括數個預先定義的範本，可讓您更快速地啟動並執行。您也可以建立
以現有模型為基礎的模型。
使用者會簽出要使用的模型，或可以使用模型的副本。當使用者使用模型的副本時，他們無法
儲存對資料或模型所做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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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建立模型時，將使用階層式會計科目表、時間結構、報表、資料檢視、科目群組，
以及範本中的所有中繼資料或從中建立的模型來植入模型。
您必須已建立應用程式，並啟用策略模型化。如果您要使用自訂範本 (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自訂) 以建立模型，必須已更新該範本。
若要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按一下建立。
3. 在一般頁面上，指定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 指定模型名稱與描述。
• 選取是否從範本、從目前應用程式中的現有模型，或者從本機 .alc 檔案來建
立模型，然後選取範本、模型或檔案。
如果您是從本機 .alc 檔案建立模型，檔案必須已經在智慧型檢視中完成轉
換，才能夠在 Cloud 上使用。
若要將策略模型化資料與財務整合，請選取財務範本。

• 選取存放至根目錄以建立獨立的模型，或建立將作為其他模型父項的模型；若
要建立階層式結構，請清除存放至根目錄，然後選取父項模型中的模型。
建立階層式模型結構對於案例彙整及管理存取控制，或對於透過視覺方式組織
模型，都會相當有用。

• 選取本幣幣別與單位。
每個模型可獨立於應用程式，擁有自己的幣別與單位。
如果您從本機 .alc 檔案或從現有檔案建立模型，如果您保留來源資料，這些
選項將不可用；模型將會使用原始模型的單位和幣別來建立。

備註：
您可以在智慧型檢視中設定幣別轉換。請參閱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策略模型化中的轉換幣別。

• 如果您是從現有模型中建立模型，若希望新模型使用與現有模型相同的期間結
構時，請選取保持時間結構。
如果您選取保持時間結構，您可以選取保持來源模型資料，以在科目中加入來
源模型的資料值。
如果您選取保持時間結構，請略過步驟 5。

• 如果您是使用財務範本建立模型，以便與財務整合，請在選取實體中，選取財
務實體維度成員。模型將會對映至所選的「實體」維度成員。
此選項僅適用於從財務範本建立模型時。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整合策略模型
化與財務之間的資料。

4. 在工作曆、期間與設定年度頁面中，指定為模型建立工作曆的選項。
5. 複查模型建立選項，然後按一下建立模型。
此模型是根據您選取的選項，透過會計科目表和工作曆結構建立而成。
您可以將 Oracle Hyperion Strategic Finance 模型轉換至智慧型檢視中的策略模型化模
型。請參閱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策略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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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

 在 Oracle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建
立策略模型

設定模型存取權限
規劃管理員已設定為策略模型化管理員，並且可以設定使用者和群組對於模型與策略模型化功
能擁有的存取權類型 - 適用於應用程式中所有模型的全域權限，以及適用於個別模型的權限。
當您將存取權限指派給個別模型時，任何在模型階層中的模型下以巢狀組成的模型會繼承來自
父項的存取權限。
如果模型繼承存取權限 (從全域層級或從父項)，只要您未對個別模型的存取權限進行任何變
更，該模型將繼續繼承存取權限的任何變更。不過，一旦修改個別模型的存取權限後，則不會
再從全域層級或父項繼承任何權限變更 (取決於其繼承的權限來源而定)。
可用角色包括「模型製造者」、「分析者」、「檢視者」，以及「無存取權」。如需關於這些
角色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模型存取權限。當您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策略
模型化時，這些權限也適用於模型。
模型存取權詳細資料：
• 「使用者」清單中提供規劃使用者 (除了管理員以外)，以指派模型存取權。請注意，策略
模型化中的存取權限已與規劃中的存取權限取消關聯。您必須提供使用者策略模型化模型
的存取權，即使他們具備規劃應用程式的存取權。

• 第一次建立模型時，會使用預設權限與擁有者權限進行設定。您無法刪除這些權限。任何
新增的使用者或群組會取得預設權限。
依預設，預設權限與新使用者和群組擁有「無存取權」角色。如果您指派全域存取權，所
有新模型會繼承該存取權。

• 當使用者沒有模型的存取權時，則沒有可用的模型動作或選項。當使用者沒有功能表項目
的存取權時，則不會顯示在動作功能表中。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設定模型存取權限。

 在 Oracle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設
定策略模型化模型的存取權限

關於模型存取權限
管理員可以請執行下列任務：
• 啟用策略模型化
• 指派存取權限
• 建立、刪除及修改模型與案例彙整
• 上傳範本、指派存取權至自訂範本，並刪除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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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對案例彙整的存取權來自「全域存取權」。
表格 6-1    模型存取權限

角色 存取權
模型製造者 • 模型：

– 建立
– 開啟 - 簽出及簽入
– 以副本開啟
– 另存為本機檔案
– 刪除
– 模型資料對映

• 科目檢視：所有選項皆可使用
– 尋找科目
– 科目預測
– 子科目
– 目標搜尋
– 案例管理器
– 稽核追蹤
– 模擬
– 輸入資料、計算並儲存
– 變更檢視點以顯示不同的科目群組、
案例，以及資料檢視

• 案例彙整：所有選項皆可使用
• 範例：檢視範本、刪除自訂範本、匯入範
本

• 報表：所有選項皆可使用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
– 模型：將本機檔案複製到伺服器、刪
除模型、輸入狀態、科目群組、資金
選項、需要的元素、範本名稱

– 時間管理：「時間」頁籤。所有選項
皆可使用

– 案例：所有選項皆可使用
– 維度：所有選項皆可使用

* 建立自訂維度
* 指派自訂維度

分析者 • 模型：
– 開啟 - 簽出及簽入
– 以副本開啟
– 另存為本機檔案

• 科目檢視
– 尋找科目
– 科目預測
– 目標搜尋
– 稽核追蹤
– 輸入資料、計算並儲存
– 變更檢視點以顯示不同的科目群組、
案例，以及資料檢視

• 範本：檢視範本
• 報表：檢視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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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6-1    (續) 模型存取權限

角色 存取權
檢視者 • 模型：

– 以副本開啟
– 另存為本機檔案

• 科目檢視
– 尋找科目
– 目標搜尋
– 稽核追蹤；不過，檢視者無法對輸入
資料進行變更

– 以唯讀模式檢視方格 (無法輸入資料或
儲存)

– 變更檢視點以顯示不同的科目群組、
案例，以及資料檢視

• 範本：檢視範本
• 報表：檢視報表

無存取權 無存取權

指定所有模型的全域存取權限
若要指定套用至所有模型的全域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策略模型化、模型，然後按一下全域存取權。
2. 對每個使用者或群組指定角色。

3. 按一下  以新增使用者或群組，並對其指派全域存取權。
4. 按一下套用。

指定模型的存取權限
如果您設定全域存取權限，每個個別的模型會從全域存取權清單繼承存取權限。您可以修改每
個模型的權限。子項模型會從父項模型繼承權限，但父項沒有明確的權限的情況除外，在該情
況下子項會繼承全域存取權限。您修改個別模型的存取權限後，該模型即不再從全域層次或父
項繼承任何權限變更 (視從何處繼承權限而定)。
若要指定特定模型的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在您要修改的模型旁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
3. 按一下權限，然後對模型指定使用者與群組權限。

4. 按一下  新增使用者或群組，然後對其指派模型存取權。
5. 若要以預設權限取代目前的權限，請按一下繼承預設存取權。
6. 按一下套用來儲存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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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模型的擁有者
您可以變更模型的擁有者。
若要變更模型的擁有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從您要修改的模型旁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
3. 變更擁有者，然後按一下套用。

變更模型特性
管理員和模型擁有者會變更模型的特性。
若要變更模型的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從您要修改的模型旁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
3. 變更特性，然後按一下套用：
• 擁有者—指定帳戶擁有者。
• 預設單位—指定模型的預設單位。
• 預設幣別—指定模型的預設幣別。
• 科目檢視輸入小數位數—指定要讓輸入科目顯示的小數位數。
• 科目檢視輸出小數位數—指定要讓輸出科目顯示的小數位數。

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您有兩種方法可以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 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提供可自動對映相同名稱的維度和成員的簡便的介面，以
及可讓您定義與其他維度和成員之間的對映。您可以定義在單一維度相互之間或者
在多個維度相互之間的複雜對映。此功能還提供 Microsoft Excel 範本以簡化詳細對
映的設定，並使用熟悉介面匯入它們。使用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適用於大多數的
使用案例。請參閱使用資料對映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 Groovy 規則—提供強大且以規則為基礎的方法，以使用 Groovy 指令碼語言來建立
複雜的資料對映。使用 Groovy 規則來定義複雜對映。例如，您可以定義可根據目
前的表單從作為目標的地區的規劃提取資料的 Groovy 規則，例如，僅從編輯的儲
存格。您也可以在發送資料之前對其執行計算，例如，套用比例因素。請參閱關於
Groovy 商業規則和在策略模型化中使用 Groovy 商業規則。

在策略模型化中使用 Groovy 商業規則
您可以建立 Groovy 商業規則，在規劃立方體和策略模型化模型之間發送資料。如需如
何設定 Groovy 規則的資訊，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中的建立 Groovy 商業規則，以及 管理規劃 中的使用
Groovy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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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利用策略模型化使用 Groovy 規則

 利用 Groovy 規則來整合策略模型

Groovy 商業規則範例
提供 Groovy 指令碼範例。
若要檢視 Groovy 指令碼範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請參閱 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在主頁面的 Groovy 指令碼範例下方，按一下「 這裡 」以檢視指令碼範例：

• 在左窗格的所有類別下方，按一下類別以檢視該類別的範例。
例如，若要查看「策略模型化」範例，請按一下左方面板中的 StrategicModel 類別。

使用資料對映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
您可以使用資料對映在策略模型化和規劃之間發送資料。您可以定義發送資料的資料對映：
• 從策略模型化模型或案例彙整至規劃立方體。
• 從規劃立方體至策略模型化模型。
• 從規劃立方體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
進階選項可讓您定義多個維度相互之間、單一維度相互之間，以及不同名稱的成員之間的複雜
對映。只有在策略模型化已經啟用並且是資料對映中的來源或目標時，才會提供使用這些進階
資料對映選項。
管理員具有建立、編輯，和執行資料對映的權限。
若要建立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按一下建立。
3. 輸入資料對映的名稱與描述。
4. 在來源之下，選取資料來源。您可以選取：
• 來自目前應用程式可用立方體的規劃輸入立方體 (區塊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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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不支援將報表立方體 (聚總儲存) 作為來源。

• 策略模型化模型。您可以在選取的應用程式中從任何模型進行選取。
• 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您可以從目前應用程式中的任何案例彙整中選取。當來
源是案例彙整時，系統會從案例彙整的根模型中提取中繼資料。

備註：
如果在清單中看不到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擇同步化。
您可以藉由兩種方式執行同步動作：
a. 在初始資料對映畫面 (步驟 1) 中，藉由透過所列資料對映的動作來存
取它。

b. 在建立/修改資料對映時，藉由使用動作
• 規劃至規劃 — 更新目標策略模型化模型中的中繼資料變更。
• 規劃至策略模型化 — 更新目標策略模型化模型中的中繼資料變更。
• 策略模型化至規劃 — 僅更新來源策略模型化模型中的中繼資料。
• 策略模型化至策略模型化 — 更新來源與目標模型的中繼資料變更。

5. 在目標下，選取下列選項：
• 如果來源為模型或案例彙整，便從可用的應用程式中選取規劃輸入立方體 (區塊
儲存) 或報表立方體 (聚總儲存)。

• 選取模型，以便在來源是規劃輸入方塊 (區塊儲存) 時，選取某個策略模型化模
型。

• 如果來源是規劃輸入立方體 (區塊儲存)，便選取選取案例彙整，以選取策略模
型化案例彙整。

如果沒有在清單中看到您的策略模型化模型或案例彙整，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
同步。

6. 定義來源和目標之間如何對映維度
在每個對映的維度之下，按一下選取，然後選取要使用的一或多個物件。
下列維度會自動對映：
• 策略模型化中的模型和規劃中的實體。
您可以選取多個模型 (從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模型的清單) 作為目標。例如，您在
規劃中可能具有多個實體要對映至策略模型化中的多個模型。在模型和實體之
間，多個選擇必須要有一對一對映。

• 策略模型化中的案例 (或者如果來源或目標為案例彙整，則為業務個案) 至規劃
中的案例。必須要有多個選取項目在策略模型化的 Scenario 或 Business Case
與規劃中的 Scenario 之間有一對一的對映。

• 策略模型化中的科目至規劃中的科目。您可以選取多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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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具有相同名稱的科目成員會自動對映 (根據策略模型化中的描述和規劃中的
名稱。)按一下科目列中的對映來查看對映。

提示：
如果您知道所有成員名稱，您可以略過此步驟而直接在進階資料對映中輸入
成員名稱。請參閱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 具有相同名稱的維度。
其他維度在未對映的維度清單中。

7. 視需要對映未對映的維度清單中任何剩餘的維度。按一下未對映的維度清單中的維度旁的
箭頭，將該維度移至「對映」區域。選取要對映至的維度，然後按一下選取來選取要對映
的成員。對於任何未對映的維度，請選取成員。

8. 對映任何自訂維度。
以對映基礎維度相同的方式對映自訂維度。和自訂維度關聯的成員顯示在自訂維度之下，
而不是 Account 維度之下。
如果資料對映包含不是自訂維度的一部分的科目，請將策略模型化中自訂維度的根對映至
規劃中的特定成員。不是自訂維度的一部分的科目的資料會發送至此成員。

9. 如有必要，您可以在多個維度相互之間或者在單一維度相互之間進行對映：
a. 按一下對映列旁的動作 ，然後選取新增來源對映或新增目標對映。
b. 選取要對映的其他維度，然後選取要對映的成員。
例如，您可能想要將策略模型化中的 Time 維度對映至規劃中的 Years 和 Period 維
度。
或者，您可能想要將策略模型化中的業務個案對映至規劃中的案例和版本。如果包含
版本維度，則可允許在您執行案例彙整時進行執行時期輸入。

10. 若要排除來源成員不要進行資料對映，請按一下對映列旁邊的動作 ，然後選取新增排
除。定義要排除的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排除的成員會顯示在「資料對映」頁面上。
如果您不想要覆寫目標位置的某些資料，或者如果您想要避免在目標位置的資料不存在時
收到警告，請在移動資料的同時排除成員。此外，排除可以略過其他所有來源成員需要的
特定來源成員資料。
從維度排除成員時，維度的成員清單必須至少包含一個不在排除成員清單中的成員，資料
對映才能成功儲存並執行。
若要從排除清單中移除一或多個排除的成員，請按一下排除清單中的成員，然後使用「成
員選取器」從清單中移除成員。
若要移除整個排除，請按一下對映列旁邊的動作 ，然後選取移除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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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如果您為表單設定「智慧型發送」，也可以從「智慧型發送」中排除成
員。請參閱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當您為規劃表單定義「智慧型發送」
以將資料發送到策略模型化時，為「智慧型發送」定義的成員必須符合資
料對映中定義的成員。

11. 如果成員名稱在來源和目標中的找不到相符項目，或者在多個維度相互之間或單一
維度相互之間進行對映時，您必須定義進階資料對映。請參閱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當您知道所有成員名稱時，您也可以使用進階資料對映來定義對映。

12. 隨時按一下儲存並關閉。如果資料對映定義還不完整，您會收到錯誤；不過，您可
以將資料對映儲存為草稿，以便您以後可以繼續進行作業。

13. 將資料對映與模型或案例彙整建立關聯：
• 如果來源為模型，您可以選擇性地將資料對映和模型建立關聯。請參閱建立資
料對映與模型之間的關聯。

• 如果來源是案例彙整，您就必須將資料對映與案例彙整建立關聯。請參閱將資
料對映與案例彙整建立關聯。

備註：
在規劃表單中，無法使用規劃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資料對映來建立關
聯。

14. 選擇性地指定可定義如何執行資料對映的選項。請參閱定義策略模型化的資料對映
選項。
對於規劃的資料對映選項，請參閱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如需執行資料對映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執行資料對映。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資料對映，以便在策略模型化與
Planning 之間移動資料。  建立資料對映，並在整合之後移動策略

模型的資料
 建立資料對映，以便在 Planning 立方體

與策略模型之間移動資料
瞭解如何使用資料對映將資料從 Planning 移
至策略整合模型，以及如何在策略整合模型內
的模型之間移動資料。

 將資料對映至父項模型的業務個案

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當來源和目標中的成員名稱不相符時，或者在多個維度相互之間或在單一維度相互之間
進行對映時，您必須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1. 按一下對映列中的對映來定義進階對映。
例如，您可能想要從規劃將多個帳戶對映至策略模型化中的單一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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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資料對映頁面可讓您在每個頁籤上定義對映。頁籤包括基本資訊、來源選擇、目標選
擇、每個已對映維度的頁籤，如果存在的話，包括未對映來源和未對映目標維度。
來源選擇和目標選擇頁籤包含要在其他頁籤上對映的詳細資料的超集。

2. 按一下頁籤來定義對映詳細資料。對於每個維度，將會列出「來源」成員。
• 對於來源和目標之間成員名稱不相同的每個「來源」成員，將會新增「目標」成員。

(目標成員在階層中必須是層級零成員)。
• 如果您已經排除成員，這些成員會列在來源選擇頁籤的 維度(已排除) 欄中。
• 若要從資料對映中排除成員，請在來源選擇頁籤中按一下您要從中排除成員之維度的
欄標題，按一下新增排除 ，然後在 維度(已排除) 欄中定義要排除的成員。
– 如果您排除已經對映的成員，請按一下維度的頁籤，然後更新該成員的對映。
– 若要從已排除清單中移除成員，請選取成員後按 Delete 鍵。如果您從已排除清單
中移除成員，請按一下維度的頁籤，然後新增該成員的對映。

– 若要移除排除，請按一下維度的欄標題，然後按一下移除排除 。
• 視需要指定運算子。預設運算子為 +。
列運算子定義要用於目前列的列運算子。
例如，若要聚總來源的多個帳戶並對映至目標的單一帳戶，請對來源中的每個成員新
增一列，每個都對映至相同目標成員。根據預設，每一列的 + 運算子定義聚總。
或者，您可能想要將立方體中的多個期間 (1 月至 12 月) 對映至模型中的單一時間週期
(2018)。

• 您可以複製列  或貼上列 ，或者從某個頁籤複製資料並貼至另一個頁籤。
• 盡可能新增最多的列來定義要對映的所有成員。按一下插入列 來新增來源和目標
成員之間的對映定義。

• 如有需要，按一下刪除無效分錄  來清除來源無效的任何對映列以及清除任何無效
的目標成員。

3. 從多維度對映至單一維度時，例如，從規劃中的「年度」和「期間」至策略模型化中的
「時間」，編輯資料對映頁面會植入所有可能的來源組合。針對您需要的每個來源組合選
取對應目標成員。
如果您已經定義任何排除，則不會列出已排除的成員。
如果存在您不需要對其進行對映的部分來源組合，請選取列，然後按一下刪除列 。如
果您返回至編輯資料對映頁面，此來源組合將不會被自動再植入。
如果您以後要查看已刪除的來源組合，請按一下植入詳細對映 。編輯資料對映頁面會
更新為顯示所有可能的來源組合。

4. 按一下完成。
請注意下列對映成員：
• 當來源和目標中的成員名稱相符合並自動對映時，它們會列出在「對映詳細資料」頁面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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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只能選取「目標選擇」頁籤上列出的目標成員。如果您需要不同的成員，請返回
至「資料對映」頁面，然後從「目標」成員清單選取該成員。(如果您未在「資料對
映」頁面的輸入成員，您不會受限於這個方法。)

若要簡化定義進階資料對映，您可以將資料對映定義匯出至 Excel，接著在 Excel 中編
輯資料對映範本，然後進行匯入。請參閱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關於資料對映和自訂維度
在定義資料對映時，如果資料對映中的部分策略模型化科目和自訂維度關聯，部分為不
關聯，請注意下列事項。
在建立從規劃至策略模型化的資料對映時，資料會根據下列規則移動。
• 當策略模型化中的維度的根是詳細對映的一部分時：
– 對於適用此維度的帳戶，根維度對映會被忽略。(資料無法寫入至有效科目的
根。)

– 對於不適用此維度的帳戶，將只考量根維度對映。(資料無法寫入至不存在的分
葉成員。)

– 對於在策略模型化中沒有成員的維度，資料一律會寫入至根。(根成員是唯一可
用的成員。)

• 當策略模型化中的維度的根不是詳細對映的一部分時：
– 對於適用此維度的科目，資料會依資料對映定義中定義那樣移動。(資料可以寫
入至對映中的所有成員。)

– 對於不適用此維度的科目，目標中的每個成員會被根維度取代。所有成員的聚
總資料會移至策略模型化維度的根。
如果這不是您想要的行為，請確定您將規劃中的適當成員對映至策略模型化中
的根維度。

• 當維度是「未對映的維度」的一部分時 (適用於「目標」)：
– 對於適用此維度的科目，資料會發送至目標中定義的成員。
– 對於不適用此維度的科目，資料會發送至根。

當您建立從策略模型化至 Planning 的資料對映時，資料會根據下列規則來移動。
當策略模型化中的維度的根是詳細對映的一部分時：
• 當自訂維度有多個已選取的成員時，自訂維度的根只適用於其自訂維度沒有啟用的
成員。

• 當自訂維度已啟用時，資料對映的驗證程序中有個檢查會強制對映自訂維度的根，
以避免發生資料重複的問題。如果「自訂」維度的區段在對映中有多個成員，根成
員就會遭到忽略。

• 指派給自訂維度的成員會把子成員的值發送到 Planning。如果您只在資料對映中定
義根成員，則系統會把該根成員發送至 Planning。

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進階資料對映
若要簡化定義進階資料對映，請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資料對映。
1. 在資料對映頁面中定義基本維度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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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動作功能表中的匯出資料對映，然後利用 Microsoft Excel 開啟該檔案。
3. 視需要更新「來源」和「目標」頁籤以及 Excel 工作表的每個頁籤中的詳細對映，然後進
行儲存。

4. 在資料對映頁面中，從動作功能表選取匯入資料對映，然後儲存資料對映。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匯入資料對映。

 匯入資料對映，並將資料從策略模型移動到
Planning 報表立方體

 使用 Excel 資料對映，在 Planning 立方體
與策略模型之間移動資料

建立資料對映與模型之間的關聯
當資料對映的來源為模型時，您可以將資料對映和模型建立關聯，並指定應該在您簽入模型時
執行資料對映。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 ，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在您要用來與資料對映建立關聯之模型旁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然後按一下
資料對映。

3. 在可用資料對映清單中，按一下您要用來與模型建立關聯的資料對映，然後按一下

，以便將資料對映移動到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中。
任何把此模型當作來源的資料對映，或是在模型之詳細對映的來源區段中有此模型的資料
對映，都會列在該清單中。

提示：
您也可以把該資料對映拖放到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上。您可以將資料對映和模型
建立關聯。

4. 若要在簽入模型時執行資料對映，請選取在簽入時執行。
5. 按一下套用。
您也可以刪除和模型關聯的關聯。

將資料對映與案例彙整建立關聯
當我們查看案例彙整中的某個個別模型時，會依下列方式對其進行操作：
1. 之前階段：執行所有已指派為要在我們處理此模型之前執行的資料對映。這應該會把資料
移動到目前的模型中。

2. 處理模型：作為分葉節點的模型會做好彙整至其父節點的準備，確保模型已經過完全計
算，包括所有必要的幣別轉換。作為父節點的模型會將其子節點彙整，然後進行完全計
算，包括所有必要的幣別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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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之後階段：執行所有已指派為要在我們處理此模型之後執行的資料對映。這應該會
把此模型的資料移動到需要目前模型之結果的其他模型中。

4. 最終階段：在整個案例彙整完成之後，請執行已指派給此階段的所有資料對映，以
將資料從該模型移至案例彙整外部的資料存放區 (例如，規劃)。

備註：
• 規劃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類型的資料對映僅供在模型的之前階段中用來
建立關聯，且前提是模型存在於定義了這些資料類型的案例彙整中。這些
會被視為與案例彙整相關的外部來源資料對映。

• 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類型的資料對映可供在模型的
之前/之後階段中用來建立關聯，但前提是模型位於定義了這些資料對映的
個別案例彙整內。

• 我們來看看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中的特定案例。假設資料對映是與「模型
A」關聯的之前資料對映，且此資料對映的目標模型已設定為「模型
A」，同時「模型 A」是父項模型，則此資料對映的結果將被其子項的案
例彙整覆寫。

若要將資料對映與案例彙整建立關聯，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 ，然後按一下案例彙整。
2. 開啟要與資料對映關聯的案例彙整。
3. 按一下案例彙整階層中的模型，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頁籤。
4. 在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資料對映執行的時機—早於、晚於或最終。
系統會根據您的選取項目來篩選該資料對映清單；而此清單是系統依據資料對映定
義，以及模型是否屬於來源或目標來決定的。
例如：
• 當目前選取的模型是資料對映的目標，或存在於模型之維度對映的目標區段中
時，如果您選取早於，資料對映就可以在模型彙整之前執行，並且會列在清單
中。

• 當目前選取的模型是資料對映的來源，或存在於模型之維度對映的來源區段中
時，如果您選取晚於，資料對映就可以在模型彙整之後執行，並且會列在清單
中。

5. 在可用資料對映清單中，按一下您要用來與模型建立關聯的資料對映，然後按一下

，以便將資料對映新增至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中。

提示：
您也可以搜尋某個資料對映，或是把該資料對映拖放到關聯的資料對映清
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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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確保已選取彙整時執行，如此才會在您選取執行與發送資料來執行案例彙整時，執行資料
對映。

7. 按一下套用。
8. 請針對您要用來與資料對映建立關聯的所有模型 (包括根模型) 重複這個程序。
9. 若要查看與案例彙整中模型關聯的所有資料對映，請從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設定資料
對映。
該清單會顯示與案例彙整階層中每個模型關聯的資料對映，以及這些資料對映的執行時
機：在模型彙整之前 (早於)、在模型彙整之後 (晚於)，或是當整個彙整程序完成時 (最
終)。您也可以從此頁面將資料對映與案例彙整階層中的模型建立關聯。

10. 按一下關閉。
請注意：
• 如果在執行案例彙整時，模型已經處於「就緒」狀態，則已定義成在案例彙整之前執行的
資料對映將不會執行，但以下情況除外：針對來自外部來源的資料對映，如果您在執行資
料對映時選取在案例彙整前執行來自外部來源的資料對映，則即使模型處於「就緒」狀
態，這些資料對映還是會執行。

• 如果在執行案例彙整時，模型已經處於「就緒」狀態，則已定義成在彙整之後執行的資料
對映將不會執行。

• 在案例彙整期間，已定義成在案例彙整之後執行的資料對映並無法將資料發送到案例彙整
中已經彙整且處於「就緒」狀態的模型。

• 執行案例彙整時：
– 當資料對映的來源是在目前案例彙整外部的規劃或策略模型化模型時，該資料對映就
會被視為外部來源資料對映。此類型的資料對映通常用來透過從外部來源匯入資料，
準備案例彙整的模型。

– 只有當案例彙整至少有一個已定義成在最終階段執行的資料對映，並且為目前案例彙
整內的任何模都選取了彙整時執行時，才可以使用執行與發送資料。

– 如果選取執行，將會執行任何已定義成在案例彙整之前或之後執行的資料對映。在已
選取在案例彙整前執行來自外部來源的資料對映的情況下，這也會執行已定義成在案
例彙整之前執行的來源資料對映。最終階段的資料對映會遭到排除。

– 如果選取執行與發送資料，將會執行案例彙整並將資料發送到所有外部目標。系統會
執行您定義在下列時機執行的所有資料對映：早於、晚於或最終。在已選取在案例彙
整前執行來自外部來源的資料對映的情況下，這也會執行已定義成在案例彙整之前執
行的來源資料對映。

定義策略模型化的資料對映選項
您可以指定要套用到策略模型化資料對映的資料對映選項。

備註：
對於規劃的資料對映選項，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定義資料對映選項。

1. 檢視資料對映清單頁面。
2. 選取某個現有的資料對映，或是按一下建立來建立新的資料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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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選項 (或者，如果您是建立新的資料對映，請按一下動作，再按一下選項)。
4. 指定資料對映選項，然後按一下確定。
表格 6-2     策略模型化的資料對映選項

資料對映選項 描述
匯入 #missing 值為
(只有在資料對映的來源為規劃，且目標為策略
模型化時，才可以使用)

• 忽略 — 忽略已匯入的 #missing 值，並保
留目標儲存格中現有的值。

• 輸出零 (預設值) — 匯入 #missing 值，並
將該值在目標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0。

• NaN — 匯入 #missing 值，並將該值在目
標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NaN (不是數
字)。

• 輸入零 — 不需要反算，就會把輸入儲存格
設定為 0。

匯入 NaN 值為
(只有在資料對映的來源和目標都是策略模型化
時，才可以使用)

• 忽略 — 忽略已匯入的 NaN 值，並保留目
標儲存格中現有的值。

• 輸出零 (預設值) — 匯入 NaN 值，並將目
標儲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0。

• NaN — 匯入 NaN 值，並將該值在目標儲
存格中的輸出值設定為 NaN。

• 輸入零 — 不需要反算，就會把輸入儲存格
設定為 0。

到未匯入的儲存格 • 保留輸入值 (預設值) — 在資料匯入期間，
保留模型中現有的輸入資料值。

• 保留輸出值 — 在資料匯入期間，保留模型
中現有的輸出資料值。

發送對映自訂維度根的資料 當對映同時包含自訂維度的父成員和子成員
時，此選項會把自訂維度根的資料發送到目
標。

執行資料對映
在下列情況中，資料對映會自動執行：
• 如果來源為模型，而且您已經將資料對映和模型建立關聯，並已選取在簽入時執
行，當您變更模型然後簽入模型時，資料對映會執行，「智慧型發送」會將資料發
送至規劃。

• 如果來源是案例彙整，且您已將資料對映與案例彙整建立關聯，並已選取彙整時執
行，則請從案例彙整的執行功能表中，按一下執行與發送資料。資料對映會執行，
「智慧型發送」將資料發送至規劃。
如果您已將策略模型化中的業務個案對映至規劃中的案例和版本，當您執行案例彙
整時，可以選擇選取覆寫目標版本，這會覆寫資料對映中定義的版本。
如果「版本」位於「未對映」區段，選取的覆寫目標版本會被忽略

• 如果來源是規劃立方體，請將資料對映和表單建立關聯，然後將它指定給儲存時執
行。請參閱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您可以將多個資料對映和單一表單建立關聯。

如果來源為模型或規劃立方體，您也可以從「資料對映」頁面執行資料對映：從「首
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從您要執行的
資料對映的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清除然後發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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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清除與發送資料選項不適用於規劃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

若要檢查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工作的狀態，請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
一下工作。按一下工作名稱來查看「智慧型發送」工作的資訊和狀態。如果發生錯誤，請按一
下錯誤來查看詳細資料，以協助您解決錯誤。

備註：
如果資料對映會把規劃的資料發送到多個策略模型化模型中，且目標有缺少科目，該
資料對映將會遭到忽略，而系統將會針對所有有效的科目來發送資料。工作詳細資料
將會提供遭到忽略的維度成員清單，因為它們不會出現在目標模型中。

整合策略模型化與財務之間的資料
您可以使用提供的範本與資料對映，在策略模型化的模型與財務的損益表之間發送資料。
若要完成此任務，則必須啟用策略模型化與財務，順序不拘。必須在財務中啟用損益表。
1. 在損益表啟用的情況下啟用 財務，然後建立財務應用程式。
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模組中的設定財務。

2. 啟用策略模型化，然後建立新模型。
• 在建立新模型精靈的一般頁面上，選取從範本建立模型，然後從選取範本清單中選取
財務。

• 在選取實體中，選取財務實體維度成員。模型將會對映至所選的「實體」維度成員。
• 如果「規劃」應用程式為多重幣別，請從幣別清單中選取幣別。如果「規劃」應用程
式為單一幣別，則此選項無法使用，且預設為應用程式的幣別。

• 當您從「財務」範本建立模型時，建立新模型精靈的工作曆、期間與設定年度頁面無
法使用。系統會根據「規劃」應用程式設定開始與結束期間日期。年度組態為每月。

當您建立模型時，會建立兩個資料對映。在策略模型化與財務中的維度成員之間，會自動
填入資料對映的詳細對映。您可以選擇性地檢視詳細的資料對映：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
程式，然後按一下資料交換，再按一下資料對映。
• <Model_Name>_SMtoPLDatamap 會將資料從策略模型化發送至財務中的「目標」
版本。預設情況下，資料對映會與您剛剛建立的模型相關聯，並設定為在您簽入模型
時執行。

• <Model_Name>_PLtoSMDatamap 會將資料從財務中的「工作」版本移至策略模型
化。

如需有關啟用策略模型化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啟用 Planning 模組中的策略模型化。
如需有關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建立策略模型化模型。

3. 若要將資料從策略模型化發送至財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簽出策略模型化模型、輸入資料，然後計算該案例或所有案例。
b. 簽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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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資料對映設為在簽入時執行 (預設值)，則當您簽入模型時，資料對映會執
行，且「智慧型發送」工作會提交。

提示：
若要檢查工作的狀態，請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
作。

在財務中，開啟損益表以檢閱已發送的資料。從首頁中，按一下財務，然後按
一下收入，再按一下損益表。

4. 若要將資料從財務發送至策略模型化，請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法：

• 從資料對映頁面中執行資料對映：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 、

資料交換 ，再按一下資料對映。從 <Model_Name>_PLtoSMDatamap

的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清除並發送資料。
• 將 <Model_Name>_PLtoSMDatamap 資料對映與表單相關聯，並針對「智慧
型發送」進行設定。請參閱設定表單的智慧型發送。

如果您稍後在財務中啟用其他科目，請編輯資料對映，以在財務中的科目和策略模型化
中的科目之間新增詳細的對映。如需編輯資料對映與詳細對映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定義
進階資料對映。

備註：
在編輯資料對映之前，您可以先建立其複本，讓您可以保留原始資料對映定
義。

備註：
當在策略模型化與財務之間發送資料時，不支援策略模型化中的自訂維度與財
務中的自訂會計科目表。

將資料從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發送至多個策略模型
化模型

您可以將資料從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來源)，發送至藉由在科目層級指定之不同特性所
控制的多個策略模型化模型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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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資料對映，將資料從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發送至多個策略
模型化模型

您可以使用資料對映，將資料從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發送至多個策略模型化模型您可以定義發
送資料的「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
管理員具有建立、編輯，和執行資料對映的權限。
若要建立「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按一下建立。
3. 輸入資料對映的名稱與描述。
4. 在來源之下，選取資料的來源：選取模型。
此時會顯示選取模型頁面。

5. 選取一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然後按一下選取。
如果在清單中看不到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擇同步化。

6. 在目標下，選取模型。

備註：
但只有在您已經選取來源的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時，這個選項才能使用。

7. 在「模型」之維度對映列的「目標」區段下按一下選取。
此時會顯示「選取成員」頁面。

8. 選取模型，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目標可以是多個模型。您可以將一個來源模型的資料發送到多個目標模型。

如果在清單中看不到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擇同步化。
9. 在「科目」之維度對映列的「來源」區段中按一下選取。
此時會顯示選取成員頁面。

10. 選取科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請注意，選取的科目成員會同時顯示在「來源」欄和「目標」欄中。

11. 按一下設定。

第 6 章
將資料從某個策略模型化模型發送至多個策略模型化模型

6-21



此時會顯示編輯資料對映頁面，並選取了科目組態。
12. 視需要更新案例、值、期間和儲存格文字的預設成員值，然後按一下完成。
13.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定義科目組態
您可以編輯資料對映，為來源中每個選取的科目設定特性。這會定義在模型之間發送資
料時使用的值。
若要定義科目組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資料對映頁面上的設定。
編輯資料對映頁面會顯示選取的科目組態。在此頁面上，您可以更新 基本資訊、選
項、選擇及科目組態。

2. 針對科目組態，按一下案例，然後為已選取科目選取您要的項目。

備註：
• 這些選取項目是用在已選取科目的資料發送中。
• 針對案例彙整，您會看到業務個案欄取代了案例欄。業務個案欄會顯
示預設選項任何，而您無法編輯此選項。這是因為資料移動的科目組
態適用於目前案例彙整中的所有業務個案。而到底是哪個業務個案會
發生資料移動，則是由系統在執行時期根據您的業務個案選取項目來
決定的。

3. 按一下值，為選取的科目選取值。

備註：
值定義要發送所選科目的哪些資料：
• 輸入：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之「輸入值」的資料。
• 輸出：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之「輸出值」的資料。
• 無：系統不會發送所選科目任何資料

4. 按一下期間，為選取的科目選取值。

備註：
「期間」的值定義要發送所選科目哪些期間的資料：
• 歷史記錄：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的「歷史記錄期間」資料。
• 預測：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的「預測」資料。

5. 按一下儲存格文字，為選取的科目選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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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儲存格文字」的值定義要發送所選科目哪些儲存格文字：
• 案例：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的「案例」儲存格的儲存格文字。
• 時間序列：系統會發送所選科目的期間儲存格的儲存格文字。
• 無：系統不會發送指定科目任何儲存格文字。

6. 按一下完成。
您可以在科目組態中執行下列動作：
• 按一下新增科目

，這會列出「科目」頁面。選取需要的科目，然後按一下選取以新增科目。
• 按一下刪除列

：選取要刪除的列，然後按一下「刪除列」按鈕。
• 按一下複製列

：選取要複製的列，然後按一下「複製列」按鈕。
• 按一下貼上列

：按一下方格，然後按一下「貼上列」按鈕。
• 按一下刪除無效輸入

：按一下以刪除無效的輸入。
• 按一下尋找

：按一下並輸入要搜尋的字。

執行資料對映
建立並定義科目組態後，您要執行「資料對映」。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從您要執行的資料對映的動作  功能表中，選取清除然後發送資料。
若要檢查資料對映和「智慧型發送」工作的狀態，請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
一下工作。
按一下工作名稱來查看「智慧型發送」工作的資訊和狀態。如果發生錯誤，請按一下錯誤來查
看詳細資料，以協助您解決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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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與來源模型之間的關聯
當您建立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與來源模型之間的關聯時，以及當模型簽入時，目標模型
會自動更新。
如何建立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與來源模型之間的關聯：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從來源模型旁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特性。
3. 按一下資料對映頁籤。
4. 在可用資料對映清單中，選取您要用來與模型建立關聯的資料對映。
5. 按一下資料對映，然後按一下

。
您選取的資料對應會出現在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中。

備註：
您也可以把該資料對映拖放到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上。

6. 若要在簽入模型時執行資料對映，請選取關聯的資料對映清單中的在簽入時執行。
7. 按一下套用。

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模型對模型資料對映」。
1. 在資料對映頁面中定義基本維度對映。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出資料對映。
3. 開啟當中包含科目、來源和目標模型的匯出 Excel 工作表。

a. 在選擇工作表中，更新科目和目標模型 (如果需要)。
b. 在科目組態中，更新您在選擇工作表中修改的科目。

4. 在資料對映頁面中，從動作功能表選取匯入資料對映，然後儲存資料對映。

將資料從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發送至策略模型化案
例彙整

您可以使用資料對映，將資料從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發送至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您可
以定義會在指定業務個案的案例彙整模型之間發送資料的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資料對
映。
管理員必須要有建立、編輯及執行資料對映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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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資料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資料交換，然後按一下資料對映。
2. 按一下建立。
3. 輸入資料對映的名稱與描述。
4. 在來源之下，選取資料的來源：選取案例彙整。
隨即會顯示選取案例彙整頁面。

5. 選取一個案例彙整，然後按一下選取。
如果沒有在清單中看到您的策略模型化案例彙整，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同步。

6. 在目標之下，選取案例彙整。
7. 在「模型」之維度對映列的「來源」和「目標」區段下方，按一下選取。
此時畫面會顯示選取成員頁面。

8. 選取「來源」和「目標」的模型，然後按一下確定。

Note:

目標可以是數個模型。您可以將一個來源模型的資料發送到多個目標模型。

如果您在清單中沒有看到您的策略模型化模型，請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同步。
9. 在科目之維度對映列的「來源」區段中，按一下選取。
此時畫面會顯示選取成員頁面。

10. 選取科目，然後按一下確定。

Note:

請注意，選取的科目成員會同時顯示在「來源」欄和「目標」欄中。

11. 按一下設定。請參閱定義科目組態。
此時會顯示編輯資料對映頁面，並選取了科目組態。

12. 視需求更新值、期間及儲存格文字的預設成員值，然後按一下完成。

Note:

業務個案會顯示任何，而這是無法編輯的。

13.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執行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類型的資料對映時，會進行與業務個案和貢獻案例相關的資料移動。
業務個案資訊是動態的，且是系統在執行時期根據您在執行對話方塊中所選取的業務個案來擷
取的；而資料移動是根據您在資料對映中所定義之科目/自訂維度選取項目的來源與目標模型之
間的已選取業務個案/特約案例來進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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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清除與發送資料選項不適用於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類型的資料對映。案例彙整
至案例彙整類型的資料對映只會從案例彙整內執行。

使用 Microsoft Excel 定義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資料對映
您可以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定義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資料對映。
1. 在資料對映頁面上定義對映。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出資料對映。
3. 開啟已匯出的 Excel 工作表，然後視需求更新該工作表：

a. 在選擇工作表中，更新來源模型、目標模型及科目欄。
b. 在科目組態工作表中，更新您剛在選擇工作表中修改的科目。

Note:

針對案例彙整至案例彙整資料對映，並不會有案例欄，而是會有業務
個案欄。唯一可在業務個案欄中使用的值，就是任何。而業務個案欄
中所有不是任何的值，在您將該 Excel 工作表匯入應用程式時，都會
變成預設值任何。

4. 在資料對映頁面中，從動作功能表選取匯入資料對映，然後儲存資料對映。

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管理中繼資料
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從來源模型複製中繼資料至一或多個目標模型。
組織和各種模型一起運作，以執行本身的策略規劃。部分模型可能更精細，其他模型則
可能專注在特定地區或區域。一般而言，有許多模型具有相似的結構。例如，自訂維
度、科目、案例，和期間可能只有輕微的差異。您可以建立主來源模型，您在其中建置
科目、科目群組、自訂維度、時間結構，以及案例的主結構。您透過從此來源模型複製
所有或部分中繼資料至一或多個目標模型，來管理中繼資料。您也可以從來源模型複製
增量變更至目標模型。
若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請先建立基礎模型作為來源。來源模型應該包含您要複製至任
何目標模型的科目、科目群組、自訂維度、時間結構，以及案例。建立來源模型之後，
您可以使用「模型變更管理」將任何中繼資料複製至一或多個目標模型。
「模型變更管理」中的步驟概觀：
1. 選取一或多個目標模型來建立「模型變更管理」定義。
請參閱定義模型變更管理的目標模型。

2. 定義要複製的中繼資料：
• 科目和科目屬性
• 科目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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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訂維度
• 時間
• 案例
請參閱定義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複製的中繼資料。

3. 執行「模型變更管理」，從來源模型複製中繼資料一或多個目標模型。
請參閱從來源複製中繼資料至目標。

4.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或刪除「模型變更管理」定義。
請參閱編輯或刪除模型變更管理定義。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利用「模型變更管理」來複製子科目和科
目屬性。  利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的模型

變更管理來複製子科目和科目屬性.

瞭解如何利用「模型變更管理」來複製科目群組。
 利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的模型

變更管理來複製科目群組.

瞭解如何利用「模型變更管理」來複製案例。
 利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的模型

變更管理來複製案例.

瞭解如何利用「模型變更管理」來複製期間。
 利用 Enterprise Planning Cloud 中的模型

變更管理來複製期間.

提示：
當策略模型化在複製科目、科目群組、案例及報表時，會儘可能讓目標模型中項目的
順序與來源模型中的順序相同。

定義模型變更管理的目標模型
若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管理中繼資料，請先定義要對其複製中繼資料的目標模型。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從您要作為來源的模型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模型變更管理，接著按一下開啟，然後
按一下編輯。

3. 在對映目標模型頁籤  上，按一下新增目標 ，接著選取您要對其複製中繼資料的
一或多個目標模型，然後按一下確定。
清單將包含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模型。
按一下排除可在「模型變更管理」執行時避免包含目標模型；中繼資料不會複製至此模
型。

4. 定義要複製的中繼資料，然後按一下儲存。
請參閱定義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複製的中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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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刪除目標模型，請選取目標類型，然後按一下移除目標 。

定義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複製的中繼資料
若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管理中繼資料，請在定義目標模型之後，定義要複製的中
繼資料。

1. 在「模型變更管理」頁面上，按一下設定模型 來指定要複製的中繼資料。
2. 定義要複製的子科目：在科目頁籤上，按一下新增 ，然後按一下新增子科目變
更。清單顯示具有子科目的所有科目。選取具有您要複製至目標模型的子科目的科
目，然後選取要用來複製子科目的其他選項。
• 將科目詳細資料保留在目標中—將科目階層詳細資料保留在目標中，即使來源
中不存在那些資料。

• 複製科目屬性—將選取的科目的屬性複製至目標。
對於所有科目，將會複製下列：
– 科目名稱
– 預測方法
– 小計方法
– 科目備註
– 匯率
對於「備忘錄」科目，將會複製下列：
– 科目名稱
– 計算方法
– 聚總方法
– 輸出類型
– 輸出單位

• 刪除不在來源中的科目—刪除在目標中但不在來原中的任何科目。Oracle 建議
您選取此選項。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可能導致在進行案例彙整時發生錯
誤。

選取的科目的所有子科目會複製至目標。
3. 定義要複製的科目屬性：在科目頁籤上，按一下新增 ，然後按一下新增科目屬
性變更。選取具有您要複製至目標模型的屬性的科目，接著選取要對選取的科目進
行複製的案例，然後對複製科目屬性選取其他選項：

備註：
系統不會將科目名稱翻譯成其他語言，因為這是使用者可編輯的欄位。

• 重新命名科目—重新命名目標中的科目以匹配來源中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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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製其他科目屬性—當您選取此選項時，會從來源複製這些科目屬性至目標：
– 對於所有科目，將會複製下列：

* 預測方法
* 小計方法
* 科目備註
* 匯率

– 對於「備忘錄」科目，將會複製下列：
* 計算方法
* 聚總方法
* 輸出類型
* 輸出單位

提示：
若要編輯科目的選擇，請按一下科目頁籤上變更詳細資料欄中的連結。

4. 定義要複製的科目群組：在科目群組頁籤上，按一下新增科目群組 。選取您要複製至
目標模型的科目群組，然後從下列選項選取：
• 不要覆寫目標中的科目群組—如果目標中已經存在科目群組，則不覆寫該科目群組。
• 覆寫目標中的科目群組—如果使目標中已經存在科目群組，則覆寫該科目群組。
• 刪除目標中的科目群組—在目標中刪除來源中不存在的任何科目群組。

提示：
使用搜尋科目群組來輕鬆尋找要複製的科目群組。

5. 定義在複製至目標時要如何處理自訂維度：在自訂維度頁籤上，按一下複製自訂維度將自
訂維度複製至目標，然後從下列選項選取：
• 將科目指派給目標中的自訂維度—將科目指派以及自訂維度結構複製至目標。例如，
如果來源中的「銷售」科目和自訂維度相關聯，則當自訂維度結構複製至目標時，選
取此選項會將自訂維度指派給目標中的「銷售」科目。

• 在目標中保留自訂維度中的子階層—當自訂維度同時在目標和來源中時，可讓您保留
存在於目標的自訂維度中但不存在於來源中的子維度成員。

• 刪除來源中不存在的自訂維度—刪除目標中存在但來源中不存在的自訂維度。Oracle
建議您選取此選項。如果取消選取此選項，則可能導致在進行案例彙整時發生錯誤。

提示：
在進行選擇之前，按一下預覽來源自訂維度來複查來源模型中的自訂維度。

6. 定義當複製至目標時要如何處理期間：在時間頁籤上，按一下複製時間結構將時間結構複
製至目標，然後選取下列一或多個選項，將時間結構詳細資料保留在目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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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目標保留期間詳細資料—允許目標保留來源中沒有的時間詳細資料。例
如，如果來源僅包含年度，但目標另外包含季度，選取此選項可在您複製時間
結構時在目標中保留季度。

• 允許目標保留的年度早於您在來源中定義的年度—例如，如果來源模型的時間
結構包含 2018 - 2022，而且目標模型包含 2015 - 2020，則選取此選項會導致
目標模型時間結構包含 2015 - 2022。

• 允許目標保留的年度晚於您在來源中定義的年度—例如，如果來源模型的時間
結構包含 2017 - 2022，而且目標模型包含 2018 - 2025，則選取此選項會導致
目標模型時間結構包含 2017 - 2025。

如果您清除這些選項，來源的時間結構會完全取代目標的時間結構。

提示：
按一下預覽來源期間，在您進行選擇之前複查來源模型中的期間。

7. 定義當複製至目標時要如何處理案例：在案例頁籤上，按一下新增案例變更 ，
接著選取要複製至目標的案例，並從下列選項進行選取，然後按一下新增：
• 不要覆寫目標中的案例—保留目標中已經存在的任何案例，即使來源中不存在
也是如此。

• 覆寫目標中的案例—覆寫目標中的案例。
• 刪除目標中的案例—刪除目標中存在，但來源中不存在的案例。
如有需要，定義好要複製的案例之後，您可以在案例頁籤上變更選項：按一下案例
旁的變更詳細資料，然後選取新選項。

8. 定義系統將報表複製到目標時，要如何處理報表：在「報表」頁籤上，按一下新增
報表變更

，接著選取要複製到目標的報表，並選取下列選項，然後按一下確認圖示

：
• 若報表存在於目標中則不覆寫 - 如果目標中已經有報表，則將它保留。
• 若報表存在於目標中則覆寫 - 覆寫目標模型中現有的報表。
• 移除報表 - 從目標模型中移除報表 (如果有)。
如有需要，定義好要複製的報表之後，您可以在報表頁籤上變更選項：按一下報表
旁的變更詳細資料，然後選取新選項。

9.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從來源複製中繼資料至目標
若要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管理中繼資料，請在定義目標模型以及要複製的中繼資料
之後，從來源複製中繼資料至目標。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第 6 章
使用模型變更管理來管理中繼資料

6-30



2. 從來源模型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模型變更管理，接著按一下開啟，然後按一下執
行。
「模型變更管理」會短暫鎖定目標，以寫入新中繼資料。如果目標被另一個使用者鎖定，
目標會被略過並記註在日誌中。

3. 檢查模型變更管理工作的狀態：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按一
下工作名稱來查看工作的相關資訊和狀態。如果發生錯誤，請按一下錯誤來查看詳細資
料，以協助您解決錯誤。
您也可以在「模型變更管理」頁面上檢查工作狀態：從來源模型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
下模型變更管理，然後按一下狀態。您會看到每個目標模型的狀態以及來源模型的整體狀
態。

4. 複查您在一或多個目標模型中進行的變更。

編輯或刪除模型變更管理定義
如有需要，您可以編輯或刪除「模型變更管理」定義。
1. 從首頁中，按一下策略模型化，然後按一下模型。
2. • 若要編輯模型變更管理定義：從來源模型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模型變更管理，

接著按一下開啟，然後按一下編輯。
• 若要刪除模型變更管理定義：從來源模型的動作  功能表中，按一下模型變更管理，
然後按一下刪除。

如果模型被另一個使用者鎖定，您可以檢視「模型變更管理」定義，但您無法進行變更。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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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成員選取器

另請參閱：
• 使用成員
• 進行選取
• 成員關係
• 在搜尋中使用萬用字元
• 選擇成員屬性值
• 選取表單成員
• 選擇替代變數做為成員
• 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
• 選取 UDA 為成員

使用成員
使用選取成員對話方塊來選取要配合下列功能使用的成員：
• 商業規則與執行時期提示
• 使用者變數
• 動態變數
• 資料匯出
• 特設方格
• 已套用檢視點與分頁軸中的有效交集規則
• 有效交集
如果已定義變數和屬性，您可以選取變數和屬性。您可以依成員名稱或別名顯示及選取成員。
針對成員選擇對話方塊定義的顯示選項會置換由服務管理員定義為應用程式預設值的選項，以
及指定為應用程式偏好設定的選項。
如果為表單上的列維度定義了下拉清單成員選取器，則可以直接從清單中選擇成員、輸入資料
以及將列新增至表單。
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針對隱藏或排除的成員輸入資料。

進行選取
只會顯示您可以存取的成員、替代變數和屬性。選擇窗格只會在為多個成員選擇呼叫成員選取
器時才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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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有效交集規則，只有有效成員才會顯示在應用程式表單和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的執行時期提示中。在特設表單中，在 Web 與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應用程式不會根據檢視點與分頁軸中的有效交集規則篩選。只有方格中的儲
存格才會支援特設表單中的有效交集規則。
若要進行選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 。
2. 選擇性：執行這些任務：
• 若要輸入搜尋準則 (僅限成員名稱或別名)，請按 Enter 鍵 (從桌上型電腦) 或按
一下搜尋 (在行動裝置上)。

備註：
搜尋不區分大小寫。您可以搜尋文字、多個文字或萬用字元。請參閱
在搜尋中使用萬用字元。

• 若要變更顯示選項，例如檢視變數與屬性、顯示別名名稱、顯示成員計數、依
字母順序排序、重新整理成員清單，或清除選擇，請按一下搜尋旁邊的 ，
然後從顯示選項清單選取。

• 若要篩選成員清單中顯示的成員，請在搜尋旁的  下，選取新增篩選條件，
然後從篩選選項清單中選取。

備註：

Android 使用者可按一下 ，以檢視並選取篩選選項。

3. 按一下成員清單中的成員來進行選取。
若要瞭解相關成員的選取方式，請參閱成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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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選取的成員會顯示勾選記號並移至選擇窗格 (如果適用)。
• 若要展開父成員以查看其子成員，請按一下父成員名稱右邊的展開圖示。按
一下展開圖示並不會選取父成員。

• 若要清除您所做的選擇，請按一下 ，然後選取清除選擇。
有時候，您可能會發現您要選取的檢視點與分頁軸成員已隱藏。發生此情況
是由於已套用有效交集，但因為檢視點與分頁軸中的維度選擇具有其他失效
維度所導致而成。若要解決此問題，請使用清除選擇選項以清除您先前選取
的檢視點與分頁軸成員。接著，您可以再次使用檢視點與分頁軸以選取先前
隱藏的成員。

• 若要顯示因有效交集規則而隱藏的所有成員，請按一下 ，然後選取顯示
無效的成員。將會顯示無效的成員，但不可選取那些成員。

4. 選擇性：執行這些任務：
• 若要進一步微調已在選擇窗格中選取哪些相關成員，請按一下成員右側的 ，以顯示
成員關係功能表：

按一下關係名稱即可選取相關成員，但不包括已選取的成員。按一下關係名稱右側的
包括圖示  即可選取相關成員，包括已選取的成員。
如需關係的描述，請參閱成員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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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已定義替代變數或屬性，在成員選擇區域下方，按一下成員旁的 ，然後
選取替代變數或屬性以選取替代變數或屬性的成員。成員會以子項顯示。在表
單中，僅會顯示使用者具有其讀取權限的成員。

• 若要在選擇窗格中移動或移除成員，按一下選擇旁的 。
• 若要醒目提示維度階層中所選取成員的位置，請連按兩下選擇窗格中的成員名
稱。

備註：
若要醒目提示選取行動裝置上所選取成員的位置，請點選選擇窗格中
的成員名稱，然後點選選擇旁  下的位置。

5. 當您完成選擇時，按一下確定。

成員關係
此表格描述了在成員選擇期間有哪些成員和相關成員會包含在內。
表格 7-1    成員關係

關係 包含的成員
成員 選取的成員
祖代 選取成員上方之不含選取成員的所有成員
祖代 (包括) 選取的成員及其祖代
子項 選取成員底下一個層級中的所有成員
子項 (包括) 選取的成員及其子項
子代 不含選取成員在內的選取成員全部子代
子代 (包括) 選取的成員及其子代
同層級 階層中與選取成員相同層級的所有成員 (不含選

取成員)

同層級 (包括) 選取的成員及其同層級
父項 選取成員上方之層級中的成員
父項 (包括) 選取的成員及其父項
第 0 級子代 沒有子項的選取成員的全部子代
左邊同層級 在選取成員之前出現，具有相同父項的成員
左邊同層級 (遞增) 選取的成員及其左邊同層級
右邊同層級 在選取成員之後出現，具有相同父項的成員
右邊同層級 (遞增) 選取的成員及其右邊同層級
上一同層級 緊接在選取成員之前出現，具有相同父項的成

員
下一同層級 緊接在選取成員之後出現，具有相同父項的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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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1    (續) 成員關係

關係 包含的成員
上一層級 0 成員 出現在所選成員之前的上一層級 0 成員

範例：PrevLvl0Mbr(Jan) 傳回 BegBalance；
PrevLvl0Mbr(Jul) 傳回 Jun；
PrevLvl0Mbr(BegBalance) 傳回空的結果

下一層級 0 成員 出現在所選成員之後的下一層級 0 成員
範例：NextLvl0Mbr(Mar) 傳回 Apr；
NextLvl0Mbr(Dec) 傳回空白的結果

上一代成員 緊接在選取成員之前出現，屬於相同層代的成
員

下一代成員 緊接在選取成員之後出現，屬於相同層代的成
員

相對 傳回在相同的層代中，與指定成員相對之下有
指定偏移的成員。
範例：Relative("Jan", 4) 會傳回 May，也就是
在標準的每月 Period 維度中，January 加上 4
個月的結果；Relative("Jan", -2) 會傳回 Nov，
也就是在標準的每月 Period 維度中，January
減去 2 個月的結果。

相對範圍 在往前推進時，會傳回從開始成員到偏移成員
之間的所有成員；或者，在往後倒退時，會傳
回從偏移成員到開始成員之間的所有成員。
範例：RelativeRange("Jan", 4) 會傳回 Jan、
Feb、Mar、Apr、May；
RelativeRange("Jan", -2) 會傳回 Nov、Dec、
Jan。

備註：
成員關係適用於所有維度，不是只有 Period 維度而已。我們在範例中使用 Period 維
度，是因為時間是線性的，因此比較好解釋。

在搜尋中使用萬用字元
您可以使用這些萬用字元來搜尋成員。
表格 7-2    萬用字元

萬用字元 描述
? 符合任何單一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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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7-2    (續) 萬用字元

萬用字元 描述
* 符合零個或多個字元。例如，輸入 "sale*" 可尋找

"Sales" 與 "Sale"，因為 * 包括 "sale" 一字後面的
零個或多個字元。
預設搜尋會使用 * 萬用字元。例如，輸入 "cash"
會搜尋 "*cash*"，並傳回 "Restricted Cash"、
"Cash Equivalents"、"Cash" 和 "Noncash
Expenses"，因為 "cash" 一字會出現在每個符合的
項目中。

# 符合任何單一數字 (0-9)
[list] 會符合指定字元清單中的任何單一字元。您可以列

出特定字元以做為萬用字元。例如，輸入 [plan] 以
使用括弧中的所有字母做為單一萬用字元。您可以
使用 "-" 字元指定範圍，例如 [A-Z] 或 [!0-9]。若要
使用 "-" 字元做為清單的一部分，請在清單開頭輸
入它。例如，[-@&] 會使用括弧中的字元做為萬用
字元。

[!list] 會符合在指定的字元清單中找不到的任何單一字
元。-" 字元也可用來指定範圍，例如 [!A-Z] 或 [!
0-9]

選擇成員屬性值
如果已定義屬性成員，您可以在選取成員對話方塊上選取屬性值。針對屬性成員，選取
非層級 0 的屬性會選取所有層級 0 的子代，並將運算子套用至每個層級 0 的 子代。針
對類型數值、日期和布林值 (false = 0，true = 1) 的屬性，估計根據最小值和最大值而
定。針對文字屬性，估計根據在階層中從頂端到底部的位置而定。頂端位置的值最低，
底部位置的值最高。
範例：數值屬性
在此範例中，已選擇的運算子已根據數值套用至每個第 0 級下一代。例如，在「成員選
擇」對話方塊選擇「不等於」與「小」，會包含全部不等於 1 和不等於 2 的值，因此該
選擇包含 3、4、5 和 6。選擇「大於」與「小」會包含全部大於 1 或大於 2 的值，因此
該選擇包含 2、3、4、5 和 6。
大小
小
1
2

中
3
4

大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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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格 7-3    範例：數值屬性估值

已選擇的運算子 已選擇的屬性值 結果 解釋
等於 大 5, 6 等於運算子套用至屬性值為

「大」的全部第 0 級子代，
其中包含 5 和 6。

小於 中 1, 2, 3 「小於」運算子套用至屬性
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
代。其中包含小於 3 或小於
4 的值，結果為 1、2 和 3。

大於 中 4, 5, 6 「大於」運算子套用至屬性
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
代。其中包含大於 3 或大於
4 的值，結果為 4、5 和 6。

大於等於 中 3, 4, 5, 6 「大於等於」運算子套用至
屬性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代。其中包含大於等於
3 或大於等於 4 的值，結果
為 3、4、5 和 6。

小於等於 中 1, 2, 3, 4 「小於等於」運算子套用至
屬性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代。其中包含小於等於
3 或小於等於 4 的值，結果
為 1、2、3 和 4。

不等於 中 1, 2, 5, 6 「不等於」運算子套用至屬
性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
子代。其中包含不等於 3 與
不等於 4 的值，結果為 1、
2、5 和 6。

範例：文字屬性
對於文字內容，已選擇的運算子會根據第 0 級子代在階層中的位置套用至每個第 0 級子代，從
頂端 (最低值) 到底部 (最高值)。
在此範例中，「封套」位于頂端位置並具有最低值。「包裹」的值比其更高，接下來是「盒
子」、「箱子」、「桶」和「大板條箱」。「大板條箱」位於最底部，具有最高值。
對於此文字內容，選擇「小於」和「小」包含小於「封套」或小於「包裹」的值。由於「封
套」小於「包裹」，最終選擇中僅包含「封套」。同理，選擇「大於」和「大」包含大於
「桶」或大於「大板條箱」的值，因此最終選擇僅包含「大板條箱」。
容器
小
封套
包裹
中
盒子
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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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桶
大板條箱

表格 7-4    範例：文字內容估值

已選擇的運算子 已選擇的屬性值 結果 解釋
等於 中 盒子、箱子 「等於」運算子套用至屬性

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
代，其中包含「盒子」和
「箱子」。

不等於 中 封套、包裹、桶、大板條箱 「不等於」運算子套用至屬
性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
子代。其中包含不等於「盒
子」與不等於「箱子」的
值，結果為「封套」、「包
裹」、「桶」和「大板條
箱」。

小於 中 盒子、包裹、封套 「小於」運算子套用至屬性
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
代。其中包含全部位置低於
「箱子」或低於「盒子」的
值，結果為「盒子」、「包
裹」和「封套」。

小於等於 中 封套、包裹、盒子、箱子 「小於等於」運算子套用至
屬性值為「中」的全部第 0
級子代。其中包含全部位置
與「箱子」相同或位置低於
「箱子」的值，結果為「封
套」、「包裹」、「盒子」
和「箱子」。

選取表單成員
為表單選取成員時：
• 若要從某些使用者篩選成員，請限制其對成員的存取權限，然後重新整理計畫。
• 成員在選取的成員清單中的順序會決定在表單上的順序。若要變更順序，請選取一
個成員，然後按一下選取成員清單上方的「向上」或「向下」箭號。

備註：
如果您個別選取成員並先選取其父項，父項會顯示在表單中其成員階層的
頂端。(請注意，視階層的層級數目而定，個別選取成員之父項的總計計算
可能要分多流程進行，才能夠顯示計算結果)。依據關係 (例如，依據
I(Descendants)) 選取之成員的父項顯示在階層的底部。

• 在表單管理對話方塊的配置頁籤中，您可以按一下「成員選擇」圖示，或者用滑鼠
右鍵按一下列或欄，然後選取選取成員來開啟成員選擇對話方塊。

• 若要在同一維度中選取不同組成員，請參閱建立不對稱列和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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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在一列或一欄中的表單含有多個維度，您可以從維度下拉清單 (顯示在針對一列或
一欄中有多個維度的「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中」) 選取維度，以設定維度的成員選擇選
項。

• 如果您按一下成員選擇圖示，則會顯示將選擇分置於各列中或將選擇分置於各欄中的選
項。這會將選擇新增至表單上最後現有列或欄後面的列或欄。例如，對於在欄 A 中含有成
員 Acct1、Acct2 和 Acct3 的表單，如果您選取的這些成員已選取將選擇分置於各欄中，
則會為欄 A 選取 Acc1、為欄 B 選取 Acct2 以及為欄 C 選取 Acct3。如果您選取沒有這個
選項的成員，則會為欄 A 選取所有的成員。
此功能僅適用於單一成員，而不適用於使用「子項 (含)」等函數選取的成員。例如，如果
您為欄 A 選取「Q/I 子項」並選取將選擇分置於各欄中，則不會變更表單版面配置。

• 所有在關閉「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之後進行的設定皆會予以保留 (不包括「計數」)，且會
根據使用者定義的設定值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中顯示成員。在「配置」頁籤中顯示的
成員不會繼承定義於「成員選擇」對話方塊的顯示設定值，而會使用成員名稱來顯示這些
成員。

• 若要針對某一維度定義不同組成員，請參閱建立不對稱列和欄。
• 若要設定顯示、功能及列印選項，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選擇替代變數做為成員
替代變數用作定期變更的資訊的通用占位符。替代變數對於制定和報告累計預測非常有用。若
選擇替代變數做為表單成員，其值根據動態產生的資訊而定。例如，您可以將目前的月成員設
定為替換變數 CurMnth 以便在月份變更時，不必手動在表單或報表指令碼中更新月份值。

備註：
• 當您在表單上開啟或計算值時，應用程式會將替代變數取代為所指定的值。
•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內建立值並指派給替代變數。此後，為表單選擇成員時，可在
應用程式中找到這些替代變數。如需使用應用程式建立及指派值給替代變數的相
關指示，請參閱使用替代變數。

• 替代變數必須適用於表單的環境定義。例如，您可以選擇值為 Qtr2、名為
CurrQtr 的替換變數做為期間維度的成員。如果值為 Feb，則對 Years 維度選取
名為 CurrYr 的替代變數將無效。您可以在應用程式或資料庫層級設定替代變
數。
同一個替代變數可以存在多個層級上；在依下列順序搜尋時，應用程式會用所找
到的第一個：
1. 資料庫
2. 應用程式

• 如果在商業規則中為執行時期提示啟用替代變數，而且其值符合在執行時期提示
中為商業規則設定的成員，您便可以從替代變數進行選擇。

• 應用程式會在使用替代變數時 (如開啟表單時)，檢查替代變數的有效性。它不會
在您設計表單時檢查，因此您應透過儲存和開啟表單測試替代變數。

• 如果您移轉了使用「全域」變數的應用程式，您可以在此業務程序中檢視這些變
數，但無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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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在表單中指定替代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表單 (請參閱建立表單)。
2. 在成員選擇中，按一下變數頁籤，展開替代變數，然後以和選取成員相同的方式選
取替代變數，將替代變數移進和移出選取的成員。
選擇後，替換變數前面會出現表示和的符號 (&)。例如：
&CurrentScenario

3. 按一下確定。

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
使用者變數用作表單中的篩選條件，可讓使用者僅關注特定成員，例如部門。在將使用
者變數與表單建立關聯之前，您必須建立使用者變數。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變數。
透過使用者變數建立表單時，使用者必須在開啟表單之前為該變數選擇值。例如，如果
您建立名為「部門」的使用者變數，使用者必須先選取部門才能使用表單。您第一次為
表單選取變數時，是在偏好設定中完成。此後，您即可在偏好設定或表單中更新該變
數。
若要為表單選擇使用者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表單 (請參閱建立表單)。
2. 按一下成員選擇上的變數頁籤，展開使用者變數，然後以和選取成員相同的方式選
取使用者變數，使用箭頭將使用者變數移入及移出所選的成員。
目前維度的使用者變數會顯示。例如，Entity 維度的使用者變數可能顯示如下：
除法 = [使用者變數]
選擇後，使用者變數前面會出現表示和的符號 (&)。例如：
Idescendants(&Division)

3. 按一下確定。

選取 UDA 為成員
您可以根據已定義為「使用者定義的屬性」(UDA) 的通用屬性選取表單的成員。在將
UDA 與表單建立關聯之前，您必須建立 UDA。請參閱使用 UDA。
當您使用 UDA 建立表單時，與該 UDA 關聯的任何成員都會動態加到表單中。例如，如
果您建立一個稱為 New Products 的 UDA，然後將此 UDA 指派給 Product 維度階層中
的新產品，表單將會在執行時期自動顯示新產品。
為表單選取 UDA：
1. 建立表單 (請參閱建立表單)。
2. 在成員選擇上，按一下變數頁籤，展開 UDA，然後以和選取成員相同的方式選取

UDA，使用箭頭將 UDA 移進和移出選取的成員。
系統只會為目前的維度顯示 UDA。選取後，UDA 前面會出現 UDA。例如：
UDA(New Products)

3.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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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 EPM Cloud 中連線環境

另請參閱：
• 關於連線 EPM Cloud 環境
• 移轉 EPM Cloud 連線注意事項
• 建立、編輯和刪除連至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
• 連線至外部 Web 服務
• 指定外部連線的進階選項
• 在 EPM Cloud 環境之間導覽
• 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使用直接 URL 來整合已連線的環境

關於連線 EPM Cloud 環境
簡介
服務管理員可以連接多個下列類型的 EPM Cloud 環境：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任意格式
• Narrative Reporting

• Planning

• Planning 模組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 Tax Reporting

在服務管理員設定連線後，擁有 EPM Cloud 環境之間存取權的使用者可以透過單次登入從單
一存取點導覽它們。另外，也可以將來自不同環境的表單和儀表板等物件一起混合在導覽流程
中的叢集內或是卡上的頁籤內。在目標環境中的物件可以根據使用者的角色來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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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也可以直接將 Oracle Analytics Cloud Enterprise Edition 或 Professional
Edition 5.6 連線至 EPM Cloud Platform，前提是您有這兩個服務。當您設定
連線時，可以在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中視覺化來自 EPM Cloud 商業程序
的資料。您不再需要於中繼資料儲存庫 (RPD) 檔案中建立 EPM 資料模型，以
在 Oracle Analytics Cloud 中建立視覺效果和儀表板。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Analytics Cloud 文件。

我可以連線哪些 EPM Cloud 環境？
來源環境是您要建立連線的起點環境。目標環境是您要從來源環境連線的環境。
您可以連線這些來源環境 (這些環境也可以是目標環境)：
• 任意格式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Planning

• Planning 模組
• Sales Planning

• Tax Reporting

來源環境也可以連線至這些目標環境 (這些環境不能是來源環境)：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
• Narrative Reporting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策略人力規劃
我連線至其他 EPM Cloud 環境時有哪些方法？
• 在導覽器  功能表上來源環境與目標環境之間的切換。請參閱在 EPM Cloud 環
境之間導覽。

• 在來源環境中自訂導覽流程，從首頁的其他目標環境存取叢集、卡以及物件。請參
閱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您可以使用直接 URL，順暢地整合已連線的環境。請參閱使用直接 URL 來整合已
連線的環境。

注意事項
• 只有服務管理員才能夠建立跨環境的連線。
使用按一下導覽連結以開啟連結的環境。在連結環境中的存取權是由指派給使用者
的預先定義角色和存取權限 (若有的話) 所決定。

• 為了讓跨環境導覽順暢執行，所有設定跨環境導覽流程的環境例項都必須屬於相同
的識別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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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目標和來源環境例項不在相同的識別網域上，您將無法在它們之間建立連
線。

• 服務管理員無法使用公司 SSO (識別提供者) 認證來設定跨環境的連線。
如果您的環境設定為 SSO，請確定針對負責設定跨環境連線的服務管理員維護識別網域認
證。請參閱使用識別網域認證來登入。

• 在某些使用個案案例下，於測試和生產環境之間移轉跨環境連線會造成問題。如需詳細資
訊，請參閱移轉 EPM Cloud 連線注意事項。

• 跨環境連線不支援虛名 URL。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請觀看此影片以瞭解如何自訂 EPM Cloud 工作流
程。  簡介：在 EPM Cloud 中自訂工作流程
觀看此影片系列，以瞭解互連規劃。您將看到整體
的互連規劃解決方案，以及可以如何透過跨 Pod 智
慧型發送和導覽流程來連結規劃解決方案，以便為
各個部門的計畫人員提供完美銜接的體驗。第一個
影片的重點在財務及銷售。下一個影片的重點在策
略性人力規劃和 IT 規劃。最後一個影片的重點在
行銷活動規劃。

 簡介：互連規劃 - 讓銷售計畫與財務目標密
切合作

 簡介：互連規劃 - 策略性人力和 IT 規劃
 簡介：互連規劃 - 管理行銷活動

移轉 EPM Cloud 連線的注意事項
Oracle 知道服務管理員經常會先在測試環境中試驗新功能，例如連線至環境，然後再移轉至生
產環境。但這樣做可能會在移轉之後造成某些問題。以下是一些您需要注意的使用個案案例。
在下列案例中，假設您已經為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Planning 準備好環境。
使用個案案例 1：測試到生產
將連線從測試環境移轉至生產環境時，請務必確保測試環境中定義的連線會變更為指向對應的
生產環境，這一點很重要。
例如，服務管理員在 Planning 的測試環境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的測試環境之
間，設定一個連線。接著，服務管理員會使用此連線，在 Planning 中建立一個參照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某張卡的導覽流程。服務管理員為移轉 Planning 測試環境而建立
的快照將包括連線和導覽流程，包括與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測試環境的連線。
將此快照移轉至 Planning 生產環境時，Planning 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測試環
境會產生不良的連線。您必須在移轉環境前或後，手動將不良的連線變更為指向相應的生產環
境。
使用個案案例 2：生產到生產，或測試到測試
此案例沒有任何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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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個案案例 3：生產到測試
在這種情況下，服務管理員會試圖將快照從生產環境移轉到測試環境來解決問題。因為
在測試環境中建立的連線仍然指向生產環境，所以對於服務管理員而言，修改連線並使
其指向測試環境非常重要。測試環境中指向生產環境的連線可能會無意中竄改生產環
境。

建立、編輯和刪除連至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
您必須先確定具有正在連線之來源與目標環境的存取權，才可建立與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您也必須具有正在連線之其他環境的 URL，以及每個環境的登入詳細資
料，例如使用者 ID (服務管理員) 和密碼。
若要建立、複製及刪除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來源環境。
2.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連線。
3. 選擇動作：
• 若要新增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中，按一下建立。
b. 在選取提供者以建立連線頁面上，選擇您想新增的目標環境。
c. 輸入目標環境連線詳細資料：
– 按一下變更提供者來選取不同的目標環境。
– 在連線名稱中，輸入這個導覽連結的名稱，例如 Consolidation

Application。
– 輸入這個連結的選擇性描述。
– 在 URL 中，輸入目標環境例項的 URL，例如：http(s)://your-

target-host-url.com。這是您通常用以登入目標環境例項的 URL。
– 使用服務管理員與密碼以指定服務管理員的認證。

備註：
* 這些認證只能用以定義和驗證導覽連結。當使用者登入
時，將會套用他們自己的角色與存取權來存取目標環境。

* 連線其他 EPM Cloud 環境時，請勿在使用者名稱前附加
網域名稱作為首碼。然而，連線其他外部 Web 服務時仍
需網域名稱。請參閱連線至外部 Web 服務。

– 網域欄位會根據您輸入的 URL 而自動填入。如果 URL 中沒有網域，則
網域欄位會保留空白。

d. 按一下驗證。
e. 如果驗證成功，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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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編輯連線：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上，按一下連線的名稱。
b. 編輯連線詳細資料。

備註：
如果您編輯 URL 以連線至新服務類型，您可能會造成導覽流程中斷。如
果您想要連線至不同的服務，Oracle 建立您改為建立新的連線。

c. 按一下驗證。
d. 如果驗證成功，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 若要複製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中，在您要複製之連線旁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
b. 按一下複製。
c. 輸入複製連線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若要刪除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中，在您要刪除之連線旁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
b. 按一下刪除。

在將目標環境連線至 EPM Cloud 來源環境時，會將它們列在來源環境的導覽器  功能表上
的我的連線窗格中。使用導覽器  功能表上的我的連線窗格，您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之間導
覽。請參閱在 EPM Cloud 環境之間導覽。
如需協助您解決問題，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
中的處理導覽流程問題。

連線至外部 Web 服務
服務管理員也可以連線至外部 Web 服務，以便從外部 Web 服務讀取資料，或將資料寫入外部
Web 服務。
可利用 Groovy 指令碼引用或使用此連線，以建立 Groovy 指令碼和外部 HTTP/HTTPS 資源之
間的通訊連線。如需如何在 Groovy 指令碼中使用此連線的更多詳細資料，請參閱 Java API 說
明文件以瞭解連線，以及 EPM Groovy 物件模型中的 HttpRequest 物件。

備註：
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連線類型僅可用於允許建立 Groovy 規則的業務程序。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Groovy 規則、Java API 參考
手冊。

在建立與外部 Web 服務的連線之前，必須先確保可存取要連線的 Web 服務。如果需要，您也
必須具有 Web 服務的 URL 和任何登入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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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與外部 Web 服務的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來源環境。
2.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連線。
3. 在管理連線頁面中，按一下建立。
4. 按一下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
5. 為連線輸入連線名稱與描述。
6. 為目標連線輸入 URL。
7. 輸入 URL 的選擇性進階選項。

備註：
選擇性的進階選項可讓您在定義外部連線時，指定查詢或標頭參數。請參
閱指定外部連線的進階選項。

8. 如果需要，請為連線輸入使用者與密碼登入認證。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連線至
Oracle Fusion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服務)，可能需要在使
用者名稱前加上網域名稱；例如，<Identity Domain>.<User Name>。
如需瞭解 EPM Cloud REST API 的基本驗證，以及尋找識別網域的指示，請參閱
REST API for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基本驗證 - 適用於
傳統和 OCI。

9.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指定外部連線的進階選項
選擇性的進階選項可讓您在定義外部連線時，指定查詢或標頭參數。

備註：
為外部連線定義查詢參數的功能僅適用於允許建立 Groovy 規則的那些業務程
序。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Groovy 規
則、Java API 參考手冊。

若要指定外部連線的進階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外部連線或開啟現有的外部連線。
請參閱連線至外部 Web 服務。

2. 輸入連線詳細資料，然後按一下顯示進階選項。
3. 指定查詢詳細資料，如下所示：
• ：新增查詢
• ：刪除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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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選取標頭或參數。
標頭設定每次對此連線進行要求時要傳送的預設標頭。參數設定每次對此連線進行要
求時要傳送的預設查詢參數。

• 安全：如果已選取此選項，將會加密在值欄位中輸入的值。清除列的安全核取方塊將
移除值。
可保護的範例標頭是支援 Bearer Authentication 之外部 Web 服務的 Bearer Token，
或支援驗證用 API 金鑰之外部 Web 服務的 API 金鑰查詢參數。

• 名稱：輸入標頭或查詢參數的名稱。
• 值：輸入標頭或查詢參數的值。

在 EPM Cloud 環境之間導覽
當服務管理員建立與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之後，便會在導覽器  功能表的我的連線
窗格列出連線。

您可以在此位置中的環境之間切換。您必須具有其他環境的存取權才能開啟它們。物件可以根
據使用者的角色來存取。
若要開啟另一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 導覽器 。
2. 如果已連線環境，而且您具有這些環境的存取權，您會在我的連線窗格中看見已連線環境
的清單。按一下環境以開啟。

備註：
按一下環境名稱右邊的圖示，即可在新視窗中開啟環境。

第 8 章
在 EPM Cloud 環境之間導覽

8-7



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您可以自訂業務程序介面，以便從來源環境的首頁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例如，
您可以從其他 EPM Cloud 環境中將物件 (例如表單或報表) 新增至首頁。您可以透過自
訂導覽流程，將這些物件 (稱為卡) 分組成叢集。目標 EPM Cloud 環境中的叢集與卡可
以直接包括在來源 EPM Cloud 環境的導覽流程中。您也可以使用「導覽流程設計工
具」來自訂卡以取得表格式頁面，其中的每個頁籤是來自不同環境的物件。
這兩個使用案例詳細描述如何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從其他 EPM Cloud 環境將卡分組成叢集
• 從多個 EPM Cloud 環境使用頁籤設定卡
如需深入瞭解如何設計導覽流程，請參閱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從其他 EPM Cloud 環境將卡分組成叢集
您可以將各種 EPM Cloud 環境中的卡分組成叢集，以利從來源環境的首頁中存取。例
如，您可以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建立由卡所組成的叢集，這些卡具
有來自 Narrative Reporting 的預先建立外部報表。

來自多個環境的卡也可以包括在來源環境的同一個叢集中。例如，Tax Reporting 使用
者可以從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啟動「日記帳」圖示，而無須離開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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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自訂導覽流程以建立叢集並新增卡至叢集。
如需導覽流程的一般資訊，請參閱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若要從其他 EPM Cloud 環境中建立由卡所組成的叢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動導覽流程頁面，並建立導覽流程或是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

備註：
若要建立導覽流程，您必須先選取現有導覽流程並建立其複本。接著編輯複製的
導覽流程詳細資料並儲存。

a.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導覽流程。
b. 若要建立導覽流程，請選取您要複製的導覽流程，然後在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 ，
然後選取建立複本。輸入導覽流程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新流程會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該流程為止。若要啟動或停
用導覽流程，在作用中欄中，按一下作用中或是非作用中。一次只能啟用一
個導覽流程。

c. 若要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按一下要編輯的導覽流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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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有在導覽流程為非作用時，才能編輯。如果您要編輯的導覽流程為
作用中，請確保您在編輯之前將它標示為非作用中。

2. 建立叢集或是新增現有叢集：
a. 如果它尚未開啟，請從導覽流程頁面中，按一下您要新增叢集的導覽流程名
稱。

b. 若要建立新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增
叢集，並輸入或選取叢集的詳細資料，然後選擇該叢集的圖示。

c. 如果您要新增另一個環境中現有的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卡或叢集 (或是按
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在我的連線下方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至
導覽流程的叢集。
請注意下列事項：
• 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直接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選取叢集。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所新增的叢集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定義
的本地化標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叢集標籤，請在「首頁」按一下工
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3. 利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選取要包含在叢集中的卡：
• 瀏覽至您要新增到叢集中的卡。如果卡是在另一個環境中，請先選取在我的連
線下的環境，然後導覽至該環境中的卡。請利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將該卡指
派給叢集：
– 在您要移動的卡右邊的順序欄中，按一下 。選取叢集，然後按一下確
定。

– 按一下該卡的名稱來檢視卡的詳細資料，然後針對叢集，選取該卡所屬的叢
集，並按一下確定。

• 瀏覽至您要新增卡的叢集。如果叢集是在另一個環境中，請先在我的連線下方
選取該環境，然後瀏覽至該環境中的叢集。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該叢集 (或是按一
下 )，並按一下在叢集中新增卡，然後選取選項：
– 選取新增現有卡，以便選取現有的卡，或是將另一個叢集中現有的卡新增至
您選取的叢集。

– 選取新增卡，然後輸入卡的詳細資料，以便將新的卡新增至您選取的叢集。

備註：
如果已經有另一個導覽流程參照卡或叢集，您無法將卡新增到叢集。

卡會以叢集子項的形式出現在清單中。視需要使用卡旁邊的向上鍵和向下鍵變更卡
在叢集內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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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您必須啟用導覽流程並重新載入它，才能檢視設計時期的變更。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請按
一下使用者名稱旁邊的向下箭頭。在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上按一下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如果您在啟動並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之後，看不到您參照的物件，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處理導覽流程問題。

從多個 EPM Cloud 環境使用頁籤設定卡
您也可以在導覽流程中自訂卡以取得表格式頁面，其中的每個頁籤皆為來自不同環境的物件。
例如，規劃使用者可以按一下「收入」圖示，以啟動含水平頁籤的卡，其顯示 Narrative
Reporting 中的報告。
 

 
您可以自訂導覽流程以建立表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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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導覽流程的一般資訊，請參閱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如何設定由其他 EPM Cloud 環境中的頁籤和子頁籤所組成的卡：
1. 啟動導覽流程頁面，並建立導覽流程或是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

備註：
若要建立導覽流程，您必須先選取現有導覽流程並建立其複本。接著編輯
複製的導覽流程詳細資料並儲存。

a.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導覽流程。
b. 若要建立導覽流程，請選取您要複製的導覽流程，然後在頁面的右上角按一下

，然後選取建立複本。輸入導覽流程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新流程會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該流程為止。若要啟
動或停用導覽流程，在作用中欄中，按一下作用中或是非作用中。一
次只能啟用一個導覽流程。

c. 若要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按一下要編輯的導覽流程名稱。
2. 從各種目標環境中新增含物件的表格卡：

a. 如果您要新增另一個環境中現有的卡，請在導覽流程頁面上，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在我的連線下方選
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至導覽流程的卡。
請注意下列事項：
• 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直接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選取卡。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卡，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定義的
本地化標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卡標籤，請在「首頁」按一下工具，然
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b. 若要將新的表格式卡新增至導覽流程，請在導覽流程頁面上，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增卡，然後選取卡的詳細資料：
• 名稱：輸入卡的標籤。
• 可見：選取使用者是否可在首頁上看見卡。
• 叢集：當叢集存在時，選取卡的叢集，或是選取無。
• 圖示：選取會針對您建立的卡顯示的圖示。從圖示庫中提供的可用圖示進行
選擇。

• 內容：從下列選項中選取：
– 頁面類型：選取多頁 (表格式)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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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選取垂直或是水平。
3. 將頁籤與子頁籤新增至表格卡：

a. 若要新增現有頁籤，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頁籤，並按一下新增現有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
增現有頁籤按鈕)，然後選取「物件庫」中的頁籤。

b. 若要新增頁籤，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新增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增頁籤按鈕)，然後編輯
頁籤的詳細資料。

c.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頁籤，並按一下新增子頁籤或新增現有子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增子頁
籤或新增現有子頁籤按鈕)，然後選擇「物件庫」中的子頁籤，或是編輯子頁籤的詳細
資料。

d. 對於物件，按一下 ，在「物件庫」中選取物件；例如，若物件為表單，則請從物
件清單中選擇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及報表。若要選取另一個環境
中的物件，請在我的連線下方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至子頁籤的物件。

e. 請重複新增頁籤和子頁籤，直到卡完成。
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備註：
• 對於具有多個頁籤或子頁籤的卡，使用者存取的最後一個頁籤會被保留，供使用
者下一次在相同階段作業中存取卡。如果使用者登出然後再登入，將會顯示預設
頁籤。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新增的頁籤或子頁籤，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
定義的本地化標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頁籤標籤，請在「首頁」按一下工
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您必須重新載入導覽流程，才能檢視設計時期的變更。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請按一下使用
者名稱旁邊的向下箭頭。在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上按一下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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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在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之後，看不到您參照的物件，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處理導覽流程問題。

使用直接 URL 來整合已連線的環境
其他來源系統 (例如 Oracle ERP Cloud) 可內嵌 URL，以便直接連結到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內的卡、頁籤及子頁籤所包含的物
件。
其他 Cloud 環境 (如 Oracle ERP Cloud) 使用直接 URL 連結來開啟表單、儀表板、
Infolet 和報表這類已連線的 EPM Cloud 內容。若要讓 EPM Cloud 與其他系統間的整合
無縫接軌，您可以複製已連線 EPM Cloud 業務程序內的物件唯一 URL。您可以使用兩
種方式複製唯一 URL：
• 複製業務程序中物件的個別 URL。請參閱複製個別 URL。
• 將業務程序中的所有 URL 匯出成 CSV 檔案，然後尋找並複製唯一 URL。請參閱將
所有 URL 匯出成 CSV 檔案。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使用直接連結，將 EPM Cloud 內容內
嵌到其他系統 (例如 ERP Cloud 和 NetSuite)
中。此外，您還能瞭解新的外觀選項，以便享
受高效率的 Redwood 體驗、套用自訂的標誌
和浮水印，以及移除頁面上的業務程序名稱。

 簡介：內嵌直接連結與外觀最佳化

複製個別 URL
使用物件清單頁面上的複製 URL 選項，複製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業務程序中的物件 (儀表板、表單、infolet 或報表) 唯一 URL。
若要複製物件的唯一 URL，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開啟物件的清單頁面。
例如，按一下儀表板、資料、Infolet 或報表。

2. 從清單頁面按一下物件旁的 ，然後選取複製 URL。
3. 複製 URL 對話方塊會顯示物件的唯一 URL。複製此 URL。只有擁有目標物件存取
權的使用者可對該物件執行動作。

將所有 URL 匯出成 CSV 檔案
使用匯出 URL 選項建立一個 CSV 檔案，為連線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業務程序內的每個卡、頁籤或子頁籤提供唯一 URL。URL 是依照
導覽流程和叢集來分組的，讓您能夠輕鬆地在 CSV 檔案中尋找 URL。您可以利用文字
編輯器或 Microsoft Excel 來開啟 CSV 檔案，並在來源系統頁面中內嵌相關的 URL，作
為進入 EPM Cloud 的起點。
如何將 EPM Cloud URL 匯出到 CSV 檔案：

第 8 章
使用直接 URL 來整合已連線的環境

8-14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29877


1. 登入某個 EPM Cloud 環境。
2. 在首頁中，按一下使用者名稱旁的向下箭號 (畫面右上角)。
3. 按一下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中的匯出 URL，然後按一下儲存。
系統會將 CSV 檔案儲存在本機電腦上的預設下載資料夾中，並利用伺服器的目前日期和時間
來自動產生檔案名稱；例如 19_Feb_2021 13_15_38 Navigation Flow URLs.csv。請在下載
資料夾中尋找該檔案，然後利用文字編輯器或 Microsoft Excel 來開啟。
檢視匯出的 URL 檔案
CSV 檔案會列出業務程序中的所有 URL。每個卡、頁籤 (垂直頁籤) 和子頁籤 (水平頁籤) 都具
有唯一 URL。使用「記事本」或 Microsoft Excel 這類文字編輯器檢視時，可以識別每個卡、
頁籤和子頁籤的唯一 URL，這樣可以更容易找到每個物件的 URL。URL 是依導覽流程和叢集
進行分組。

Note:

只有卡、頁籤和子頁籤才會有 URL。導覽流程和叢集沒有 URL。

Table 8-1    直接 URL 匯出檔案標頭

標頭 描述
導覽流程名稱 導覽流程的名稱；例如，Default 或 Financial

Flow。
狀態 導覽流程的狀態；例如，「使用中」或「非使用

中」。
類型 項目的類型；例如，叢集、卡、頁籤或子頁籤
名稱 包含物件的叢集、卡、頁籤或子頁籤名稱。對於未

直接包含物件的叢集或卡，這個項目將會是空的。
物件類型 物件的類型；例如，「表單」、「儀表板」、「財

務報表」和 URL 類型物件。
物件名稱 物件的名稱，如果是 URL 類型物件，則為目標頁

面的直接 URL。

Caution:

如果顯示直接 URL，
則請不要將此 URL
與您將用來整合已連
線環境的唯一 URL
混淆。

URL 這是您將用來整合已連線環境的唯一 URL。
可見 指出使用者或群組是否可以在首頁上看到導覽流程

中的物件；例如，Y 或 N。
角色/群組 可檢視導覽流程的角色或群組。如果導覽流程是

「全域」，則所有使用者都可以看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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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8-1    (Cont.) 直接 URL 匯出檔案標頭

標頭 描述
描述 導覽流程的描述 (若提供的話)。

URL 匯出檔案提供以垂直橫條或垂直線 (|) 分隔符號字元區隔的資訊。請參閱下列使用
「記事本」檢視的範例直接 URL 匯出檔案：

若要使用 Microsoft Excel 檢視 URL 匯出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 Excel，然後按一下資料功能表。
2. 依序按一下新增查詢、從檔案和從 CSV。
3. 尋找並選取您匯出的 CSV 檔案，然後按一下匯入。此時畫面會出現新視窗，顯示

CSV 檔案中的資料。
4. 若要把 CSV 檔案的第一列設定成標題列，請依序按一下編輯、使用第一個資料列
做為標頭，以及關閉並載入。

產生的 Excel 檔案類似下列範例：

找到並複製您想要整合至其他已連線環境之卡、頁籤或子頁籤的唯一 URL (在 URL 欄
中找到)。只會開啟 URL 目標，而且只有具有目標物件存取權的使用者才能執行相同的
動作，就像他們在目標業務程序內工作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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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使用導覽流程自訂業務程序介面。導覽流程可讓設計人員控制角色或群組如何與業務程序互
動。
另請參閱：
• 瞭解導覽流程
• 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瞭解導覽流程
導覽流程可讓業務程序設計人員控制不同角色或群組，以及如何與業務程序互動。「導覽流程
設計程式」可讓您自訂業務程序介面。例如，您可以變更首頁上顯示之卡與叢集的名稱及其顯
示順序。您可以隱藏卡、建立新卡及將卡群組為叢集。您也可以自訂卡上顯示的垂直和水平頁
籤。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自訂導覽流程。

 在 Planning 中設計導覽流程
檢視自訂工作流程的重點。

 簡介：在 EPM Cloud 中自訂工作流程
相關主題
• 在業務程序介面中可以自訂什麼？
• 導覽流程自訂類別
• 導覽流程權限
• 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 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在業務程序介面中可以自訂什麼？
• 卡或頁籤的標籤
• 用於卡或頁籤的圖示
• 隱藏和取消隱藏卡與頁籤
• 顯示卡與頁籤的順序
• 新增新卡
• 新增現有卡
• 新增新水平或垂直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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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除導覽流程、卡和頁籤
• 將卡群組為叢集
• 新增現有叢集
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導覽流程自訂類別
導覽流程進行自訂的分類如下：
1. 全域：所有使用者都可以看到導覽流程
2. 角色：只有特定角色的使用者才看得到導覽流程；例如使用者或超級使用者
3. 群組：只有屬於特定群組的使用者才能看到導覽流程
導覽流程可於以下任一層級加以定義。在導覽流程存在於多個層級的情況中，會以最高
(全域) 到最低 (群組) 的順序套用更新。
例如，如果您建立一個導覽流程，其在首頁上顯示一個名為「我的任務」的圖示，然後
另一個服務管理員複製該導覽流程並變更該卡，並使該導覽流程與一個群組產生關聯：
• 在全域層級，他們將「我的任務」重新命名為「公司任務」
• 在群組層級，針對名稱為「銷售」的群組，他們將「我的任務」重新命名為「銷售
任務」

屬於名稱為「銷售」之群組的使用者將可看到在導覽流程中看到標籤「銷售任務」而非
「我的任務」，而其他所有使用者則將會看到標籤「公司任務」。

導覽流程權限
業務程序針對導覽流程提供三個層級的權限：
• 角色型：會將權限授予有特定角色的使用者或群組；例如，「使用者」在首頁上看
到的卡，會與「服務管理員」看到的不同

• 物件型：會將權限授予可看到特定物件的使用者或群組；例如，「使用者」只會看
到自己有權限的表單

• 全域：會將權限授予所有使用者

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業務程序隨附一個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稱為「預設」。「預設」導覽流程為唯讀；因
此，您無法對其進行任何修改。
以下是您可以和不可以對「預設」導覽流程執行的作業：
• 名稱：您無法修改名稱。
• 刪除：您無法刪除導覽流程。
• 編輯：您可以檢視導覽流程的詳細資料，但無法變更其中的任何部分。
• 啟動或停用：您可以啟動或停用導覽流程。
• 複製：您可以複製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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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服務管理員可在「導覽流程」頁面內檢視導覽流程清單，包括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導覽流程」頁面會依名稱列出每個導覽流程，指出擁有導覽流程存取權的角色群組 (如有指
派)，並提供導覽流程描述 (如有提供)。清單也會指出導覽流程是否為作用中。
若要檢視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導覽流程。
2. 若要使用導覽流程，請執行動作：
• 如需設計的最佳作法和考量，請參閱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
• 若要建立和複製導覽流程，請參閱建立和複製導覽流程。
• 若要編輯導覽流程，請參閱編輯導覽流程。
• 若要啟動或停用導覽流程，請參閱啟動和停用導覽流程。
• 若要驗證導覽流程，並瞭解如何尋找並解決含遺漏物件的導覽流程元素，請參閱使用
驗證尋找導覽流程中遺漏的物件。

• 若要解決清單中顯示警告圖示  的導覽流程，請參閱解決顯示警告圖示的導覽流
程。

• 若要重新命名卡與頁籤，請參閱自訂卡、頁籤及叢集的標籤。
• 若要自訂用於卡和頁籤的圖形，請參閱自訂卡與垂直頁籤的圖示。
• 若要隱藏和取消隱藏卡與頁籤，請參閱隱藏及取消隱藏叢集、卡及頁籤。
• 若要變更卡在首頁上的顯示順序，請參閱變更首頁上卡的顯示順序。
• 若要新增卡，請參閱新增卡。
• 若要新增頁籤，請參閱新增頁籤至表格式頁面。
• 若要移除導覽流程、卡與頁籤，請參閱移除導覽流程、卡和頁籤。
• 若要將卡群組為叢集，請參閱將卡群組為叢集。

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
為提供最佳的使用者體驗，並避免讓使用者在首頁上，以及在卡及頁籤中過度捲動，當您在設
計導覽流程時，請務必要遵守下列準則：
• 請勿讓可見的頂層項目 (卡及叢集) 超過 16 個。
• 請勿在單一叢集中新增超過 16 個的可見卡。
• 請勿在單一卡中新增超過 10 個可見垂直頁籤。
• 請勿在單一垂直頁籤中新增超過 20 個可見子頁籤 (水平頁籤)。
• 在執行時期，子頁籤 (水平頁籤) 上的標籤名稱只會顯示前 30 個字元。只要將游標停留在
該頁籤上，即可顯示整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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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如果您嘗試超出可見性限制，就會看到警告訊息，說明您已超出限制。

導覽流程、卡、叢集、頁籤和導覽流程中的 Infolet (如果業務程序使用 Infolet) 有命名限
制。您不能使用以下特殊字元：
• & 符號 ( & )

• 小於符號 ( < )

• 大於符號 ( > )

• 引號 ( " )

• 反斜線 ( \ )

• 加號 ( + )

建立和複製導覽流程
若要建立導覽流程，您必須先選取現有導覽流程並建立其複本。接著編輯複製的導覽流
程詳細資料並儲存。
若要建立和複製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按一下頁面右上角的 ，然後選取建立複本。
3. 輸入導覽流程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確定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中所述的導覽流程命名限
制。

4. 編輯導覽流程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編輯導覽流程。

備註：
新流程會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該流程為止。若要啟動導
覽流程，請參閱啟動和停用導覽流程。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編輯導覽流程
若要編輯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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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備註：
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無法編輯。然而，您可以建立預先定義之導覽流程的複本，
然後編輯該複本。請參閱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此時您會看到一個頁面，其中列出該導覽流程中的卡及叢集。您可以在此頁面上，編輯角
色或群組指派、指定哪些叢集和卡會出現在首頁上、變更導覽流程中叢集和卡的顯示順
序、將卡新增至叢集或移除叢集中的卡，以及移除導覽流程中的叢集和卡。
• 指派給：按一下 ，以便將導覽流程指派給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 可見：編輯導覽流程叢集和卡在首頁上的可見度，方法是在可見欄中選取或取消選取
叢集和卡。

備註：
請確保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中所述，有關可見性的導
覽流程準則。

• 順序：叢集和卡的列出順序，這就是它們在首頁上的顯示順序 (如果可見)。只要選取
向上鍵或向下鍵選項，即可改變叢集和卡在清單中的位置，進而變更叢集和卡在首頁
上的顯示順序。選取向右鍵會將卡移到叢集中。

• 移除：移除導覽流程中的叢集或卡。
3. 按一下叢集或卡，以編輯其詳細資料。如需有關卡詳細資料的描述，請參閱下列主題：
• 新增卡
• 新增頁籤至表格式頁面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啟動和停用導覽流程
您可以為每個類別 (全域、角色或群組) 建立多個導覽流程，但每個類別只能有一個作用中的導
覽流程。每當您將一個導覽流程設為作用中時，相同類別的其他導覽流程就會變成非作用中。

備註：
每一個業務程序都需要有一個作用中的全域導覽流程。若要將不同的全域導覽流程設
為作用中，請選取其他全域導覽流程並加以啟動。

如需類別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導覽流程自訂類別。
以下是使用者可以和無法對作用中導覽流程執行的作業：
• 名稱：使用者無法修改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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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使用者無法刪除導覽流程。
• 編輯：
– 使用者可以檢視導覽流程定義，但無法變更任何部分。
– 如果業務程序處於管理模式，則使用者可以儲存任何修改。

• 啟動或停用：使用者可以啟動或停用導覽流程。
• 複製：使用者可以複製導覽流程。
若要啟動或停用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在作用中欄中按一下作用中或非作用中。此時會將作用中流程標示為非作用中。反
過來則會將非作用中流程標示為作用中。

使用驗證尋找導覽流程中遺漏的物件
當您檢視「導覽流程」清單時，可能會看到導覽流程節點或物件顯示錯誤圖示 。發
生此錯誤的原因是與導覽流程關聯的物件已被重新命名或移除，而這些物件現在被視為
遺漏。您必須編輯導覽流程，使其與重新命名或不同的物件關聯，然後才能啟動此導覽
流程。您可能並未發現該物件被視為遺漏，因此建議您將導覽流程設為作用中狀態之前
先進行驗證。

Note:

若要解決顯示警告圖示  的導覽流程，請參閱解決顯示警告圖示的導覽流
程。

若要驗證導覽流程，以尋找遺漏的物件並重新建立關聯，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若尚未停用導覽流程，請將您要驗證的導覽流程設為非作用中狀態。請參閱啟動和
停用導覽流程。

3. 將您要驗證的一或多個導覽流程列醒目提示。
4. 按一下 ，然後選取驗證。
若物件遺漏，您會看到一則錯誤訊息，指出哪些導覽流程正在參照遺漏的物件。

5. 按一下發生錯誤的每個導覽流程名稱，然後展開顯示錯誤圖示  的節點，直到移
至顯示遺漏物件的「管理」頁面為止。

6. 若是物件，按一下 ，在「物件庫」選取重新命名或不同的物件。
7.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8. 對導覽流程重複進行驗證，然後視需要向下鑽研以進行更正，直到您看到訊息指出
導覽流程是有效的。

9. 啟動導覽流程。請參閱啟動和停用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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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解決顯示警告圖示的導覽流程
當您檢視「導覽流程」清單時，可能會看到導覽流程有警告圖示 。刪除與導覽流程相關聯
的群組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您必須編輯該導覽流程，建立它與群組或角色之間的關聯，才
能啟動該導覽流程。

Note:

若要解決顯示錯誤圖示  的導覽流程，請參閱使用驗證尋找導覽流程中遺漏的物
件。

如何解決導覽流程的問題：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按一下顯示警告圖示  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3. 針對指派至，按一下 ，以便將該導覽流程指派給使用者群組或角色，然後按一下儲存
並關閉。

4. 啟動該導覽流程。請參閱啟動和停用導覽流程。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自訂卡、頁籤及叢集的標籤
您可以自訂卡 (首頁上顯示的圖示)、頁籤及叢集的標籤。標籤限制為 25 個字元或以下。垂直
頁籤沒有字元限制，因為垂直頁籤的標籤是以浮現文字的方式顯示。
若要自訂卡、頁籤及叢集的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然後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
程。

2. 若要自訂卡或叢集的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卡或叢集的名稱。
b. 輸入新名稱並儲存。

備註：
• 您可以在這裡編輯標籤。不過，如果標籤是在工具叢集的物件標籤頁面
上定義，則執行時期會優先顯示該定義。若要永久變更標籤，請在物件
標籤頁面中重新定義。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 確定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中所述的命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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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自訂頁籤的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卡的名稱。
b. 在管理頁籤頁面上的頁籤清單中，按一下您要編輯之頁籤的名稱。
c. 輸入頁籤的新名稱並儲存。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自訂卡與垂直頁籤的圖示
您可以變更用於卡與垂直頁籤的圖示。您必須從圖示庫中提供的可用圖示進行選擇。
若要自訂卡與垂直頁籤的圖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然後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
覽流程。

2. 若要自訂卡的圖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卡的名稱。
b. 按一下卡的圖示，從圖示庫選取新圖示，然後將之儲存。

3. 若要自訂頁籤的圖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圖示的名稱。
b. 在管理頁籤頁面上的頁籤清單中，按一下您要編輯之頁籤的名稱。
c. 按一下頁籤的圖示，從圖示庫選取新圖示，然後將之儲存。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隱藏及取消隱藏叢集、卡及頁籤
您不能隱藏下列導覽元素：
• 應用程式叢集和應用程式叢集中的設定圖示。
• 工具叢集和工具叢集中的這些圖示：
– 存取控制
– 導覽流程
– 每日維護
– 移轉

請確保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中所述，有關可見性的導覽流程準
則。
如何隱藏和取消隱藏叢集、卡及頁籤：
1. 按一下導覽流程圖示，並按一下您想要編輯的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
導覽流程。

2. 編輯導覽流程叢集和卡的首頁可見度，方法是在可見欄中選取或取消選取叢集和
卡。

3. 若要隱藏或取消隱藏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卡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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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管理頁籤頁面上的頁籤清單中，選取或取消選取可見欄中的核取方塊。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變更首頁上卡的顯示順序
您可以在「導覽流程設計程式」中變更卡的顯示順序。卡會以其出現在清單內的順序顯示在首
頁上
若要變更首頁上卡的顯示順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在清單中，使用順序欄中的向上和向下鍵，將卡在導覽流程順序中上移或下移。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新增卡
您在首頁上看到的圖示，就是卡。業務程序的每個功能區都有專屬的卡。每個卡會將使用者導
覽到對應的區域，其他資訊在該區域中會顯示為一或多個頁籤式頁面。您可以建立單一頁面或
多重頁面 (表格式) 卡。
為確保您能提供最佳的使用者體驗，請複查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請參閱導覽流程設計的
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
您也可以將卡分組為叢集。請參閱將卡群組為叢集。
若要將卡新增至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然後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
程。

2. 若要將現有的卡新增到導覽流程中，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清單中的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選取卡。如果您要新增另一個環境中現有的卡，請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清單中的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在我
的連線下方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到導覽流程中的卡。
請注意下列事項：
• 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直接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選取卡。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卡，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定義的本地化標
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卡標籤，請在「首頁」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
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 參考卡是已被其他導覽流程參考的卡。導覽流程中不支援參考已被參考的卡，且這些
卡在新增現有卡時不會顯示在物件庫中供您選擇。例如：
– 在新增現有卡時，參考遠端物件或遠端頁籤的卡不會顯示在物件庫中。
– 在新增現有卡時，參考另一個導覽流程之頁籤的卡不會顯示在物件庫中。

此時系統已將卡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卡或叢集下方的同層級。若要將卡新增
到叢集中，請參閱將卡群組為叢集。

第 9 章
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9-9



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卡時沒有先選取卡或叢集，系統會將該卡新增到清單的尾
端。

3. 若要將新的卡新增到導覽流程中，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清單中的節點 (或是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卡，並選取該新卡的詳細資料：

表格 9-1    新卡詳細資料

標籤 描述
名稱 輸入卡片的標籤。

確定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
考量中所述的命名限制。

可見 選取使用者是否可在首頁上看見卡。
叢集 如果叢集存在，請為卡選取叢集或選取無。
圖示 選取要針對您建立的卡顯示的圖形。從圖形

庫中提供的可用圖形進行選擇。
頁面類型 選取單一頁面或表格式頁面格式。
內容來源 如果您已選取單一頁面格式，則請選取物件

或 URL：
• 對於物件，按一下 ，在「物件庫」
中選取物件；例如，若物件為表單，則
請從物件清單中選擇特定表單。可用的
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表。若要從
另一個環境中選取物件，請選取我的連
線底下的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想要新
增的物件。

• 針對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卡
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表板
的 URL)，然後按一下蹦現視窗中的預覽
來驗證 URL。
只插入開頭是 https:// 安全性通訊
協定的外部網站 URL。請勿使用內部或
相對 URL，或是未同意讓您內嵌之第三
方網站的 URL。請參閱關於使用 URL
在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內嵌第三方頁
面。

方向 如果您已選取表格式頁面格式，則請選取垂
直或水平，然後新增新的或現有頁籤和子頁
籤。請參閱新增頁籤至表格式頁面。

此時系統已將卡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卡或叢集下方的同層級。若要將
卡新增到叢集中，請參閱將卡群組為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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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卡時沒有先選取卡或叢集，系統會將該卡新增到清單的尾端。

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新增頁籤至表格式頁面
頁籤可以是平行或垂直的。例如，有效交集卡 (在應用程式叢集下方) 是一個包含以下兩個水平
頁籤的表格式頁面：設定及報表。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和報表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

您也可以建立具有垂直頁籤的表格式頁面。垂直頁籤會顯示圖形，而當游標移到頁籤上時會顯
示文字。水平頁籤會顯示只有文字的標籤，或是有文字和圖示的標籤。
為確保您能提供最佳的使用者體驗，請複查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請參閱導覽流程設計的
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
若要新增頁籤至表格式頁面，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然後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
程。

2. 編輯現有的卡，方法是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卡的名稱；或是新增卡，方法是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卡 (或是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卡。

3. 在管理卡頁面中，選取下列選項：
• 針對頁面類型，選取表格式頁面。
• 針對方向，選取垂直或水平。
頁籤清單會顯示在管理卡頁面底部。

4. 若有編輯現有頁籤，按一下表格清單中的頁籤名稱，然後編輯頁籤詳細資料。
5. 若要新增新的或現有的頁籤：

a. 若要新增現有的頁籤，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位於管理卡頁面底部之清單中的頁籤，然
後按一下新增現有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增現有頁籤按鈕)，並選取「物件庫」中的頁
籤，最後按一下確定。

第 9 章
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9-11



備註：
參考頁籤是已被其他導覽流程參考的頁籤。導覽流程中不支援參考已
被參考的頁籤，且這些頁籤在新增現有頁籤時不會顯示在物件庫中供
您選擇。例如：
• 在新增現有頁籤時，參考遠端物件或遠端子頁籤的頁籤不會顯示
在物件庫中。

• 在新增現有頁籤時，參考另一個導覽流程之子頁籤的頁籤不會顯
示在物件庫中。

b. 若要新增頁籤，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新增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增頁籤按鈕)，然
後編輯頁籤的詳細資料。

c. 選取新頁籤的內容：
• 如需物件，請按一下 ，在「物件庫」中選取物件；例如，若物件為表
單，則請從物件清單中選擇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
表。若要從另一個環境中選取物件，請選取我的連線底下的目標環境，然後
選擇您想要新增的物件。

• 針對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頁籤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
表板的 URL)，然後按一下蹦現視窗中的預覽來驗證 URL。
只插入開頭是 https:// 安全性通訊協定的外部網站 URL。請勿使用內部
或相對 URL，或是未同意讓您內嵌之第三方網站的 URL。請參閱關於使用
URL 在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內嵌第三方頁面。

此時系統已將頁籤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頁籤下方的同層級。

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頁籤時沒有先選取頁籤，系統會將該頁籤新增到清單的
尾端。

6. 若要新增新的或現有的子頁籤至頁籤：
a. 按一下頁籤清單中的頁籤名稱。
b. 針對頁面類型，選取表格式頁面。
c.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頁籤，並按一下新增子頁籤或新增現有子頁籤 (或是按一下新
增子頁籤或新增現有子頁籤按鈕)，然後編輯子頁籤的詳細資料。

d. 選取新子頁籤的內容：
• 如需物件，請按一下 ，在「物件庫」中選取物件；例如，若物件為表
單，則請從物件清單中選擇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
表。若要從另一個環境中選取物件，請選取我的連線底下的目標環境，然後
選擇您想要新增的物件。

• 針對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子頁籤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表板的 URL)。按一下蹦現視窗中的預覽來驗證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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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插入開頭是 https:// 安全性通訊協定的外部網站 URL。請勿使用內部或相對
URL，或是未同意讓您內嵌之第三方網站的 URL。請參閱關於使用 URL 在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內嵌第三方頁面。

此時系統已將子頁籤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頁籤下方的同層級。

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子頁籤時沒有先選取頁籤，系統會將該子頁籤新增到清單的尾
端。

7.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備註：
• 對於具有多個頁籤或子頁籤的卡，使用者存取的最後一個頁籤會被保留，供使用
者下一次在相同階段作業中存取卡。如果使用者登出然後再登入，將會顯示預設
頁籤。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新增的頁籤或子頁籤，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
定義的本地化標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頁籤標籤，請在「首頁」按一下工
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關於使用 URL 在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內嵌第三方頁面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使用 IFrame 來內嵌第三方 URL。IFrame
要求，要被內嵌的頁面必須核准要將其內嵌的頁面。例如，假設我們要將 sharepoint.com 的頁
面內嵌到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sharepoint.com 就必須允許 oraclecloud.com 內嵌
sharepoint.com 的頁面。
而達成的方法是，在您需要內嵌之頁面所屬 Web 應用程式的內容安全性原則中，新增
oraclecloud.com。
當您要內嵌第三方頁面時，也必須要考慮該頁面是可供公開存取，還是需要登入才能存取。例
如，wikipedia.org 的頁面就不需要任何驗證。
當您要內嵌需要驗證的頁面時，必須查看您是否可啟用該頁面的 SSO。如果不行，該頁面可能
就無法在 IFrame 中載入。而因應措施是在另一個瀏覽器頁籤中登入該 Web 應用程式，此時如
果您可以在 EPM Cloud 應用程式中存取相同的頁面，該頁面就會在 IFrame 中開啟。
此 URL 支援功能可讓您內嵌下列類型的頁面：
• 其他 Oracle 產品 (會需要啟用 SSO)

• 客戶擁有的 Web 應用程式 (會需要允許 EPM Cloud 應用程式存取，方法是更新「內容安
全性原則」，並啟用 SSO 或類似的設定)

• 公用網域中的頁面 (例如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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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導覽流程、卡和頁籤
您不能移除下列導覽元素：
• 應用程式叢集和應用程式叢集中的設定圖示。
• 工具叢集和工具叢集中的這些圖示：
– 存取控制
– 導覽流程
– 每日維護
– 移轉

若要移除導覽流程、卡和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若要移除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要移除的導覽流程。
b. 在頁面右上角，按一下 ，然後選取刪除。

備註：
您無法刪除名稱為「預設」的預先定義導覽流程。

3. 若要移除卡，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b. 在您要移除的卡的移除欄中按一下 。

4. 若要移除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b. 按一下要編輯之卡的名稱。
c. 在管理頁籤頁面底部的頁籤清單中，於您要移除的頁籤的移除欄中按一下

。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將卡群組為叢集
叢集是卡的群組。您必須先建立叢集，才能指派卡到叢集。您也可以將現有的叢集新增
至導覽流程。
為確保您能提供最佳的使用者體驗，請複查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請參閱導覽流程
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
如何將卡指派給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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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新叢集或是新增現有叢集：
a.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然後按一下您要新增叢集之導覽流程的名稱。請參閱檢視及使用
導覽流程。

b. 若要建立新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清單中的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
增叢集，並輸入或選取叢集的詳細資料，然後選擇該叢集的圖形。

備註：
請確保您遵守導覽流程設計的最佳作法和命名考量中所述的可見性和命名限
制。

此時系統已將叢集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叢集下方的同層級。

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叢集時沒有先選取卡或叢集，系統會將該叢集新增到清單的尾
端。

c. 若要新增現有的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清單中的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然後
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如果您要新增另一個環境中現有的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
下清單中的卡或叢集 (或是按一下 )，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在我的連線下方
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到導覽流程中的叢集。

備註：
• 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直接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選取叢集。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另一個環境所新增的叢集將會顯示來源導覽流程中
定義的本地化標籤。若要更新導覽流程中的叢集標籤，請在「首頁」按
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 參考叢集是已被其他導覽流程參考的叢集。導覽流程中不支援參考已被
參考的叢集，且這些叢集在新增現有叢集時不會顯示在物件庫中供您選
擇。

此時系統已將叢集新增到清單中，作為您目前選取之卡或叢集下方的同層級。

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叢集時沒有先選取卡或叢集，系統會將該叢集新增到清單的尾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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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2. 利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選取要包含在叢集中的卡：

a. 瀏覽至您要新增的卡。如果卡是在另一個環境中，請先選取在我的連線下的環
境，然後導覽至該環境中的卡。請利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將該卡指派給叢
集：
• 在該卡右側的順序欄中，按一下 ，並選取該叢集，然後按一下確定。
• 按一下該卡的名稱來檢視卡的詳細資料，然後針對叢集，選取該卡所屬的叢
集，並按一下確定。

b. 瀏覽至您要新增卡的叢集，然後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該叢集 (或是按一下 )，並
按一下在叢集中新增卡，然後選取選項：
• 選取新增現有卡，以便選取現有的卡，或是將另一個叢集中現有的卡新增至
您選取的叢集。

• 選取新增卡，然後輸入卡的詳細資料，以便將新的卡新增至您選取的叢集。

備註：
如果已經有另一個導覽流程參照卡或叢集，您無法將卡新增到叢集。

c.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卡會以叢集子項的形式出現在清單中。視需要使用卡旁邊的向上鍵和向下鍵變更卡
在叢集內的順序。

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以檢視設計時期變更，請參閱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若要在使用導覽流程的同時顯示設計變更，您可以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若要在進行設計變更後重新載入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使用者名稱旁的向下鍵 (畫面右上角)。
2. 在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上按一下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在執行時期切換導覽流程
若您屬於多個群組或若已將導覽流程指派給角色，您可能會有多個導覽流程的存取權。
若要在執行時期切換導覽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 。
2. 選取您想要檢視的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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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在簡易方格介面中使用應用程式維度和成員。
相關主題
• 關於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維度簡介
• 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 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 設定案例並指定版本

關於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簡易維度編輯器」會以方格格式顯示維度和成員。使用方格格式時，可以在單一頁面中編輯
維度和成員。您可直接在方格中編輯成員特性，並可執行如放大、縮小、保留選取項目、移除
選取項目和凍結等特設作業。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取得「簡易維度編輯器」的介紹。

 簡介：Planning 中的維度編輯器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和編輯維度
和成員。  在 Planning 中管理維度
相關主題
• 建立維度
• 維度簡介
• 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 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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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 設定案例並指定版本

維度簡介
另請參閱：
• 關於維度及成員
• 關於稀疏及密集維度
• 關於維度階層
• 關於自訂維度
• 關於實體
• 關於科目
• 科目、實體、期間與立方體

關於維度及成員
維度會分類資料值。
應用程式內含七個維度：Account、Entity、Scenario、Version、Period、Years 及
Currency。您最多可建立 32 個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成員是維度的元件。

關於稀疏及密集維度
稀疏維度缺少多數成員組合的資料值。密集維度則具有多數成員組合的資料值。至少要
有一個密集維度。自訂屬性無法指派給密集維度。應用程式會指定 Account 及 Period
維度為密集，其餘維度為稀疏。應用程式會僅搜尋並計算各維度組合中已使用的資料
值，以最佳化稀疏維度的效能。如此可減少計算時間及降低磁碟使用率。這些設定值可
以修改。

關於維度階層
維度階層會定義應用程式成員間的結構與數學關係以及整合。關係會以圖形方式呈現在
可收合的階層圖表中。立方體名稱以下的層級是維度，而各維度以下的層級則是成員。
Period 維度可包含成員 YearTotal，其包含成員 Q1、Q2、Q3 及 Q4。成員 Q1、Q2、
Q3 及 Q4 包含其年度內相應月份中的專屬成員。若要在 Period 維度中整合資料值，請
向上彙整月份資料值以獲得季度資料值，再向上彙整季度資料值以獲得年度資料值。
屬於相同維度或成員的同一層級之成員，稱為同層級。例如，Q1、Q2、Q3 及 Q4 因為
位於階層中相同的層級，且是同一成員 YearTotal 的成員，所以是同層級。
維度的成員稱之為維度的子項。屬於某成員的成員稱之為該成員的子項。成員
YearTotal 是 Period 的子項，Q1、Q2、Q3 及 Q4 等成員是 YearTotal 的子項，而一
月、二月和三月則是 Q1 的子項。Q1 是一月、二月及三月的父項，YearTotal 是 Q1、
Q2、Q3 及 Q4 的父項，而 Period 則是 YearTotal 的父項。

第 10 章
維度簡介

10-2



關於自訂維度
應用程式包含兩個自訂維度：Account 與 Entity。您可編輯這些維度的名稱，並建立最多 32 個
使用者定義的維度。

注意：
您不能在建立自訂維度後加以刪除。

使用 Account 及使用者定義的維度來指定要向使用者收集的資料。使用 Entity 可模型化組織中
的計畫資訊流量，並建立計畫複查路徑。
• 聚總選項
• 儲存選項

聚總選項
您可使用聚總選項在維度階層內定義計算。聚總選項可決定子成員值如何聚總至父成員：
• + 加
• - 減
• * 乘
• / 除
• % 百分比
• ~ 忽略
• 永不 (不聚總，不論階層為何)

儲存選項
當您使用維度時，請務必瞭解不同的資料儲存選項，以及如何在業務程序中使用這些選項。
• 表 1

• 關於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與動態計算和儲存的比較
• 關於儲存資料儲存
• 關於共用資料儲存
• 關於不共用資料儲存
• 關於僅標籤資料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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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1    儲存選項

選項 影響
動態計算和儲存 計算成員的資料值，且儲存值。
儲存 儲存成員的資料值。
動態計算 計算成員的資料值，且不理會值。
不共用 不允許同一維度內的成員共用資料值。
已共用 允許同一維度內的成員共用資料值。
僅限標籤 該成員無相關的資料。

關於動態計算
具有動態計算的成員，應用程式會計算成員的資料值，且不理會這些值。Oracle 建議的
最佳作法是將 動態計算父項下的子項限制為 100 個。視最初衍生資料的方式而定，將
成員的儲存變更為動態計算可能會導致資料遺失。您可能必須更新大綱、計算或同時進
行兩者，才能取得動態計算的值。
動態計算與動態計算和儲存的比較
在大部分情況下，計算稀疏維度的成員時，使用動態計算可比使用動態計算和儲存使用
更少的磁碟，並將計算最佳化。請將動態計算和儲存用於具有複雜公式或使用者經常擷
取的稀疏維度成員。
針對密集維度的成員，請使用動態計算。動態計算和儲存僅會降低少許的擷取時間和一
般計算時間，不會大幅降低磁碟的使用量。針對許多使用者並行存取的資料值，請使用
動態計算。擷取時間可能會明顯少於動態計算和儲存的擷取時間。

備註：
• 針對使用者輸入資料的基礎層級成員，請勿使用動態計算。
• 若要在目標版本中輸入某個父成員的資料，請勿針對該成員使用動態計
算。設為動態計算的父成員在目標版本中為唯讀。

• 系統不會儲存動態計算成員的資料值。

關於儲存資料儲存
若子項設為動態計算，則請勿將其父成員設為儲存。若使用此種組合，當使用者儲存並
重新整理表單時，不會計算父項的新總計。
關於共用資料儲存
使用共用可允許應用程式中有替代的累加結構。
關於不共用資料儲存
當您新增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時，預設的資料儲存類型為不共用。您可以對僅有一個
子成員聚總到父項的父成員使用不共用，以將存取權套用至子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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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僅標籤資料儲存
僅標籤成員為虛擬成員；一般用於導覽且無相關資料。

備註：
• 您無法將層級 0 的成員指派為僅標籤成員。
• 僅標籤成員可以顯示值。
• 將維度成員設為僅標籤成員可縮減區塊大小，讓資料庫空間縮減到最小。
• 您無法將屬性指派給僅標籤成員。
• 在多幣別應用程式中，您無法將僅標籤儲存套用至下列維度的成員：「實體」、
「版本」、「幣別」及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若要儲存匯率，請使用不共用。

• 僅標籤父項之子項的資料儲存預設會設為不共用。

注意：
請勿將表單設計成僅標籤父項跟隨在其第一個子成員之後，因為您無法
將資料儲存在第一個子成員中。請改為建立僅標籤父項的選取順序在其
子項之前的表單，或表單不要選取僅標籤。

關於實體
實體通常都會符合組織架構，例如，地理區域、部門或事業部。請針對提出計畫以供核准的群
組建立實體成員。實體成員可協助定義預算複查，或是核准。
請參閱管理核准。
例如，您可以讓區域中心製作國家/地區總部的預算。國家/地區總部則可製作公司總部的計
畫。為了符合這個結構，請建立區域、國家/地區和總部成員。請將區域指定為國家/地區成員
的子項，國家/地區成員則是總部的子項。
表單可針對每個實體支援多重幣別，啟用多重幣別資料，並只根據一種幣別製作報表。然而，
應用程式支援各實體的本幣幣別。您可針對已輸入值設定幣別，然後轉換成其他已經有匯率的
幣別。

關於科目
Account 維度成員指定使用者需要提供的資訊。請建立能讓預算籌備者輸入預算項目資料的科
目結構。您可在科目結構中定義計算。
相關主題
• 科目類型
• 已儲存假設
• 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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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型
科目類型可定義科目的時間平衡 (科目值如何隨著時間變動)，並以成員公式決定差異報
告的科目記號行為。
使用科目類型的範例
表格 10-2    使用科目類型

科目類型 目的
費用 營運成本
收入 收入來源
資產 公司資源
負債與權益 剩餘權益或對債權人的義務
已儲存假設 集中計畫假設可確保整個應用程式中的假設都

能一致

科目類型的摘要
表格 10-3    科目類型的摘要

科目類型 時間平衡 差異報表
收入 流動 非支出
費用 流動 費用
資產 平衡 非支出
負債 平衡 非支出
權益 平衡 非支出
已儲存假設 使用者定義 使用者定義
差異報告和時間平衡設定值由系統定義；只有已儲存假設才是使用者定義。
時間平衡特性
時間平衡可指定應用程式如何計算摘要期間值。

表格 10-4    時間平衡特性

時間平衡特性 描述 範例
流動 某摘要期間內所有值的聚總，做為期

間總計。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45

首項 某摘要期間的起始值，做為期間總
計。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10

平衡 某彙總期間的結束值，以計算期間加
總。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20

平均 某摘要期間內所有子項值的平均，做
為期間總計。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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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4    (續) 時間平衡特性

時間平衡特性 描述 範例
填入 在父項設定的值會填入所有子項。如

果子項值變更，就會把預設聚總邏輯
向上套用到父項。
整合運算子和成員公式可在重新計算
成員時覆寫「填滿」值。

一月：10；二月：10；三月：10；
Q1：30

加權平均 - Actual_Actual 以一年實際天數計算的加權每日平
均；可顧及二月有 29 天的閏年。在
本範例中，Q 1 的平均值計算方式如
下：(1) Q1 中每個月的值乘以當月天
數、(2) 計算這些值的總合、(3) 把總
數除以 Q1 包含天數。假設當年是閏
年，則計算結果是：(10 * 31 + 15 *
29 + 20 * 31) / 91 = 15
請注意，只有連結至區塊儲存立方體
的維度，才支援此時間平衡特性。聚
總儲存立方體不支援加權平均值-
Actual_Actual 時間平衡特性。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15

加權平均 - Actual_365 以一年 365 天計算的加權每日平均，
假設二月有 28 天；不顧及閏年。在
本範例中，Q 1 的平均值計算方式如
下：(1) Q1 中每個月的值乘以當月天
數、(2) 計算這些值的總合、(3) 把總
數除以 Q1 包含天數。假設當年不是
閏年，則計算結果是：(10 * 31 + 15
* 28 + 20 * 31) / 90 = 15

一月：10 二月：15 三月：20 Q1：15

自訂 停用分攤，因此應用程式設計師必須
新增自訂的分攤。例如，您可以使用
Groovy 規則將值饋送到期間總計
(Q1)，它就會使用流量法計算摘要期
間。

無

停用 停用分攤，且摘要期間為唯讀。停用
可防止在非層級 0 的期間輸入資料。
流量法是用來聚總到期間總計 (Q1)，
但不會分攤到各個摘要期間。

無

備註：
• 「加權平均 - Actual_Actual」與「加權平均 - Actual_365」時間平衡特性只能用
在總計有四個季度的標準月曆上。如需有關應用程式如何利用不同的「時間平
衡」設定值計算和分配資料的資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

• 對於「自訂」和「停用」時間平衡特性，應用程式設計器需要知道它們寫入的成
員儲存特性，無論是彙總儲存或區塊儲存。例如，在彙總儲存中您只能儲存為層
級 0 的成員，如果您嘗試儲存為動態計算成員，將會被忽略，重新計算後則會被
覆寫。也請注意，只能在儲存前的方格中進行分攤，無論是自動或使用 Groovy
規則。方格儲存後，一般的 Essbase 行為就會著手儲存和讀取資料 (亦即，將會
應用一般的大綱數學、成員公式、時間平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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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類型與差異報告
科目的差異報告特性可決定在用於成員公式中時，是否要將其視為支出：
• 支出：將預算值減去實際值，以得出差異值
• 非支出：將實際值減去預算值，以得出差異值
設定零與無資料值的科目計算方式
請針對「首項」、「平衡」與「平均」的時間平衡特性，指定資料庫計算作業如何以
「略過」選項處理零與無資料值。

表格 10-5    時間平衡設為首項時，略過選項的影響

略過選項 描述 範例
無 計算父項值 (預設) 時考慮零與

#MISSING 值。在本例中，第一個子
項 (一月) 的值是 0，而計算父項值時
需考慮零，因此 Q1 = 0。

一月：0 二月：20 三月：25 Q1：0

無資料 計算父項值時排除 #MISSING 值。在
本例中，第一個子項 (一月) 的值是
#MISSING，而計算父項值時不考慮
#MISSING 值，因此 Q1 = 第二個子
項 (二月)，也就是 20。

一月：#MISSING 二月：20 三月：25
Q1：20

零 計算父項值時，需排除零值。在本例
中，第一個子項 (一月) 的值是 0，而
計算父項值時不考慮零值，因此 Q 1
= 第二個子項 (二月)，也就是 20。

一月：0 二月：20 三月：25 Q1：20

無資料和零 計算父項值時排除 #MISSING 和零
值。在本例中，第一個子項 (一月) 的
值是零，第二個子項 (二月) 的值無資
料。由於計算父項值時不考慮無資料
和零值，因此 Q1 = 第三個子項 (三
月)，也就是 25。

一月：0 二月：#MISSING 三月：25
Q1：25

已儲存假設
使用已儲存假設可集中計畫假設、找出關鍵業務原動力，並確保應用程式能一致。您必
須選取時間平衡與差異報告特性。
• 差異報告可算出預算資料和實際資料間的差異，也就是支出或非支出。
• 時間平衡可判斷摘要期間的結束值。
以下是如何將時間平衡與差異報告特性用於已儲存假設科目成員的範例：
• 為差異報告建立支出類型的已儲存假設，假定對全體員工支出的實際金額少於預算
金額。為了計算差異，應用程式將預算金額減去實際金額。

• 使用期間的最後一個值計算辦公室樓板面積值。
• 先假設要計算期間結束時賣出的產品數。如果要計算摘要期間的最終值，必須聚總
所有期間內售出的產品數。

第 10 章
維度簡介

10-8



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可決定科目成員如何儲存值，以及計算值時所用的匯率。科目成員值的可
用資料類型如下：
• 幣別：以預設幣別儲存及顯示。
• 非幣別：以數值儲存及顯示。
• 百分比：儲存數值，然後以百分比來顯示該數值。
• 日期：顯示為日期。
• 文字：顯示為文字。
在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對於具有幣別資料類型的科目，可用匯率類型如下 (對任何期間皆有
效)：
• Average：平均匯率
• Ending：結束期間的匯率
• 歷史記錄：事件發生時的匯率，例如在「保留盈餘」科目中的盈餘進帳時的匯率，或是在
「固定資產」科目中的資產採購時的匯率。

在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對於具有幣別資料類型的科目，可用匯率類型如下 (對任何期間
皆有效)：
• 外匯匯率 - 平均
• 外匯匯率 - 結束

科目、實體、期間與立方體
為「科目」、「實體」與「期間」成員指派立方體時，就等於設定成員的子項能存取哪些立方
體。例如「總銷售科目」對於「收入」和「損益」可能有效，但「固定資產科目」可能只對
「餘額表」有效。如果不替成員指派立方體，該成員的子項就無法存取該立方體。
移動成員時，如果新父項可以存取不同的立方體，則成員只能存取和新父項共通的立方體。如
果科目成員的新父項有其他來源立方體，則成員的來源立方體就會設定成該成員的第一個新建
有效立方體。
實體與立方體
通常實體成員必須製作不同計畫。定義實體成員時，請為這些成員指定有效立方體。由於表單
與立方體有關聯，所以您可以控制每個立方體可以讓哪些實體成員輸入資料。
科目與立方體
如果科目對於多個立方體而言都有效，請指定來源立方體，以決定要由哪些立方體的資料庫儲
存科目值。

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若要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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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維度。
3. 按一下立方體右邊的向下鍵，可依據立方體來篩選維度清單。
4. 按一下您要檢視的維度名稱。
5.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頁籤：
• 編輯維度特性：按一下即可檢視及編輯維度詳細資料。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
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 編輯成員特性：按一下即可檢視及編輯維度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
編輯成員特性。

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使用簡易方格介面中的方格元素。
相關主題
• 切換至另一個維度
• 自訂欄配置
• 檢視祖代
• 顯示應用程式中的成員用法
• 聚焦於您的編輯
• 尋找成員
• 移動成員
• 排序成員
• 將成員移至另一個階層
• 使用成員公式
• 從 Microsoft Excel 複製成員名稱

切換至另一個維度
若要在檢視「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時切換至另一個維度：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按一下頁面頂端的維度名稱旁的向下鍵。

自訂欄配置
「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的每一欄均代表一個成員特性 (成員名稱、父成員、預設資
料儲存等)。一開始顯示在方格上的欄可能會根據您所編輯的維度類型而不同。您可以在
「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隱藏欄、取消隱藏欄或調整欄大小，以自訂欄的配置。您也
可以清除預設模式選項，以顯示完整的一組特性 (所有欄)；例如，您可以清除預設模
式，以檢視 Account 維度的 UDA 欄 (預設模式下會隱藏 UDA 欄)。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自訂欄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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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維度方格中，以滑鼠右鍵按一下任一欄標題。
將顯示欄的檢查清單。另外，也會顯示欄或方格的大小調整選項。

3. 選取或清除欄的核取方塊，以在方格上隱藏或取消隱藏這些欄。

備註：
若要檢視方格中的所有特性欄，請清除預設模式核取方塊。預設會選取預設模
式，此模式限制了顯示的特性。清除此選項將顯示較大 (完整的) 特性集 (以欄的
形式)。

4. 若要變更方格的大小或是顯示在方格上的欄大小，請選取或清除強制符合欄選項：選取此
選項來重新調整欄寬，使得在方格上可以看到所有的欄，而不必捲動。

檢視祖代
祖代是維度階層中所選成員上方的所有成員。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檢視所選成員的祖代，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選取一個成員。
3.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顯示祖代。

顯示應用程式中的成員用法
在執行刪除成員之類的作業前，使用顯示用法瞭解成員用於應用程式何處 (在哪些表單、核准
單位、匯率等)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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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檢視成員使用在應用程式的何處，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選取一個成員。
3.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顯示用法。

聚焦於您的編輯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使用放大、縮小、保留選取項目、移除選取項目和凍結以
聚焦於您的編輯。
若要在檢視維度編輯器方格時執行下列作業：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若要在方格中聚焦於特定成員的編輯，請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下列其中一項縮放
作業：
• 放大下一個層級：顯示所選成員下一層級的所有成員
• 放大所有層級：顯示所選成員下的所有子代成員
• 放大底層：顯示所選成員中沒有子項的所有子代成員
• 縮小：顯示所選成員上一層的成員

3. 若要在方格中聚焦於特定列或欄的編輯，請選取列或欄，然後從下列作業中選擇：
• 保留選取項目：只顯示方格上選取的列或欄
• 移除選取項目：只從方格中移除選取的列或欄
• 凍結 (僅適用於欄)：將所選欄和所選欄左側的所有欄保持不動，使一或多欄無
法捲動。只有已凍結欄右側的欄可以捲動。例如，您可以凍結包含成員名稱的
第一欄，就能捲動和編輯該成員的特性，而且仍能看到成員名稱。若要取消凍
結欄，再按一下凍結。

尋找成員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尋找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維度的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針對搜尋，選取名稱、別名或兩者。
3. 輸入要搜尋的搜尋文字 (成員名稱、別名或部分字串)。
4. 按一下向上搜尋或向下搜尋。

移動成員
若要移動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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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選取要移動的成員。
3. 若要將成員上移一個位置，請按一下 。若要將成員下移一個位置，請按一下 。

排序成員
您可依升序或降序、依子項或子代排序成員。排序成員會影響大綱。例如，可以用遞減順序來
按字母順序排列子成員清單，協助使用者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快速找到階層中的成員。

備註：
您可以為 Planning 模組中的維度排序，但不包括下列維度：
• 密集維度
• Financials 中的 "Plan Element" 維度
• Projects 中的 "Project Element" 維度 (無論您是否已將該維度重新命名)

若要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排序成員：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維度方格上，選取要排序其子項或子代的成員。
3. 若為排序，請選取子項或子代。

備註：
• 如果您在頁面頂端看不到排序選項，請按一下 。
• 依子項排序僅會影響所選成員下一層級的成員。依子代排序則會影響所選成
員的全部子代。

4. 按一下 或 。

將成員移至另一個階層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將成員移至另一個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方格的父成員欄中，輸入要移動之成員的新父項名稱。
3.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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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成員公式
您可以直接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在公式列或在可驗證成員公式的成員公式對話
方塊中定義或編輯成員公式。
您可以定義成員公式，將運算子、計算函數、維度與成員名稱以及數值常數結合一起，
以便對成員執行計算。成員公式還可包括：
• 公式中允許使用運算子類型、函數、值、成員名稱、UDA 等。
• 預先定義的公式表示式，包括可在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展開至公式或值的「智慧型列
示」值。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定義或編輯成員公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在方格的預設公式欄中，選取要為其定義或編輯公式的成員。使用下列其中一個選
項定義或編輯成員的公式：
• 在維度編輯器方格中，再次按一下儲存格以輸入或編輯公式。
• 在維度編輯器方格上方的公式列中按一下，然後輸入或編輯公式。

• 按一下公式列旁的 ，然後輸入或編輯公式。

提示：
若要在公式中包含成員名稱，請將焦點保持在方格的公式儲存格中。按住
Ctrl 再按一下要包含在公式中的成員名稱。成員名稱將顯示在公式列中。

3. 選擇性：若要檢查成員公式的有效性，請按一下公式列旁的 ，然後按一下驗
證。

4. 按一下儲存。

從 Microsoft Excel 複製成員名稱
若要從 Microsoft Excel 複製並貼上成員名稱，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Excel 中，醒目提示單一儲存格或一個範圍的儲存格的成員名稱，然後按 Ctrl+C
將資料複製到剪貼簿。

2.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醒目提示並選取一個或多個目標儲存格，然後按 Ctrl+V。
3. 出現剪貼簿協助程式時，再按一次 Ctrl+V。資料隨即會貼到剪貼簿協助程式。
4. 按一下貼上將資料貼到「簡易維度編輯器」。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存取維度的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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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按一下您要檢視其維度特性的維度名稱。

3.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
維度特性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
表格 10-6    維度特性

特性 值
維度 請輸入所有維度中唯一的名稱。
描述 選擇性：輸入描述。
別名表與別名 選擇性：選取別名表。輸入維度的替代名稱。請參

閱管理別名表。
立方體 選取啟用該維度的立方體。如果清除此選項，則會

停用已取消選取的立方體的所有維度成員。
二次計算 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重新計算成員值。適用

於具有「動態計算」或「動態計算和儲存」特性的
「科目」與「實體」成員。

套用安全性 能對維度成員設定安全性；必須在指派存取權給維
度成員之前先行選取本選項。否則維度就會缺乏安
全性，使用者即可任意存取成員而不受限制。請參
閱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選項。預設值為不共用。
• 儲存：儲存成員的資料值。
• 動態計算和儲存：計算成員的資料值，然後儲
存該值。

• 動態計算：計算成員的資料值，然後忽略該
值。

• 不共用：不允許同一維度內的成員共用資料
值。

• 僅標籤：沒有與成員相關聯的資料。
• 共用：允許同一維度內的成員共用資料值。
請參閱儲存選項。

顯示選項 為成員選擇對話方塊設定應用程式預設顯示選項。
選取成員名稱或別名，以顯示成員或別名。成員名
稱：別名會在左側顯示成員並在右側顯示別名。別
名：成員名稱會在左側顯示別名並在右側顯示成
員。

階層類型 適用於繫結至聚總儲存立方體的維度。聚總儲存維
度會自動啟用，以支援多個階層。必須儲存多個階
層維度中的第一個階層。
對於含已儲存階層類型的成員，唯一有效立方體聚
總選項為加總或忽略。在已儲存的階層中，第一個
成員必須設為加總。對於含動態階層類型的成員，
所有立方體聚總選項皆有效。非僅標籤成員之子項
的已儲存階層成員必須使加總設為整合運算子。僅
標籤成員的子項可設為忽略。

自訂屬性 按一下以建立或同步化維度的自訂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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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另請參閱：
• 存取編輯成員特性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成員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共用成員
• 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

存取編輯成員特性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存取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然後按一下您要檢視維度特性的維度名稱。
3.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
4.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編輯成員特性，請在方格儲存格內按一下以編輯
文字，或檢視可從中選擇成員特性的下拉功能表。您也可以將成員特性值拖放到列
和欄，以填入相同的特性。如需特性選項和描述，請參閱下列「成員特性」表格。
請參閱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備註：
「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的每一欄均代表一個成員特性。一開始顯示在方格
上的特性 (欄) 清單可能會根據您所編輯的維度類型而不同。您可以隱藏欄、
取消隱藏欄或調整欄大小，以自訂欄的配置。您也可以清除預設模式選項以顯
示完整的一組特性 (所有欄)。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自訂欄配置，
請參閱自訂欄配置。

成員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共用成員必須與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共用成
員一致。
表格 10-7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成員名稱 所有維度成員中唯一的名稱
父成員 如果成員在階層中有父項，這就是該父項的名

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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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描述 選擇性：成員的描述 (可針對多個成員使用相同

的描述)

備註：
您無法編輯內建
成員的描述。而
由使用者新增之
所有其他成員的
描述，則是可編
輯的。

別名表 選擇性：儲存別名的別名表。在別名輸入成員
的替代名稱。請參閱管理別名表。

僅限科目成員：科目類型 選取支出、收入、資產、負債、權益或儲存的
假設。
如需描述，請參閱科目類型。

僅限科目成員：差異報告 若科目類型為儲存的假設，選取支出或非支
出。請將已儲存假設指定為收入、資產、負債
或權益科目。

僅限科目成員：時間平衡 選取流動、首項、平衡、平均、填入、加權平
均 - Actual_Actual或加權平均 -
Actual_365。
如需描述，請參閱時間平衡特性。

僅限科目成員：略過 若科目類型為資產、權益或負債，選取無、無
資料、零或無資料和零。
如需描述，請參閱設定零與無資料值的科目計
算方式。

僅限科目成員：匯率類型 選取平均、結束或歷史記錄。
如需描述，請參閱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資料類型 選取幣別、非幣別、百分比、日期或文字。
如需描述，請參閱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僅限 Account 成員：分佈 設定週分佈。如果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已選取本
選項，且基礎期間是 12 個月，則本選項可用於
分葉科目成員。

階層類型 適用於繫結至聚總儲存立方體的維度。聚總儲
存維度會自動啟用，以支援多個階層。必須儲
存多個階層維度中的第一個階層。
對於含已儲存階層類型的成員，唯一有效立方
體聚總選項為「加總」或「忽略」。在已儲存
的階層中，第一個成員必須設為「加總」。對
於含動態階層類型的成員，所有立方體聚總選
項皆有效。非「僅標籤」成員之子項的已儲存
階層成員必須使「加總」設為整合運算子。
「僅標籤」成員的子項可設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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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資料儲存 資料儲存特性。「不共用」是新建自訂維度成

員的預設值 (根成員除外)。
二次計算 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重新計算成員值。

適用於具有動態計算或動態計算和儲存特性的
Account 與 Entity 成員。

僅限實體成員：本幣幣別 僅限「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選取實體成
員的本幣幣別。

立方體主控台作業 請針對每個已選取的立方體選取聚總選項：
• 未用於立方體 (成員對於立方體為無效)
• 加
• 減
• 乘
• 除
• 百分比
• 忽略
• 永不 (成員不聚總，不論階層為何)
如果此成員對於多個立方體而言都有效，您才
可選取來源計畫。您只能使用對於此成員父項
而言有效的立方體與聚總選項。如果父項對於
某立方體或聚總選項而言無效，則子成員也一
樣。只要取消選取某科目或實體父成員的立方
體，就會一併取消選取該父項所有子項存取該
立方體的權限。對於含已儲存階層類型的成
員，唯一有效聚總選項為「加總」或「忽
略」。
您可以為自訂維度和 Period 維度的成員依多維
度資料庫來設定其用法，與 Account 和 Entity
維度的方法類似。
警告！在資料輸入至應用程式之後取消選取維度
成員的立方體可能會導致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時
遺失資料。以科目成員而言，如果已經取消選
取的立方體就是來源立方體，則資料就會遺
失。

僅限實體成員：本幣幣別 僅限「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選取實體成
員的本幣幣別。

僅限科目成員：來源立方體 選取成員的來源立方體。共用成員是指向基礎
成員的指標而且不會被儲存；已對共用成員停
用此選項。即使因為「來源計畫」欄位不適用
於共用成員而無法使用本欄位，共用科目成員
的來源立方體依然符合基礎成員的來源立方
體。

智慧型列示 選擇性：選取「智慧型列示」以便與成員建立
關聯。

解決順序 指定評估公式的順序。請輸入介於 0 和 100000
之間的整數。指定解決順序之成員的公式會依
最低至最高的解決順序計算。預設值為 0。
解決順序可供聚總儲存立方體使用，也可供已
針對 Hybrid 啟用的區塊儲存立方體使用。您
只能使用「精簡」維度編輯器來編輯區塊儲存
立方體的「解決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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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啟用動態子項 針對已設定有動態父成員設定的商業規則，允

許使用者在執行時期提示中輸入成員名稱，以
建立此成員的子項。

可能的動態子項數 如果選取啟用動態子項，則可使用此選項。輸
入使用者可以建立的動態新增最大成員數。預
設值為 10。

授與成員建立者的存取權 如果選取啟用動態子項，則可使用此選項。決
定成員建立者對其使用執行時期提示建立之動
態成員所擁有的存取權：
• 繼承：成員建立者會繼承最近的父項對於
新建立之成員的存取權。

• 無：不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任何存取權指
派給成員建立者。(服務管理員稍後可以將
成員建立者存取權指派給成員。)

• 讀取：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讀取」存取
權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 寫入：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寫入」存取
權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如果服務管理員變更這些設定值，這些設定只
會影響未來的動態成員，而不會向前影響其他
動態成員。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
成員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
若要新增共用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共用成員。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頁籤。
3. 按一下立方體旁的向下鍵，可依據立方體來篩選維度清單。
4. 按一下您要更新的維度名稱。
5.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提示：
若要選擇其他維度，按一下頁面頂端維度名稱旁的向下鍵。

6. 新增成員：
• 若要新增子成員，請選取父層級成員，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子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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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子成員會繼承父成員的維度特性。

• 若要新增同層級成員，請選取成員，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 若要新增年度至工作曆，請選取 Years 維度，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年
度。輸入年數，按一下套用，然後確認是否新增年度至工作曆末尾。按一下
是，以新增結束年度之後的年度。按一下否，以新增開始年度之前的年度。

• 若要新增「所有年度」父成員，其包括 Years 維度的所有成員，請選取 Years
維度，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所有年度。
「所有年度」父成員可讓使用者檢視橫跨多年的累計資料，例如，專案到其結
束日期止的成本總計。即使應用程式已經定義「無年度」成員，「所有年度」
成員也不包含「無年度」成員。

7. 若要設定或變更成員特性，請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方格中的儲存格，然後進行更
新。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

8. 若要復原您在儲存前所做的最後變更，請按一下復原。
9. 若要復原自上次儲存後所做的所有變更，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10. 若要儲存變更，請按一下儲存。
11. 若要在儲存後跨應用程式套用變更，請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12. 建立維度成員後，通常就等於完成了以下任務：
• 指派存取權。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指派權限。
• 指派自訂屬性。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
您可以直接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編輯成員。
若要編輯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頁籤。
3. 按一下立方體旁的向下鍵，可依據立方體來篩選維度清單。
4. 按一下要編輯的維度名稱。
5.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提示：
若要選擇其他維度，按一下頁面頂端維度名稱旁的向下鍵。

6. 執行動作：
• 若要新增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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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瀏覽維度編輯器方格並專注於您對某些成員、資料列或資料欄的編輯，請參閱使
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 若要修改成員特性，請按一下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的儲存格，並從下拉清單中選取一個
選項。例如，若要編輯 Account 維度成員的「科目類型」，請按一下「科目類型」欄
中的儲存格。按一下顯示在儲存格內的向下鍵，然後選取「科目類型」選項。如需成
員特性的描述，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備註：
若要檢視方格中的所有特性欄，請在方格的任何標題上按一下滑鼠右鍵，向
下捲動直到您看見預設模式核取方塊。清除預設模式核取方塊，以檢視方格
中的所有特性欄。

• 若要刪除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成員。
7. 若要復原您在儲存前所做的最後變更，請按一下復原。
8. 若要復原自上次儲存後所做的所有變更，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9. 若要儲存變更，請按一下儲存。
10. 若要在儲存後跨應用程式套用變更，請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成員
識別每個資料值的依據是一組維度成員值與立方體。刪除維度成員或取消選取立方體會導致重
新整理應用程式時遺失資料。刪除實體成員時則會一併刪除相關的所有核准單位 (包括資料)。
刪除成員之前，請先透過顯示用法瞭解成員用於應用程式的哪個部分 (哪些表單、核准單位、
匯率等等)。請參閱顯示應用程式中的成員用法。
刪除維度中的實體成員之前，必須先刪除整個應用程式中的該實體成員。例如若此實體成員用
在表單中，您必須在刪除維度中的此實體成員以前，先將其從表單中刪除。
刪除很大的實體子樹架構時，如果先針對所有案例與版本的子樹架構排除核准單位 (方法是排
除根成員)，就能改善效能。請參閱核准程序。
若要刪除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
3. 按一下立方體旁的向下鍵，可依據立方體來篩選維度清單。
4. 按一下包含您要刪除之成員的維度名稱。
5.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

提示：
若要選擇其他維度，按一下頁面頂端維度名稱旁的向下鍵。

6. 從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選取要刪除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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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刪除成員。

備註：
刪除基礎成員時也會刪除其共用成員。

8. 在「刪除成員」查詢中，按一下確定。
9.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共用成員
共用成員允許應用程式內的替代累加結構。建立共用成員之前必須先有基礎成員。您可
為基礎成員建立多個共用成員。基礎成員的顯示位置必須在其共用成員上面。
Entity 維度、Account 維度和使用者定義自訂維度皆可使用共用成員。您在向上彙整大
綱時可忽略共用成員值，以避免值重複計算。
共用成員與基礎成員共用某些特性定義，例如成員名稱、別名、本幣幣別，與成員對哪
些立方體而言有效。共用成員必須有唯一的父成員和不同的累加聚總設定值。共用成員
不得有自訂屬性、自訂屬性值和成員公式。如果重新命名基礎成員，則同時會一併重新
命名所有的共用成員。

備註：
共用成員的名稱必須與其基礎成員相同。此外，基礎與共用成員名稱有區分大
小寫。

您不能把共用成員移動到其他父成員。您必須先刪除共用成員，然後在其他父成員下重
新建立這些共用成員。基礎成員不需要位於零層。您可在共用成員中輸入資料，即可將
值儲存在基礎成員中。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共用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新增共用成員：
a. 新增名稱與基礎成員相同的子成員。
b. 針對新成員的父項名稱，輸入新的父項名稱。
c. 針對新成員的預設資料儲存，選取共用。

3. 按一下儲存。
其他所有立方體的資料儲存特性將自動設為共用。

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
您必須先選取維度編輯維度特性 頁面上的套用安全性核取方塊，然後才能將存取權指派
給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成員。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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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 。
3. 按一下權限。
4. 新增、編輯或移除權限。
• 新增、變更和移除成員的存取權
• 關於共用成員有效的存取權限

新增、變更和移除成員的存取權
您可以指定哪些使用者與群組可存取選取的成員。
若要指派、編輯或移除成員的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請參閱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2. 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 。
3. 按一下權限。
4. 按一下新增使用者/群組。
5. 若要新增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  以選取要存取所選成員的使用者與群組。
按一下使用者以顯示所有使用者名稱；按一下群組以顯示所有群組。

b. 選擇性：選取關係。
例如，選取子項，將存取權指派給選取成員的子項。

6. 若要修改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a. 請為顯示的使用者或群組選取存取權類型。
按一下使用者以顯示所有使用者名稱；按一下群組以顯示所有群組。

b. 選擇性：選取關係。
例如，選取「子項」以將存取權指派給選取成員的子項。

7. 若要移除存取權，請按一下 。
8. 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關閉。

關於共用成員有效的存取權限
您無法將存取權直接指派給共用成員。共用成員會從其基本成員、父項或祖代繼承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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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會根據成員的存取權限繼承關係，檢查每一個層級的存取權限，先檢查使用
者，再檢查群組。如果存在多個存取權限，會套用最低限制的存取權限 (例如，寫入權
限的優先順序高於讀取權限)。
範例父和子實體成員

表格 10-8    繼承存取共用成員的範例

個案 存取權限 基本和共用成員 CA 的有效
存取

解釋

個案 1 CA (基本) = 無
iDescendants (西部) = 讀
取

讀取 CA 從「西部」父項繼承
「讀取」存取權，因為「讀
取」限制低於「無」。

個案 2 iDescendants (美國) = 無
iDescendants (西部) = 讀
取
iDescendants (銷售區域 1)
= 寫入

寫入 CA 從其「銷售區域 1」父
項繼承「寫入」存取權，因
為「寫入」限制低於「讀
取」或「無」。

個案 3 iDescendants (美國) = 寫
入
iDescendants (西部) = 無
iDescendants (銷售區域 1)
= 讀取

寫入 CA 從「美國」父項繼承
「寫入」存取權，因為「寫
入」限制低於「讀取」或
「無」。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
屬性描述資料的特徵，如產品尺寸和顏色。您可以利用屬性，根據維度成員的特性來將
維度成員分組，以及分析維度成員。例如，您可以根據產品的大小或包裝來分析產品利
潤，而您還可以藉由將市場屬性 (例如，每個市場區域的母體大小) 合併到分析中，做出
更有效的結論。
您只能把屬性指派給稀疏維度，您無法將屬性指派給「僅標籤」成員。屬性維度沒有聚
總特性，因為父項為動態計算。
Account 維度一般都是定義為密集，所以您無法對其指派屬性，除非對所有立方體將其
變更為稀疏。如果您將稀疏維度變更為密集維度，系統會自動刪除該維度的所有屬性與
屬性值。
屬性可以有文字、日期、布林及數值的資料類型，如瞭解屬性資料類型中所述。屬性名
稱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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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建立或編輯屬性：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 和維度。
2. 為該屬性選取稀疏維度。

Note:

只有稀疏維度可包含屬性。

3.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4. 選取選項：
• 若要建立屬性，請按一下自訂屬性旁邊的建立。鍵入屬性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文
字、日期、布林值或數值。

Note:

– 建立屬性後即無法修改類型。
– 使用日期屬性之前，您必須先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選取屬性維度日期格
式選擇並儲存該選擇。

請參閱瞭解屬性資料類型。
• 若要修改屬性，請在自訂屬性下方，按一下您要修改之屬性旁邊的
，並選取編輯，然後更新該屬性名稱。

• 若要設定屬性的別名，請選取屬性與屬性值，然後按一下 。選取別名表、鍵入別
名，然後按一下儲存。

5. 按一下關閉。
當您按一下關閉時，系統會驗證階層，如果偵測到問題就會顯示錯誤。例如輸入日期屬性
值時必須遵守正確格式，而且數值與日期屬性維度至少必須有一個已經定義的屬性值。

6.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相關主題：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屬性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 UDA

•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值

第 10 章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

10-25



Note:

除了依據屬性明確篩選 (例如「紅色」)，您也可以為屬性維度建立使用者變
數，然後使用該使用者變數做為篩選條件。然後您可以將該使用者變數啟用為
動態使用者變數，允許使用者在執行時期變更篩選條件的值。這是一個允許動
態篩選的有用技巧。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變數。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屬性
刪除屬性時，所有與該屬性有關的屬性值也會遭到刪除。原本指派給成員的屬性值也會
遭到移除，且指派給維度的屬性也會遭到移除。
如何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刪除屬性：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 和維度。
2. 按一下有您要刪除之屬性的維度名稱，然後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3. 在自訂屬性的下方，按一下您要編輯之屬性旁邊的
，然後選取刪除。

4. 按一下是。
5.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 UDA
您可以在計算指令碼、成員公式、報表和表單中使用使用者定義屬性 (UDA)、描述性單
字或片語。UDA 會傳回與該 UDA 關聯的成員清單。例如：
• 對於擁有多個產品成員的 Product 維度，您可建立稱為「新產品」的 UDA 並將此

UDA 指派給 Product 維度階層中的新產品。然後您可根據指派的「新產品」進行某
些計算。

• 針對預算複查程序，與其為每個產品線 (某些產品線可具備上百個擁有者) 中的擁有
者建立資料驗證規則，您可以使用核准單位階層，建立包含套用成員之使用者名稱
的 UDA。然後在資料驗證規則中，可以輸入查詢函數，將傳回儲存於 UDA 中的使
用者名稱。例如，為呈報途徑中的每一個使用者建立 UDA，並將字首指派給 UDA
名稱 (例如，ProdMgr:Kim)。

• 設計表單時，您可以根據通用屬性使用 UDA 選取表單的成員。當您使用 UDA 建立
表單時，與該 UDA 關聯的任何成員都會動態加到表單中。例如，如果您建立一個
稱為 New Products 的 UDA，然後將此 UDA 指派給 Product 維度階層中的新產
品，表單將會在執行時期自動顯示新產品。在表單設計程式中選取時，UDA 前面會
出現 UDA；例如 UDA(New Products)。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時，您可使用 HSP_UDF UDA 避免覆寫公式。您必須登入與業務程
序相關聯的每個資料庫，並使用 UDA 建立成員公式。此 UDA 的語法如下：(UDAs:
HSP_UDF)。

• 如果您使用 @XREF 函數查閱另一個資料庫中的資料值以從目前資料庫計算值，則可
將 HSP_NOLINK UDA 新增至成員，以避免在不是為該成員選取的來源立方體的所有
立方體中建立 @XREF 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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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A 為維度所特有。例如，為「科目」成員建立 UDA 就會使非共用「科目」成員也能使用此
UDA。刪除 UDA 就會為所有「科目」成員移除此 UDA。若要使 UDA 可供多個維度使用，請
為多個維度建立相同 UDA。例如，為 Account 與 Entity 維度建立名為「新」的 UDA，使名為
「新」的 UDA 可供「科目」與「實體」成員使用。
如何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 UDA：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 和維度。
2. 按一下其成員要與 UDA 相關聯之維度的名稱。
3. 選取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4. 在維度方格上，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任何欄標頭，然後清除預設模式選項以顯示 UDA 欄。
5. 尋找要新增 UDA 的成員，然後捲動至 UDA 欄。
6. 按一下 UDA 儲存格內部，以顯示 UDA 管理對話方塊。
7. 選取任務：
• 若要建立 UDA，請按一下

，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Note:

當您為 UDA 命名時，最多只能使用 60 個字元。
如果要建立 UDA 以供核准，請將字首指派給名稱的開頭 (例如，ProdMgr:名
稱)。字首表示包含使用者名稱的 UDA，可讓資料驗證規則查詢使用者。請
針對所有核准的 UDA 使用相同的字首。

• 若要修改 UDA，請選取該 UDA 並按一下

，然後變更名稱，再按一下儲存。
• 若要刪除 UDA，請選取 UDA，按一下

，然後確認刪除。

Note:

刪除 UDA 就會為整個維度移除 UDA。如果您刪除 UDA，則必須更新參考這
些 UDA 的所有成員公式、計算指令碼及報表。

• 若要清除 UDA 選擇，請按一下

。
8. 若要新增或移除成員的 UDA，請使用箭頭將 UDA 移進和移出選取的 UDA 面板。
9.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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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值
屬性值讓使用者在使用表單時，能以另一種方式選取維度成員。系統會以動態的方式計
算屬性的資料值，但不會儲存。
您可定義稀疏維度 (通常為 Entity 維度和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的屬性值。定義維度的
屬性值後，您可以把屬性值指派給該維度的成員。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建立屬性值
若要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建立屬性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頁籤。
3. 對於立方體，請選取全部。
4. 選取屬性維度。
5. 在編輯成員特性中，新增成員：
• 若要新增子成員，請選取父層級成員，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子項。

備註：
子成員會繼承父成員的維度特性。

• 若要新增同層級成員，請選取成員，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6. 若要設定或變更成員特性，請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方格中的儲存格，然後進行更
新。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特性。

7. 若要儲存變更，請按一下儲存。
將屬性值指派給基礎維度
當屬性維度與基礎維度相關聯時，該屬性維度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的顯示方式，會
與一般的維度相同。若要檢視屬性維度清單，請在主要維度頁面上的立方體下拉清單
中，選取全部。然後，您就可以選取屬性維度，以便將值新增到方格中。
如何將屬性值指派給基礎維度：
1. 開啟基礎維度的編輯成員特性頁面，並尋找有該屬性維度名稱的欄。
2. 按一下特定成員的方格內部，以顯示其中有屬性值的下拉清單，然後選取清單中的
屬性值。

3.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面上的儲存，即可將該值指派給基礎成員。

設定案例並指定版本
另請參閱：
• 設定案例
• 指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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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案例
每個案例/版本的組合都包含每個實體的科目與其他維度的資料。使用者針對某案例和版本輸入
實體的資料後，即可將實體的資料提交或呈報至其他使用者，以供複查與核准。
• 關於案例
• 建立、編輯與刪除案例
• 複製案例

關於案例
使用案例可進行以下作業：
• 套用不同的規劃方法
• 建立預測
• 輸入資料到案例中
• 將案例與不同的期間或匯率建立關聯
• 依據案例指派使用者存取權
• 製作案例報表
• 比較與分析案例
期間
為每個案例指派年度與期間範圍，並指定「開始平衡」期間。使用者存取表單時，只能在案例
中輸入該範圍內的年度與期間。所顯示的超出範圍年度與期間僅供讀取。您可修改時間範圍。
匯率表
若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轉換幣別，請為案例指派匯率表。只要把不同的匯率表指派給案
例，就能模擬幣別匯率假設的效果。
存取權限
為群組或使用者指定 Scenario 維度成員存取權限，以決定誰可以檢視或修改資料。使用者或
群組只能有「讀取」、「寫入」或「無」的其中一個存取權限。使用者具有的存取權限可根據
所屬的群組而結合。

建立、編輯與刪除案例
若要建立、編輯或刪除案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接著按一下 Scenario 維度，然後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3. 選擇動作：
• 若要建立案例，請按一下 ，然後前往步驟 4。
• 若要刪除案例，請選取要刪除的案例，然後按一下 ，再確認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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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刪除案例時，所有使用該案例 (包括資料) 的核准單位都會遭到刪除。
您不能刪除用於已啟動核准單位的案例，或刪除已指派給表單上之軸
的案例。您必須先移除表單中的案例參照，並指派其他案例。

• 若要編輯案例，請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的方格儲存格中按一下來編輯文
字或者檢視您可以選擇成員特性的下拉功能表。移至步驟 4。

備註：
「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的每一欄均代表一個成員特性。方格上初
始顯示的欄會根據您正在編輯的維度類型而不同。您可以在「簡易維
度編輯器」方格中隱藏欄、取消隱藏欄或調整欄大小，以自訂欄的配
置。您也可以清除預設模式選項以顯示完整的一組特性 (所有欄)。若
要清除預設模式選項，請在維度方格上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任一個欄標
題，接著向下捲動，直到您看到預設模式選項為止，然後將它清除。

請參閱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4. 在成員名稱欄中，輸入案例名稱。
5. 在開始年度、結束年度、開始期間，以及結束期間欄中，定義要和案例關聯的期
間。

6. 您也可以選擇性地執行下列步驟：
• 在描述欄中，輸入案例描述。
• 若要更新別名，請選取其中一個別名表欄 (選擇預設或語言) 來和案例關聯，然
後輸入別名。

• 在 BegBal 做為期間欄中，指定是否要針對幣別轉換在此案例中包含
BegBalance 期間。

• 在啟用於程序管理欄中，指定是否將此案例包含在核准中。
• 在匯率表中，選取要和案例關聯的匯率表。

備註：
如果應用程式使用多重幣別，請將案例與匯率表建立關聯，以便轉換
幣別。

7. 按一下儲存。

複製案例
系統只會複製案例特性，不會把與原始案例有關的資料值與存取權複製到新案例。
若要複製案例，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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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接著按一下 Scenario 維度，然後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3.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選取要複製的案例。
4. 按一下 。
複製的案例會新增至「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並且在成員名稱尾端附加 _copy。

5. 在成員名稱欄中，對複製的案例輸入新名稱。
6. 在開始年度、結束年度、開始期間，以及結束期間欄中，定義要和案例關聯的期間。
7. 您也可以選擇性地執行下列步驟：
• 在描述欄中，輸入案例描述。
• 若要更新別名，請選取其中一個別名表欄 (選擇預設或語言) 來和案例關聯，然後輸入
別名。

• 在 BegBal 做為期間欄中，指定是否要針對幣別轉換在此案例中包含 BegBalance 期
間。

• 在啟用於程序管理欄中，指定是否將此案例包含在核准中。
• 在匯率表中，選取要和案例關聯的匯率表。

備註：
如果應用程式使用多重幣別，請將案例與匯率表建立關聯，以便轉換幣別。

8. 按一下儲存。

指定版本
使用版本對應用程式使用的資料進行分組。
• 關於版本
• 目標與自下而上式版本
• 建立、編輯與刪除版本
• 檢視版本類型

關於版本
使用 Scenario 和 Version 維度可建立需交付複查與核准的計畫。每個案例/版本的組合都包含
每個實體的科目與其他維度的資料。使用者針對某案例和版本輸入實體的資料後，即可將實體
的資料提交或呈報至其他使用者，以供複查與核准。使用版本可：
• 允許計畫重複多次
• 依據不同的假設模擬可能結果
• 管理計畫資料的發布作業
• 協助目標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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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自下而上式版本
您可建立目標與自下而上式版本。自下而上式版本讓您將資料輸入底層成員；父層成員
僅供顯示，您不得輸入資料。父成員的值是從底層成員聚總而來。
對於目標版本，您可為階層中任何層級的成員輸入資料。您可利用商業規則將父成員的
值分配給子代。使用目標版本可為計畫設定高層目標。使用自下而上式版本的使用者，
可以在輸入計畫資料時參照這些目標。
目標版本採用自上而下的預算編列方法。此時不得使用「管理核准任務」，而且目標成
員的子項也必須空白 (例如 #MISSING)，才能在頂層輸入資料。您必須將目標成員設為
「儲存」(「動態計算」會以子項的總合置換資料輸入)。

建立、編輯與刪除版本
若要建立、編輯或刪除版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接著按一下 Version 維度，然後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3. 選擇動作：
• 若要建立版本，請按一下 ，然後前往步驟 4。
• 若要刪除版本，請選取要刪除的版本，然後按一下 ，再確認刪除。

備註：
您不能刪除用於已啟動核准單位的版本，或刪除已指派給表單上之軸
的版本。您必須先移除表單中的版本參照，並指派其他版本給軸。應
用程式中至少要保留一個版本。

• 若要編輯版本，請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的方格儲存格中按一下來變更版
本名稱和存取權。移至步驟 4。

備註：
「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的每一欄均代表一個成員特性。方格上初
始顯示的欄會根據您正在編輯的維度類型而不同。您可以在「簡易維
度編輯器」方格中隱藏欄、取消隱藏欄或調整欄大小，以自訂欄的配
置。您也可以清除預設模式選項以顯示完整的一組特性 (所有欄)。若
要清除預設模式選項，請在維度方格上用滑鼠右鍵按一下任一個欄標
題，接著向下捲動，直到您看到預設模式選項為止，然後將它清除。

請參閱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
4. 在成員名稱欄中，輸入版本名稱。
5. 在類型欄中，選取要顯示的應用程式版本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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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準目標：從父層往下輸入值
• 標準自下至上式：會在最低的成員層級輸入值，然後往上聚總

6. 您也可以選擇性地執行下列步驟：
• 在描述欄中，輸入案例描述。
• 若要更新別名，請選取其中一個別名表欄 (選擇預設或語言) 來和版本關聯，然後輸入
別名。

• 在 BegBal 做為期間欄中，指定是否要針對幣別轉換在此案例中包含 BegBalance 期
間。

• 在啟用於程序管理欄中，指定是否要將此版本包含在核准中。

備註：
目標版本不能使用此選項。

7. 按一下儲存。
8.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檢視版本類型
若要檢視版本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接著按一下 Version 維度，然後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頁籤。
3.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類型欄顯示下列版本類型：
• 標準目標：從父層往下輸入值。
• 標準自下而上式：從最低的成員層級輸入值，然後向上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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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任務管理程式來管理任務

「任務管理程式」提供所有任務的集中監控，並提供可見、自動化且可重複的記錄系統來執行
業務程序。
相關主題
•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
• 管理任務類型
• 管理任務範本
• 管理任務
• 管理排程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的警示類型
• 使用任務管理程式報表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
另請參閱：
• 任務管理程式術語
• 任務管理程式概觀
• 範例任務流程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系統設定值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屬性

任務管理程式術語
任務
應用程式中的動作單位，例如，資料輸入或資料整合。超級使用者會定義構成商業程序的各項
任務。使用者可以閱讀任務指示、回答問題、提交、重新指派、核准和拒絕任務，也可以從電
子郵件通知或透過登入應用程式來存取任務。
整合
由應用程式提供的服務定義。
任務類型
識別和分類經常執行的任務；例如，資料輸入或總帳摘錄。「任務類型」可讓您設定預設資
訊，例如需要使用者輸入的設定值，或是由該類型的所有任務共用的問題或指示。「任務類
型」通常是根據「整合類型」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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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類型
一般使用者、系統自動化任務、事件監控任務
範本
可重複的商業程序。管理員可以為不同類型的商業程序建立範本，例如每月或每季。
排程
定義特定商業程序必須執行的一組按時間順序排列的任務，並依工作曆日期安排範本的
一般商業程序日。
儀表板
此檢視呈現入口網站樣式的介面，提供可進入排程與任務清單的檢視，還有可讓您深入
更多詳細資料的高階摘要。
警示
使用者在過程中遇到問題時所發出的通知，例如，硬體或軟體問題。使用者可以建立警
示來指出問題，並指派解決警示。

任務管理程式概觀
任務管理程式可協助您定義、執行和報告商業程序內互相依存的活動。它可讓您集中監
控所有任務，並針對執行中的商業程序提供可見、自動且重複的記錄系統。

備註：
建立應用程式時，系統會向您顯示兩個任務流程類型選項：任務清單與 EPM
任務管理程式。EPM 任務管理程式是新應用程式的預設選項。如需有關管理
「任務清單」的資訊，請參閱管理任務清單。

您可以：
• 定義任務與排程以確定最有效率的任務流程
• 自動執行商業程序、追蹤狀態，以及提供通知與警示
• 以電子郵件通知使用者拖欠、到期日、狀態變更
• 從儀表板監控商業程序狀態
• 採取快速行動修正錯誤與延遲
• 分析商業程序的有效性
商業程序需要以下步驟：
1. 管理員設定使用者。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指南中的 管理使用者與角色。
2. 管理員完成必要的設定程序：
• 設定組織單位。請參閱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組織單位。
• 設定全球整合憑證。請參閱管理全球整合憑證。
• 設定假日規則。請參閱管理任務的假日規則。
• 設定附件大小，以及其他系統設定值。請參閱設定任務管理程式控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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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用電子郵件通知。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設定通知的電子郵件。
3. 管理員複查商業程序所需的任務，並設定「任務類型」以確定任務間的一致性及利用預先
定義的產品整合。
請參閱管理任務類型。

4. 因為許多商業程序皆可重複，管理員會儲存一組任務當作範本，供未來期間使用。請參閱
管理任務範本。
例如，管理員可以設定一次每月或每季商業程序，然後將用於所有月份或季度。任務中會
定義任務前置任務、「受指派人」和「核准者」。

5. 為了起始商業程序，管理員會藉由選取範本並指派工作曆日期來產生排程 (一組按時間順
序排列的任務)。範本中的一般任務會套用至工作曆日期。
請參閱管理排程。

6. 為了啟動商業程序，管理員會將排程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開啟」。
7. 管理員也可以視需要修改並監控排程。
8. 在商業程序中，使用者會收到獲指派任務的電子郵件通知，還可以按一下電子郵件內的連
結，直接存取已指派的任務。

9. 或者，使用者也可以登入，在各種不同的檢視中複查和存取指派的任務。
10. 使用者完成任務後，任務會傳送給核准者，還可供其他使用者檢視。
11. 使用者可以為遇到的問題建立警示，例如硬體或軟體問題。警示會轉送給「受指派人」和
「核准者」來解決。

觀賞此簡介影片以深入瞭解。

 簡介影片

範例任務流程
案例 1：超級使用者
「超級使用者」設定近期商業程序的範本與任務。
• 「超級使用者」登入並開啟「管理範本」頁面。
• 「超級使用者」選取商業程序的範本。
• 「超級使用者」選取要排列範本任務的工作曆日期，並建立排程。
• 接著，「超級使用者」可將任務新增至範本。
• 「超級使用者」開啟要開始程序的排程。
案例 2：超級使用者
「超級使用者」透過「儀表板」來監控活動的狀態。
• 「超級使用者」登入並檢查「第 3 天」的活動狀態。
• 使用者向下鑽研來查看未完成任務的詳細資料。
• 「超級使用者」針對受指派之使用者所提供的備註或附件，複查未完成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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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核准者
指派為「核准者」的使用者複查目前的任務，以判斷是否可核准該任務。
• 指派的「核准者」會收到未完成任務的電子郵件通知。
• 在電子郵件中，「核准者」選取任務的連結。
• 此時會載入簡述程序的「任務動作」頁面。
• 完成任務時，「核准者」會複查使用者提交的文件，以確定完成。
• 「核准者」輸入其他備註並核准提交。
• 如果需要其他層級的核准，會將該任務轉送給下一個核准者。如果此任務是最後一
個需要核准的任務，完成任務時，系統會執行下一個就緒的任務。

• 「核准者」可以拒絕任務，而不是核准，該任務會重新指派給「受指派人」。
案例 4：使用者
使用者登入應用程式，並複查和完成所指派的任務。
• 使用者登入並複本他們的任務。
• 使用者按一下獲指派任務的連結。
• 任務頁面啟動，並隨附任務指示和參考文件。
• 使用者複查指示和參考文件、處理更新、輸入關於任務的備註，並提交以供核准。
• 系統自動更新任務狀態，並傳送通知給指派的核准者。
案例 5：使用者
使用者回應一項資料載入任務的電子郵件通知，按一下電子郵件中的連結，然後完成此
任務。
• 使用者會收到未完成任務的電子郵件通知。
• 使用者從電子郵件選取頁面的連結，其中記錄所需的程序。
• 使用者會複查任務指示並開啟任務。
• 使用者將資料載入系統。
• 使用者輸入任務的相關備註，並提交以供核准。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相關主題：
•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清單
• 使用清單檢視
• 使用篩選條件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清單
任務管理程式清單可讓您集中管理所有任務。它會顯示所選年度、期間及排程的任務清
單與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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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是管理員，可以檢視系統中所有可用的任務以及使用者。
如果您是非管理員的使用者，可以查看所有針對您的角色啟用並需要注意的執行中任務。
如何檢視任務：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中的任務。
3. 選取年度、期間和排程。
4. 選擇性：若要搜尋任務，請在搜尋欄位中，輸入任何用於搜尋任務清單的文字或數字。
5. 選擇性：若要篩選任務清單，請按一下篩選列中的新增篩選條件，然後指定篩選準則。
任務清單範例

使用清單檢視
清單檢視呈現可在畫面上檢視的記錄，並提供向下鑽研至記錄詳細資料的功能。
若要顯示更多的列，請在右側的「檢視選取器」中，選取精簡檢視。
清單提供以下報表功能：
• 可從檢視新增或移除欄，並重新排序。
• 可套用篩選條件以限制清單中所包含的記錄。
儲存清單檢視
若要儲存清單檢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藉由調整您清單上的篩選、欄及排序來調整檢視，以查看您想要的資料。
2. 從動作中，按一下儲存清單。
3. 在儲存清單對話方塊中，輸入名稱 (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和描述 (選擇性，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查看所有已儲存的清單，請按一下清單下拉式選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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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清單檢視
「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也可以選取發布，讓私人的清單檢視可供其他使用者使
用。請按一下篩選列右側的篩選條件圖示，然後選取管理篩選條件，再按一下發布。儲
存的檢視是重複的，現在有一個專用和公用版本。公用版本將在發布欄中顯示勾選標
記。
設定預設檢視
您也可以針對發布的已儲存檢視使用設定預設值動作。「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會
將該檢視設定為預設檢視，如此一來不僅該檢視類型的所有使用者可以使用儲存的清單
檢視，當使用者開啟該檢視類型時，預設也會選取該已儲存檢視。

使用篩選條件
您可以使用篩選功能來存取特定的任務清單，方法是按一下搜尋欄位旁邊的顯示篩選列
圖示，然後設定您要的篩選條件。您也可以建立/新增篩選條件、儲存、刪除以及管理篩
選條件。
新增篩選條件
如何新增篩選條件：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中的任務。
3. 在排程任務視窗中，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
4. 從 POV 篩選條件列下拉功能表中選取篩選條件，例如警示。

5. 選取必要的運算子及值；例如等於和是。
儲存篩選條件
設定好要儲存的篩選條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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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取篩選列右側的
圖示，然後按一下儲存篩選條件。

2. 輸入名稱 (例如，"My_Filter") 及描述 (選擇性)。
請注意，在篩選定義 -> 篩選準則下，警示等於「是」。這與您在新增篩選條件時所選取的
值相同。

3. 按一下確定。
4. 按一下
圖示，此時您會注意到畫面上顯示了剛儲存的篩選條件 My_Filter。

Note:

• 按一下每個個別的篩選條件，即可啟用您建立的篩選條件。
• 若要清除並重設所有篩選條件，請選取清除所有篩選條件選項。

管理篩選條件
選取篩選條件功能表上的管理篩選條件選項，即可管理您剛建立的篩選條件。

篩選條件視窗提供下列選項：
• 按一下
即可新增篩選條件。
– 輸入篩選條件的名稱及描述 (選擇性)。
– 選取篩選條件的類型 (警示、排程或範本)。

– 若要定義篩選的條件，請選取建立條件或建立條件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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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確定。
• 若要編輯篩選條件，請按一下
。

• 若要複製篩選條件，請按一下
。

• 若要刪除篩選條件，請按一下
。按一下確定以確認刪除。

• 若要發布篩選條件，請按一下
。發布篩選條件可讓其他使用者使用相同的篩選條件。

• 若要管理或重新排列篩選條件欄，請按一下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系統設定值
另請參閱：
• 管理全球整合憑證
•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組織單位
• 管理任務的假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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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組態設定值

管理全球整合憑證
「全球整合憑證」功能可建立參數化 URL。URL 可用於各種用途。
在建立 URL 時，參數會插入至 URL 中。當按一下 URL 時，參數會取代為適當的值。
例如，以下是參數摘錄：
…$YearName$%22%22Period%20Name%22&val6=%22$PeriodName$
%22&col17=%22Logical%20Schedules%22.%22Year%20Name%22&val7=%22$Y earName$
%22&col8=%22Logical%20Schedules%22.%22Deployment%20Name%22&val8=%22$ 
ScheduleName $%22

其中
$YearName$ = 2012
$PeriodName$ = Jan12
$ScheduleName$ = DemoSchedule

URL 變成：
…
%222012%22%22Period%20Name%22&val6=%22Jan2012%22&col7=%22Logical%20Schedules%
22.%22Year%20Name%22&val7=%222012%22&col8=%22Logical%20Schedules%22.%22Schedu
le%20Name%22&val8=%22DemoSchedule%22

參數可以從您應用程式中定義的靜態參數、「文字」與「清單」類型的屬性，以及下列指派給
「任務」、「範本」和「排程」的原生屬性來進行設定。
• 期間名稱
• 排程名稱
• 任務名稱
• 任務 ID

• 年度名稱
您可以從下列位置存取 URL：
• 範本：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將參照 URL 新增至「指示」區段中的範本後，URL 在「指
示」頁籤上會變成可按一下。

• 排程：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將參照 URL 新增至「指示」區段中的排程後，URL 在「指
示」中會變成可按一下。

• 任務詳細資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或任務擁有者將參照 URL 新增至「指示」區段中的任
務後，URL 在「指示」中會變成可以點選。

• 任務類型：管理員將參照 URL 新增至「指示」區段中的「任務類型」後，URL 在指示頁
籤上會變成可按一下。

• 任務動作：任務動作的檢視者可以按一下參照 URL。

Chapter 11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

11-9



建立全球整合憑證
使用這些準則來建立全球整合憑證：
• 憑證名稱必須為唯一。
• 修改無法憑證。
• 不可以刪除憑證。如果您嘗試刪除憑證，系統會顯示警告：「刪除「全球整合憑
證」將會使參照的 URL 無效。確定要繼續嗎？」

若要建立全球整合憑證，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系統設定值頁籤，然後選取全球整合憑證。
3. 按一下新增。
4. 輸入：
• 名稱：唯一的憑證名稱
• 類型：「靜態屬性」或「任務屬性」
• 憑證值：
– 如果選取任務屬性作為「參數類型」，請選取轉譯 URL 時傳遞的值。
– 如果選取靜態屬性作為「參數類型」，請輸入轉譯 URL 時傳遞的值。

5. 按一下儲存。
刪除憑證

若要刪除憑證，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系統設定值頁籤，然後選取全球整合憑證。
3. 選取憑證，然後按一下刪除。
將會顯示警告訊息：「刪除全球整合憑證會使參照它的 URL 變成無效。確定要繼續
嗎？」

4. 按一下是確認刪除。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組織單位
「組織單位」可讓管理員為地區、實體、業務單位、局處、部門，或可能隸屬於任務的
任何其他實體等建立模型。組織單位為階層式，以利於建立報表。
檢視階層時，管理員可以展開和收合階層，以使用階層的不同區段。

新增組織單位
若要新增組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然後選取組織單位。

Chapter 11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

11-10



3. 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4. 在特性頁籤上，輸入：
• 名稱：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管理員可以變更名稱，而且不必是唯一。

• 組織單位 ID：用來識別移轉用途之交易的唯一 ID。
組織單位 ID 在完成設定組織單位之後即無法變更。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選擇性：父項組織：可讓管理員變更階層。
• 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時區：決定適用於該組織單位的時區。時區的選擇為選擇性。如果未選取時區，任務
時區將恢復為使用者的時區。

• 假日規則：決定適用於該組織單位的假日清單。「假日規則」的選擇為選擇性。
• 工作日：決定一週中的哪幾天為工作日。

5. 存取權頁籤可讓「管理員」在集中位置指派檢視者和備註者的存取權，而不必將存取權指
派給每個任務。
若要選取使用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新增。
b. 在選取檢視者中，輸入「名字」與「姓氏」，或按一下搜尋，然後選取使用者或群
組 。

c. 在搜尋結果中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新增或全部新增將它們移至「已選取」清單。
匯入組織單位

若要匯入組織單位，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然後選取組織單位。
3. 按一下匯入 。
•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瀏覽至 CSV 匯入檔案。
組織匯入格式範例：

備註：
以下區段顯示匯入格式。此範例需要名為 "Americas" 的預先存在父項組織單
位、名為 "US" 的假日規則，以及名為 "fm_user5" 的檢視者。

"OrganizationalUnitID","Name","ParentOrganization","Description","TimeZon
e","H olidayRule","Calendar","Workdays","Viewer1","Commentator1"
"US2","US2","Americas","Import Organization US2 Example","ET
(UTC-05:00)","US","",2-3-5,"fm_user5",""

• 對於匯入類型，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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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以您要匯入之檔案中的「組織單位」取代「組織單位」詳細資料。不
會影響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其他單位。

– 全部取代：匯入一組新的「組織單位」，以取代現有的「組織單位」。當您
要將一個系統中的單位取代為另一個系統中已更新的定義時，這個選項非常
有用。將會刪除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組織單位。

• 對於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Tab 或其他。
4. 按一下匯入。

選取組織單位
管理員在「組織」中定義組織單位，以協助組織和排程任務。
若要選取組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然後選取組織單位。
3. 選取組織。箭頭表示子項組織存在。展開父項以選取子項組織。

管理任務的假日規則
「假日規則」是管理員在排程任務時使用的假日日期集合。
在您建立假日規則並將它套用至組織單位之後，即可將組織單位套用至排程範本。
請參閱將假日規則套用至組織單位與將假日規則套用至排程範本。

建立假日規則
若要建立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
3. 按一下假日規則。
4. 按一下新增。
5. 輸入：
• 假日規則 ID：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您必須輸入假日規則 ID，且該 ID 必須
是唯一的。

• 名稱：最多可輸入 50 個字元。名稱不必是唯一的。
• 年度：「年度」屬性的作用如同篩選選項。您不需要選取此屬性的值。如果選
取的話，表格應該會篩選而顯示與所選年度關聯的日期。

6. 若要指定假日，請按一下假日區段中的匯入 ( ) 以匯入假日清單，或是按一下新
增並輸入假日的日期和名稱。

將假日規則套用至組織單位
在您建立假日規則之後，您可以將它套用至組織單位，然後將它套用至排程。
若要套用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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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
3. 按一下組織單位。
4. 建立或編輯組織。
5. 在特性上，從假日規則下拉清單選取假日規則。
6. 按一下儲存。

將假日規則套用至排程範本
在您建立假日規則並將它套用至組織單位之後，即可將組織單位套用至排程範本。
若要套用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3.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4. 選取範本，按一下範本右側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建立排程。
5. 對於排程參數，請指定排程、年度、期間和基準日期。
6. 在日期對映下，按一下進階組態。
7. 對於組織單位，請選取使用任務值或將值設定為。對於將值設定為，按一下搜尋圖示以選
取組織單位。

8. 選取您已建立或編輯且含有假日規則的組織單位，然後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確定。
「排程參數日期對映」現在會顯示假日。

匯入假日日期
您可以將日期匯入至假日規則。
若要匯入假日日期，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
3. 按一下假日規則。
4. 建立或選取假日規則。
5. 按一下假日區段上方的匯入 。
6.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瀏覽至 CSV 匯入檔案。
7. 對於匯入類型，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取代：將假日日期取代為您要匯入之檔案中的假日日期。不會影響未在匯入檔案中指
定的其他單位。

• 全部取代：匯入一組新的假日日期，以取代現有的假日日期。使用此選項將一個系統
中的單位取代為另一個系統中已更新的定義。將會刪除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假日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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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針對日期格式，從允許的日期格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格式。不會轉換日期格式。依預
設，日期格式會設為匯出之檔案位置的地區設定日期格式。

9. 對於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Tab 或其他。
10. 按一下匯入。

編輯假日規則
若要編輯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然後選取假日規則。
3. 選取規則。
4. 編輯下列欄位：

備註：
假日規則 ID 是不可編輯的。

• 名稱：名稱最多可以有 50 個字元。這不必是唯一的。
• 年度：「年度」屬性的作用如同篩選選項。您不需要選取此屬性的值。如果選
取的話，表格應該會篩選而顯示與所選年度關聯的日期。

5. 按一下儲存。
複製假日規則

若要複製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組織頁籤。
3. 按一下假日規則。
4. 選取規則，然後按一下複製。
5. 視需要編輯規則。

刪除假日規則
您無法刪除與邏輯上未刪除之組織單位關聯的假日規則。將會顯示已指派假日規則的組
織單位清單。
若要刪除假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組織頁籤，然後選取假日規則。
3. 選取規則，然後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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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組態設定值
另請參閱：
• 允許刪除註解
• 允許刪除任務
• 啟用電子郵件通知
•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控管員
• 允許重新指派要求核准
• 重新開啟任務
• 在智慧型檢視中指定任務顯示
• 在工作清單與歡迎面板中顯示近期任務

允許刪除備註
「服務管理員」可以藉由使用允許刪除備註組態設定值選項來決定允許刪除任務中的備註。預
設情況下，此選項是關閉的。
若要允許使用者刪除備註，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允許刪除備註。
4. 選取開啟以啟用刪除。

允許刪除任務
服務管理員可以指定是否允許刪除任務。預設情況下，此選項是關閉的。

備註：
此設定僅影響執行中和已關閉的任務。

若要允許使用者刪除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允許刪除任務。
4. 選取開啟以啟用刪除。

啟用電子郵件通知
服務管理員可以為「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設定「電子郵件通知」。當您啟用電子郵件通知
時，便會產生批次通知。如果不再需要通知，可以停用電子郵件通知和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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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根據預設，電子郵件通知未啟用。

管理員也可指派要在到期日的多少天數前傳送提醒通知。
「到期日」提醒通知會以電子郵件傳送給符合以下條件的「受指派人」與「核准者」：
• 「任務管理程式責任」動作變更 - 根據動作中的資訊傳送
• 錯過到期日 - 已根據動作中的資訊傳送
• 到期日將至 - 已根據您指定的天數提前傳送
若要啟用電子郵件通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電子郵件通知。
4. 對於電子郵件通知，選取開啟啟用通知，或選取關閉停用通知。
5. 在寄件者地址輸入電子郵件。您可以編輯地址提供特定的地址，或放入產品縮寫提
醒使用者通知是來自何處。如果可以編輯寄件者地址欄位，請輸入電子郵件地址。
否則，預設值 no.reply@oraclecloud.com 隨即顯示，無法進行編輯。電子郵件通
知的電子郵件頁尾還附有服務名稱。例如：「備註 - 此為「EPM 任務管理程式」在
efim.arcs 產生的自動化電子郵件通知」。

6. 輸入傳送提醒的到期前天數。
7. 選取使用者指定核取方塊。如果管理員選取此核取方塊，使用者便可自訂其個人電
子郵件通知設定值。若管理員未選取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將繼承管理員所設的設定
值。

8. 使用電子郵件開始時間和電子郵件結束時間指定一天之中已排定電子郵件的傳送期
間。這項設定會在每個使用者的個別時區中生效。

9. 指定通知類型的設定值。您可以定義下列通知類型：
• 延遲通知
• 狀態變更通知
• 到期日提醒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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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通知我選項：
• 立即：例如，對於狀態變更通知，請展開任務管理程式，然後再次展開以選擇您是警
示核准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開啟。然後選取立即，以便在核准者採取
行動時立即收到通知。

備註：
如果您將通知我設定為立即，則即使不在使用者的電子郵件開始/結束時間，
也會立即傳送電子郵件通知。

• 一天一次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混合
• 永不：選取此選項可停用通知。請注意，此選項僅適用於狀態變更通知和到期日提醒
通知。對於延遲通知，只有下列通知類型才有此選項：
–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受指派人已延遲
–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核准者已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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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每種類型的通知，展開每個通知偏好設定，並選擇要收到通知的時
間：
例如，對於狀態變更通知，請展開任務管理程式，然後展開並選取您是任
務核准者而且任務核准者已延遲。選取每隔 2 小時作為通知選擇。
請注意，您可以置換較低層級的設定 (例如，將通知類型設定為每隔 2 小
時，並將其中一個「條件」置換成一天一次)。接著父項設定值會顯示文字
混合，來提供關於已經對子項層級設定值指派多個偏好設定的視覺化指
示。您可以將值從混合變更為其他偏好設定；子項層級設定值會變更為該
新的設定值。
如果管理員停用了服務中的電子郵件通知，系統就會暫停通知。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通知類型和設定值。
另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設定通知的電子郵件。

管理通知類型和設定值
服務管理員可以在通知類型下，定義所有使用者全部的「任務管理程式」通知預設值。
延遲通知選項
Table 11-1    延遲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核准者而且任務核准者已延遲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受指派人而且任務受指派人已延遲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受指派人已延遲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核准者已延遲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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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變更通知選項
Table 11-2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警示受指派人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
身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核准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擁有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擁有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擁有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
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擁有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擁有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已完成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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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2    (Cont.)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警示檢視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擁有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檢視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
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檢視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警示檢視者而且警示狀態變更為已完成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擁有者而且排程已建立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擁有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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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2    (Cont.)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排程擁有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擁有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鎖定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檢視者而且排程已建立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檢視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檢視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排程檢視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鎖定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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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2    (Cont.)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受指派人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
身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核准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備份受指派人，而且主要受指派人無法使用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備份核准者，而且主要核准者無法使用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授權者而且排程狀態變更為已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
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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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2    (Cont.)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強制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中止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檢視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
分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檢視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
開啟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檢視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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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2    (Cont.) 狀態變更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檢視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強制關閉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檢視者而且任務狀態變更為已中止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日記帳提交者，而且日記帳需要記入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日記帳核准者，而且日記帳需要核准 • 永不
• 立即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到期日提醒通知選項
Table 11-3    到期日提醒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核准者而且任務為「有風險」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受指派人而且任務為「有風險」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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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1-3    (Cont.) 到期日提醒通知類型表

通知 有效值
您是任務擁有者而且任務為「有風險」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受指派人而且受指派人到期日在 1 天
內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您是任務核准者而且核准者到期日在 1 天內 • 永不
• 每隔 2 小時
• 每隔 3 小時
• 每隔 4 小時
• 每隔 6 小時
• 一天一次

設定任務管理程式控管員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您可以設定各種系統設定值的控管員，且系統會提供預設設定值，讓
您可以減少或增加到最大值。例如，您可以指定清單中顯示的資料列數量上限。
• 清單中顯示的項目數上限：決定清單檢視中顯示的列數上限；例如「排程任務」。
• 核准者層級上限：決定可能複查任務的層級數目。
• 請選取檔案上傳大小上限 (MB)：決定使用者可以上傳的附件檔大小上限。此設定值協助管
理員配合環境 (已安裝應用程式) 的限制來工作。

如何設定「任務管理程式」控管員：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按一下管理系統設定值頁面上的控管員。
4. 指定最大值，或是保留預設設定值：
• 清單中顯示的項目數上限：預設值為 10000。
• 核准者層級上限：請選取介於 1 與 10 之間的值。
• 請選取檔案上傳大小上限 (MB)：選取 5 MB 至 100 MB 之間，以 5 MB 遞增的值。

5. 按一下儲存。
允許重新指派要求核准

身為管理員，您可以指定哪些工作流程使用者可直接執行與核准重新指派要求，而非將要求提
交給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進行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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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使用者可從其「工作清單」核准重新指派要求。
服務管理員如果在任務擁有者無法核准的狀況下需要核准要求，則也應能看見重新指派
要求。
若要允許工作流程使用者執行重新指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重新指派要求。
4. 對於透過下列允許重新指派要求核准，選取一或多個選項：
• 管理員
• 超級使用者
• 使用者

重新開啟任務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有時使用者可能需要重新開啟任務。管理員可以指定是否允許
重新開啟已開啟或關閉的任務。
若要允許重新開啟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重新開啟。
4. 設定允許重新開啟「以受指派人或核准者身分開啟」的任務的條件。對於任務是由
受指派人或核准者開啟：
• 不允許：這是預設選項；當未完成的任務已被提交或核准之後，受指派人或核
准者就無法變更該未完成任務的工作流程。

• 允許所有核准者：允許已核准任務的核准者，將該任務的工作流程傳回給自
己。

• 允許所有受指派人與核准者：允許已提交任務的受指派人，或是已核准任務的
核准者，將該任務的工作流程傳回給自己。

5. 設定允許將關閉的任務重新開啟的條件。對於任務已關閉：
• 不允許：這是預設選項；使用者無法重新開啟已關閉的任務。
• 允許最終核准者：只允許最終核准者重新開啟任務，並將該任務的工作流程傳
回給自己。

• 允許所有核准者：允許核准者重新開啟任務，並將該任務的工作流程傳回給自
己。

• 允許所有受指派人與核准者：允許任務的受指派人與核准者重新開啟任務，並
將該任務的工作流程傳回給自己。

在智慧型檢視中指定任務顯示
您可以設定當「任務管理程式」任務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啟動時的顯示方
式，方法是選取要顯示的欄；例如「任務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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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選取要在智慧型檢視中顯示的欄：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智慧型檢視。
4. 在欄選擇的下方，從可使用清單選取要顯示的欄，然後按一下新增方向鍵，將您選取的欄
移至已選取欄，或是按一下移除以移除您選取的欄。
您最多可以選取 30 欄，並視需要重新排序欄。

5. 按一下儲存儲存您的選擇。
在工作清單與歡迎面板中顯示近期任務

身為管理員，您可以決定要在「工作清單」和「歡迎面板」的工作流程中僅顯示「目前任
務」，還是顯示「目前任務」和「近期任務」。
如果您啟用「目前任務」和「近期任務」，使用者可以查看目前可用的項目和近期工作流程中
的項目。例如，由於籌備者尚未完成任務，使用者可以看到其核准的近期任務，但不是立即可
用。
您也可以選擇顯示含有描述的任務 (預設)，或依「任務 ID」/「組織單位」顯示任務。
依預設，系統僅顯示「目前任務」。
若要為任務設定顯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工作清單與歡迎面板。
4. 選取工作流程的選項：
• 僅顯示目前任務
• 顯示目前與近期任務

5. 選取選擇性欄位的選項：
• 描述 (預設)

• 任務 ID

• 組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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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任務管理程式屬性
屬性是由管理員集中定義並用於許多地方的使用者定義欄位。
您可以對屬性指定不同的值類型：日期、日期/時間、整數、清單、多行文字、數字、
True/False、文字、使用者，以及是/否。例如，您可以將名為「自動提交」的自訂屬性
定義為值類型「是或否」。當您將「自動提交」屬性指派給項目時，您可以在外部使用
者需要的任務中，將此屬性設為「是」。
如果您選取「清單」類型，則可以定義值的挑選清單。例如，您可以定義名為「銷售區
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東部」和「西部」。
您可以建立、編輯及刪除屬性。

備註：
您可以建立或匯入的「任務管理程式」屬性數目上限為 10,000。

定義任務管理程式屬性
若要定義任務管理程式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按一下新增，然後在特性頁籤上，指定下列特性：
• 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備註：
您可以使用之前用過但刪除的相同名稱來建立物件。任何先前連結至
已刪除之物件的物件都會與新物件產生關聯。

• 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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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可使用介於 -2147483648 與 2147483647 之間的值。對於總計，請指定屬
性的總計計算方式：
* 無 (預設值)：不會計算總計。
* 平均：具有資料之列的平均。沒有資料的列不會計入分母中
* 計數：有資料的列數。
* 總和：相加總計。

– 清單：按一下清單值，以輸入問題的有效回應清單。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多行文字：按一下格式，並指定 3 到 50 之間的行數。「多行文字」決定「動作」
對話方塊在不捲動的情況下可看見的文字行數。最大長度應該少於 4,000 個字
元。
如果您要在動作對話方塊上包括附件區段，請選取包括附件。

– 數字：輸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7 位數及 9 位小數)。按一下格
式，並選取數字的格式設定選項：
* 對於小數位數，請輸入用來顯示小數位數的值。
* 對於顯示為百分比，如果要顯示百分比，請選取此選項。
* 如果您要讓數字顯示千位數分隔符號 (例如 1,000.00)，請選取千位數分隔符號
選項。

* 對於幣別符號，請選取幣別符號；例如 $ (美元)。
* 對於負數，請選取負數的顯示方式；例如 (123)。
* 對於比例，請選取數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 文字：最多輸入 4000 個字元。
– True/False

– 使用者
– 是/否

• 計算：選取此選項為計算頁籤中的屬性新增邏輯和數學函數。
請參閱定義計算屬性。

定義計算屬性
計算屬性可讓您新增邏輯和數學功能，以便為屬性產生值。您可以在其他已計算的屬性中內嵌
它們，以產生複雜的功能。計算屬性是唯讀屬性。只能針對「排程」來評估它們。
排程：您可以新增任何「計算」，不論是否明確將它指派給任務，都會評估計算。
範本：您無法將已選取「計算」選項的自訂屬性新增為欄或可篩選的屬性。
當管理員將屬性新增至「動作」對話方塊的「屬性」區段時，工作流程使用者將可看到這些屬
性。管理員可以將存取權設為「不顯示」，以限制只有特定角色才能存取。例如，對於已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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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屬性 XYZ，管理員可以設定檢視者：不顯示的存取，讓 XYZ 屬性不會為僅「檢視者」
角色的使用者顯示。
任何使用者角色都可以將計算屬性新增為檢視和 Portlet 中的欄。也可以在「篩選面
板」中將它們新增為可篩選的屬性。
若要定義計算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按一下新增，然後在特性頁籤上輸入屬性的名稱，再選取屬性類型。
4. 選取計算選項。
5. 在計算頁籤上，選取計算類型。
您可以從下列計算類型選取。可用的類型是由屬性類型 (文字、整數等) 所決定的。
• 將值指派給清單：將自訂值指派給「清單」類型屬性
• 將清單指派給值：將自訂清單值指派給不同屬性的值。僅供清單類型屬性使用。
• 條件：條件式的計算 (If – Then – Else)

• 指令碼：任意格式的指令碼計算。僅供「整數」、「多行文字」、「數字」或「文
字」類型的屬性使用。

下表列出每個「屬性」類型可用的「計算」類型。

屬性類型 將值指派給清單 條件 指令碼 將清單指派給值
日期
日期/時間
整數 X X X
清單 X X
多行文字 X X X
數字 X X X
文字 X X X
True/False X
使用者
是/否 X

計算定義
指令碼計算類型可讓您輸入任意格式的計算方程式。您可以使用新增屬性和新增函數：
• 新增屬性：選取屬性，將屬性插入「計算定義」方塊中的游標位置。如果游標剛好
在單字或屬性的中間，則定義中會取代該單字/屬性。指令碼格式會在新屬性的名稱
前後加上大括號 {}。
唯一可用的屬性是「排程」屬性。

• 新增函數：選取函數，將函數新增至「計算定義」。新增的「函數」會提供每個參
數的佔位字元。

例如：在計算定義中插入 DATE_DIFF 函數：
DATE_DIFF(<Date1>, <Date2>, <Ty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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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以屬性取代佔位字元：
DATE_DIFF( {Start Date}, {End Date}, 'DAYS')

數值與日期函數
• 絕對值：傳回指定數字的絕對值。如果數字少於零，則會傳回數字的正值。如果指定的數
字等於或大於零，則會傳回指定的數字。
ABS(<Number>)

• 新增月：傳回日期偏移，即從開始日期算起的指定月數。日期將一律落在指定的月份偏移
中。如果開始日期不在偏移月份的日期值之內，將會使用偏移月份的最後一天。例如，
EDate (31-Jan-2017, 1) 會傳回 (28-Feb-2017)。對於月份，請輸入開始日期之前或之後的
月數。正值月份會產生未來日期。負值會產生過去的日期。
ADD_MONTH(<Start Date>, <Months>, <Length>)
範例：ADD_MONTH(DATE(2017, 2, 15) 3)

• 日期：傳回以指定的年、月和日整數值為基礎的日期值。
DATE(<Year>, <Month>, <Day>)

• 日期差異：傳回兩個日期之間的年數、月數、天數、時數、分鐘數或秒數差異。對於
DATE 1 和 DATE 2，可使用值 TODAY 和 NOW，分別代表目前的日期 (不含時間元素) 和
日期時間。
DATE_DIFF(<Date1>, <Date2>, <Type>)
範例：DATE_DIFF( {Start Date}, 'TODAY', 'DAYS')

• 天：以整數傳回日期的天數值
DAY(<DATE>)

• 擷取文字：：傳回值內從指定的位置開始的子字串。
SUBSTRING(<Value>, <Location>, <Length>)
範例：SUBSTRING( {Name}, 4, 10)

• If Then Else：可讓您將條件計算插入指令碼計算。IF_THEN_ELSE 計算也可以巢狀化來
支援 ELSE IF 類型計算。
IF_THEN_ELSE(<Condition>, <Value1>, <Value2>)
範例：IF_THEN_ELSE( ( {Priority} = 'Low'), 1,IF_THEN_ELSE( ( {Priority} =
'Medium'), 2, IF_THEN_ELSE( ( {Priority} = 'High'), 3, 0)))
範例：IF_THEN_ELSE( ( {Priority} = 'Low'), 'Good' IF_THEN_ELSE( ( {Priority}
= 'Medium'), 'Better'. 'Best') )

• Instring：傳回此值中的子字串索引。
INSTRING(<Value1>, <Value to Search>)
範例：INSTRING({Name}, 'a')

• Length：把文字值視為參數，並傳回一個整數，也就是該文字的字元數。如果該值為空
白/空值，計算作業會傳回 0。
Length ({<attribute>})
範例：LENGTH("Value") 會傳回 5，而 LENGTH({Name}) 會傳回該物件名稱的字元數。
下列範例為搭配 SUBSTRING 來使用上述計算作業，以擷取文字值的最後 4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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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TRING( {MyString}, LENGTH ({MyString}) - 4
• 小寫：：傳回小寫的值

LOWERCASE(<Value>)
範例：LOWERCASE ({Task Code})

• 最大值：傳回屬性清單中的最大值。不限參數個數。
MAX <Value1>, <Value2>, <ValueN>)
範例：MAX( {Scripted Substring Loc a}, {Scripted Substring Loc s},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 最小值：：傳回屬性清單中的最小值。不限參數個數。
MIN (<Value1>, <Value2>, <ValueN>)
範例：MIN( {Scripted Substring Loc a}, {Scripted Substring Loc s},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 月：以整數 (1-12) 傳回日期的月份值
MONTH (<DATE>)

• 次方：將某數乘以另一數的冪次。
POWER(x,y) 其中 x=BASE NUMBER，而且 y=EXPONENT，x 和 y 可以是屬性或計算，
只要兩者都是數值即可。
範例：POWER(3,4)=81

備註：
分數將簡化為該數的根。例如，POWER(27, 1/3) = 3 為立方根。
負值將執行反轉的指數計算。例如，POWER(2, -2) = 1 / (2^2) = 1 /
4 = .25。

• Round：傳回四捨五入的值至指定的小數位數
ROUND <Attribute>, <Decimal Places>)
範例：ROUND( ({Scripted Substring Loc t} / 7), '4')

• 文字位置：傳回在值中的子字串索引，從 1 開始以做為第一個位置。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範例：INSTRING( UPPERCASE( {Name} ), 'TAX' )

• 大寫：傳回大寫的值。
UPPERCASE(<Value>)
範例：UPPERCASE( {Name} )

• 年：以整數傳回日期的年度值。
YEAR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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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驗證
當您儲存「計算」時會執行下列驗證檢查：
• 「計算」的「語法」正確。
• 「計算」中指定的「屬性」和「函數」存在。
• 「函數」的「參數」正確。
• 沒有「循環迴圈」。

匯入清單屬性
若要匯入「清單」類型的「任務管理程式」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 TXT 檔案格式的屬性清單匯入檔案，一行一個值。
例如：
Blue
Yellow
Red
Green

匯入選項一律為「全部取代」。
2.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3.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4. 選取清單類型的屬性，然後按一下編輯。
5. 按一下匯入 。
6. 對於檔案，請按一下選擇檔案、尋找 TXT 匯入檔案，然後選取檔案分隔符號。
7. 按一下匯入。匯入清單值會顯示這些值：「清單值總計」、「已完成」、「發生錯誤」、
「已建立的清單值」和「已更新的清單值」。
如果已成功完成，請按一下確定。
如果已完成但有錯誤，則會列出錯誤。若要匯出錯誤清單，請按一下匯出到 Excel。

編輯屬性
您可以編輯自訂「任務管理程式」屬性的名稱。如果屬性類型為「清單」，您也可以新增、重
新命名或刪除清單值。
若要編輯「任務管理程式」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選取屬性，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屬性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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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屬性為「清單」類型，則您可以新增、重新命名或刪除清單值。儲存
自訂屬性之後就無法變更類型。

5. 按一下確定。
將會更新所有相關範本、排程、任務類型或任務。

複製屬性
您可以複製屬性。
若要複製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選取要複製的屬性，然後按一下複製。
4. 按一下關閉。

刪除屬性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屬性。當您刪除屬性時，系統會移除屬性的所有參照。
若要刪除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選取要刪除的屬性，然後按一下刪除。
4.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檢視屬性
在「屬性」中，您可以指定要對屬性清單顯示哪些欄，或者全部顯示。您也可以重新排
序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欄，以及變更欄寬。
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任務：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依序選取檢視、重排欄及欄，然後使用上下箭頭或拖曳它
們來變更順序。

• 若要排序欄，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
增排序或遞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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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變更欄寬，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出現箭頭，然後將欄拖曳至想要
的寬度。

搜尋屬性
您可以使用「屬性」清單中的「搜尋」功能，尋找「任務管理程式」任務的屬性。您可以輸入
全名或局部名稱來搜尋。您可以使用篩選列來控制清單中顯示的屬性。根據預測，會顯示所有
屬性。
若要搜尋「任務管理程式」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若要搜尋屬性，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含、不
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屬性：名稱、類型、計算、建立者、建立時間、上次更新者或
上次更新日期。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
圖示中的清除所有篩選。

管理任務類型
另請參閱：
• 任務類型
• 建立任務類型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 編輯任務類型
• 檢視任務類型
• 搜尋任務類型
• 匯入任務類型
• 匯出任務類型
• 刪除任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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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類型
「任務類型」是指通常執行任務的已儲存定義。「任務類型」會識別和分類在商業程序
期間通常會執行的任務，例如，「資料輸入」或「總帳摘錄」。「任務類型」可讓您設
定預設資訊，例如必須由使用者輸入的設定值，以及由該類型的所有任務共用的問題或
指示。舉例來說，如果您有一組必要問題需要由負責資料載入的使用者回答，您可以建
立包含這些必要問題的「資料載入任務類型」。您可以在建立資料載入任務時選取「資
料載入任務類型」，那麼這些問題會自動包含於此任務中。
兩個預先定義的「任務類型」已依預設安裝：
• 基本任務：「基本任務類型」未包含任何指示、問題或屬性。
• 父項任務：可讓您建立父項任務以定義任務階層。
您必須被指派為「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安全性角色，才能建立與管理「任務
類型」。「超級使用者」可以建立自己的「任務類型」，但對於其他角色的「任務類
型」只能進行檢視。

建立任務類型
「任務類型」可讓您設定值任務的預設資訊，例如需要使用者輸入的設定值，或是由該
類型的所有任務共用的問題或指示。
若要建立「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特性」頁籤可讓您設定名稱、ID 和描述，以及與「整合類型」建立關聯。
對於「一般使用者類型」，如果已符合所有任務前置任務條件，您可以允許「受指派
人」在排定時間之前開啟擱置中的任務。
若要設定「任務類型」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任務類型」。
依預設會顯示特性頁籤。

2. 輸入任務類型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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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可用於識別「任務類型」的任務類型 ID。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4. 輸入「任務類型」的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5. 若要指定整合，請按一下放大鏡來搜尋並選取某個整合，然後按一下確定。只要選取整
合，就能讓「任務類型」繼承該整合的參數。

6. 選擇性：對於「一般使用者類型」，請選取允許提早開始，以允許「受指派人」在排定的
開始時間之前開啟任務。

7.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參數」頁籤可讓您設定「任務類型」的參數。

備註：
只有您已經選取具有必須定義的參數的整合時，才會提供「參數」頁籤。您可以在
「任務類型」層級或任務層級設定參數值。

某些任務包含每次套用至排程時需要變更的參數。例如，「資料輸入」任務的日期驅動參數可
能需要在每次新增至排程時，設定成目前的月份。當您設定「任務類型」參數時，您可以指定
排程過程中可置換的參數。
若要設定「任務類型」參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任務類型頁籤，然後按一下新建。
3. 輸入任務類型名稱和任務類型 ID。
4. 選取參數頁籤。
5. 視需要輸入參數值。
6. 選擇性：若要能夠在排程時置換參數，請選取依排程置換。
7.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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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您可以建立一組指示來完成任務。您也可以新增文件、檔案或網站 URL 的參照。例
如，您可以附加原則文件作為參照，或附加產品說明手冊的連結。
若要指定指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任務類型頁籤，然後按一下新建。
3. 輸入任務類型名稱和任務類型 ID。
4. 選取指示頁籤。
5. 在指示中，輸入指示文字。
若要新增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新增。
2.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 本機檔案：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取並附加檔案，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URL：輸入 URL 及 URL 名稱 (例如，http://www.oracle.com、Oracle)，然後
按一下確定。

備註：
您可以透過使用新增附件對話方塊提供的拖放功能來新增一或多個附件。
您可以視需要在名稱欄位中重新命名附件。如果您拖放多個附件，您可以
一次上傳一個。
您必須存取新增附件對話方塊，才能正確地拖放附件。

提示：
若要刪除參照，請選取參照，然後按一下刪除。

3.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您可以指定「任務類型」問題，以套用至該「任務類型」的所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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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問題」頁籤無法用於使用自動整合的「任務類型」。

若要指定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任務類型」。
2. 選取問題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新建問題對話方塊的問題中，輸入問題的文字。
5.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問題類型：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
• 清單：輸入問題的有效回應清單。
• 多行文字：長度上限應該少於 4,000 個字元。
對於行數，請輸入介於 3 行與 50 行之間的值。「多行文字」決定「動作」對話方塊在
不捲動的情況下可看見的文字行數。
如果您希望自訂屬性包含附件區段，請選取附件。

• 數字：請選取格式設定選項，以置換在系統設定值的偏好設定區段中所設定的預設
值。
– 在小數位數中，輸入要顯示的小數位數。
– 選取顯示為百分比，以顯示百分比符號。
– 選取千位分隔符號以顯示千位分隔符號 (例如 1,000.00)。系統顯示會顯示使用者
地區設定的千分位分隔符號。

– 對於幣別符號，請選取幣別；例如 $ (美元)。
– 對於負數，請選取負數的顯示方式；例如 (123)。
– 若要調整數字比例，請在比例中，選取介於 1000 與 1000000000000 之間的值。

• True/False

• 文字：長度上限為 255 個字元。
• 使用者
• 是/否

6. 指派角色。指派角色的目的是決定哪一個角色可以回答問題：
• 受指派人
• 核准者
• 擁有者
• 檢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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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排序問題時，您只能夠在角色內重新排序。
7. 如果問題為必要，請選取必要。
對於指派給「擁有者」或「檢視者」角色的「問題」，必要核取方塊會停用。

8. 按一下確定，儲存問題。
9. 選擇性：若要變更問題的順序，請選取問題，然後按一下移至頂端、上移、下移或
移至底部。

10. 選擇性：若要編輯問題，請選取該問題，然後按一下編輯。若要移除問題，請選取
該問題，然後按一下刪除。

11.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儲存「任務類型」。
12.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指派任務類型屬性
為了在系統中找到「任務類型」，您可以將屬性套用至「任務類型」。選取屬性後，即
可根據屬性類型來設定屬性的值。稍後您可以依屬性值進行篩選。
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名為「銷售區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
「東部」和「西部」。目前的「任務類型」僅適用於「西部銷售區域」，因此您可以新
增「銷售區域」屬性，並將它設定為「西部」。
若要套用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然後按一下新增。
3. 輸入任務類型名稱與任務類型 ID。
4. 選取屬性頁籤。
可讓管理員指派屬性並提供屬性的值。
若要新增屬性，請按一下新增。輸入：
• 屬性：在已定義屬性的清單中，選取某個屬性。
• 類型：此欄位是不可編輯的；「屬性」會植入此欄位的值。
•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關聯的值；例如，「格式化數字」屬性的數值、「清單」
屬性的清單、「多行文字」的無需捲動多行顯示文字、「使用者」的人員姓
名，或「是/否」屬性的「是」或「否」。

• 存取權：除非在「存取權」方塊中另有指定，否則所有角色都具有檢視存取
權。
若要為每一個角色新增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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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取角色：擁有者、受指派人、核准者 (應用程式中目前使用的每個「核准者」層
級具有個別的角色)，或是檢視者。

c. 選取其中一個「角色」存取類型。
– 不顯示：在「任務動作」對話方塊中，或是在任何儀表板、清單檢視或報表
中，都看不到此屬性。

– 允許編輯：能夠新增、變更及移除屬性的值，但會受到可編輯性規則的限制。
– 必要：屬性必須要有值。必要選項可用於「受指派人」和「核准者」。在提供
值之前，「受指派人」無法提交，「核准者」無法核准。

d. 按一下確定。
5. 按一下確定。
6.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使用任務類型規則
「任務類型規則」會套用至相同「任務類型」的所有「任務」，是將規則套用至「任務」群組
的一種方便機制。對於範本任務，「任務類型」對話方塊上設定的規則會以唯讀形式，向下傳
播至「編輯任務」對話方塊 (出現在該對話方塊的「規則」頁籤上)，並複製到排程任務。
可用的任務類型規則：
• 自動核准任務：只有在指定的條件滿足時，才會自動完成指定的核准。
可套用至此規則的條件範例包括：屬性是否已指定值 (包括計算屬性)

滿足條件時，指定的核准者層級會標示為完成，因而將工作流程推往下一個核准層級，如
果沒有其他核准層級存在，則會「關閉」工作流程。
當「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開啟」時，「自動核准任務」會執行。

• 自動提交任務：如果符合指定的條件，則自動提交任務。
滿足條件時，受指派人角色會標示為完成，因而將工作流程推往第一個核准層級，如果沒
有核准層級存在，則會「關閉」工作流程。
當「任務」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分開啟」時，「自動提交任務」會執
行。

• 避免任務核准：此規則會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核准任務。當「核准者」按一下核准
時會執行此規則。

• 避免任務提交：此規則會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提交任務。當「受指派人」按一下提
交時會執行此規則。

若要使用任務類型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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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按一下任務類型，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規則頁籤。您可以檢視以下資訊：
• 順序：優先順序
• 規則：規則的名稱
• 條件：選擇執行規則之前必須存在的條件

5. 若要編輯規則，請在「規則」頁籤按一下編輯並更新：
• 規則：選取規則。
• 描述：選擇性。說明您設定規則的原因和用途。
• 訊息 (適用於以下規則)：
– 給核准者的訊息：定義在避免任務核准規則中，要給核准者的選擇性訊息。
– 給受指派人的訊息：定義在避免任務提交規則中，要給受指派人的選擇性訊
息。

• 核准者層級：針對特定規則，請選取所有層級的規則，或是選取核准者層級。

備註：
您必須在自動核准任務規則和避免任務核准規則上，設定核准者層
級。

• 選取建立篩選條件，並植入條件區段，或選取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然後選
取篩選條件。為規則選取和設定的篩選條件決定哪些條件會觸發要套用的規
則。

• 對於條件，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條件區段會顯示與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相關聯之條件
的唯讀版本。

– 建立篩選條件：啟用條件區段。
結合、來源、屬性、運算子和值的運作方式，就跟它們在現有進階篩選功能
中的運作方式相同。

• 對於篩選任務，請指定您要為哪個任務選取該條件：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請提供任務 ID。

備註：
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系統會在稽核日誌中加入其他資訊。您可以在歷
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中檢視所做的變更。

6. 另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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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任務類型特性
• 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 指定任務類型指示
• 指定任務類型問題
•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任務類型」動作的歷史記錄，您可以從「檢視任務類型」對話方塊進行檢視。
「歷史記錄」頁籤會顯示更新的元件、修改類型、舊值與新值、執行修改的使用者以及變更日
期。「歷史記錄」頁籤上的資訊是唯讀且無法變更。
若要檢視「任務類型」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選取「任務類型」，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歷史記錄頁籤。
5. 完成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或取消。

編輯任務類型
從「任務類型」對話方塊中，您可以編輯「任務類型」。例如，您可以新增或刪除屬性、編輯
參數、新增或刪除問題、編輯指示，或是變更問題的順序。
編輯「任務類型」可能會影響從「任務類型」建立的任務。針對範本中的任務，影響是很直接
的。您對「任務類型」所做的變更 (指示、問題等等)，會自動在該類型的任務中進行更新。如
果您在排程中編輯「任務類型」，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若要編輯「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選取要編輯的「任務類型」。
4.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
• 選取「任務類型」右側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編輯。
• 按一下編輯圖示。
• 點選右鍵並選取編輯。

5. 針對您要編輯的資訊選取頁籤，然後編輯「任務類型」。
6.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檢視任務類型
在「任務類型」中，您可以指定要顯示「任務類型」清單的欄，或者全部顯示。您也可以重新
排序欄，或者以升序或降序來排序欄，或變更欄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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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任務：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 若要重新排列欄的順序，請選取檢視，然後選取重排欄。請選取欄，並使用向
上或向下箭頭，或是拖曳已選取的欄來變更順序。

• 若要排序欄，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
增排序或遞減排序。

• 若要變更欄寬，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出現箭頭，然後將欄拖曳
至想要的寬度。

搜尋任務類型
您可以使用「任務類型」清單中的「搜尋」功能來尋找「任務類型」。您可以輸入全名
或局部名稱來搜尋。您可以使用篩選列來控制您可在清單中看到的任務類型。根據預
設，會顯示所有任務類型。
若要搜尋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若要搜尋任務類型，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
含、不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任務類型：名稱、任務類型 ID、整合、執行類型、建立
者、建立時間、描述、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日期，及使用者建立。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條件，請按一下
圖示，然後按一下清除所有篩選條件。

匯入任務類型
您可以從文字檔案匯入「任務類型」或部分「任務類型」資訊。該程序與將任務匯入範
本的程序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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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無法匯入「任務類型」規則。使用移轉來匯入「任務類型」規則。

若要匯入「任務類型」，您必須具有「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的安全性角色。
若要匯入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
4. 按一下選擇檔案，然後導覽至檔案。
5. 選取匯入類型：
• 取代：以匯入檔案中的定義完全取代「任務類型」的定義。這個選項會將所有「任務
類型」詳細資料取代為所匯入檔案中的資訊。此動作並不會影響匯入檔案內尚未指定
的「任務類型」。
系統會顯示警示，指出將修改與匯入檔案中之任務類型 ID 相符的任務類型。如果您不
想要覆寫任務類型，請按一下取消。

備註：
您可以選取保留附件核取方塊，以保留正遭到取代之任務類型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務類型」的部分資訊。此選項不會完全取代「任務類型」詳細資料。
僅會更新檔案中指定之「任務類型」特性的詳細資料。

6. 選取日期格式。
從允許的日期格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格式。不會轉換日期格式。依預設，日期格式會設為
匯出之檔案位置的地區設定日期格式。

7. 為匯入檔案選取檔案分隔符號。請選擇逗號或 Tab，或是選擇其他，以便將任何單一字元
指定為其他分隔符號。

8. 按一下匯入。

匯出任務類型
您可以將「任務類型」匯出為 Excel 可讀取的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然後修改並重新匯入。

備註：
無法匯出「任務類型」規則。使用移轉來匯出「任務類型」規則。

若要匯出「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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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選取一或多個「任務類型」，按一下動作，再選取匯出。
4. 在匯出任務類型對話方塊中，選取下列的匯出選項：
• 對於列，請選取所有任務類型或已選取的任務類型。
• 對於格式，請選取格式化的資料或供日後匯入的未格式化資料。

5. 按一下匯出，然後按一下關閉。

刪除任務類型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任務類型」。若要刪除「任務類型」，您必須具有「服務管理
員」或「超級使用者」安全性權限。

備註：
您無法刪除已有任務隸屬的「任務類型」。

若要刪除「任務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選取您要刪除的「任務類型」。
4.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
•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刪除。
• 按一下刪除圖示。
• 點選右鍵並選取刪除。

5.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管理任務範本
任務範本定義一組在商業程序所需的可重複任務。它可作為建立排程的基礎。您可以為
不同類型的程序建立範本。
範本任務不會指派至工作曆上的特定日，而是會使用一般日來定義，例如，根據程序活
動來定義第 3 天、第 2 天、第 1 天、第 0 天。建立排程時，您可將範本中定義的任務
流程套用至工作曆日期。
如果您是「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就可以檢視、建立、編輯和刪除範本。

備註：
您可以建立或匯入的任務範本數目上限為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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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任務範本
您可以為商業程序中的特定任務建立範本。
建立範本時，您可以將使用者或群組指派為檢視者。
觀賞此影片以深入瞭解如何建立任務範本。

 建立任務範本.

若要建立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設定範本特性
「特性」頁籤可讓您指定範本名稱、描述、擁有者和時間範圍。
您必須指派範本擁有者給每個範本，此擁有者必須為「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目前
的 ID 為預設擁有者。範本擁有者同時也是範本中所有任務的預設擁有者，除非在任務層級遭
到置換。
範本中的任務是依據範本日的數值來組織。每個範本具有基準日期。您可以指定範本在基準日
前後追蹤的天數。「基準日」之前的天數以「倒數第 5 天」、「倒數第 4 天」(以此類推) 表
示。「基準日」之後的天數以「第 3 天」、「第 4 天」(以此類推) 表示。範本最少有一天 (基
準日)，即使您未指定其前後的天數也一樣。
若要設定範本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在特性頁籤上，輸入：
• 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組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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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輸入範本的時間範圍。
• 在基準日之前的天數中，選取數字。
• 在基準日之後的天數中，選取數字。

5. 選擇性：如果範本僅作為內嵌範本，請選取僅內嵌。
如果啟用此選項，則不允許部署範本。這可以防止錯誤地部署支援的範本。

6. 對於擁有者，請使用預設擁有者或按一下選取擁有者 。當您按一下搜尋來選
取要指派為「擁有者」的使用者時，以「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角色設定的
「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是唯一會出現的角色。共用服務群組的任何成員都可
擔任此角色，但同一人不能擔任多個角色。

7.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指定範本指示
您可以在範本中指定完成商業程序的指示。使用者可以檢視範本中的任務所提供的指
示。指示也會傳輸至每個排程。
您可能會想要提供其他詳細資料，以協助使用者瞭解範本的用途，以及完成任務的方
法。您可以附加其他參照。
您可以在「排程任務」和「範本任務清單」中，輕易地看到任務是否有指示。您可以在
清單檢視中新增指示欄，讓您能看到任務的文字指示。
若要指定範本指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選取指示頁籤。
4. 在指示中，輸入範本中每個任務要加入的指示文字。
5. 按一下確定。
若要新增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新增。
2. 從參照類型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 本機檔案：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取並附加檔案，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URL：輸入 URL，然後輸入 URL 名稱；例如，http://www.oracle.com、

Oracle，再按一下確定。
3.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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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範本特性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檢視者」頁籤可讓您指派檢視者權限給使用者，讓他們可以檢視排程中的任務，以及排定從
範本產生的任務。您可以將多個使用者指派為範本的檢視者。檢視者可以是團隊或群組指派。
「超級使用者」檢視者可以唯讀方式檢視範本詳細資料與範本任務。檢視者沒有範本存取權，
而且僅對從範本產生的排程具有唯讀存取權。

備註：
只有具備任務「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才可回應問題。

若要指派檢視者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選取檢視者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若要依使用者或群組來進行搜尋，請按一下搜尋使用者，然後選取使用者或是群組 。
6. 輸入完整或局部使用者名稱，然後按一下搜尋。
7. 若要明確地識別某位使用者，請按一下進階，然後輸入使用者 ID 或電子郵件地址。
8. 選取搜尋結果清單中的使用者，然後將他們移至已選取窗格。
9. 如需使用者的其他詳細資料 (例如群組或角色)，請按一下詳細資料。
10. 按一下新增或全部新增，將使用者移至已選取清單。

提示：
若要移除使用者，請選取該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移除或全部移除。

11.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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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套用範本屬性
為了在系統中找到範本，您可以將屬性套用至範本。選取屬性後，即可根據屬性類型來
設定屬性的值。稍後您可以依屬性值進行篩選。
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名為「銷售區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
「東部」和「西部」。目前的範本僅適用於「西部銷售區域」，因此您可以新增「銷售
區域」屬性，並將它設定為「西部」。
若要套用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新建範本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選取屬性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從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類型欄位是不可編輯的；「屬性」會植入此欄位的值。
6. 對於值，視屬性而定，從下拉清單選取屬性的值，或輸入值。
7. 按一下確定。
8.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指定日標籤
•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指定日標籤
您可以自訂範本中的日名稱。編輯日名稱並不會變更其連續順序。
範本中建立的「日標籤」會複製到從範本建立的任何排程。
若要指定日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新建範本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選取日標籤頁籤。
4. 選取要重新命名的日子。
5. 將日名稱的預設值重新命名為自訂名稱。最多可輸入 20 個字元。
6. 按一下確定。
7.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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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內嵌範本
• 使用範本規則

內嵌範本
您可以將一個範本內嵌至另一個範本，以便在另一個任務範本中重複使用該範本的任務。當您
排定範本的任務時，也會排定內嵌範本的任務。
例如，可能有兩個程序，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中一個程序有一些額外的任務。您可以指定一個
範本內嵌第二個範本，因此，如果您變更某個範本，則無需更新另一個範本。當您產生排程
時，會包含來自另一個範本的任務。

備註：
內嵌層級只能有一層。例如，範本 A 內嵌於範本 B，則範本 B 就不能內嵌於其他範
本。

內嵌範本是未設計為直接部署的任務範本，而是由直接部署的其他範本所使用。「管理範本」
畫面包含下列欄以識別內嵌的範本：
• 內嵌：內嵌至目前範本的範本清單。如果無，則為空白。
• 內嵌於：內嵌目前範本的範本清單。如果無，則為空白。
依預設，不顯示這些欄，但可以從「檢視」功能表中使用這些欄。
若要內嵌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若要識別先前內嵌的範本，請依序按一下檢視、欄，然後選取內嵌於或內嵌範本。
4. 從新建範本或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選取內嵌範本頁籤。
5. 從可用的範本清單中，選取要內嵌的範本。
6. 按一下移動，將範本移至內嵌範本清單。

提示：
若要移除一或多個範本，請從內嵌範本清單中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移除或全部
移除，以將其移至可用範本清單。

7. 按一下確定。
8.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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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 使用範本規則

使用範本規則
範本規則會套用至範本中的所有任務，而規則也會套用至任務群組。您在範本對話方塊
中設定的規則會套用至排程對話方塊和編輯任務對話方塊，而且會以唯讀形式出現在規
則頁籤上。
範本規則：
• 自動核准任務：如果已符合指定的條件，則自動完成指定的核准。
可套用至此規則的條件範例：
– 屬性已指定值 (包括計算屬性)。
– 前置任務有一個屬性具有指定的值。
滿足條件時，此規則會導致指定的核准者層級標示為完成，工作流程會進入下一個
核准層級，如果沒有其他核准層級存在，工作流程會關閉。
當「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開啟」時會執行此規則。

• 自動提交任務：若滿足指定的條件，則自動提交任務。
滿足條件時，此規則會導致受指派人角色標示為完成，因而將工作流程推往第一個
核准層級，如果沒有核准層級存在，則會「關閉」工作流程。

備註：
– 當任務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分開啟」時，就會執
行自動提交任務。自動提交任務規則會遵守前置任務關係。只有在
「前置任務結束時結束」前置任務完成無誤和「前置任務因出錯而結
束時結束」前置任務完成時，它才會執行。當「前置任務結束時結
束」前置任務「已關閉」時 (由使用者或規則)，它應該檢查其「執行
中」後續任務，必要時觸發「自動提交任務」規則。

– 如果任務缺少參數，則不會觸發自動提交任務規則。

• 避免任務核准：此規則會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核准任務。當「核准者」按一
下核准時會執行此規則。

• 避免任務提交：此規則會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提交任務。當「受指派人」按
一下提交時會執行此規則。

若要使用範本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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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開啟範本。
4. 選取規則頁籤。您可以檢視與範本相關聯之規則的下列資訊：
• 順序：優先順序
• 規則
• 條件：執行規則之前必須存在的條件

5. 若要建立或編輯規則，請在規則頁籤按一下新增或編輯並更新：
• 規則：選取規則。

備註：
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系統會在稽核日誌中加入其他資訊。您可以在歷史
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中檢視所做的變更。

• 描述：選擇性。說明您設定規則的原因和用途。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核准者層級：請選取所有層級，或是選取核准者層級。
• 選取建立篩選條件，並植入條件區段，或選取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然後選取篩選
條件。為規則選取和設定的篩選條件決定哪些條件會觸發要套用的規則。

• 條件：
– 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條件區段會顯示與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相關聯之條件的唯讀
版本。

– 建立篩選條件：此時條件區段已啟用，讓您可以按一下建立條件或建立條件群組來
指定條件。
結合、來源、屬性、運算子和值的運作方式，就跟它們在現有進階篩選功能中的運
作方式相同。

• 篩選任務：指定要為哪個任務選取該條件：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請提供任務 ID。

6. 若要刪除、複製或重新排序規則，請按一下適當的按鈕，並遵循指示進行。
7.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設定範本特性
• 指定範本指示
• 將範本指派給檢視者
• 套用範本屬性
• 指定日標籤
• 內嵌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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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範本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範本動作的歷史記錄，您可以從「範本」對話方塊來進行檢視。「歷史記
錄」頁籤會顯示建立或更新的元件、修改類型、舊值與新值、執行修改的使用者以及變
更日期。「歷史記錄」頁籤上的資訊是唯讀。
若要檢視範本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您要檢視其歷史記錄的範本，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歷史記錄頁籤。
5. 按一下確定。

開啟範本
您可以從「範本」對話方塊開啟和使用範本。
若要開啟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範本，選取範本。
4.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
• 按一下範本右側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編輯。
• 按一下範本。
• 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編輯。

將任務新增至範本
您可以將任務新增至「任務管理程式」範本。每個任務都有開始日期與時間。將一般使
用者任務新增至範本時，一般使用者任務也會有結束日期與時間。範本內的開始日會對
應至範本日，而非工作曆日。

備註：
您可以新增至「工作管理員」範本的任務之數目上限為 500,000。

若要新增任務至「任務管理程式」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並開啟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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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範本清單中大量項目，請在搜尋方塊中輸入完整或部分名稱，以便在選擇對話方
塊中搜尋清單中的範本。

4. 視需要新增任務。
5. 按一下確定。

編輯範本
您可以編輯「任務管理程式」範本來變更特性，例如，範本的名稱和「基準日期」之前和之後
的天數。如果減少「基準日」之前或之後的天數，任何與該天數相關任務將被移除。編輯範本
不會影響該範本之前所產生的排程。
您可以編輯、複製及刪除範本中的任務。
您必須使用來源範本編輯來自內嵌範本的任務。
若要編輯「任務管理程式」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範本特性。
5. 按一下確定。

將任務匯入範本
您可以從文字檔案 (例如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 將任務或部分任務資料匯入範本。例如，您
可以在 Excel 中輸入作業定義作為其資料列，接著將檔案儲存為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然後
匯入至範本中。您也可以透過在文字檔中編輯欄位並將其匯入，以使用「匯入」功能來快速新
增許多重複性的任務，而不必建立個別的任務。

備註：
將任務匯入範本前，您必須為此任務指定範本中的唯一 ID，以確保任務 ID 不會與另
一任務重複。

若要匯入任務，您必須擁有編輯範本的安全性權限。
若要將任務匯入至範本，您可以使用這些選項：
• 取代：以匯入檔案中的定義取代任務定義。此選項會以您所匯入之檔案中的詳細資料取代
任務詳細資料。此動作並不會影響範本中尚未在匯入檔案內指定的其他任務。

• 更新：更新任務的部分資訊。例如，在匯入檔案中，您可能已經變更任務指示、重新指派
「擁有者」、「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或者移除一些屬性及新增屬性。您也可能對大
量的任務做出相同的變更，例如，將新的屬性新增至 400 個任務中的 100 個任務。更新選
項不會完全取代任務詳細資料。只會更新檔案中指定之任務特性的詳細資料。例如，若匯
入檔案只有一欄任務指示，則不會影響任務名稱、「受指派人」、屬性及其他特性。

• 刪除：根據以檔案形式提供的任務 ID 清單，刪除任務及相關聯的資訊。而執行刪除作業的
必要資訊，就是其中有一欄任務 ID 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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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任務匯入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要將任務匯入其中的範本。
4. 按一下匯入任務。
5. 輸入您要匯入之檔案的名稱，或是按一下選擇檔案來尋找該檔案。
6. 選取匯入選項：
• 取代：以匯入檔案中的定義取代任務定義。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其他任務不
會受到影響。

備註：
您可以選取保留附件核取方塊，以保留正遭到取代之任務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務的部分資訊。例如，在匯入檔案中，您可能已經變更任務指
示、重新指派「擁有者」、「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或者移除一些屬性及
新增屬性。您也可能對大量的任務做出相同的變更，例如，將新的屬性新增至
400 個任務中的 100 個任務。更新選項不會完全取代任務詳細資料。只會更新
檔案中指定之任務特性的詳細資料。例如，若匯入檔案只有一欄任務指示，則
不會影響任務名稱、「受指派人」、屬性及其他特性。

備註：
系統會顯示警示，指出將修改範本中任何與匯入檔案之任務 ID 相符
的任務。如果您不想要覆寫任務，請按一下取消，以取消匯入程序。

• 刪除：根據以檔案形式提供的任務 ID 清單，刪除任務及相關聯的資訊。而執行
刪除作業的必要資訊，就是其中有一欄任務 ID 的檔案。

7. 選取日期格式。
從允許的日期格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格式。不會轉換日期格式。依預設，日期格式會
設為匯出之檔案位置的地區設定日期格式。

8. 為匯入檔案選取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或 Tab。選取其他即可將任何其他的單一
字元指定為其他分隔符號。

9. 按一下匯入。
• 如果匯入成功，畫面會顯示「匯入成功」對話方塊，其中指出範本名稱、包含任務
之檔案的名稱，以及匯入的任務總數。按一下確定。

• 如果發現錯誤，匯入程序就會停止執行，且「匯入錯誤」對話方塊會顯示錯誤相關
資訊。檢視錯誤，然後按一下確定以返回「範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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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4    疑難排解匯入錯誤

錯誤 解決方法
重複的任務 ID 檢查重複的任務 ID。任務 ID 在範本或排程內必須

是唯一的。請參閱建立任務。
任務名稱太長 任務名稱最多可包含 80 個字元。請參閱設定任務

特性。
組織值 - 「無效值」 「組織值」不能是空白、不得包含項目符號或是多

行。

任務匯入檔案格式
您可以用任務匯入檔案來指定所有想要匯入範本的任務相關資訊。首列只能包含識別該欄資料
的欄標頭，例如 TaskName。不同的資料列用於定義每個任務。
必須在 TaskID 欄中為檔案的每個任務指定唯一的 ID。您將使用數值 ID 來唯一識別前置任務
與父項任務。例如，在「父項」欄中輸入父項任務時，您是輸入任務的數值 ID，而不是該任務
的名稱。
當使用「取代」或「全部取代」選項時，您可以新增、移除及移動欄位，但是無法移除必要欄
位。當您使用「更新」選項時，則除了 TaskID 或匯入任務類型時的 TaskTypeID 之外，沒有必
要欄位。每欄的資料必須與首列的欄 ID 相符。
許多欄 ID 可能有不確定數量的值。例如，某項任務可能有許多檢閱者。您可以藉由修改尾端
編號來新增參數，例如 Viewer4、Viewer5 等等。
您為「核准者」、「問題」或「參照」附加至欄 ID 的編號只代表與其他核准者、問題或參照
的相對順序。當您更新這些編號時，系統會依核准者、問題或參照的名稱進行比對，而不考慮
檔案格式欄位中的編號。若要取代問題文字、核准者或參照名稱，則必須使用「取代」模式。
當您選取「更新」模式時，如果檔案名稱不符，則系統只能新增問題、核准者或參照。
檔案中的所有「文字查詢」列必須符合應用程式中儲存的值。例如，如果您要匯入「任務類
型」，您必須在設定應用程式時對其指定值。針對欄標頭的群組，如果您具備其中一個群組的
編號，則必須具備其他成員的相同編號。例如，如果您具備 QText5，則一定要有對應的
QType5。

備註：
當您需要在匯入檔案中建立多行文字 (例如，在「指示」中) 時，請使用下列語法來
指出新行：'\n'。請不要使用硬退回來分隔多行文字。

欄 ID 描述 類型
TaskID 任務的 ID。最多 80 個字元。 文字
TaskName 任務名稱 文字
TaskType 任務類型 文字查閱
描述 任務的完整描述。最多 1000 個字

元。
文字

優先順序 任務優先順序 (高、中、低) 文字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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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ID 描述 類型
StartDate 開始日期，以範本日表示 (例如，-5、

0、1、12)
用於排程時，開始日期必須為您語言
環境格式的工作曆日期。

整數

StartTime 開始時間，以 HH:MM (24 小時制)
表示，例如：13:00

整數

EndDate 僅使用者任務，以範本日表示 (例
如，-5、0、1、12)
用於排程時，結束日期必須為您語言
環境格式的工作曆日期。

整數

EndTime 僅使用者任務，以 HH:MM (24 小時
制) 表示，例如 13:00

整數

Duration 任務持續時間 (分鐘) (僅自動化任務) 數字
擁有者 任務擁有者 文字查閱
Assignee 任務受指派人 (僅使用者任務) 文字查閱
Active 表示任務是否為作用中。僅適用於範

本匯入。
布林值

StartEarly 表示是否允許「受指派人」在排定的
開始時間之前開啟擱置中的任務

布林值

RunAs RunAs 使用者名稱。僅適用於系統自
動化任務。

文字查閱

Instruction 指示文字。檔案大小上限為 2 GB。 文字
Reference# 指示參照 (URL 與「內容伺服器」參

照)
URL

RefText# 參照名稱，適用於 URL 參照 文字
RefType# 參照類型 (URL、文件) 文字查閱
RefURL# 參照 URL，適用於 URL 參照 URL

RefDocId# 參照文件 ID，適用於文件參照 整數
Approver# 核准者層級 使用者名稱
Viewer# 任務檢視者 使用者名稱
QText# 必要問題。問題的敘述文字。最多

255 個字元。
文字

QType# 必要問題。問題的資料類型 (文字、
成員、True/False 等等)

文字查閱

QReq# 必要問題。問題為必要嗎？(是或否) 布林值
QList# 問題值的清單，由 | 符號分隔，例

如：紅色|綠色|藍色|黃色。
文字查閱

QCurrSymbol# 問題 X 的幣別格式 文字
QDecPlaces# 問題 X 小數後面的有效小數位數 數字
QNegNumFmt# 問題 X 的負數格式 文字：- 或 ( )

QScale# 問題 X 的比例格式 數字，以大小表示：1000 等
QThouSep# 問題 X 的千位分隔符號指標 布林值
Attribute# 屬性名稱，例如「顏色」 文字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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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ID 描述 類型
AttrVal# 屬性值，例如「紅色」。最多 255 個

字元。
文字

AttrDisplay 可供使用者檢視 (在任務動作對話方
塊中) 屬性

布林值

Param# 參數名稱 文字查閱
ParmVal# 參數值 文字
Parent 任務父項的任務 ID 任務 ID

Predecessor# 前置任務任務 ID (從欄 A) 任務 ID

PredType# 必要項目。前置任務類型 (例如，前
置任務結束時開始)。

文字查閱

PredTemplate# 前置任務的範本或排程名稱 (如果前
置任務屬於不同範本或排程)

文字

匯入「任務類型」時，會使用這些欄位：
• TaskTypeID

• IntegrationType

• ParamOverride# - 是否可以置換參數
會提供範例任務匯入檔案。它包含以下動態參數，您可以進行修改：
• 兩個問題
• 兩個屬性
• 兩個指示參考
• 三個前置任務
• 三個核准者層級

將任務匯出至 Microsoft Excel
您可以從範本中將任務匯出為 CSV 格式的純文字檔，然後使用 Microsoft Excel 來修改檔案。
例如，您可以從測試安裝中的範本將任務匯出，並將其匯入至產品安裝中的範本。當您從範本
中匯出任務時，任務會儲存為 CSV 檔案。
若要匯出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範本中，選取要從其匯出任務的範本。
4. 按一下匯出任務。
5. 按一下儲存檔案，然後按一下確定。
6. 選取要儲存檔案的位置，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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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範本中重新指派使用者
您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指派使用者至不同任務。例如，您可以建立範本並將使用者指派到
特定任務，但之後該名員工離職，而另一名員工承接那些任務。您可以使用「範本」對
話方塊中的「重新指派」功能來自動變更指派，而不必手動搜尋、開啟和編輯個別任
務。「重新指派」功能可讓您迅速找到與某個使用者關聯的任務，並將這些任務重新指
派給其他使用者。
您可以一次為多個範本重新指派使用者。如果您的應用程式有大量範本，這功能就非常
有用。
您可以選取要重新指派使用者的角色。例如，如果您選取「擁有者」角色，系統僅會針
對已指派使用者為擁有者的任務，來重新指派使用者。
重新指派任務後，電子郵件通知會立即傳送給重新指派的使用者。
若要重新指派使用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要重新指派使用者的一或多個範本。
4.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重新指派使用者。
5. 對於尋找使用者，請輸入您要取代之使用者的搜尋準則：

a. 按一下尋找使用者，然後在選取使用者對話方塊中，輸入該使用者的名字或姓
氏，然後按一下搜尋。

b. 從搜尋結果中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取代為，然後針對您要重新指派任務的使用者，輸入搜尋準則。
7. 選取必須重新指派之使用者的角色：
• 擁有者
• 受指派人
• 核准者
• 檢視者

8. 按一下重新指派。
程序結束時，系統會顯示「重新指派使用者 - 成功」訊息，以指出使用者重新指派
已完成，並顯示範本名稱及重新指派使用者的總數。

從範本建立排程
您可以從範本建立排程。從範本建立排程會將範本中的任務植入排程。如果來源範本具
有內嵌範本，則會包含內嵌範本中的任務。範本指示、檢視者及屬性也會新增至排程。
您可以從「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的範本來建立排程。「上一個排程」欄顯示從每個範
本建立的上一個排程。「排程」欄顯示從每個範本建立的排程總數。
若要從範本建立排程，您必須具有「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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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 REST API，從「範本」建立「任務排程」。這可讓您建立自動化的常式，來產生
您所有的定期任務排程。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中的部署任務管理程式範本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
排程會以「擱置中」狀態開始，因此您有機會在定義中進行最後變更。
將範本任務從範本新增至排程時，將會根據範本任務與範本「基準日」的關係，指派工作曆日
期給範本任務。這些日期也可顧及排程的非工作日 (如果已指定)。例如，假設您已選擇排除週
末日，如果第 0 天為星期五，則第 1 天的任務會排在下星期一。「日期對映」顯示已指派至每
個範本日的預設工作曆日期。您可以使用「日期對映」功能來調整日期指派。
一個範本中的任務可以有前置任務在其他範本中。從範本建立排程時，對於在其他範本中有前
置任務的任務，您可以在排程中選取前置任務當作前置任務。您可以使用「前置任務連結」頁
籤，在排程中選取前置任務。「前置任務連結」頁籤列出在其他範本中有前置任務的所有任
務，還可讓您在排程中為這些任務選取前置任務。

提示：
從範本建立排程時，如果「任務類型」的任務參數已啟用置換選項，您可以整體更新
這些參數。請參閱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若要從範本建立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要排定的範本。
4. 如果已成功驗證範本，請建立排程。按一下右邊的動作圖示 ，然後選取建立排程，或
是按一下清單上方的建立排程圖示。
在排程參數頁籤上，輸入下列欄位：
• 排程：排程的名稱。
• 年度：選取排程的年度。
• 期間：選取排程的期間。
• 基準日期：選取要指派給範本「基準日」的工作曆日期。
• 日期對映：
– 組織單位
– 工作曆日
– 工作日
– 進階組態對話方塊：
按一下進階組態，以置換排程中所有任務的組織單位和工作日組態。

提示：
您可以建立一個全球範本，並由該範本對每個地區實體建立適當的排
程，以顧及實體的假日工作曆、時區及工作日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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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單位
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使用任務值：從「組織單位」選取值
* 將值設定為：選取的組織單位將套用至「排程」中的所有任務 (即
使範本中的任務包含不同的「組織單位」值)。由於所有任務都具有
相同的「組織單位」，「從範本進行排程」對話方塊上「日期對
映」面板中的「組織單位」會顯示為「唯讀」。

* 工作日：如果您沒有將組織單位指派給任務，也沒有使用「置換工作
日」功能，應用程式就會使用下列預設值：星期一至星期五為工作日，
星期六和星期日為非工作日。

– 日期對映：針對您要修改其日期指派的每個範本日，在日期欄中輸入新的日
期。

備註：
系統會把日標籤套用到日期對映中的日期。也就是說，無論範本
日層級為何，系統都會把相同的日標籤套用到排程中相對映的日
期上。
日對映可能會隨「日期對映」中「組織單位」的不同而有所差
異。如果您沒有把任何「組織單位」指派給範本層級，系統就會
把「未指派」的日對映套用到排程。如果您把一個「組織單位」
指派給範本，系統就會把該「組織單位」的日對映指派給排程。
如果您把好幾日對映到相同的日期，系統會用半形逗點把數個日
標籤串連在一起。非工作日將會有空白的日標籤。
「組織單位」下拉清單是用於「日期對映」。它只包含「未指
派」，以及與範本相關的及「組織單位」。
「建立排程」對話方塊中的「組織單位」下拉清單是用於日期對
映，而非用於已建立排程的「組織單位」。它只包含「未指
派」，以及與範本相關的及「組織單位」。

5. 選擇性：選取前置任務連結頁籤，再選取包含前置任務的排程，然後在「已指派的
任務」清單中選取前置任務。

6. 選擇性：選取置換參數頁籤並複查參數，然後針對您想要修改的每個參數，在新值
欄中輸入新的值。

備註：
任務使用的「任務類型」至少要有一個參數已啟用「置換」選項，這些任
務才會出現在此置換參數頁籤中。

7. 按一下建立排程。
將會建立排程，並從範本植入任務、指示及檢視者。狀態為「擱置中」。依預設，
排程建立後會在檢視中開啟。
請複查排程並視需要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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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驗證範本
您從範本產生排程時，系統會自動先驗證該範本以檢查是否有唯一性違規、彼此間是否有直接
或間接相依的任務，或日期優先順序不相符。例如，您無法具備循環前置任務。
您可以手動驗證範本。您將任務從檔案匯入範本後，驗證對於檢查問題特別有用。
驗證結果會顯示範本名稱、狀態和錯誤訊息。您可以依「範本名稱」或「狀態」來排序驗證結
果清單。
若要手動驗證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從範本中，選取一或多個要驗證的範本。
4. 按一下驗證。
如果沒有發生錯誤，驗證結果會顯示「範本有效」的訊息如果有任何錯誤，則會顯示錯誤
詳細資料。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範本
在「範本」對話方塊中，您可以指定要對範本顯示哪些欄，或者全部顯示。您也可以重新排序
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欄，或變更欄寬。
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任務：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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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重新排列欄的順序，請選取檢視，然後選取重排欄。請選取欄，然後使用
向上或向下箭頭，或是拖曳已選取的欄來變更順序。

• 若要排序欄，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
增排序或遞減排序。

• 若要變更欄寬，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出現箭頭，然後將欄拖曳
至想要的寬度。

搜尋範本
您可以使用「範本」清單中的「搜尋」功能來快速尋找任務管理程式範本。您可以輸入
全名或局部名稱來搜尋。您可以使用篩選列來控制您可在清單中看到的範本。根據預
設，會顯示所有範本。
若要搜尋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若要搜尋範本，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
含、不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範本：名稱、擁有者、組織單位、基準日之後的天數、
基準日之前的天數、內嵌於、僅內嵌、內嵌範本、描述、建立者、建立時間、上次
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日期。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
圖示中的清除所有篩選。

刪除範本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任務管理程式」範本。若要刪除範本，您必須擁有該範本的安
全性權限。
刪除範本會從可用的範本清單中移除它，也會移除其相關任務。這不會直接影響執行中
的排程，但是部分報表和儀表板量測標準可能會使用該範本連結各個同時執行的排程。
如果已刪除該範本，則無法進行這個動作。
若要刪除「任務管理程式」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
3. 選取範本，然後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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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管理任務
任務是指商業程序中的動作核心單位，例如資料輸入或資料整合。
每一個任務依其「任務類型」具有不同的參數。如果您具有「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
的安全性權限，便可以建立、編輯或刪除任務。
請參閱建立任務。
另請參閱：管理服務

建立任務
您可以將任務新增至範本或排程。如果您在範本中建立任務，您可以指派「基準日期」前後的
天數作為開始與結束日期。如果您在排程中建立任務，您可以選取工作曆日期作為開始與結束
日期。
您可以在父項任務下將任務分組，以提供較簡易的商業程序檢視。在檢視上層父項任務後，即
可鑽研至基礎任務。父項任務的子項任務可能具有與父項任務不同的擁有者。
您可以使用以下任一方式來建立任務：
• 將「任務類型」拖曳至檢視中的範本或排程。
• 在任務上點選右鍵並選取新建。
然後輸入任務資訊：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請觀看這些影片，深入瞭解如何建立任務。

 建立任務
以下教學課程包含關於建立任務的其他資訊：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檢視、更新以及新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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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任務特性
「特性」對話方塊可讓您設定任務名稱、任務 ID、描述、任務類型、優先順序、開始與
結束日期或持續時間。
您也可以使用「特性」來指定任務「擁有者」和「受指派人」。如果「擁有者」或「受
指派人」沒有時間處理任務 (由於病假、假期、已離職，或只是因為太忙)，您可以重新
指派與任務、範本或排程關聯的使用者。範本、排程、任務「擁有者」、「受指派人」
和「核准者」也可以重新指派他們的任務。
對於一般使用者任務，如果已符合所有任務前置任務條件，您可以允許「受指派人」在
排定時間之前開啟擱置中的任務。
自動化任務沒有「受指派人」，但您可以針對執行此類型任務的使用者，指定「執行身
分」使用者。
「事件監控」任務沒有「受指派人」和「執行身分」使用者。
若要設定工作特性：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
在頂端。

3. 開啟任務。
4. 按一下特性，然後輸入此資訊：
• 任務名稱：最多輸入 80 個字元。
• 任務 ID：用來識別任務 (必要)。任務 ID 在範本或排程內必須是唯一的。最多可
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最多輸入 255 個字元。

備註：
您在「描述」、「問題」和「指示」中可以使用換行字元和 URL。

• 組織單位：呈現階層實體類型的結構，供您用來建立公司的模型。針對需要個
別報告的每個實體，或者針對在下列任何一項需要有不同組態的實體，定義個
別的組織單位：時區、假日、工作日、或檢視者或備註者指派。組織單位是在
系統設定值中定義。

• 任務類型：按一下放大鏡，然後選取「任務類型」(必要)。
• 對於優先順序，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高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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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 擁有者：使用預設擁有者，或按一下選取擁有者  以選取使用者或群組。
• 選取作用中，將此任務納入從範本產生的排程中。

備註：
此選項不適用於排程中建立的任務。

5.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6.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設定任務參數
只有與「整合類型」關聯且具有參數的任務，「參數」對話方塊才會包含其資料。「整合類
型」提供外部應用程式的連結。從「參數」中，您可以設定任務的特定資訊及其執行方式。參
數會傳遞至外部應用程式。例如，若任務包含資料方格的連結，您可以使用「參數」對話方塊
來選取方格的檢視點。
若要設定任務參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在頂
端。

3. 在新建任務或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參數。
4. 如果任務類型未輸入參數值，您可以輸入必要的參數值。

Chapter 11
管理任務

11-67



備註：
如果任務已準備啟動，但未定義參數，將會傳送電子郵件給任務擁有者。
任務會等到提供值之後才開始。

5.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指定任務指示
任務擁有者可以建立一組指示來完成任務。其他所有可存取任務的使用者只能讀取指
示。如果有繼承自「任務類型」、範本或排程的任務指示，則指示文字會顯示在指示文
字方塊上方，而且是唯讀。
如果是範本任務，可檢視「範本」與「任務類型」指示，但無法編輯。
若要指定指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
在頂端。

3. 在新建任務或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指示。
4. 輸入指示，字元數沒有限制。
若要新增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新增。
2. 從參照類型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 本機檔案：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取並附加檔案，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URL：輸入 URL 及 URL 名稱，例如，http://www.oracle.com、Oracle。

3. 另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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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選取工作流程
若要選取「任務管理程式」工作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在頂
端。

3. 在新建任務或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工作流程。
4. 「工作流程」區段包含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指派。

備註：
您無法將同一個使用者指派給工作流程中的多個角色。

對「受指派人」輸入此資訊：
• 受指派人：若要選取，以便將「受指派人」指派給具名使用者或「共用服務群組」，
請按一下 。
每個工作流程階段都提供使用「實際」屬性，可顯示已完成的工作流程的實際使用
者，例如，受指派人 (實際)。在工作流程中，實際欄顯示誰對任務執行工作，而不是
使用者狀態。

備註：
只有在起始使用者完成之後又重新指派該任務時，才會顯示其他使用者資
訊。

Chapter 11
管理任務

11-69



如果是「一般使用者」任務，對於受指派人，請按一下選取受指派人 以
尋找使用者。
如果您未選取「受指派人」，擁有者會變成預設「受指派人」。父項與自動化
任務沒有「受指派人」。

備註：
針對「程序自動化任務」，按一下執行身分，搜尋並選取執行此類型
任務的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確定。
如果選取的執行身分使用者也是建立任務的使用者，則該使用者可授
權任務，且不會收到重新輸入密碼的提示。

• 備援：如果您已指派作為主要「受指派人」的使用者，可以指派授權為「受指
派人」的備援使用者：
a. 按一下備援 。
b. 按一下名字和姓氏，或按一下搜尋以選取備份使用者。
c. 按一下確定。

• 開始：選取開始日期，然後選取當日開始任務的時間 (以 15 分鐘為增量單位)。
• 結束：選取結束日期，然後選取當日結束任務的時間 (以 15 分鐘為增量單位)。
• 選擇性：對於最短持續時間，請以天、小時及分鐘的形式，輸入任務的最短持
續時間。「有風險」準則依據的條件為是否錯過「開始」日期且 (End_date 減
Current_date 小於任務最短持續時間或 End_Date 減 Start_Date 小於最短持續
時間)。「風險」任務顯示於「儀表板」之「狀態圖表」中的「需要注意圖
表」。

• 選擇性：如果是「一般使用者」任務，請選取允許提早開始，以允許「受指派
人」在排定的開始時間之前開啟任務。

對「核准者」輸入此資訊：
• 層級
• 名稱
• 備份
• 結束日期

5.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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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新增任務問題
備註：
自動化任務或父項任務不會顯示「問題」頁籤。

建立任務時，您可能會要求「受指派人」在指出任務完成之前，先回答關於其動作的問題。例
如，您可能會詢問在完成任務時是否有遵循某個特定程序。
您可以指定任務相關問題。您可以指定各種問題，例如「文字」、「數字」或 True/False，並
指出這些是否必要。如果問題為必要，使用者必須回覆，否則無法提交任務以供核准。您也可
以使用「上移」與「下移」按鈕來排序問題。
對於排程任務，使用者可以從「任務動作」頁面來回覆問題。如果您正在範本中建立或更新任
務，便會顯示額外一欄來指出列是否已鎖定或未鎖定，以說明使用者能否移除或更新問題。因
為列是繼承自「任務類型」，所以無法編輯或刪除已鎖定的列。
範本中會顯示「任務類型」問題，但無法編輯。

備註：
只有具備任務「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才可回應問題。

若要新增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在頂
端。

3. 在新建任務或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問題。
4. 按一下新增。
5. 輸入問題，長度上限為 2000 個字元。
6. 對於類型，選取下列的選項：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輸入介於 -2147483648 與 2147483647 之間的值。
• 清單：輸入問題的有效回應清單 (最多 255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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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行文字：輸入 3 到 50 行的行數。您最多可輸入 4000 個字元。「多行文字」
決定「動作」對話方塊在不捲動的情況下可看見的文字行數。如果您想要包含
附件區段，請選取附件。

• 數字：輸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7 位數及 9 位小數)。
選取數字格式選項：
– 對於小數位數，請輸入用來顯示小數位數的值。
– 對於顯示為百分比，如果您要顯示百分比，請核取此方塊。
– 如果您要讓數字顯示千位數分隔符號 (例如 1,000.00)，請選取千位數分隔
符號選項。

– 對於幣別符號，請選取幣別符號；例如 $ (美元)。
– 對於負數，請選取負數的顯示方式；例如 (123)。
– 對於比例，請選取數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或 1000000000000。

• True/False

• 文字：最多可輸入 4000 個字元。
• 使用者
• 是/否

7. 將角色 (受指派人、核准者、擁有者、檢視者) 指派給問題。存取權依職責而定。
8. 如果問題為必要，請選取必要。
對於指派給「擁有者」或「檢視者」角色的「問題」，必要核取方塊會停用。

9. 按一下確定。
10. 選擇性：若要變更問題的順序，請選取某個問題，然後按一下移至頂端、上移、下
移，或移至底部。

11. 選擇性：若要編輯問題，請選取該問題，然後按一下編輯。若要移除問題，請選取
該問題，然後按一下刪除。

12.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設定任務檢視者
「檢視者」頁籤可讓您新增或移除目前任務的「檢視者」。您可以指定不限數目的檢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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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任務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新建任務對話方塊中，選取檢視者頁籤。
2. 輸入使用者的名字或姓氏，然後按一下搜尋。
若要明確地識別某位使用者，請按一下進階，然後輸入使用者 ID 或電子郵件地址。

提示：
如需使用者的其他詳細資料，例如群組和角色，請按一下詳細資料。

3. 若要移除「檢視者」清單中的某位使用者，請選取該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移除。
4.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前置任務頁籤可讓您設定目前任務的前置任務。對於範本任務，您可以從其他範本選擇前置任
務；對於排程任務，您可以從其他排程選擇前置任務。您必須指派條件給前置任務/後續任務關
係。
只要指定開始日期與時間，任務就不需要前置任務。如果兩者都指定，當前置任務已開始或完
成 (前置任務結束時開始)，且已達開始日期與時間時，任務將會開始。
您可以設定以下條件來建立前置任務關係：

條件 描述
前置任務結束時開始 預設值。前置任務完成或結束但有警告時，任務會

立即開始。
前置任務因出錯而結束時開始 前置任務完成時，即使出錯，任務也會立即開始。
前置任務因出錯而結束時結束 前置任務完成時，即使出錯，任務也會立即完成。
前置任務結束時結束 只有前置任務已標示為完成時，任務才可以標示為

「完成」。這主要是用於使用者任務。例如，使用
者可以開始撰寫文件摘要，但必須在整合資料底定
後，才能標示為完成。

若要設定任務前置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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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
在頂端。

3. 從新建任務或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中，選取前置任務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若要搜尋前置任務，請按一下展開搜尋，輸入任務名稱，然後按一下搜尋按鈕。若
要縮小搜尋範圍，請按一下進階，然後輸入進階搜尋準則。

6. 選取前置任務，然後按一下確定。
7.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套用任務屬性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套用任務屬性
為了在系統中找到任務，您可以將屬性套用至任務。選取屬性後，即可根據屬性類型來
設定屬性的值。稍後您可以依屬性值進行篩選。
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名為「銷售區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
「東部」和「西部」。目前的任務僅適用於「西部銷售區域」，因此您可以新增「銷售
區域」屬性，並將它設定為「西部」。
若要套用任務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任務，然後選取屬性頁籤。
按一下新增，然後輸入下列項目：
• 屬性：在已定義屬性的清單中，選取某個屬性。
• 類型：此欄位是不可編輯的；「屬性」會植入此欄位的值。
•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關聯的值；例如，「格式化數字」屬性的數值、「清單」
屬性的清單、「多行文字」的無需捲動多行顯示文字、「使用者」的人員姓
名，或「是/否」屬性的「是」或「否」。

• 存取權：除非在以下另有指定，否則所有角色都具有檢視存取權。
若要新增存取權，請在每個「文字方塊」和「附件」頁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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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按一下新增。
b. 選取角色。
c. 選取其中一個「角色」存取類型：
– 不顯示：在任何儀表板、清單檢視或報表中，都看不到此屬性。
– 允許編輯：能夠新增、變更及移除屬性的值，但會受到可編輯性規則的限制。
– 必要：屬性必須要有值。

2. 按一下確定。
3.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 使用任務規則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使用任務規則
任務規則會影響任務行為。這些規則可讓使用者直接指派規則給任務，尤其是在「範本」、
「排程」或「任務類型」層級上不適合指派規則時 (因為規則是任務特有的)。這些規則會套用
至設定規則所針對的「任務」。
可用的任務規則：
• 自動核准任務：只有在指定的條件滿足時，才會自動完成指定的核准。
可套用至此規則的條件範例包括：
– 屬性已指定值 (包括計算屬性)。
– 前置任務有一個屬性具有指定的值。
滿足條件時，指定的核准者層級會標示為完成，因而將工作流程推往下一個核准層級，如
果沒有其他核准層級存在，則會「關閉」工作流程。
當「任務」狀態變更為「以核准者身分開啟」時會執行此規則。

• 自動提交任務 - 如果符合指定的條件，則自動提交任務。
滿足條件時，受指派人角色會標示為完成，因而將工作流程推往第一個核准層級，如果沒
有核准層級存在，則會「關閉」工作流程。
當「任務」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以受指派人身分開啟」時會執行此規則。

• 避免任務核准：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核准任務。當「核准者」按一下核准時會執行
此規則。

• 避免任務提交：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提交任務。當「受指派人」按一下提交時會執
行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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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任務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規則頁籤，以開啟「新規則」。您可以檢視以下資訊：
• 順序：優先順序。
• 規則：規則的名稱
• 條件：選擇執行規則之前必須存在的條件

3. 在規則下，選取您要使用的規則類型：
• 自動核准任務
• 自動提交任務
• 避免任務提交
• 避免任務核准
• 避免任務拒絕
• 傳送關於更新的電子郵件
• 選取建立篩選條件，並植入條件區段，或選取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然後選
取篩選條件。為規則選取和設定的篩選條件決定哪些條件會觸發要套用的規
則。

備註：
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系統會在稽核日誌中加入其他資訊。您可以在歷
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中檢視所做的變更。

4. 選擇性：在描述下方，說明為何設定規則以及如何使用規則。
5. 對於核准者層級，請選取所有層級的規則，或是選取核准者層級。
6. 選取「篩選」以決定要套用之觸發規則的條件：
• 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條件」區段會顯示與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相關聯之條
件的唯讀版本。

• 建立篩選條件：啟用條件區段。請選取適用於進階篩選條件的條件：結合、來
源、屬性、運算子和值。

7. 在篩選任務下，選取應套用該條件的任務：目前任務、任何前置任務、特定任務
(請提供任務 ID)。

8. 另請參閱：
• 設定任務特性
• 設定任務參數
• 指定任務指示
• 選取工作流程
• 新增任務問題
• 設定任務檢視者
• 設定任務前置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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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任務屬性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對於每個任務，系統會保留相關變更的歷史記錄，例如日期變動或所有權變更。每一筆變更記
錄都包含欄位、修改類型 (例如已新增、已建立或已變更)、舊值與新值、進行變更的使用者以
及變更的日期。此頁籤上的資訊是唯讀。
若要檢視任務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任務。
3. 選取右邊的歷史記錄頁籤。
4. 完成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使用任務對話方塊
您可以在「排程任務」頁面檢視任務清單。您可以根據日期或狀態來篩選可用的排程清單。
如何從「排程任務」頁面檢視「任務」：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針對排程，選取某個排程；如果您不想要篩選清單，可選取全部。
3. 選擇性：若要根據年度或期間來篩選排程清單，請選取某個年度和期間。
4. 選擇性：若要根據狀態來篩選排程清單，請在排程狀態中選取某個狀態。
5. 選取任務。
6. 按一下右邊的特性頁籤，以檢視下列欄位：
• 名稱
• 任務 ID

• 狀態
• 排程
• 優先順序
• 任務類型
• 任務類型
• 描述
• 擁有者
• 開始日期
• 結束日期
• 持續時間
• 實際開始日期
• 實際結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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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持續時間
7. 按一下指示，以顯示任何指示。
8. 按一下警示，以顯示目前警示。
9. 按一下工作流程，以檢視任務的受指派人。
10. 按一下屬性，以檢視任務的任何屬性。
11. 按一下問題，以檢視為任務發佈的任何問題。
12. 按一下註解，以檢視為任務發佈的任何註解。
13. 按一下相關任務以檢視任何相關任務。您可以檢視「前置任務」或「後續任務」。
14. 按一下參數，以檢視儀表板、叢集、應用程式等。
15. 按一下歷史記錄來擷取任務變更的稽核追蹤。您可以檢視任務的活動，包括所有活
動、過去 7 天，以及今天。

16.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提交任務
• 中止任務：取消任務。取消任務 (而不是強制關閉) 的目的，是要避免讓系統繼
續執行後續任務，以及讓程序能夠繼續前進。

• 強制關閉任務
• 重新整理

17. 按一下關閉。

匯入與匯出任務
匯入任務
若要匯入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任務，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任務。
3. 按一下瀏覽，尋找匯入檔案。
4. 選取匯入類型：
• 取代：以匯入檔案中的定義取代任務定義。此選項會以您所匯入之檔案中的詳
細資料取代任務詳細資料。不會影響排程中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其他任務。
系統會顯示警示，指出將修改與匯入檔案中之任務 ID 相符的排程任務。如果您
不想要覆寫任務，請按一下取消。
您可以選取保留附件核取方塊，以保留正遭到取代之任務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務的部分資訊。例如，在匯入檔案中，您可能已經變更任務指
示、重新指派「擁有者」、「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或者移除一些屬性及
新增屬性。您也可能對大量的任務做出相同的變更，例如，將新的屬性新增至
400 個任務中的 100 個任務。更新選項不會完全取代任務詳細資料。只會更新
檔案中指定之任務特性的詳細資料。例如，若匯入檔案只有一欄任務指示，則
任務名稱、受指派人、屬性及其他特性都不會受到影響。

• 刪除：根據以檔案形式提供的任務 ID 清單，刪除任務及相關聯的資訊。而執行
刪除作業的必要資訊，就是其中有一欄任務 ID 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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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日期格式。
從允許的日期格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格式。不會轉換日期格式。依預設，日期格式會設為匯
出之檔案位置的語言環境日期格式。

6. 選取匯入檔案的檔案分隔符號：逗號或頁籤。選擇其他即可將任何單一字元指定為其他分
隔符號。

7. 按一下匯入。
匯出任務
若要匯出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任務，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匯出任務。
3. 選取匯出選項：
• 選取所有任務或選取的任務。
• 針對格式，選取格式化的資料 (僅限顯示的欄) 或供日後匯入的未格式化資料。

備註：
如果您是「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您可以選取該格式。如果您具備使用者
安全性權限，則格式選項預設會是格式化的資料 (僅限顯示的欄)，而且無法變
更。

4. 按一下匯出。
5. 選取使用 Microsoft Office Excel 開啟 (預設)，或儲存檔案。
6. 按一下關閉。

編輯任務
您可以視任務狀態與您的安全性權限來編輯任務。例如，您可以編輯任務描述、屬性或結束日
期。
針對「任務清單」中的「開啟」任務，由於任務已經啟動，所以您無法編輯開始日期。您只能
夠變更持續時間或結束日期。您也無法編輯指示、問題、受指派人或核准者，且無法新增、刪
除或編輯前置任務。您可以從「任務動作」工作流程重新指派「受指派人」或「核准者」。
若要編輯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然後醒目提示您要編輯的任務。此時，編輯圖示會啟用。
2. 按一下編輯圖示。
3. 若要編輯任務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按一下「屬性」頁籤。
若要新增屬性，請按一下新增圖示，以顯示新增屬性指派對話方塊，然後選取下列選項：
• 屬性：在已定義屬性的清單中，選取某個屬性。
• 類型：「屬性」會植入這個不可編輯之欄位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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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關聯的值；例如，「格式化數字」屬性的數值、「清單」
屬性的清單、「多行文字」的無需捲動多行顯示文字、「使用者」的人員姓
名，或「是/否」屬性的「是」或「否」。

• 存取權：選取屬性的存取權。
4. 按一下確定。

新增附件
如果您有要包含到任務中的附件 (例如，Word 檔案、Excel 試算表或其他文件)，您可以
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方法將文件附加至任務。同時附加多個項目。當您按一下確定時，系
統會上傳您附加的所有文件。
若要新增附件至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任務。
3. 選取備註頁籤。
4. 按一下附件圖示來開啟新增附件對話方塊。
5.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附加文件：
• 瀏覽至文件所在位置。
• 從您的本機目錄直接拖放文件。

6. 選擇性：重新命名文件。
7. 按一下確定。

排序任務
在「任務清單」中，您可以將任務以升序或降序順序排序。您可以依據排程名稱、狀
態、擁有者、開始或結束日期，或持續時間來排序。
若要排序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增排序或遞減排
序。

搜尋任務
您可以使用「任務尋找」功能來尋找特定任務。例如，您可以輸入「載入」來尋找載入
任務。您可以使用完整或局部單字來進行搜尋。您還可以使用「上一個」與「下一個」
按鈕來捲動搜尋結果。
若要搜尋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在搜尋欄位中，輸入任務名稱。
3. 按一下上一個或下一個，以尋找上一個或下一個符合搜尋準則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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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任務
您可以使用檢視來移動任務。例如，您可以「甘特圖」檢視中的任務。

備註：
父項任務無法使用「移動」。

若要移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任務。
3. 在任務上點選右鍵，再拖曳至新位置，或剪下、複製並貼上任務。
4. 導覽至任務的目標位置，然後按一下確定。

剪下、複製和貼上任務
您可以使用檢視來剪下與複製範本和排程中的任務。例如，您可以複製一個排程或範本中的任
務，再貼到另一個排程或範本中。
當您貼上任務時，將會開啟「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可讓您修改貼上的任務。
如果您將任務貼到父項任務，則貼上的任務會成為父項任務的子項。如果您將任務貼到子項任
務，則貼上的任務會成為子項任務的同層級。

備註：
父項任務無法使用「剪下」、「複製」和「貼上」功能。已排程的 (開啟或已關閉)
任務無法使用「剪下」功能。

若要剪下、複製或貼上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然後選取任務。
2.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該任務，然後選取動作，或是按一下主工具列上的動作，然後選取：
• 剪下：剪下任務並儲存在剪貼簿中。
• 複製：複製任務並儲存在剪貼簿中。

3.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該任務，然後選取貼上，或是按一下主功能表工具列上的動作，然後選
取貼上。
此時會開啟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讓您可以對貼上的任務進行變更。

4. 按一下確定，完成貼上操作。
此時會插入任務，並重新整理檢視和篩選檢視，以顯示貼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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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開啟任務
您可以重新開啟任務，並選擇重新建立前置任務與後續任務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手動的
一般使用者任務，還是自動化任務，都可讓您重新開啟。當您重新開啟自動化任務時，
系統會以相同的參數執行該任務。若您需要修改自動化任務的參數，請編輯已關閉的自
動化任務，然後選取重新開啟任務。
重新開啟手動任務
若要重新開啟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某個已關閉的任務，然後按一下開啟，或是按一下該任務的名稱。
3. 在動作對話方塊中，選取動作功能表中的重新開啟任務。
您可以選擇在任務重新開啟時，要自動重新開啟哪個後續任務，以及還原前置任務
連結。在這些後續任務的清單中，您可以選擇要重新開啟所有任務、不重新開啟任
何任務 (預設)，或是重新開啟部分任務。
表格 11-5    後續任務類型 - 使用案例範例

後續任務類型 描述 使用案例範例

直接後續任務 最簡單的案例就是單行的後
續任務，這有可能是最常見
的案例。作為要重新開啟的
任務之後續任務的每個「已
關閉」或「發生錯誤」(較不
可能) 任務，也都有重新開啟
的資格。

若您重新開啟「任務 A」，
則「任務 B」、「任務 C」及
「任務 D」也都可重新開
啟。

混合狀態的後續任務 當系統碰到「開啟」或「擱
置中」的任務時，該任務及
其所有後續任務都沒有重新
開啟的資格。

若您重新開啟「任務 A」，
則只有「任務 B」可重新開
啟。

多重後續任務 一個任務可以有數個後續任
務。您必須沿著每個分支，
判斷哪些任務有資格重新開
啟。而您需要對整個樹狀結
構進行該作業。

若您重新開啟「任務 A」，
則「任務 B」、「任務 C」、
「任務 D」及「任務 E」也都
可重新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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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5    (續) 後續任務類型 - 使用案例範例

後續任務類型 描述 使用案例範例

父項任務 若父項任務原先是關閉的，
當您重新開啟其子項任務
時，系統會自動重新開啟該
父項任務。在此案例中，該
父項任務的所有後續任務也
都有重新開啟的資格。

若您重新開啟「任務 A」，
則「任務 B」、「任務 C」、
「任務 D」及「任務 E」也都
可重新開啟。系統會自動重
新開啟「父項 A」。

• 如果沒有任何符合資格的後續任務，重新開啟任務對話方塊會顯示確認訊息，提示您
重新開啟特定的任務。

– 按一下是即可關閉對話方塊，並重新開啟該任務。
– 按一下否即可關閉對話方塊，同時不重新開啟該任務。

• 如果您要重新開啟的任務有數個符合資格的後續任務，重新開啟任務對話方塊會顯示
確認訊息，並列出所有後續任務及其核取方塊，讓您可以選擇要重新開啟的後續任
務。

– 名稱核取方塊：只要勾選名稱核取方塊，即可在選取所有後續任務與不選取任何後
續任務之間切換。根據預設，此核取方塊是未核取的，代表您沒有核取任何任務。

– 後續任務名稱：只要勾選某個後續任務旁邊的核取方塊，即可在讓該後續任務在任
務重新開啟時遭到重設。

– 層代：唯讀的欄位，指出該後續任務與要重新開啟之任務之間的距離。這種計算並
不會納入父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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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唯讀的欄位，指出該後續任務與要重新開啟之任務之間的關係。
– 按一下是，即可關閉對話方塊並重新開啟該任務。
– 按一下否即可關閉對話方塊，同時不重新開啟該任務。

4. 新增或刪除前置任務，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指定關係：
• 指定前置任務。選擇一個選項：
– 如果有前置任務，則您可以選擇此選項：重新建立前置任務關係 - 任務將依
原始順序開啟。

– 忽略前置任務關係 - 所有任務將立即重新開啟。
• 指定後續任務：

a. 選取重新開啟後續任務。隨即顯示後續任務清單。
b. 選取後續任務。

5. 按一下確定以關閉。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會關閉，而且會根據您的選擇重新開啟
任務。按一下確定，否則按一下取消。

重新開啟自動化任務
如何重新開啟自動化任務，並變更自動化參數：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某個已關閉的自動化任務，並按一下編輯圖示。
3. 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按一下重新開啟。「任務」現在即可編輯。
4. 按一下參數頁籤，然後視需要更新參數。
5.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系統會顯示要重新開啟該自動化任務的確認訊息。
• 按一下是即可關閉對話方塊，並重新開啟該任務。
• 按一下否即可關閉對話方塊，同時不重新開啟該任務。
如果您要重新開啟的任務有數個符合資格的後續任務，重新開啟任務對話方塊會顯
示確認訊息，並列出所有後續任務及其核取方塊，讓您可以選擇要重新開啟的後續
任務。請參閱前一小節：重新開啟手動任務。

提交任務
若要提交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您需要提交的任務。
若要多選，請按 Ctrl 來隨機選擇，或按 Shift 同時按一下某個範圍的第一列和最後
一列。

3. 選取提交任務。隨即顯示警告，表示將完成任務。按一下是以繼續進行。
4. 複查任何錯誤，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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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或拒絕任務
若要核准或拒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選取您需要提交的任務。
若要多選，請按 Ctrl 來隨機選擇，或按 Shift 同時按一下某個範圍的第一列和最後一列。

3. 醒目提示選取的任務，然後在動作下方，選取設定狀態，然後選取核准或拒絕。
4. 複查任何錯誤，然後按一下確定。

管理任務重新指派
您可以使用「動作」面板以同時處理多個任務。
從「任務動作」對話方塊中，工作流程使用者 (「受指派人」和「核准者」) 可以要求為他們重
新指派單一任務工作流程角色。這些要求需要核准。「管理員」和排程/範本「擁有者」可以使
用「編輯任務」對話方塊重新指派任務，不需要核准。
當任務受到重新指派時，系統會立刻將電子郵件通知傳送給遭到重新指派的使用者。
如需要求重新指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任務，以開啟「任務特性」。
3. 按一下動作功能表，選取要求重新指派。
4. 輸入或按一下搜尋以尋找重新指派。
5. 在建立重新指派要求上，按一下選取使用者按鈕以選取目標使用者。
6. 在重新指派之下，選取要重新指派的任務：
• 選取的任務
• 選取的和未來的任務

7. 輸入重新指派的正當理由。
8.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關閉。

取消任務
取消 (或中止) 任務 (而不是強制關閉) 的目的，是要避免讓系統繼續執行後續任務，以及讓程
序能夠繼續前進。
• 當「前置任務結束時開始」或「前置任務因出錯而結束時開始」前置任務取消時，其後續
任務會保持在「擱置中」狀態。若要讓程序繼續前進，您必須編輯後續任務，以移除取消
的前置任務，然後啟動後續任務。

• 當「前置任務結束時結束」或「前置任務因出錯而結束時結束」前置任務取消時，為了讓
程序繼續前進，任務擁有者/排程擁有者/管理員必須強制關閉後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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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任務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任務。若要刪除任務，您必須有「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
者」安全性權限。
在排程中，您只可刪除狀態為「擱置中」的任務。您無法刪除狀態為「開啟」或「已關
閉」的任務。如果刪除父項任務，您可以選擇只刪除父項，或是刪除父項及其子項。
您可以使用任務中的「動作」功能表，刪除排程任務。(任務開啟或已完成時，「刪除」
不會出現在功能表中。)

若要刪除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刪除。
3.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管理服務
「服務」(首頁 > 應用程式 > 服務) 選項可讓您檢視特定服務相關任務的狀態。綠色指示
正在執行中。要從服務採取的動作是立即執行或重新啟動。

Note:

您可以使用立即執行來立即執行動作，例如執行未完成任務。只有在服務已經
關閉而且此選項不是綠色時，您才應該使用重新啟動。「重新啟動」會重設服
務，而不執行服務本身。

• 系統維護：是「任務管理程式」在「任務」內執行的例行動作 (例如使用者同步程
序，以及資料庫清理作業)，與在雲端層級所採取的動作 (稱為每日維護) 不同。您可
以藉由依序按一下「工具」及「每日維護」來存取「每日維護」，其中包含在測試
或生產環境的雲端中所執行的動作，例如作業維護和快照備份。

• 任務電子郵件通知：用來通知使用者，系統已經將工作指派給他們。「服務管理
員」可使用服務上的選項來重新啟動或立即執行。

Note:

– 「服務管理員」也可透過依序存取應用程式 → 組態 → 設定值 → 系
統維護程序底下的一個獨立選項來關閉電子郵件通知。

– 電子郵件通知會在頁尾包含服務與租用戶資訊，協助識別電子郵件的
來源。

• [排程名稱] 監控：可供每個已開啟，且未來會有任務的排程使用。此選項會檢查排
程中是否有需要開啟的任務。

• 任務狀態更新：執行及監控程序自動化任務的背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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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排程
排程會定義依時間順序排序且必須為特定商業程序執行的任務集合，而且是將範本套用至工作
曆的實際應用。例如，您可以為第一季的 Q1FY19 套用「每季」範本，然後為第二季的
Q2FY19 再度套用範本。
您可以建立、匯入，或部署的排程數目上限為 100,000。
排程具有「擱置中」、「開啟」、「已關閉」或「已鎖定」等狀態。您可以將排程狀態從「擱
置中」變更為「開啟」，或從「開啟」變更為「已關閉」或「已鎖定」。

備註：
• 排程設為「開啟」後就無法重設為「擱置中」。
• 排程設為「已鎖定」之後，其狀態就無法變更。
• 刪除排程時，排程擁有者和檢視者會收到一封電子郵件通知。
• 受指派人或核准者要求重新指派時，會立即向管理員和排程擁有者傳送重新指派
要求通知。

手動建立排程
若要建立排程，您必須是「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超級使用者」可以在範本上執行
「建立排程」，或從「管理排程」中選取「新建」。您可以從「管理排程」頁面手動定義排
程，或從範本建立排程。當您從範本建立排程時，所有值都會繼承自範本定義。
觀賞此影片以深入瞭解如何建立排程。

 建立排程
若要手動建立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3.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套用排程屬性
• 新增日標籤
• 使用排程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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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設定排程特性
「特性」頁籤可讓您設定排程的名稱、描述、開始與結束日期及擁有者。排程擁有者必
須是「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預設擁有者是目前的使用者。開始與結束日期指出
排程的初始日期範圍，但建立排程後，您可能新增更早或更晚日期的任務，特性會更新
以反映最早與最晚日期。
若要設定排程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排程並選取特性頁籤：
• 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組織單位
• 開始日期：排程的開始日期
• 結束日期：排程的結束日期
• 年度
• 期間
• 基準日期：指派為基準日的日期

• 擁有者：使用預設擁有者，或是按一下選取擁有者 。
• 狀態

備註：
只有在您儲存新的排程之後，狀態欄位才會顯示。排程狀態最初是設
定為「擱置中」且僅限顯示。

• 來源範本
2. 若要儲存並關閉，請按一下確定，或是按一下其他頁籤；此時系統會儲存所有項
目。

3.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套用排程屬性
• 新增日標籤
• 使用排程規則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您可以為排程指定指示與支援文件，供排程中的所有任務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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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指示新增至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排程並選取指示頁籤。
2. 在指示中，為排程輸入指示。
3. 若要新增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新增。
b. 從參照類型清單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類型：
• 本機檔案：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取並附加檔案，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URL：
輸入 URL，然後輸入 URL 名稱 (例如，http://www.oracle.com、Oracle)，然後按
一下確定。

4. 若要儲存並關閉，請按一下確定，或按一下檢視者頁籤；將會儲存所有輸入。
5.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套用排程屬性
• 新增日標籤
• 使用排程規則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指派排程檢視者
「檢視者」頁籤可讓您指派排程的檢視者權限。排程可以有多個檢視者，但他們必須具有產品
安全性角色。檢視者會得到排程中所有任務的唯讀存取權限。

備註：
只有具備任務「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才可回應問題。

若要指派檢視者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排程並選取檢視者頁籤。
2. 按一下新增。
3. 若要依使用者或群組來進行搜尋，請按一下搜尋使用者按鈕，然後選取使用者或群組 。
4. 輸入使用者名稱或局部名稱，然後按一下搜尋。
5. 若要識別使用者，請按一下進階，然後輸入使用者 ID 或電子郵件。
6. 從搜尋結果清單中，選取使用者。
7. 如需使用者的其他詳細資料 (例如群組、角色和指派)，請按一下詳細資料。
8. 按一下新增或全部新增，將使用者移至「已選取」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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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要移除使用者，請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移除或全部移除。

9. 若要儲存並關閉，請按一下確定，或按一下屬性頁籤；將會儲存所有輸入。
10.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套用排程屬性
• 新增日標籤
• 使用排程規則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套用排程屬性
為了在系統中找到排程，您可以將屬性套用至排程。選取屬性後，即可根據屬性類型來
設定屬性的值。稍後您可以依屬性值進行篩選。
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名為「銷售區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
「東部」和「西部」。目前的排程僅適用於「西部銷售區域」，因此您可以新增「銷售
區域」屬性，並將它設定為「西部」。
若要套用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排程並選取屬性頁籤。
2. 按一下新增。
3. 從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
4. 對於值，視屬性而定，從下拉清單選取屬性的值，或輸入值。
5. 若要儲存並關閉，請按一下確定，或按一下日標籤頁籤；將會儲存所有輸入。
6. 在「排程」頁籤上輸入排程相關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新增日標籤
• 使用排程規則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新增日標籤
您可以在工作曆日的商業活動中使用營業日標籤。標籤可以標示里程碑日或指定某日的
意義。
若要將日標籤新增至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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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立新的排程並選取日標籤頁籤。最多可輸入 20 個字元。
2. 將日標籤新增至特定日期。
3. 若要儲存並關閉，按一下確定，或是按一下規則頁籤；系統會儲存所有項目。
4.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套用排程屬性
• 使用排程規則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使用排程規則
排程規則會套用至排程中的所有任務，因此會將規則套用至任務群組。排程對話方塊中設定的
規則會複製到新的排程任務。
可用的排程規則：
• 自動核准任務：只有在指定的條件滿足時，才會自動完成指定的核准。
可套用至此規則的條件範例包括：屬性已指定值 (包括計算屬性)。
滿足條件時，指定的核准者層級會標示為完成，工作流程會進入下一個核准層級，如果沒
有其他核准層級存在，工作流程會關閉。

• 自動提交任務：若滿足指定的條件，則自動提交任務。
滿足條件時，「受指派人」角色會標示為完成，工作流程會進入第一個「核准」層級，如
果沒有「核准」層級存在，工作流程會關閉。

• 避免任務核准：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核准任務。
• 避免任務提交：根據屬性值或其他特性避免提交任務。
若要檢視排程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按兩下排程。
4. 選取規則頁籤。您可以檢視以下資訊：
• 順序：優先順序
• 規則：規則的名稱
• 條件：選擇執行規則之前必須存在的條件

5. 若要編輯規則，請在規則頁籤按一下編輯並更新：
• 規則：選取規則。
• 描述：選擇性。說明您設定規則的原因和用途。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核准者層級：選取所有層級的規則，或是選取核准者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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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建立篩選條件，並植入條件區段，或選取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然後選
取篩選條件。為規則選取和設定的篩選條件，會決定哪些條件會觸發要套用的
規則。

• 條件：
– 使用已儲存的篩選條件：條件區段會顯示與已儲存檔案相關聯之條件的唯讀
版本。

– 建立篩選條件：啟用條件區段。
結合、來源、屬性、運算子和值的運作方式，就跟它們在現有進階篩選功能
中的運作方式相同。

• 對於篩選任務，請指定您要為哪個任務選取該條件：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 (請提供任務 ID)

備註：
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系統會在稽核日誌中加入其他資訊。您可以在歷
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中檢視所做的變更。

6. 在排程頁籤輸入排程資訊：
• 設定排程特性
• 將指示新增至排程
• 指派排程檢視者
• 套用排程屬性
• 新增日標籤
•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設定必要任務參數
任務將呈現擱置中狀態，直到填入必要參數為止。如果未在指定的開始日期前填入，將
會傳送電子郵件通知給任務擁有者。此外，任務會在檢視中顯示於需要注意下。填入必
要的參數之後，任務便會開始。

開啟排程
您可以開啟排程來新增、編輯或處理任務。
若要開啟排程，請執行下列步驟：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使用下列方式之一：
• 選取清單中該排程右側的動作，然後選取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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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目提示排程，然後按一下檢視圖示。
•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已醒目提示的排程，然後選取檢視。

編輯排程
您可以編輯排程以變更特性，例如名稱、排程或開始與結束日期。您無法將開始日期變更為晚
於排程第一個任務的日期，也無法將結束日期變更為早於排程最後一個任務的日期。您可以變
更「開啟」或「擱置中」排程以修改擱置中的任務。但您無法新增、變更或刪除「已關閉」或
「已鎖定」排程中的任務。若要編輯排程，您必須是排程擁有者或「管理員」。
若要編輯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排程，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排程。
5. 按一下確定。

將任務新增至排程
如果排程的狀態是「擱置中」或「開啟」，則可以將任務新增至排程。您無法將任務新增至
「已關閉」或「已鎖定」的排程。

備註：
您可以新增至「任務管理程式」排程的工作數量上限是 500,000。

若要將任務新增至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開啟排程。
4. 新增任務。

將任務匯入排程
您可以從文字檔案將任務或部分任務資料匯入狀態為「擱置中」或「開啟」的排程。例如，若
您具有含任務定義的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就可以將檔案另存為 CSV 檔案，然後將其匯入
排程。您也可以透過在 CSV 檔案中編輯欄位並將其匯入，以使用「匯入」功能來快速新增許
多重複性的任務，而不必建立個別的新任務。
您無法將任務匯入狀態為「已關閉」或「已鎖定」的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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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在您使用已關閉任務的「更新」選項將檔案匯入至排程之前，請從匯入檔案移
除「擁有者」，「受指派人」，「核准者」和「開始日期和時間」欄位，否則
會發生錯誤。

如果您針對已開始執行的「一般使用者」任務匯入資訊，則該任務會重設為「以受指派
人身分開啟」狀態，且現有的問題答案都會被清除。
若要將任務匯入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按一下匯入任務。
4. 輸入您要匯入之檔案的名稱，或是按一下選擇檔案來尋找該檔案。
5. 選取匯入選項：
• 取代：以匯入檔案中的定義取代任務定義。此選項會以您所匯入之檔案中的詳
細資料取代任務詳細資料。不會影響排程中未在匯入檔案中指定的其他任務。

備註：
您可以選取保留附件核取方塊來保留所取代任務的附件。

• 更新：更新任務的部分資訊。例如，在匯入檔案中，您可能已經變更任務指
示、重新指派「擁有者」、「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或者移除一些屬性及
新增屬性。您也可能對大量的任務做出相同的變更，例如，將新的屬性新增至
400 個任務中的 100 個任務。更新選項不會完全取代任務詳細資料。只會更新
檔案中指定之任務特性的詳細資料。例如，若匯入檔案只有一欄任務指示，則
不會影響任務名稱、「受指派人」、屬性及其他特性。

備註：
系統會顯示警示，指出將修改與匯入檔案中之任務 ID 相符的排程任
務。如果您不想要覆寫任務，請按一下取消。

• 刪除：根據以檔案形式提供的任務 ID 清單，刪除任務及相關聯的資訊。執行刪
除的必要資訊是包含任務 ID 欄的檔案。

6. 選擇性：選取保留附件以保留任何與所取代任務相關聯的附件。
7. 選取日期格式。
從允許的日期格式下拉清單中，選取格式。不會轉換日期格式。依預設，日期格式
會設為匯出之檔案位置的地區設定日期格式。

8. 對於匯入檔案的檔案分隔符號，請選取逗號或 Tab。選取其他即可將任何單一字元
指定為其他分隔符號。

9. 按一下匯入。

Chapter 11
管理排程

11-94



• 如果成功匯入，則會顯示「匯入成功」對話方塊，指出排程名稱、包含任務的檔案名
稱，以及匯入的任務總數。按一下確定。

• 如果有發現錯誤，則匯入程序會停止執行，而「匯入錯誤」對話方塊會顯示錯誤內
容。檢視錯誤，然後按一下確定以返回排程頁面。

表格 11-6    疑難排解匯入錯誤

錯誤 解決方法
重複的任務 ID 檢查重複的任務 ID。任務 ID 在範本或排程內必

須是唯一的。請參閱建立任務。
任務名稱太長 任務名稱最多可包含 80 個字元。請參閱設定任

務特性。
組織值 - 「無效值」 組織值不能是空白、不得包含項目符號或是多

行。

更新排程中的任務
您可能需要針對正在執行的任務手動更新資訊，且在這種情況下，您可以重新開啟該任務。當
重新開啟任務時，任務會重設為「以受指派人身分開啟」狀態，且您可以編輯資訊。例如，您
可以變更指示與參照、屬性及問題。進行變更後，之前的問題答案都會被清除。
重新開啟一系列任務並不會重新建立前置任務關係。所有一般使用者任務都會重設為「以受指
派人身分開啟」。沒有任務會回復為「擱置中」狀態。
您可以在下列條件下重新開啟任務：

表格 11-7    重新開啟任務的條件

任務狀態 一般使用者
以受指派人身分/正在執行 您可以編輯或將資料匯入「指示」、「屬性」或「問題」

區段。當您儲存任務時，任務會重設為「受指派人」，問
題的回答會被清除。

以核准者身分 您可以編輯或將資料匯入「指示」、「屬性」或「問題」
區段。當您儲存任務時，任務會重設為「受指派人」，問
題的回答會被清除。

已關閉/錯誤 在「任務詳細資料」中，任務擁有者可以按一下「重新開
啟」以重新開啟任務並進行變更。當您儲存任務時，任務
會重設至「受指派人」。

若要更新排程中的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開啟排程。
4. 選取處於已關閉或錯誤狀態的任務，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檢視。
隨即顯示「檢視任務」對話方塊。

5. 按一下重新開啟。
6. 編輯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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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系統顯示警告，指出「受指派人」必須重新完成任務，或者指示將重新執行服
務，請按一下是以繼續，或按一下否以取消。

8.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對於「已關閉」任務，請按一下關閉。
• 對於「錯誤」任務，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在排程中重新指派使用者
您可能需要定期重新指派使用者至不同排程。例如，您可以建立排程並將使用者指派到
特定權限，但之後該名員工離職，而另一名員工承接那些排程。您可以使用「排程」對
話方塊中的「重新指派」功能來自動變更指派，而不必手動搜尋、開啟以及編輯個別排
程。「重新指派」功能可讓您迅速找到與某個使用者關聯的排程，並將這些任務重新指
派給其他使用者。
您可以一次為多個排程重新指派使用者。如果您的應用程式有大量排程，這可能會有所
幫助。
若要重新指派使用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您要重新指派使用者的一或多個排程。
4.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重新指派使用者。
5. 針對尋找使用者，按一下尋找使用者，然後輸入您要取代之使用者的準則。

a. 從選取使用者對話方塊中，輸入使用者的名字或姓氏，然後按一下搜尋。
b. 從搜尋結果中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確定。

6. 對於取代為，請按一下取代為圖示，然後針對您要重新指派任務的使用者，輸入搜
尋準則：
a. 從選取使用者對話方塊中，輸入使用者的名字或姓氏，然後按一下搜尋。
b. 從搜尋結果中選取使用者，然後按一下確定。

7. 選取結束日期介於日期。
8. 選取必須重新指派之使用者的角色：
• 擁有者
• 受指派人
• 核准者
• 檢視者

9. 按一下重新指派。
程序結束時，系統會顯示「重新指派使用者 - 成功」訊息，以指出使用者重新指派
已完成，並顯示排程名稱及重新指派使用者的總數。

授權程序自動化任務
當您建立「程序自動」任務時，為確保安全性，您需要指定用來執行任務的使用者帳
戶。為了維護安全性，如果下列任一情況發生，您需要授權才能執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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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使用稱為「執行身分」使用者的替代執行時期使用者將「程序自動化」任務新增至
排程，不論是從範本或手動新增任務

• 當您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時，如果尚未完成授權，系統會自動發出授權要求。
如果「受指派人」(或任務擁有者，如果擁有者同時是「受指派人」的話) 以外的使用者修改任
務的參數，則授權會重設為「未授權」，必須輸入密碼才能取得授權。針對「程序自動」任
務，如果非指定或非預設的「執行身分」使用者修改參數，則任務會被重設為「未授權」。
授權能確保執行「程序自動」任務的使用者具備任務執行之應用程式與資料的安全性權限。知
道執行時期使用者認證的管理員可以執行授權，或對使用者發出要求以取得授權。
當「程序自動」任務已排定執行時，如果未提供授權，則任務無法執行，任務狀態會變更為
「需要注意」。如果擁有者或「受指派人」編輯工作，工作詳細資料會指出需要授權。在此情
況下，只有「執行身分」使用者才能授權此任務。
收到授權要求的使用者可從電子郵件中的連結或登入應用程式來存取工作清單上的授權。

備註：
管理員、排程擁有者或任務擁有者可以在任務開始日期之前，從「排程」或「工作清
單」授權此任務。在任務「開始日期」之後，只有「執行身分」使用者才能授權此任
務。

若要授權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排程。
4.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授權任務。
系統會顯示已選取排程的使用者選取清單，以及未授權任務的表格。使用者選取清單中會
植入具有擱置中「程序自動」任務的使用者 (這些任務已指派給他們且需要授權)。

5. 從使用者選取清單中選取使用者。
系統會顯示該使用者的未授權工作清單。依預設，您的使用者名稱會以粗體顯示在清單開
頭。如果您沒有未授權的工作，則清單會是空白。

6. 選取需要授權的工作。
7. 若要檢視工作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名稱並複查工作參數。

提示：
若要用電子郵件聯絡任務擁有者，請按一下任務旁邊的「擁有者」名稱，然後檢
視使用者詳細資料。

設定排程狀態
您可透過設定排程狀態來管理排程生命週期。您可以設定排程的狀態為「開啟」、「已關閉」
或「已鎖定」，視其目前的狀態而定。若要設定排程狀態，您必須是排程擁有者或「服務管理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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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一次為多個排程設定狀態。如果您的應用程式有大量排程，這會有所幫助。
下列為可供使用的狀態：
• 擱置中：排程尚未作用中。此為排程建立時的預設狀態。對於「擱置中」狀態的排
程，您無法關閉或鎖定排程。

• 開啟：排程已開始，以便執行工作。可執行排程中的任務。
• 已關閉：排程不再作用中，但可能需要執行後續的工作。排程中的任務會根據其定
義繼續執行，但是您無法將任務新增至排程。排程擁有者或管理員可重新開啟「已
關閉」的排程，將其狀態變更為「開啟」。

• 已鎖定：排程已被鎖定，且無法修改。如有需要，您可以重新開啟鎖定的排程。
當您建立排程時，其狀態預設為「擱置中」，如此一來，您可對它進行最後的調整，以
及新增、編輯或刪除任務。
若要執行排程，您必須將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開啟」。開啟排程後，任務會根據
其定義開始執行。符合任務之開始狀態的任務的狀態會設定為「開啟」，並會將任務通
知傳送給其「受指派人」。

備註：
如果到了排程任務的開始時間但尚未提供系統自動化任務的授權，則該任務會
維持在「擱置中」狀態且要求授權。

當排程上的工作已到達僅後續工作為必要的階段時，您可將狀態設定為「已關閉」。您
無法對「已關閉」的排程新增任務，但您可以繼續處理尚未完成的任務。您能重新開啟
「已關閉」的排程，將其狀態變更為「開啟」。
已完成所有任務時，您可將狀態設定為「已鎖定」。您無法編輯「已鎖定」的排程，但
是您可以視需要將狀態設回「開啟」。
若要設定排程狀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要設定狀態的一或多個排程。
4.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設定狀態，或是選取設定狀態下拉清單。
5. 按一下下列其中一個狀態選項 (視其目前的狀態而定)：
• 開啟
• 已關閉
• 已鎖定

檢視排程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排程動作的歷史記錄，您可以從「編輯排程」對話方塊檢視該歷史記錄。
「歷史記錄」頁籤會顯示更新的元件、修改類型、舊值與新值、執行修改的使用者以及
變更日期。此資訊為唯讀。
若要檢視排程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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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排程。
4. 選取歷史記錄頁籤，並複查排程歷史記錄。
• 修改類型：指出變更類型：已建立、已變更、已新增、已移除
• 修改時間 ：修改的日期
• 修改者：修改排程之使用者的名稱
• 舊值
• 新值

5. 按一下確定。

驗證排程
您可以驗證狀態為「擱置中」或「開啟」的排程。驗證排程可檢查開始與結束日期的問題、前
置任務關係、父項 - 子項關係以及產品整合缺少的任務參數。除非所有驗證錯誤都已解決，否
則您無法將排程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開啟」。若要驗證排程，您必須是排程擁有者或
「服務管理員」。
驗證結果會顯示排程名稱、狀態和錯誤訊息。您可以依「排程名稱」或「狀態」來排序結果。
若要驗證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選取一或多個要驗證的排程。
4.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驗證。
如果沒有任何錯誤，則驗證結果會顯示「排程有效」訊息。如果有任何錯誤，則會顯示錯
誤詳細資料。

鎖定排程
您可以鎖定排程讓使用者無法進一步變更。
若要鎖定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從排程清單中，選取排程。
4. 選取清單中該排程右側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設定狀態，或是在設定狀態下拉清單中，選
取已鎖定。

5. 選擇性：如果您需要重新開啟「已鎖定」的排程，請選取動作，然後選取設定狀態，或是
在設定狀態下拉清單中，選取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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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排程
在「排程」中，您可以指定要對排程清單顯示哪些欄位，或者全部顯示。您也可以重新
排序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欄，或變更欄寬。
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任務：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 若要重新排列欄的順序，請依序選取檢視及重排欄，然後選取欄，並使用向上
或向下箭頭，或是拖曳已選取的欄來變更順序。

• 若要排序欄，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
增排序或遞減排序。

• 若要變更欄寬，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出現箭頭，然後將欄拖曳
至想要的寬度。

搜尋排程
您可以使用「排程」清單中的「搜尋」文字方塊來快速尋找排程。您可以輸入全名或局
部名稱來搜尋。您可以使用篩選列來控制您可在清單中看到的排程。根據預設，會顯示
所有排程。
若要搜尋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若要搜尋排程，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
含、不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排程：名稱、年度、期間、狀態、開始日期和結束日
期。請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來新增其他的篩選條件：建立者、建立時間、基準日
期、描述、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日期、組織單位、擁有者，以及任務。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
圖示中的清除所有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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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排程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排程。若要刪除排程，您必須是排程擁有者或「服務管理員」。刪除排
程會從系統中移除它及其所有參照。
若要刪除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排程頁籤。
3. 從排程中，選取您要刪除的排程。
4. 按一下刪除。
系統顯示警告，如果您刪除排程，它也將永久刪除排程內的所有任務，唯一的方法是從備
份中復原。

5. 若要刪除排程，請按一下是。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您可以啟用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以包含 EPM Cloud 和其他外部應用程式中的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可讓使用者將整合的任務合併在其業務程序中。如此便能將手動任務自動化或含
括內嵌的應用程式頁面或連結，達到簡化程序的目的。
若要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您必須具有「服務管理員」角色。
任務管理程式支援以下整合類型：
一般使用者
一般使用者整合任務需要使用者與應用程式網頁進行互動。這些應用程式網頁會顯示在任務內
或以連結的形式包含在任務內。整合需要使用者任務所需的執行 URL 以及一組選擇性的參
數。執行 URL 會啟動外部程式，而參數則將任務所需要的資訊傳遞至外部程式。例如，「核
准日記帳整合」包含日記帳的參數，例如，檢視點維度值。
使用者必須執行和驗證任務。例如，任務可能是一般任務 (例如提交資料)，或可能需要產品整
合，以協助或驗證其完成度。
程序自動化
「程序自動化」任務會在連線的應用程式內起始動作。這些整合會在其達到開始日期與時間
時，及其前置任務 (例如，「總帳」發出的隔夜摘要) 完成時，在外部應用程式中自動執行。這
些任務通常會和工作時間之後執行。這些工作只需要有限的使用者互動而且沒有「受指派
人」。
事件監控
「事件監控」任務屬於被動任務。它不會起始任何動作，但會監控其他應用程式，等待某個動
作或狀態發生。一旦該動作或狀態發生，系統會將這項任務標示為完成。這些是以外部應用程
式中發生的事件為基礎，例如，「核准」日記帳。
「任務管理程式」提供這些預先建立的整合：
• 雲端整合：針對 EPM Cloud 連線的「一般使用者」和「程序自動化」整合。請參閱管理

EPM Cloud 服務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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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端整合：Oracle Cloud ERP。請參閱管理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整合。
• 內部一般使用者和事件監控整合。請參閱管理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整合。
•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總帳、應付帳款，和應收帳款整合。請參閱管理
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整合。

如果您需要對雲端或內部部署提供任何其他整合，您可以建立「自訂整合」。請參閱建
立自訂整合。

管理 EPM Cloud 服務整合
如果您使用任務管理程式並已經訂閱其他 EPM Cloud 服務，您可以建立各個服務的連
線以及使用任務管理程式功能來啟用整合。
預先建立的整合可讓您執行可存取其他 EPM Cloud 功能的任務管理程式任務。
任務管理程式針對下列 EPM Cloud 服務提供預先建立的整合：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Tax Reporting

若要深入瞭解如何設定整合，請參閱在 EPM Cloud 內新增預先建立的整合。
若要深入瞭解可使用哪些一般使用者整合，請參閱 EPM Cloud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若要深入瞭解可使用哪些預先建立的自動化整合，請參閱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在 EPM Cloud 內新增預先建立的整合
確定您備妥必備條件並遵循下列步驟來設定任務管理程式和其他 EPM Cloud 服務之間
的整合。
必備條件
若要在多個 EPM Cloud 服務之間建立整合，您需訂閱所要整合的 EPM Cloud 服務。
建立整合類型與任務類型
您可以透過新增其他 EPM Cloud 服務的連線來新增 EPM Cloud 整合，然後部署這些整
合和「任務類型」。若要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先建置整合：
1. 建立包含任務管理程式的服務與其他服務之間的連線：
•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連線。
• 按一下建立來建立新的連線：
– 針對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請選取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
– 針對所有其他的 EPM 服務，請選取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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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EPM 連線」連線的名稱。例如，假設與 Planning 整合，可能的連線名稱為
PBCS 。

• 指定連線 URL。
• 指定使用者認證。
• 此外，若您選取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您還必須指定進階選項。按一下顯示進階選
項。
– 針對類型，選取參數。
– 針對名稱，輸入 SERVICE_TYPE (這是固定值)。
– 針對值，輸入 EDMCS (這是固定值)。

如需連線 EPM Cloud 訂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在 EPM Cloud 中連線環境 。
2.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3.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4. 從整合頁面，按一下管理連線。
5. 在管理連線上，從動作選取同步 EPM 連線。

訊息顯示同步進度和新增至服務的整合詳細資料。針對每個整合新增整合類型和任務類
型。
另請參閱：
• EPM Cloud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EPM Cloud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一般使用者整合可讓您在使用任務管理程式時存取其他遠端 EPM Cloud 環境中的功能。本節
列出下列 EPM Cloud 服務可用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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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與 Tax Reporting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如需遠端 EPM Cloud 功能的描述，請參閱該 EPM Cloud 服務的說明文件。
Account Reconciliation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任務
• 主控台
• 調節清單 (期間、已儲存清單)

• 報表
• 交易清單 (期間、已儲存清單)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
• 設定應用程式
• 輸入表單資料 (Form)
所需參數為 Form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拉清
單中。

• 匯出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匯出日記帳
• 產生財務報表
所需參數是從下拉清單中選擇報表。

• 匯入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匯入日記帳
• 無效的交集報表
• 產生公司間符合報表
• 產生日記帳報表
• 管理核准
• 管理維度
• 管理表單
• 管理日記帳
• 管理所有權
• 管理期間
• 管理有效交集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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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儀表板 (Dashboard)
所需參數為 Dashboard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拉清單
中。

• 檢視財務報告
Tax Reporting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
• 設定應用程式
• 輸入表單資料 (Form)
所需參數為 Form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拉清單中。

• 匯出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產生財務報表
所需參數是從下拉清單中選擇報表。

• 匯入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無效的交集報表
• 管理核准
• 管理維度
• 管理表單
• 管理期間
• 管理有效交集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 檢視儀表板 (Dashboard)。
所需參數為 Dashboard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拉清單
中

• 檢視財務報告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
• 輸入表單資料 (Form)
所需參數為 Form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拉清單中。

• 產生財務報表
所需參數是從下拉清單中選擇報表。

• 無效的交集報表
• 管理核准
• 管理維度
• 管理規則
• 管理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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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儀表板 (Dashboard)。
所需參數為 Dashboard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
拉清單中

• 檢視財務報告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儀表板
• 產生獲利能力報表
• 利潤曲線 (Profit Curve)
所需參數為 Profit Curve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
下拉清單中。

• 檢視儀表板 (Dashboard)。
所需參數為 Dashboard (EPM 物件類型)，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中的下
拉清單中。
檢視報表 (Report)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這些預先建立的整合可用於 EPM Cloud 服務：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 Tax Reporting

若要使用預先建立的 EPM Cloud 整合，您必須為該整合指定參數。許多自訂化整合的
參數可從下拉清單選取，無需手動輸入值。例如，若要執行規則或規則集，您可以從商
業規則清單選取，例如 ForceConsolidate 或 ForceTranslate。
EPM Cloud (Common) 的整合

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從 Planning 複製檔
案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
外的所有 EPM
Cloud 服務

將檔案從已設定「任務管
理程式」的目前服務複製
到另一個 EPM Cloud 服
務。
例如，假設您已設定
Planning 中的「任務管理
程式」，也已設定
Account Reconciliation
連線，則從 Planning 複
製檔案會將檔案從
Planning 複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File Name：您要複
製之檔案的名稱。

• Save File As：您要
儲存之檔案的名稱。
此名稱可以和原始檔
案名稱不同。

• External Directory
Name (選擇性)：目
錄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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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將檔案複製到
Planning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
外的所有 EPM
Cloud 服務

將檔案從另一個 EPM
Cloud 服務複製到已設定
「任務管理程式」的目前
服務。

• File Name：您要複
製之檔案的名稱。

• 另存新檔：您要儲存
的檔案名稱。此名稱
可以和原始檔案名稱
不同。

• External Directory
Name (選擇性)：目
錄的名稱。

從 Planning 刪除檔
案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
外的所有 EPM
Cloud 服務

刪除 EPM Cloud 服務中
的檔案。

檔案名稱：您要刪除的檔
案名稱。

另請參閱複製與刪除整合檔案
Account Reconciliation 的整合

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變更期間狀態 調節相容性 變更期間的狀態 (開啟、已

關閉、擱置中、已鎖定)。
Period：期間的名稱
狀態：擱置中、開啟、已關
閉、已鎖定

建立期末調節 調節相容性 所有選定的設定檔會複製到
某一期間，並傳回成功或失
敗狀態。

Period：期間的名稱
Filter：符合調節之篩選條件
的名稱

匯入餘額 調節相容性 使用先前所建立「資料載
入」定義中的「資料管理」
匯入餘額資料。

Period：期間的名稱
dl_Definition：先前使用格
式 DL_name 儲存的資料載
入的名稱，例如 DL_test

匯入預先對映餘額 調節相容性 匯入預先對映餘額。 Period：期間的名稱
BalanceType：子系統或來
源系統的 SUB|SRC
CurrencyBucket：貨幣分
組，例如功能性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balances.csv。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將檔案上傳到 AR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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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入預先對映交易 調節相容性 為特定期間匯入預先對映交

易。
TransactionType：允許的
交易類型為 BEX (已說明的
餘額)、SRC (來源系統調整)
及 SUB (子系統調整)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transactions.csv。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將檔案上傳到 ARCS。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
如 MM/dd/yyyy、dd/MM/
yyyy、dd-MMM-yy、
MMM d,yyyy 或全部。

匯入預先對映交易 交易比對 將預先對映交易的檔案匯入
交易比對。

DataSource：要將交易匯入
其中之資料來源的文字 ID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transactions.csv。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將檔案上傳到 ARCS。
ReconciliationType：要將
交易檔案匯入其中之調節類
型 (例如銀行至總帳) 的文字
ID。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
如 MM/dd/yyyy、dd/MM/
yyyy、MM-dd-yyyy、d-M-
yyyy、dd-MMM-yy、
MMM d, yyyy

匯入設定檔 調節相容性 為特定期間匯入設定檔。 ImportType：匯入類型。支
援的值為「取代」和「全部
取代」
Period：要匯入其中的期間
ProfileType：設定檔類型。
支援的值為 Profiles 和
Children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profiles.csv。
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將檔案上傳到
ARCS。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
如 MM/dd/yyyy、dd/MM/
yyyy、d-M-yyyy、dd-
MMM-yy、MMM d,yyyy
或全部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11-108



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入比率 調節相容性 為特定期間和比率類型匯入

比率。
Period：期間的名稱
RateType：匯率類型，例如
會計
匯入比率 (調節相容性)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rates.csv。必
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將檔案上傳到
ARCS。
ImportType：支援的匯入類
型為「取代」和「全部取
代」

監控調節 調節相容性 監控 ARCS 中的調節清單。 Period：期間的名稱
Filter：用來查詢調節清單的
篩選條件字串

執行自動比對 交易比對 在交易比對中執行自動比對
程序。

ReconTypeId：要自動比對
的「調節」類型的「文字
ID」

檢視調節 調節相容性 檢視指定期間的調節。 Period：期間的名稱
Saved List：公用儲存清單
的名稱

檢視交易 交易比對 檢視指定期間的交易。 Period：期間的名稱
Saved List：公用儲存清單
的名稱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的整合

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出維度 將維度從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匯出至已設定的連
線。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請參閱
在 EPM Cloud 內新增預先建立的整
合。

應用程式：從中匯出維度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
用程式名稱。
維度：匯出的維度名稱。
連線：選擇性。將維度匯出至其中
的連線名稱。
檔案名稱：從中匯出維度的檔案和
路徑。

匯出維度對映 將維度對映從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匯出至已設定的連
線。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

應用程式：從中匯出「維度對映」
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名稱。
維度：匯出的「維度對映」名稱。
連線：選擇性。將「維度對映」匯
出至其中的連線名稱。
對映位置：將「維度對映」匯出至
其中的位置。
檔案名稱：從中匯出「維度對映」
的檔案和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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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入維度 將「維度」從已設定的連線匯入至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
用程式。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請
參閱在 EPM Cloud 內新增預先建立
的整合。

應用程式：匯入維度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名
稱。
維度：匯入的維度名稱。
連線：匯入維度的連線名稱。
檔案名稱：從中匯入維度的檔案和
路徑。
匯入選項：選擇性。決定如何將資
料匯入至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擷取維度 將維度從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擷取至設定好的連
線。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

應用程式：從中擷取維度的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
用程式名稱。
維度：擷取的維度名稱。
擷取：擷取作業的名稱。
連線：擷取維度的連線名稱。
檔案名稱：從中擷取維度的檔案和
路徑。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與 Tax Reporting 的整合

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清除立方體 清除輸入和報告立方體中的特

定資料。
名稱：清除立方體工作的名
稱。

將所有權資料複製到下一年度 自動將某個年度最後一個期間
的所有權資料複製到下一年度
的第一個期間。如需詳細資
料，請參閱 中的
copyOwnershipDataToNextYe
ar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可選取
年度：可選取

立方體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OLAP 立方體。 名稱：重新整理立方體工作的
名稱。

清除資料 使用設定檔名稱執行「清除資
料」工作。如需如何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使用「清除資料」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清除資料。
如需如何在 Tax Reporting 中
使用「清除資料」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清除資料。

Profile Name：清除資料設定
檔名稱。

複製資料 使用設定檔名稱執行「複製資
料」工作。如需如何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使用「複製資料」的
詳細資訊，請參閱複製資料。
如需如何在 Tax Reporting 中
使用「複製資料」的詳細資
訊，請參閱複製資料。

Profile Name：複製資料設定
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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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出資料 使用匯出資料設定值 (包括

export data 類型之工作中指
定的檔案名稱)，將應用程式資
料匯出到檔案。包含匯出資料
的檔案儲存在儲存庫中。

名稱：匯出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出檔案名稱：選擇性。匯出
資料到其中的檔案名稱

匯出資料對映 將「資料管理」中所定義的
「資料對映」匯出至指定的位
置。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在 EPM
Cloud 內新增預先建立的整
合。
成員對映在單一維度內定義來
源成員與目標維度成員之間的
關係。

維度：要匯入之特定維度的維
度名稱 (例如 ACCOUNT)，或
ALL 表示匯入所有維度。
檔案名稱：從中匯出對映的檔
案和路徑。檔案格式可以
是 .CSV、.TXT、.XLS
或 .XLSX。在檔案路徑中包含
outbox，例如 outbox/
BESSAPPJan-06.csv。
位置名稱：要匯出至其中的位
置名稱。

匯出所有權資料 自動將所有權資料從某一實體
匯出至逗號分隔的 CSV 檔案。
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中的
exportOwnershipData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

實體：實體的名稱。
Scenario：案例的名稱，例如
「實際」。可選取。
年度：可選取
Period：期間的名稱，例如
「一月」。可選取。
檔案名稱：要匯出的檔案名
稱。

匯入資料 使用匯入資料類型的作業中指
定的匯入資料設定值，將資料
從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應用程
式。

名稱：匯入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入檔案名稱：選擇性。要從
其匯入資料的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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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入資料對映 將「資料管理」中所定義的

「資料對映」匯入至指定的位
置。這是程序自動化整合。
成員對映在單一維度內定義來
源成員與目標維度成員之間的
關係。
您可以從選取的 Excel、.CSV
和 .TXT 檔案中匯入成員對映。

工作類型：工作類型，
MAPPINGIMPORT。
工作名稱：要匯入之特定維度
的維度名稱 (例如
ACCOUNT)，或 ALL 表示匯入
所有維度。
檔案名稱：從中匯入對映的檔
案和路徑。檔案格式可以
是 .CSV、.TXT、.XLS
或 .XLSX。檔案必須在匯入之
前上傳至 inbox，或 inbox 的
子目錄。在檔案路徑中包含
inbox，例如 inbox/
BESSAPPJan-06.csv。
匯入模式：MERGE 表示新增
規則或取代現有規則，或
REPLACE 表示匯入之前清除
先前的對映規則。
驗證模式：是否使用驗證模
式：true 或 false。true 項目
會依據目標應用程式來驗證目
標成員；false 會載入對映檔
案，但未進行任何驗證。請注
意，驗證程序會耗用大量資
源，且所花的時間比驗證模式
false 更長；大部分客戶選取的
選項是 false。
位置名稱：應該載入對映規則
的「資料管理」位置。對映規
則專用於「資料管理」中的位
置。

匯入中繼資料 使用匯入中繼資料類型的作業
中指定的匯入中繼資料設定
值，將中繼資料從儲存庫中的
檔案匯入應用程式。

名稱：匯入中繼資料中定義的
批次名稱。

匯入所有權資料 從環境中的 CSV 檔案，將所有
權資料匯入某一個期間。如需
詳細資料，請參閱 中的
importOwnershipData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

Scenario：案例的名稱，例如
「實際」。可選取。
年度：可選取
Period：期間的名稱，例如
「一月」。可選取。
檔案名稱：要匯入的檔案名
稱。

日記帳期間 自動開啟或關閉日記帳期間。
系統只會在沒有「已核准」及
「取消過帳」日記帳的情況下
關閉期間。如果有「已核准」
和「取消過帳」日記帳存在，
系統將不會關閉期間，並傳回
錯誤。
如果有狀態為「執行中」及
「已提交」的「取消過帳」日
記帳存在，系統將會關閉期
間，並發出警告。

Scenario：案例的名稱，例如
「實際」
Year：年度，例如 FY20
Period：期間的名稱，例如
「一月」
Action：開啟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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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監控企業日記帳

備
註
：
此
整
合
只
適
用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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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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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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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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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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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監控日記帳在一個年度/期間或
篩選清單內的完成狀態。

Year：選擇性。年度，例如
2022。可選取。
Period：選擇性。期間的名
稱，例如一月。可選取。
Filter Name：選擇性。建立用
於監控「企業日記帳」狀態的
篩選條件名稱。

備
註
：
雖
然
這
些
都
是
選
擇
性
參
數
，
但
至
少
必
須
指
定
一
個
F
i
l
t
e
r
N
a
m
e
，
或
是
Y
e
a
r
和
P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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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r
i
o
d
。

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 自動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如
需詳細資料，請參閱 中的
recomputeOwnershipData 使
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

Scenario：案例的名稱，例如
「實際」
年度：年度，例如 FY20
Period：期間的名稱，例如
「一月」

執行批次規則 執行「資料管理」中定義之作
業的批次。

名稱：要執行的報表名稱，例
如 POV 的維度對映
(Dimension, Cat, Per) 路徑
報表格式類型：報表的檔案格
式：PDF、XLSX 或 HTML
參數：根據報表，計數和值可
能不同
Location：報表的位置，例如
Comma_Vision
Run As：您必須在「工作流
程」頁籤中指定此參數。

執行商業規則 啟動商業規則。 名稱：商業規則的名稱，與其
定義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應與規
則定義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也支援以下格式，例如：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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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商業規則集 啟動商業規則集。支援沒有執

行時期提示的規則集，或具有
預設值的執行時期提示。

名稱：商業規則集的名稱，與
其定義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應與規
則定義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也支援以下格式，例如：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執行整合 此任務是執行整合的公用程式
任務。任務會提示使用者輸入
用於執行 Scenario、Year、
Period 和 Entity 等任務的參
數。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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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資料規則 根據開始期間與結束期間執行

資料管理資料載入規則，並匯
入或匯出您指定的選項。

工作名稱：「資料管理」中定
義的資料載入規則名稱。
開始期間：要載入資料的第一
個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義
於資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結束期間：要載入資料的最後
一個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
義於資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匯入模式：決定如何將資料匯
入至「資料管理」。
APPEND，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的 POV 資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
以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 可略過匯入資
料，但用更新的對映和邏輯帳
戶重新處理資料。
NONE，略過將資料匯入資料
管理臨時資料表
匯出模式：決定如何將資料匯
出至「資料管理」。
STORE_DATA 可將「資料管
理」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與
現有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資料合併
ADD_DATA 可將「資料管理」
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中
SUBTRACT_DATA 可從現有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資料
中，減去「資料管理」臨時資
料表中的資料
REPLACE_DATA，清除 POV
資料，並以資料管理臨時資料
表中的資料取代。會針對
Scenario、Version、Year、
Period 及 Entity 清除資料
NONE 可略過從「資料管理」
到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的資料匯出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未
指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
資料載入規則中指定之檔案名
稱包含的資料。在資料規則執
行之前，資料檔案必須已存在
INBOX 中。
Run As：您必須在「工作流
程」頁籤中指定此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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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強制執行整合 此任務是強制執行整合的公用

程式任務。任務會提示使用者
輸入用於執行 Scenario、
Year、Period 和 Entity 等任
務的參數。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強制執行交易 此任務是強制執行交易的公用
程式任務。任務會提示使用者
輸入用於執行 Scenario、
Year、Period 和 Entity 等任
務的參數。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執行交易 此任務是執行交易的公用程式
任務。任務會提示使用者輸入
用於執行 Scenario、Year、
Period 和 Entity 等任務的參
數。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鎖定和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相關
位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這
是程序自動化整合。

作業：選擇鎖定或解除鎖定。
鎖定類型：針對應用程式或位
置選擇鎖定/解除鎖定作業。
期間：從資料交換中定義的整
合或資料載入規則中指定 POV
的期間，例如 Jan-21。
類別：根據整合 (資料規則) 定
義中的「POV 類別」，指定預
先定義的「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指那些在資料整
合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
「實際」。
應用程式 (選擇性)：如果選取
的鎖定類型是應用程式，請指
定應用程式的名稱，例如
"Vision"。
位置 (選擇性)：如果選取的鎖
定類型是位置，請指定位置的
名稱。如果位置已鎖定，資料
將無法載入。
依位置解除鎖定 (選擇性)：選
取的作業已鎖定和選取的位置
為應用程式時，可指定此參
數。
如果在鎖定目標應用程式時勾
選，則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
式底下位置中所有現存規則，
而不是應用程式層級鎖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鎖定和
解除鎖定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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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的整合

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清除立方體 清除輸入和報告立方體中的特

定資料。
名稱：清除立方體工作的名
稱。

立方體重新整理 重新整理 OLAP 立方體。 名稱：重新整理立方體工作的
名稱。

匯出資料 使用匯出資料設定值 (包括
export data 類型之工作中指
定的檔案名稱)，將應用程式資
料匯出到檔案。包含匯出資料
的檔案儲存在儲存庫中。

名稱：匯出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出檔案名稱：選擇性。匯出
資料到其中的檔案名稱

匯入資料 使用匯入資料類型的作業中指
定的匯入資料設定值，將資料
從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應用程
式。

名稱：匯入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入檔案名稱：選擇性。要從
其匯入資料的檔案名稱。

匯入中繼資料 使用匯入中繼資料類型的作業
中指定的匯入中繼資料設定
值，將中繼資料從儲存庫中的
檔案匯入應用程式。

名稱：匯入中繼資料中定義的
批次名稱。

執行批次 執行「資料管理」中定義之作
業的批次。

名稱：要執行的報表名稱，例
如 POV 的維度對映
(Dimension, Cat, Per) 路徑
報表格式類型：報表的檔案格
式：PDF、XLSX 或 HTML
參數：根據報表，計數和值可
能不同
Location：報表的位置，例如
Comma_Vision

執行商業規則 啟動商業規則。 名稱：商業規則的名稱，與其
定義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應與規
則定義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也支援以下格式，例如：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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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商業規則集 啟動商業規則集。支援沒有執

行時期提示的規則集或具有預
設值的執行時期提示。

Name：與所定義完全相同的
商業規則集名稱。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應與規
則定義中所定義的完全相同。
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也支援以下格式，例如：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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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資料規則 根據開始期間與結束期間執行

資料管理資料載入規則，並匯
入或匯出您指定的選項。

工作名稱：「資料管理」中定
義的資料載入規則名稱。
開始期間：要載入資料的第一
個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義
於資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結束期間：要載入資料的最後
一個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
義於資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匯入模式：決定如何將資料匯
入至「資料管理」。
APPEND，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的 POV 資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
以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 可略過匯入資
料，但用更新的對映和邏輯帳
戶重新處理資料。
NONE，略過將資料匯入資料
管理臨時資料表
exportMode：決定資料如何
匯入至「資料管理」。
STORE_DATA 可將「資料管
理」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與現
有的 Oracle Hyperion
Planning 資料合併
ADD_DATA 可將「資料管理」
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至規
劃
SUBTRACT_DATA 可從現有規
劃資料中減去「資料管理」臨
時資料表中的資料
REPLACE_DATA，清除 POV
資料，並以資料管理臨時資料
表中的資料取代。會針對
Scenario、Version、Year、
Period 及 Entity 清除資料
NONE 可忽略從「資料管理」
到「規劃」的資料匯出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未
指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
資料載入規則中指定之檔案名
稱包含的資料。在資料規則執
行之前，資料檔案必須已存在
INBOX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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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鎖定和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相關

位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這
是程序自動化整合。

作業：選擇鎖定或解除鎖定。
鎖定類型：針對應用程式或位
置選擇鎖定/解除鎖定作業。
期間：從資料交換中定義的整
合或資料載入規則中指定 POV
的期間，例如 Jan-21。
類別：根據整合 (資料規則) 定
義中的「POV 類別」，指定預
先定義的「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指那些在資料整
合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
「實際」。
應用程式 (選擇性)：如果選取
的鎖定類型是應用程式，請指
定應用程式的名稱，例如
"Vision"。
位置 (選擇性)：如果選取的鎖
定類型是位置，請指定位置的
名稱。如果位置已鎖定，資料
將無法載入。
依位置解除鎖定 (選擇性)：選
取的作業已鎖定和選取的位置
為應用程式時，可指定此參
數。
如果在鎖定目標應用程式時勾
選，則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
式底下位置中所有現存規則，
而不是應用程式層級鎖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鎖定和
解除鎖定 POV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整合

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套用資料授予 為指定的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套用資料授予。此 API
可提交作業以在 Essbase 中建立
並套用資料授予。此 API 會移除
Essbase 中所有現有的資料授
予，並使用應用程式的最新資訊
重新建立。如果有任何問題，它
也可以用來修復資料授予。

無

部署 ML 立方體 為選定的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部署或重新部署計算立
方體。

isKeepData：指定是否保留現有
資料
isReplacecube：指定是否取代現
有資料
comment：任何使用者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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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 ML 計算 執行或清除所選應用程式的計

算。搭配管理分類帳使用。
povGroupMember：要執行計
算的 pov 群組成員，例如
2015_January_Actual
isClearCalculated：是否清除計
算資料，True 或 False
subsetStart：規則集開始序號
subsetEnd：規則集結束序號
Rule：SINGLE_RULE 的規則名
稱
ruleSetName：SINGLE_RULE
選項的「規則集名稱」
exeType：執行類型指定要執行
的規則；可能的值為
ALL_RULES、
RULESET_SUBSET、
SINGLE_RULE。其他必要參數由
exeType 值決定。
exeType：ALL_RULES 置換所
有其他選項，例如 subsetStart、
subsetEnd、ruleSetName、
ruleName 等。
exeType：RULESET_SUBSET 只
考量 subsetStart 和
subsetEnd。
exeType：SINGLE_RULE 只考
量 ruleSetName 和 ruleName。
Comment：使用註解文字。
Delimiter：POV 群組的字串分隔
符號，例如底線 (_)。

清除 ML POV 從任何應用程式中的 POV 組合清
除模型物件和資料。

POV GroupMember：要執行計
算的 POV 群組成員，例如
2015_January_Actual
isManageRule：決定是否清除程
式規則詳細資料
isInputData：決定是否清除輸入
資料
IsAllocatedValues：決定是否清
除配置值
stringDelimiter：- POV 群組成
員的字串分隔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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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複製 ML POV 將模型物件和資料從「來源

POV」組合複製到任何應用程式
的「目的地 POV」組合。搭配使
用管理分類帳應用程式。

POV：包含在路徑中
srcPOVMemberGroup：來源
POV 成員群組，例如
2014_January_Actual
destPOVMemberGroup：目標
POV 成員群組，例如
2014_March_Actual
isManageRule：決定是否複製程
式規則詳細資料
isInputData：決定是否複製輸入
資料
modelViewName：從來源 POV
複製資料片段至目標 POV
建立目標 POV：是否建立目標
POV，如果該目標不存在的話
字串分隔符號：POV 群組成員的
字串分隔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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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資料規則 根據開始期間與結束期間執行資

料管理資料載入規則，並匯入或
匯出您指定的選項。

工作名稱：「資料管理」中定義
的資料載入規則名稱。
開始期間：要載入資料的第一個
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義於資
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結束期間：要載入資料的最後一
個期間。此期間名稱必須定義於
資料管理期間對映中。
匯入模式：決定如何將資料匯入
至「資料管理」。
APPEND，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的 POV 資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以
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 可略過匯入資
料，但用更新的對映和邏輯帳戶
重新處理資料。
NONE，略過將資料匯入資料管
理臨時資料表
匯出模式：決定如何將資料匯出
至「資料管理」。
STORE_DATA 可將「資料管理」
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與現有的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資料合併
ADD_DATA 可將「資料管理」臨
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到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中
SUBTRACT_DATA 可從現有的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資料中，減去「資
料管理」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
REPLACE_DATA，清除 POV 資
料，並以資料管理臨時資料表中
的資料取代。會針對 Scenario、
Version、Year、Period 及
Entity 清除資料
NONE 可略過從「資料管理」到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資料匯出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未指
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資料
載入規則中指定之檔案名稱包含
的資料。在資料規則執行之前，
資料檔案必須已存在 INBOX 中。

執行批次規則 執行「資料管理」中定義之作業
的批次。

工作名稱：「資料管理」中定義
的批次名稱。

更新維度 為某個使用文字檔建立的應用程
式上傳新的維度文字檔。這是程
序自動化整合。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將維度更新為工作。

檔案名稱：資料檔名稱
分隔符號字元：選擇性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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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鎖定和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相關位

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這是程
序自動化整合。

作業：選擇鎖定或解除鎖定。
鎖定類型：針對應用程式或位置
選擇鎖定/解除鎖定作業。
期間：從資料交換中定義的整合
或資料載入規則中指定 POV 的期
間，例如 Jan-21。
類別：根據整合 (資料規則) 定義
中的「POV 類別」，指定預先定
義的「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指那些在資料整合
設定中建立的類別，例如「實
際」。
應用程式 (選擇性)：如果選取的
鎖定類型是應用程式，請指定應
用程式的名稱，例如 "Vision"。
位置 (選擇性)：如果選取的鎖定
類型是位置，請指定位置的名
稱。如果位置已鎖定，資料將無
法載入。
依位置解除鎖定 (選擇性)：選取
的作業已鎖定和選取的位置為應
用程式時，可指定此參數。
如果在鎖定目標應用程式時勾
選，則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底下位置中所有現存規則，而不
是應用程式層級鎖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鎖定和解
除鎖定 POV

複製與刪除整合檔案
下列是常見的 EPM Cloud 整合：
• 從 <EPM Cloud 服務> 複製檔案
• 將檔案複製到 <EPM Cloud 服務>

• 從 <EPM Cloud 服務> 刪除檔案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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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執行這些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在預先建立的整合清單中，選取從 <EPM Cloud 服務> 複製檔案。這會將檔案從目
前的任務管理程式服務複製到遠端 EPM Cloud Service。例如，假設您已設定
Planning 中的「任務管理程式」，也已設定 Account Reconciliation 連線，則從
Planning 複製檔案就會將 Planning 的檔案複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中。

Note:

這適用於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遠端 EPM Cloud 服
務。

• 輸入下列參數：

– 檔案名稱：瀏覽並選取您要複製的檔案。
– 另存新檔：輸入檔案名稱 (可與原始檔案名稱不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性)：選取目錄名稱。

•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4. 選取將檔案複製到下列服務： <EPM Cloud 服務>。這會將檔案從其他 EPM Cloud
服務複製到已設定任務管理程式的目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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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這適用於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遠端 EPM Cloud 服務。

• 輸入下列參數：
– 檔案名稱：瀏覽並選取您要複製的檔案。
– 另存新檔：輸入檔案名稱 (可與原始檔案名稱不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性)：選取目錄名稱。

•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5. 選取從下列服務刪除檔案： <EPM Cloud 服務>。這會刪除 EPM Cloud 服務中的檔案。

Note:

這適用於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以外的所有遠端 EPM Cloud 服務。

• 對於檔案名稱，請瀏覽到您要刪除的檔案，然後選取該檔案。

•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另請參閱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管理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整合
本附錄描述如何設定以下預先建置的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 Oracle Cloud ERP 整合
• 內部整合
•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事件監控整合
EPM Cloud 使用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作為整合平台，讓任務管理程式透過非 EPM Cloud
服務執行自動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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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適用於 Planning 的系統和使用者流程：

Oracle Cloud ERP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一般使用者整合可讓您存取遠端 Cloud 環境中的功能。本節列出適用於
Oracle Cloud ERP 的可用任務管理程式一般使用者整合。
如需遠端雲端功能的描述，請參閱該雲端服務的說明文件。
Oracle Cloud ERP - Asset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具有 General Ledger 的資產餘額調節
• 資產成本摘要
• 資產準備金摘要
• 計算折舊
• 計算遞延折舊
• 資本化 CIP 資產
• 建立資產會計
• 日記帳分錄準備金分類帳報表
• 管理資產指派
• 管理資產財務交易
• 管理大量報廢
• 管理大量轉移
• 定期大量複製稅務報表簿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11-128



• 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 準備來源行並提交記入大量增項
• 恢復資產
• 報廢資產
Oracle Cloud ERP - Cash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銀行對帳單調節
• 建立會計
• Cash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報表
• 明細帳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自動記入日記帳
• 自動回轉日記帳
• 關閉 General Ledger 期間
• 建立配置規則
• 建立資產負債表結帳日記帳
• 建立損益表結帳日記帳
• 擷取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 擷取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 財務報告中心工作區
• 一般會計儀表板
• 產生配置規則
• General Ledger 試算表
• General Ledger 平均試算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報表
•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詳細資料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日帳本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批次摘要報表
• General Ledger 科目詳細資料報表
• 抵銷科目報表的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
• General Ledger 平均餘額稽核科目分析報表
•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報表
• General Ledger 試算表報表
• 匯入日記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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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General Ledger 會計期間
• 管理日記帳
• 未結 General Ledger 期間
• 期間關閉儀表板
• 調節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 調節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 重估餘額
• 轉換
• 跨分類帳轉換餘額
• 將餘額轉移至次要分類帳
Oracle Cloud ERP - Intercompany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Intercompany 科目明細報告
• 公司間調節
• Intercompany 交易摘要報告
• Intercompany 交易工作區
• 管理 Intercompany 期間狀態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General Ledger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Receivables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Payables

Oracle Cloud ERP - Payable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套用缺少的轉換比率
• 完成或取消未完成的支付程序要求
• 建立 Payables 會計
• 建立大量增項
• 擷取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 匯入 Payables 發票
• 匯入 Payables 付款要求
• 管理 Payables 期間
• 未結項目重估報表
• Payables 未入帳交易報表
• Payables 發票登陸頁面
• 帶有整理選項的 Payables 未入帳交易報表
• Payables 試算表報表
• 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11-130



• 複查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報表
• 待核准的交易
• 將成本轉移至成本管理
• 更新到期的應付票據狀態
• 更新到期的應付票據狀態
• 驗證未驗證的交易
Oracle Cloud ERP - Receivable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或拒絕客戶貸項
• 請款工作區
• 自動清除收據
• 建立自動請款調整
• 建立自動收據批次
• 建立收據匯款批次
• 建立逾期罰款批次
• 建立自動收款沖銷
• 建立 Receivables 會計
• 擷取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的調節資料
• 匯入應收款自動立帳：主檔
• 管理 Receivables 會計期間
• 管理收入調整
• Receivables 餘額工作區
• 透過鎖定方塊處理收據
• 認列收入
• Receivables 帳齡 - 依 General Ledger 科目報表
• 提交明細帳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Oracle Cloud ERP - Tax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稅務調節報表
• 稅務調節 - 依應稅科目報表
Cloud ERP 整合的應用程式憑證值
憑證名稱：SERVER

憑證描述：用於 URL 式整合的特性，例如此虛構 URL 中所述： https://
customer_chosen_domain_name_fa.DC.oracleclou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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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Cloud ERP 的事件監控整合
本節列出立即可用的 Oracle Cloud ERP 事件監控整合。

備註：
如需自訂程序自動化或事件監控與 Oracle Cloud ERP 的整合，請參閱建立自
訂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支援的事件
下列是 General Ledger 支援的事件：

來源 事件 描述
總帳 會計期間已關閉 總帳會計期間關閉時發出信號。
總帳 會計期間已開啟 總帳會計期間開啟時發出信號。
總帳 會計期間已重新開啟 總帳會計期間重新開啟時發出信號。
總帳 已核准日誌批次 核准日誌批次時發出信號。
總帳 日誌批次過帳已完成 日誌批次過帳時發出信號。

新增至現有立即可用連線的整合
此表格列出新增以從「任務管理程式」監控這些業務事件的整合，這包括：
•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整合類型
•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任務類型
•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整合流程

連線名稱 整合名稱 整合代碼 事件名稱 描述 參數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間關閉事件 R13GLPeriod
Close

會計期間已關
閉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間
關閉事件監控

LedgerName
：分類帳的名
稱。例如，US
Primary
Ledger。
Period：期間
的名稱。例
如，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間開啟事件 R13GLPeriod
Open

科目期間已開
啟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間
開啟事件監控

LedgerName
：分類帳的名
稱。例如，US
Primary
Ledger。
Period：期間
的名稱。例
如，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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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線名稱 整合名稱 整合代碼 事件名稱 描述 參數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期間重新開啟
事件

R13GLPeriod
Reopen

會計期間已重
新開啟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期間
重新開啟事件
監控

LedgerName
：分類帳的名
稱。例如，US
Primary
Ledger。
Period：期間
的名稱。例
如，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核准事
件

R13GLJourna
lBatchAppro
ve

已核准日誌批
次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日記
帳批次核准事
件監控

BatchName：
日記帳批次名
稱
Period：期間
的名稱。例
如，01-19。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過帳事
件

R13GLJourna
lBatchPost

日記帳批次已
過帳

Oracle Cloud
ERP General
Ledger 日記
帳批次記入事
件監控

BatchName：
日記帳批次名
稱
Period：期間
的名稱。例
如，01-19。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設定整合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您可以建立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的「事件監控」整
合。「事件監控」整合會在另一個 Cloud 服務或內部部署應用程式中發生外部事件時被觸發。
請確定 Oracle Cloud ERP 中已啟用業務事件。您可以使用 REST API 來驗證事件。請參閱
REST API for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手冊的 "ERP Business Events REST Endpoints" 小節
中的這些主題：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financials/22d/farfa/api-erp-business-events.html

若要驗證事件，請參閱「取得所有業務事件記錄」。
如果您尚未啟用任何事件，請參閱「更新業務事件的已啟用指標」。
遵循下列步驟，以設定「任務管理程式」與 Oracle Cloud ERP 之間的整合：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整合頁籤，然後依序按一下管理連線和 Integration Cloud 連線。
3. 在 Integration Cloud 連線對話方塊中，新增必要資訊：

a. 針對 URL，輸入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URL。
b. 針對服務管理員和密碼，輸入「服務管理員」認證。
c. 按一下驗證。
d. 驗證成功之後，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對話方塊。

啟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連線
若要啟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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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按一下管理連線。
3. 選取清單中的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編
輯。

4. 在編輯連線對話方塊中，選取已啟用，然後按一下確定。
5. 在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產生。
如果已啟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連線，則請將整合流程部署至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方法是從「整合」畫面選取事件監控整合，然後按一下
工具列中的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然後按一下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對話
方塊中的產生。
整合流程已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而且您可以登入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s
來檢視流程。

備註：
第一次啟用 Integration Cloud 連線時，所有 Integration Cloud 部署將在啟動
期間失敗。「管理員」必須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啟動整合。啟動整合之
前，「管理員」必須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設定整合。

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設定整合流程
若要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設定整合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整合雲端服務。
2. 導覽至連線。
會自動建立 EPM Fusion 連線和 EPM 連線。

3. 提供環境和認證資訊，以編輯連線。如需連線建立必備條件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建
立連線的必備條件。
• EPM Fusion 連線是 Oracle Cloud ERP 連線。請參閱使用 Oracle ERP Cloud
配接器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 EPM 連線是「任務管理程式」中的「EPM Cloud 服務」連線。如需詳細資料，
請參閱「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配接器 (含
Oracle 整合)」。

設定、測試和儲存連線之後，會在連線旁邊看到綠色核取記號。

4. 回到「任務管理程式」，然後選取整合。
5. 從清單中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工具列中的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6. 在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產生。

Cloud Integration 部署成功。依序登入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服務和
Integrations，以確認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啟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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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事件監控任務新增至範本或排程
設定完成之後，您可以將事件監控任務新增至排程或範本。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範本頁籤，然後建立新的範本；例如 ERP 事件範本。
3. 建立事件監控任務。請參閱建立任務。
在「任務類型」中，務必選取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然後選取事件監控
任務；例如期間開啟事件。

4.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範本，並選取 ERP 事件範本，然後建立排程。請參閱從
範本建立排程。

5.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排程，並選取排程，然後將狀態變更為已開啟。
您可以在排程任務畫面中監控排程任務。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觸發期間關閉事件
若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發期間關閉事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 Oracle Cloud ERP。
2. 選取一般會計頁籤，然後選取期間關閉。
3. 按一下總帳，並選取期間，然後按一下關閉期間。

 

 

4.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讓任務完成。然後導覽至任務中的排程任務畫面，確認已關閉任務。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觸發期間開啟/重新開啟事件
若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發期間開啟事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 Oracle Cloud ERP。
2. 選取一般會計頁籤，然後選取期間關閉。
3. 按一下總帳，並選取期間，然後按一下開啟期間。
4.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讓任務完成。然後導覽至任務中的排程任務畫面，確認已關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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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開啟從未開啟過的期間，則會觸發「期間開啟事件」。如果您開啟之前
已關閉的期間，則會觸發「期間重新開啟事件」。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觸發日記帳批次已核准事件
若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發日記帳批次已核准事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 Oracle Cloud ERP。
2. 選取一般會計頁籤，然後選取日記帳。
3. 按一下需要我的核准，並選取日記帳批次，然後按一下核准。
4.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讓任務完成。然後導覽至任務中的排程任務畫面，確認已關閉
任務。

備註：
只有是多層級核准程序中的最後一個核准時，您才能觸發「日記帳批次已
核准」事件。

在 Oracle Cloud ERP 中觸發日記帳記入事件
若要在 Oracle Cloud ERP 中引發日記帳批次已核准事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 Oracle Cloud ERP。
2. 選取一般會計頁籤，然後選取日記帳。
3. 按一下任務，然後選取建立日記帳。
4. 在建立日記帳畫面中，指定必要資訊，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日記帳批次名稱和會計期間應該符合「任務管理程式」排程中任務的參
數。

5. 等待幾分鐘的時間，讓任務完成。然後導覽至任務中的排程任務畫面，確認已關閉
任務。

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一般使用者整合可讓您存取內部部署環境中的功能。本節列出適用於內部
部署應用程式的任務管理程式一般使用者整合。
如需內部部署功能的描述，請參閱該應用程式的說明文件。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載入資料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11-136



• 載入 IC 交易
• 載入日記帳
• 管理文件
• 核准日記帳
• 建立日記帳
• 資料方格
• 擷取資料
• 擷取 ICT

• 擷取日記帳
• IC 比對範本報表
• 公司間比對 - 依照科目報表
• 公司間比對 - 依照交易 ID 報表
• 公司間報表
• 公司間交易報表
• 日記帳報表
• 所有權管理
• 記入日記帳
• 程序控管
• 程序 ICT

• 任務清單
• Web 資料輸入表單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應付帳款任務
• 關閉應付期間
• 費用報告匯入
• 開啟下一個 應付帳款期間
• Payables 核准工作流程
• 複查保留與發放
• 開放式介面匯入 (應付帳款開放式介面匯入)

• 匯入公司間交易 (應付帳款開放式介面匯入)

• 驗證所有未驗證的發票 (發票驗證)

• 發票暫停報告
• 更新到期的支付狀態 (更新到期的應付票據狀態)

• 將日記帳分錄轉移至總帳
• 執行未入帳交易報表 (未入帳交易報表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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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未入帳交易清除 (未入帳交易報表 (XML)

• 執行未入帳交易清除程式 (未入帳交易報表 (XML)

• 發票已記入登錄報表 (應付帳款已記入發票登錄)

• 支付已記入登錄報表 (應付帳款已記入支付登錄)

• 執行應付帳款試算表報表 (應付帳款試算表)

• 大量增項建立
• 執行應付帳款關鍵指標報表 (關鍵指標報表)

• 執行財務稅務登錄 (僅限 RX：財務稅務登錄)

• 執行稅務稽核追蹤報表
• 執行使用稅捐負債報表
• 執行歐盟內 VAT 稽核追蹤報表
• 執行代扣稅報表 (應付帳款代扣稅報表)

• 產生代扣稅信函 (應付帳款代扣稅信函)

應收帳款任務
• 核准最終應收帳款交易調整
• 建立最終應收帳款交易調整
• 建立定期沖銷
• 鎖定方塊收款
• 開啟後續期間任務
• 手動移除收入的或有事項
• 設定關閉擱置中的期間
• 手動申請收款
• 關閉 Accounts Receivables 期間
• 匯入發票建立的訂單行資訊 (應收款自動立帳匯入程式)

• 匯入發票建立的訂單行資訊 - 非 Oracle (應收款自動立帳匯入程式)

• 執行收入認列 (收入認列)

• 建立會計
• 執行未記入應收帳款項目報表 (未記入項目報表)

• 執行收據登錄報表 (已申請收據登錄)

• 建立最終會計並轉移至總帳 (建立會計)

• 產生應收帳款至總帳調節 (應收帳款調節報表)

• 執行應收帳款分析報表 (關鍵指標報表 - 摘要)

總帳任務
• 應收帳款調節
• 產生 AutoAllocation 以配置租金費用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11-138



• 將財務結果整合至公司
• 維護重估幣別匯率
• 複查租金費用的配置公式
• 明細分類帳來源日記帳複查
• 產生壞帳應計的週期性日記帳
• 開啟新的會計期間/關閉會計期間
• 記入明細帳來源日記帳
• 複查針對外幣持有設定的重估
• 回轉上一期間的應計
• 執行初步損益表報表
• 將財務結果整合至公司
• 執行轉換為父幣別
• 執行初步明細試算表報表 (試算表 - 明細)

• 執行外幣日記帳報表 (日記帳 - 輸入的幣別)

Hyperion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工作庫
• 管理計算
• 管理資料庫
• 管理模型檢視
• 管理查詢
• 管理規則
• 模型摘要
• 模型驗證
• POV 管理員
• 規則平衡
• 系統報表
• 追蹤配置
Oracle Fusion Asset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準備來源行並提交記入大量增項
• 資本化 CIP 資產
• 管理資產財務交易
• 管理資產指派
• 報廢資產
• 恢復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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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大量財務交易
• 管理大量報廢
• 管理大量轉移
• 具有 General Ledger 的資產餘額調節
• 計算折舊
• 定期大量複製稅務報表簿
• 日記帳分錄準備金分類帳報表
• 計算遞延折舊
• 建立資產會計
• 資產成本摘要
• 資產準備金摘要
• 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Oracle Fusion Cash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銀行調節
• 建立會計
• 明細帳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 Cash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報表
Oracle Fusion General Ledger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匯入日記帳
• 自動記入日記帳
• 自動回轉日記帳
• 產生配置規則
• General Ledger 試算表
• General Ledger 平均試算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檢查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日帳本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批次摘要報表
• General Ledger 報表
• 抵銷科目報表的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
• General Ledger 平均餘額稽核科目分析報表
• 重估餘額
• 轉換
• 擷取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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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擷取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 建立資產負債表結帳日記帳
• 建立損益表結帳日記帳
• 關閉 General Ledger 期間
• 未結 General Ledger 期間
• 將餘額轉移至次要分類帳
• 跨分類帳轉換餘額
• 複查日記帳儀表板
• 管理日記帳
• 期間關閉儀表板
• 財務報告中心工作區
• 啟動財務報告的工作區
• 調節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 調節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 管理 General Ledger 會計期間
• 建立配置規則
•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報表
• General Ledger 科目分析報表
• General Ledger 試算表報表
Oracle Fusion Intercompany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Intercompany 交易工作區
• 管理 Intercompany 期間狀態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General Ledger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Receivables

• 將 Intercompany 交易轉移至 Payables

• Intercompany 科目明細報告
• Intercompany 交易摘要報告
Oracle Fusion Payables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從外部系統匯入交易
• 匯入 Intercompany 交易
• 匯入費用報表
• 驗證未驗證的交易
• 核准需要核准的交易
• 更新到期的應付票據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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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缺少的轉換比率
• 建立 Payables 會計
• Payables 未入帳交易報表
• 帶有整理選項的 Payables 未入帳交易報表
• 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 未結項目重估報表
• 期末調節報表
• Payables 試算表報表
• 擷取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資料
• 建立大量增項
• 將成本轉移至成本管理
• 完成或取消未完成的支付程序要求
• 關閉 Payables 期間
• 開啟下一個 Payables 期間
• 複查 Pay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調節報表
Oracle Fusion Accounts Receivable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匯入應收款自動立帳：主檔
• 透過鎖定方塊處理收據
• 建立自動收據批次
• 建立收據匯款批次
• 自動清除收據
• 建立逾期罰款批次
• 建立自動收款沖銷
• 認列收入
• 建立 Receivables 會計
• 提交明細帳期間關閉例外報表
• 擷取 Receivables 到 General Ledger 的調節資料
• Receivables 帳齡 - 依 General Ledger 科目報表
• 執行期間關閉報表
• 核准或拒絕客戶貸項
Oracle Fusion Tax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稅務調節報表
• 稅務調節 - 依應稅科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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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perion Planning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商業規則
•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 複製資料
• 複製版本
• 自訂連結
• 資料表單
• 資料載入設定值
• 管理幣別轉換
• 管理資料表單
• 管理維度
• 管理匯率
• 管理功能表
• 管理程序
• 管理安全性篩選條件
• 管理智慧型列示
• 管理任務清單
• 管理使用者變數
• 規劃單位階層
• 案例與版本指派
• 任務清單
PeopleSoft 9.0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總帳與子系統的關閉期間
• 執行與複查 PS/nVision 報告
• 處理子系統與外部日記帳 (日記帳產生器)

• 輸入任何手動日記帳
• 帳面費用應計
• 輸入任何調整傳票
• 複查/更正帶有錯誤的傳票
• 複查/更正相符例外
• 複查不完整的存款
• 解決擱置中項目記入錯誤
• 視情況沖銷餘額
• 更新無法確定的 Receiv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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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面未請款的應計收入
• 完成未處理的請款
• 更正請款介面錯誤
• 調節應付帳款控制科目至總帳
• 複查試算表報表
• 調節應收帳款控制科目至總帳
• 調節收入 (請款) 科目至總帳
• 調節資產控制科目至總帳
• 複查費用應計
• 調節未結應付帳款負債報表至總帳
• 複查帳齡增加的應收帳款試算表
PeopleSoft 9.1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總帳與子系統的關閉期間
• 執行與複查 PS/nVision 報告
• 處理子系統與外部日記帳 (日記帳產生器)

• 輸入任何手動日記帳
• 帳面費用應計
• 輸入任何調整傳票
• 複查/更正帶有錯誤的傳票
• 複查/更正相符例外
• 複查不完整的存款
• 解決擱置中項目記入錯誤
• 視情況沖銷餘額
• 更新無法確定的 Receivables

• 帳面未請款的應計收入
• 完成未處理的請款
• 更正請款介面錯誤
• 調節應付帳款控制科目至總帳
• 複查試算表報表
• 調節應收帳款控制科目至總帳
• 調節收入 (請款) 科目至總帳
• 調節資產控制科目至總帳
• 複查費用應計
• 調節未結應付帳款負債報表至總帳
• 複查帳齡增加的應收帳款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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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整合
確定您備妥必備條件並遵循下列步驟來設定 任務管理程式和外部應用程式的整合。
必備條件
若要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例如，E-Business Suite)，您需要下列：
•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備註：
每個 Planning 例項都需要一個 Integration Cloud 例項。

• 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例如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設定。
1.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 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請參閱整合雲端
服務說明文件 以取得詳細資訊。

2. 為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 EBS 配接器複查並完成「使用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業務事件在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中觸發整合點」中的必備條件：https://
docs.oracle.com/cloud/latest/related-docs/ICEBS/toc.htm

3. 在 Planning 中，選取首頁上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4.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5. 按一下管理連線。
6. 從管理連線中，在動作之下，選取 Integration Cloud 連線。

 

 

7. 指定任務管理程式連線 URL 與認證，然後按一下驗證。驗證成功之後，按一下儲存。這會
儲存 Planning 連線的伺服器與認證。

備註：
任務管理程式使用 Integration Cloud 進行與非 EPM Cloud 的外部應用程式的所
有整合。外部應用程式可以是另一個 Cloud 服務或內部部署應用程式，例如 E-
Business Suite。這些可以是「程序自動化」或「事件監控」整合類型。

8. 視「總帳」的 EBS 連線和「應付帳款」連線是否已經連線，執行下列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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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啟用「總帳」和「應付帳款」的 EBS 連線，請依序按一下部署、產
生，將相對應的 Integration Cloud 整合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 如果您沒有啟用「總帳」和「應付帳款」連線的 EBS 連線：
a. 在 Planning 的任務管理程式中，前往整合，然後按一下管理連線。
b. 選取並編輯 E-Business Suite - 總帳。選取已啟用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
確定。接著按一下部署，然後按一下產生。

c. 針對 E-Business Suite - 應付帳款重複執行以上的步驟。
系統會建立整合任務類型，而且也會將 Integration Cloud 整合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服務。

備註：
如果您是第一次執行此操作，並且未完成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連線，所
有 Integration Cloud 部署將會在啟動期間失敗。這是預期的情況。若要修
正此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a. 登入 Integration Cloud。
b. 導覽至連線。您將會看到兩個名稱為 FCCS 和 EBS 的連線。視需要
使用搜尋。
編輯 FCCS 連線：
• 按一下設定連線作業，然後輸入 FCCS URL 作為 <FCCS url>/

HyperionPlanning/rest/cmapi/v1

• 按一下設定安全性，然後輸入您的 FCCS 服務的「服務管理員」
認證。接著按一下測試，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服務管理員使用者 ID 應該是下列連結中指定的格式：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
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prest/
authentication.html

編輯 EBS 連線：
• 輸入您的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的連線 URL 和認證。
• 按一下測試，然後按一下儲存。

c. 從 FCCS 中，開啟任務管理程式，然後選取管理整合。
d. 在管理連線的動作功能表中，選取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連
線，接著按一下部署，然後按一下產生。這一次應該完成部署而且沒
有錯誤。

9. 驗證「整合 - EBS」連結是否正確完成。您可以藉由以管理員身分登錄到 Oracle E-
Business Suite 來執行此操作，並以商務活動的訂閱者身分驗證是否已新增
Integration Cloud REST 服務。以下是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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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是否已新增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例如：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整合
這些是 EBS 事件監控的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 EBSJournalApprove

• EBSJournalPost

• EBSJournalPeriodClose

• EBSJournalPeriod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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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JournalPeriodReopen

• EBSAPJournalPeriodOpenClose

以下是可監控的事件：
表格 11-8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事件與描述

整合名稱 事件名稱 描述
日記帳核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

ve
總帳：已核准日
記帳

日記帳過帳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總帳：已完成計
入

分類帳期間關閉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
ose

總帳：期間關閉

分類帳期間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
en

總帳：期間開啟

分類帳期間重新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
open

總帳：期間重新
開啟

應付帳款期間開啟/關閉事
件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應付帳款：期間
開啟/關閉/重新
開啟

表格 11-9    總帳日記帳整合類型參數

名稱 類型 必要 順序 隱藏
批次 ID 文字 是 1 N

表格 11-10    總帳關帳處理程序期間整合類型參數

名稱 類型 必要 順序 隱藏
LedgerID 文字 是 1 N
PeriodName 文字 是 2 N

表格 11-11    應付帳款整合類型參數

名稱 類型 必要 順序 隱藏
LedgerID 文字 是 1 N
PeriodName 文字 是 2 N
動作 靜態清單 是 3 N

藉由引發商務活動以驗證結果
一旦設定 EBS 商務活動系統以訂閱必要的事件之後，您可以藉由引發商務活動以驗證
結果。以下各節介紹如何執行引發追蹤之活動的 EBS 任務。
總帳 - 已核准日記帳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ve
EBS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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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選取日記帳，然後選取輸入，並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4. 對「在此資料夾中尋找記錄？」訊息按一下否。
5. 在「尋找日記帳」畫面上，按一下新批次。
視窗 (Vision Operation (USA)) 隨即顯示。

6. 在批次中，輸入唯一的批次名稱。

備註：
當您按一下儲存時，游標需要在「批次」欄位中。

7.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批次。

備註：
儲存時，游標需要在「批次」欄位中。

8. 對 請輸入一或多個日記帳 訊息按一下確定。
9. 按一下日記帳。
10. 在日記帳欄位中，輸入唯一名稱。
11. 從第 1 行開始提供行項目。為帳戶提供借方和貸方值。
12. 完成輸入行值之後，將游標移至「日記帳」欄位。
13. 導覽至檔案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新增。
14. 對要儲存您進行的變更嗎？訊息按一下是。

備註：
按一下是，即可將多個日記帳分錄新增至批次。

完成最後一個日記帳的日記帳分錄之後，將游標移至「日記帳」欄位。
15.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最後一個日記帳分錄。
16. 專注於「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然後選取批次欄位。
17.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18.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9. 在欄位中，輸入 JE_BATCH_ID，然後按一下內部值，以取得唯一的日記帳批次 ID。例
如，
• 區塊： BATCH

• 欄位： JE_BATCH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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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 4776732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批次 ID 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批次 ID 參數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為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日記帳核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ve)。
3. 在參數頁籤上，為批次 ID 提供一個值作為 EBS 的日記帳批次 ID。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 上，目前已針對特定批次啟用「核准」按鈕。
2. 按一下核准，以引發日記帳核准事件。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如需「日記帳批次核准」相關資訊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此文件：http://
download.oracle.com/docs/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journa09.htm#t_ja_submit

總帳 - 日記帳過帳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選取日記帳，然後選取輸入，並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4. 對「在此資料夾中尋找記錄？」訊息按一下否。
5. 在「尋找日記帳」畫面上，按一下新批次。
視窗 (Vision Operation (USA) 隨即顯示。

6. 在批次中，輸入唯一的批次名稱。

備註：
當您按一下儲存時，游標需要在「批次」欄位中。

7.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批次。

備註：
儲存時，游標需要在「批次」欄位中。

8. 對 請輸入一或多個日記帳 訊息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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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日記帳。
10. 在日記帳欄位中，輸入唯一名稱。
11. 從第 1 行開始提供行項目。為帳戶提供借方和貸方值。
12. 完成輸入行值之後，將游標移至「日記帳」欄位。
13. 導覽至檔案，然後按一下新增。
14. 對要儲存您進行的變更嗎？訊息按一下是。

備註：
按一下是，即可將多個日記帳分錄新增至批次。

完成最後一個日記帳的日記帳分錄之後，將游標移至「日記帳」欄位。
15.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最後一個日記帳分錄。
16. 專注於「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然後選取批次欄位。
17.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18.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9. 在欄位中，輸入 JE_BATCH_ID，然後按一下內部值，以取得唯一的日記帳批次 ID。例
如，
• 區塊： BATCH

• 欄位： JE_BATCH_ID

• 值： 4776732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批次 ID 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批次 ID 參數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對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日記帳核准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3. 在參數頁籤上，為批次 ID 提供一個值作為 EBS 的日記帳批次 ID。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上，目前已針對特定批次啟用「核准」按鈕。
2. 按一下過帳，以引發日記帳核准事件。
3. 藉由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特定要求，檢查 EBS 要求的狀態。
4. 指定先前提到的要求 ID。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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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日記帳批次過帳」相關資訊的進一步資訊，請參閱此文件：http://
download.oracle.com/docs/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
conten07.htm#w_conts_post

總帳 - 日記帳期間關閉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ose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選取開啟/關閉，然後選取輸入，並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隨即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隨即顯示「開啟與關閉期間」對話方塊。
5. 從顯示的期間清單中，選擇您要關閉的期間。
6.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7. 按一下狀態選項。狀態清單方塊隨即開啟。
8. 選取已關閉狀態，然後按一下確定。然後將期間記在記事本。
9. 若要儲存狀態，請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
10.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11.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12.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3. 在欄位中，輸入 LEDGER_ID，然後按一下內部值，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
例如，
• 區塊： PREVIOUS
• 欄位： LEDGER_ID
• 值： 1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分類帳 ID」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 LEDGER_ID 參數
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為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日記帳關閉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ose)。
3. 在參數頁籤上，為 EBS 的「分類帳 ID」和「期間名稱」提供一個值。例如：期間
名稱：Dec-10 和分類帳 ID：1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關閉開啟與關閉期間對話方塊。
2. 在「提交要求節點」訊息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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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特定要求，檢查 EBS 要求的狀態。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如需「總帳期間」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此文件：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總帳 - 日記帳期間開啟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en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選取開啟/關閉，然後選取輸入，並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隨即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隨即顯示「開啟與關閉期間」對話方塊。
5. 從顯示的期間清單中，選擇您要開啟的期間。
6. 在記事本中複製您要開啟的期間。
7.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8.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9.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0. 在欄位中，輸入 LEDGER_ID，然後按一下內部值，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例如，
• 區塊： PREVIOUS
• 欄位： LEDGER_ID
• 值： 1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分類帳 ID」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 LEDGER_ID 參數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為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日記帳期間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en)。
3. 在參數頁籤上，為 EBS 的「分類帳 ID」和「期間名稱」提供一個值。例如：期間名稱：

Dec-10 和分類帳 ID：1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按一下開啟期間。
2. 選取要開啟的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以發起事件。
3. 藉由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特定要求，檢查 EBS 要求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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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如需「總帳期間」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此文件：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總帳 - 日記帳期間重新開啟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open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選取開啟/關閉，然後選取輸入，並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隨即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隨即顯示「開啟與關閉期間」對話方塊。
5. 從顯示的期間清單中，選擇您要重新開啟的期間。
6. 在記事本中複製您要重新開啟的期間。
7.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8.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9.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0. 在欄位中，輸入 LEDGER_ID，然後按一下內部值，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
例如，
• 區塊： PREVIOUS
• 欄位： LEDGER_ID
• 值： 1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分類帳 ID」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 LEDGER_ID 參數
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為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日記帳期間重新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open)。
3. 在參數頁籤上，為 EBS 的「分類帳 ID」和「期間名稱」提供一個值。例如：期間
名稱：Dec-10 和分類帳 ID：1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按一下開啟期間。
2. 選取要開啟的已關閉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以發起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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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藉由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特定要求，檢查 EBS 要求的狀態。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如需「總帳期間」更多相關資訊，請參閱此文件：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應付帳款期間開啟/關閉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展開應付帳款，然後從左側樹狀目錄選取 Vision Operations (USA) 角色。
3. 展開會計，然後選取控制應付帳款期間。這會啟動「控制應付帳款期間」表單。
4. 指定分類帳和作業單位。請勿關閉「尋找應付帳款期間」對話方塊。相反地，執行下列步
驟以識別「分類帳 ID」值。

5. 按一下說明，然後依序選取診斷、檢查。
6. 如果要求認證，請指定 APPS 結構描述認證。「檢查」欄位與「變數值」表單隨即顯示。
7. 在區段中，輸入 PERIOD_QF。在欄位中，輸入 SET OF BOOKS，然後按一下內部值，
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數值。例如，
• 區段：PERIOD_QF
• 欄位： SET OF BOOKS
• 值： 1
將此值複製到記事本。此「分類帳 ID」將作為「事件監控」任務的 LEDGER_ID 參數值。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1. 在「擱置中」狀態建立新的排程。
2. 為事件監控任務建立任務，以監控應付帳款期間開啟/關閉事件

(oracle.apps.ap.CloseProcess.period)。
3. 在參數頁籤上，為 EBS 的「分類帳 ID」、「期間名稱」和「動作」提供一個值。例如，
分類帳 ID：1，期間名稱：Dec-10，以及動作：已關閉。

4. 儲存任務，並將排程設定為開啟狀態。
EBS 中的後續步驟
1. 尋找「EBS 控制應付帳款期間」中的期間。
2. 按一下該期間的期間狀態欄。
3. 在控制狀態表單中，選取適當的狀態。
4. 選取檔案，然後選取儲存以發起事件。
任務管理程式中的後續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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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待任務設定為「開啟」狀態。擷取 EBS 事件需要幾分鐘的時間。
2. 2-3 分鐘之後，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重新整理。

備註：
EBS 實作只會發起狀態為「關閉」與「關閉」的事件。「永久關閉」狀態將
不會發起任何事件。

如需「應付帳款期間」進一步的資訊，請參閱此文件：
https://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ap/ctlperst.htm

建立自訂整合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您可以建立和管理和外部應用程式整合的自訂「程序自動化」
或「事件監控」。「EPM 配接器」可讓您使用 Oracle EPM Cloud 以及其他雲端及內部
部署應用程式在「整合雲端服務」中建立連線和整合流程。
下圖顯示建立自訂整合的使用者與系統流程：
 

 
請參閱下列主題：
• 建立自訂程序自動化整合
• 建立自訂事件監控整合

建立一般使用者整合
當您建立整合時，要選取「一般使用者」作為執行類型。使用者接著可以根據定義的整
合來建立任務類型，或者驗證整合。
若要建立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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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新增。
另請參閱設定整合特性和設定整合參數。

建立自訂程序自動化整合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您可以建立和外部應用程式的自訂程序自動化整合。在「程序自動化」整
合中，任務會在到了其開始日期與時間且在任何前置任務完成時，於外部應用程式中自動執
行，例如來自「總帳」的隔夜摘要。
當您建立「程序自動化」任務時，如果已設定電子郵件通知，則任務「擁有者」會在任務開始
或完成時自動接收到電子郵件通知。如果任務狀態變更並需要執行核准這類動作，而且「擁有
者」在核准完成時接收到通知，則您設定工作流程時所指定的「受指派人」也會接收到動作通
知。
確定您備妥必備條件並遵循下列步驟來設定任務管理程式和外部應用程式的整合。
如需自訂整合流程的概觀，請參閱建立自訂整合。
必備條件
若要整合任務管理程式與外部應用程式，您需要：
•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以整合內部部署與非 EPM Cloud 服務。

備註：
每個 Oracle EPM 雲端例項需要一個 Integration Cloud 例項。

• 已設定外部應用程式。
1.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請參閱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說明文件 以取得詳細資訊。
2. 在您的應用程式環境中安裝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以與您的 Oracle EPM Cloud 例
項進行通訊。如需設定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管理代理程式群
組。

備註：
如果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服務已部署在非軍事區 (DMZ) 組態中設定的環境，以便
這些服務可透過網際網路公開存取，則無需安裝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建立連線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按一下管理連線。
3. 按一下新增。
4. 針對連線輸入連線的名稱。
5. 選取已啟用以啟用連線。
6. 如果外部應用程式為雲服務，請選取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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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確定以儲存連線。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設定整合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按一下新增。
3. 在特性頁籤上，指定必要的資訊：

a. 對於名稱，請輸入整合的名稱。
b. 對於代碼，請輸入整合任務的「整合代碼」。
代碼用來執行整合以及從檔案匯入將更新對映至整合。

c. 選擇性：在描述中，輸入整合任務的描述。
d. 對於連線，選取任務所屬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管理連線」對話方塊中的「管理連線」圖示來維護應用程式清單。

e. 對於執行類型，請選取程序自動化。
4. 在參數頁籤上，按一下新增，然後指定必要資訊：

a. 對於名稱，請輸入參數的名稱。
b. 對於參數代碼，請輸入參數代碼。
c. 選擇性：輸入參數工具提示。
d. 在參數類型清單中，選取以下其中一種類型，並為參數輸入任何其他資訊：
• 核取方塊：布林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數：以整數表示的數值
• 數字：以整數或分數表示的數值
• 選項群組：一組預先定義值的核取方塊
• 靜態清單：預先定義的一組文字值
• 任務資訊：任務資訊，例如受指派人、持續期間、開始與結束日期
• 文字：任意格式文字值
• EPM 物件：物件的名稱，例如表單或報表

e. 如果參數需要值，請選取必要。
f. 按一下確定儲存參數。
g.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來儲存整合。

建立整合的任務類型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任務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特性頁籤上，指定任務類型名稱和任務類型 ID。
5. 對於整合，請按一下搜尋，接著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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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參數頁籤上，設定「任務類型」參數。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設定連線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按一下管理連線，然後從動作選取整合雲端連線。
4. 指定 Integration Cloud 連線 URL 和認證，然後按一下驗證。驗證成功之後，按一下儲
存。這樣可以儲存連線的伺服器和認證。

備註：
輸入 URL：https://<SERVICE_NAME>-
<TENANT_NAME>.integration.ocp.oraclecloud.com

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建立連線與整合
1. 登入 Integration Cloud。
2.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建立 EPM 伺服器的連
線。請參閱此連結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連線。

3. 視需要建立其他應用程式的一或多個連線。
4. 使用所建立的連線建立「程序自動化整合」，然後將其啟動。請參閱此範例：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搭配 Oracle Integration。
完成任務管理程式中的整合設定
使用這些步驟來完成任務管理程式中的整合設定。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確定新整合顯示在「整合」清單上。
3.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選取排程，然後建立「擱置中」狀態的新排程。請參閱手動建立排
程。

4. 建立程序自動化任務並將其新增至排程。請參閱建立任務。
5. 從排程中，選取並開啟排程。

建立自訂事件監控整合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您可以為外部應用程式建立事件監控整合。當其他 Cloud 服務或內部部署
應用程式中發生外部事件時，隨即觸發「事件監控」整合。舉例來說，當「Oracle E-Business
Suite - 總帳」在某一段期間 (例如 2018 年 1 月) 一關帳時，便會觸發「事件監控」整合。
確定您備妥必備條件並遵循下列步驟來設定任務管理程式和外部應用程式的整合。
如需自訂整合流程的概觀，請參閱建立自訂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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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備條件

備註：
您也可以利用任何可呼叫 REST API 的整合工具來觸發事件監控。在這種情況
下，您就不需要滿足下列必備條件。

若要整合任務管理程式與外部應用程式，您需要：
•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以整合內部部署和非 EPM Cloud 的服務。

備註：
每個 Oracle EPM 雲端例項需要一個 Integration Cloud 例項。

• 已設定外部應用程式。
1.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 Oracle Autonomous Integration Cloud。請參閱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說明文件 以取得詳細資訊。
2. 在您的應用程式環境中安裝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以與您的 Oracle EPM

Cloud 例項進行通訊。如需設定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管
理代理程式群組。

備註：
如果內部部署應用程式服務已部署在非軍事區 (DMZ) 組態中設定的環
境，以便這些服務可透過網際網路公開存取，則無需安裝 Integration
Cloud 代理程式。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設定整合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按一下新增。
3. 在特性頁籤上，指定必要的資訊：
4. a. 對於名稱，請輸入整合的名稱。

b. 對於代碼，請輸入整合任務的「整合代碼」。
代碼用來執行整合以及從檔案匯入將更新對映至整合。

c. 選擇性：在描述中，輸入整合任務的描述。
d. 對於連線，選取任務所屬的應用程式。
您可以從「管理連線」對話方塊中的「管理連線」圖示來維護應用程式清單。

e. 對於執行類型，請選取事件監控。
f. 對於事件名稱，請輸入事件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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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參數頁籤上，按一下新增，然後指定必要資訊：
a. 對於名稱，請輸入參數的名稱。
b. 對於參數代碼，請輸入參數代碼。
c. 選擇性：輸入參數的工具提示。
d. 在參數類型清單中，選取以下其中一種類型，並為參數輸入任何其他資訊：
• 核取方塊：布林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數：以整數表示的數值
• 數字：以整數或分數表示的數值
• 選項群組：一組預先定義值的核取方塊
• 靜態清單：預先定義的一組文字值
• 任務資訊：任務資訊，例如受指派人、持續期間、開始與結束日期
• 文字：任意格式文字值
• EPM 物件：物件的名稱，例如表單或報表

e. 如果參數需要值，請選取必要。
f. 按一下確定儲存參數。
g.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來儲存整合。

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設定整合

備註：
如果您沒有計畫要使用 Integration Cloud，請略過此步驟。

若要在 Integration Cloud 中設定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 Integration Cloud。
2.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建立 EPM 服務的連
線。請參閱此連結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連線。

3. 視需要建立其他應用程式的一或多個連線。
4. 使用所建立的連線建立「事件監控整合」並啟動。請參閱此範例：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搭配 Oracle Integration。
在不使用 Integration Cloud 的情況下設定整合

備註：
如果您計畫要使用 Integration Cloud，請略過此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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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設定您計畫要使用的整合工具。
1. 複查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的 REST
API，更新事件監控的任務狀態。
2. 設定整合工具來呼叫 REST API，以便關閉會傳遞事件參數的「事件監控」任務。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的更新事件監控的任務狀態。
完成任務管理程式中的整合設定
使用這些步驟來完成任務管理程式中的整合設定。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然後確定已顯示新整合。
3.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排程，然後建立「擱置中」狀態的新排程。請參閱手動
建立排程。

4. 建立事件監控任務並將其新增至排程。請參閱建立任務。
5. 從排程中，選取並開啟排程。
6. 觸發在外部應用程式 (例如，EBS) 產生事件的動作。如果您沒有使用 Integration

Cloud，而是用其他的整合工具，請從該整合工具呼叫 REST API。

備註：
請照預期依整合類型、事件、參數來傳遞參數，否則系統在參數不相符時
不會將任務列入考量。

7. 等待任務完成。
8. 選擇性：若要在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s 中監控「整合」的狀態，請登入

Integration Cloud，並導覽至監控。

使用整合
相關主題：
• 建立整合
• 檢視整合
• 編輯整合
• 搜尋整合
• 驗證整合
• 刪除整合

建立整合
當您建立整合時，要選取「一般使用者」作為執行類型。使用者接著可以根據定義的整
合來建立任務類型，或者驗證整合。
若要建立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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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新增資訊至下列區段：
• 設定整合特性
• 設定整合參數

設定整合特性
您可以設定整合的特性，例如相關聯的應用程式，以及「一般使用者」任務。
若是「一般使用者」任務，您可以選取「單一登入 (SSO) 參數」選項，讓使用者不需要授權提
示，就可存取外部 Web 應用程式。如果外部應用程式已與 Oracle EPM System SSO 架構整
合，您就可以使用該外部應用程式的 SSO 參數
若要設定整合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要編輯的整合。
2. 在特性中，對名稱輸入整合的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3. 輸入代碼，例如：HFM_CONS 代表 Hyperion Financial Management Consolidate 整合任務
最多可輸入 90 個字元。
代碼用來執行整合以及將更新對映至整合。

4. 選擇性：在描述中，輸入整合任務的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5. 在連線中，選取任務所屬的應用程式。

備註：
您可以從「管理連線」對話方塊中的「管理連線」圖示來維護應用程式清單。

6. 對於執行類型，請選取一般使用者，然後選取下列選項：
• 一般使用者端點：若要輸入一般使用者任務的參數，一般使用者端點應包含採用下列
格式的參數：
$ Parameter Type Code $，例如 $COLORS$。系統會將一般使用者端點中的參數憑證取
代成您為任務參數所指定的資訊。

• 選擇性：在行中顯示：選取在「任務動作」對話方塊中是否在行中顯示 URL。
• 選擇性：SSO 參數：指定當執行指向外部應用程式的一般使用者任務 URL 時，應用
程式所要包含的 SSO 參數名稱。如果您沒有指定 SSO 參數，系統會使用「一般使用
者 URL」。

7. 選擇性：按一下參數。
設定整合參數

任務管理程式整合參數可讓應用程式傳遞資訊至端點，以控制端點應該如何執行本身的動作。
例如，當您執行整合時，您的程式可以傳遞要對其執行整合的應用程式以及要整合的維度選
擇。您使用整合在任務或「任務類型」內的整合中定義的參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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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參數定義都需要名稱、描述、唯一代碼、類型以及指出值是否為必要。參數代碼是
在使用者任務的執行 URL 中取代參數的憑證，或者傳送至系統自動整合的執行 Web 服
務的參數名稱。在排程設定為「開啟」之前，該排程中所有任務的必要值必須具有值。
參數類型會控制參數值以及使用者在任務欄位中輸入值的方式。支援的參數類型：
若要設定整合參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新建整合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參數。
2. 按一下新增。
3. 輸入參數的名稱。
4. 輸入參數代碼。
5. 輸入參數的工具提示。
6. 在參數類型清單中，選取以下其中一種類型，並為參數輸入任何其他資訊：
• 核取方塊：布林值
• 日期：日期值
• 整數：以整數表示的數值
• 數字：以整數或分數表示的數值
• 選項群組：一組預先定義值的核取方塊
• 靜態清單：預先定義的一組文字值
• 任務資訊：任務資訊，例如受指派人、持續期間、開始與結束日期
• 文字：任意格式文字值
• EPM 物件：物件的名稱，例如表單或報表

7. 如果參數需要值，請選取必要。
8. 按一下確定儲存參數。
9.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來儲存整合。

檢視整合
您可以檢視匯入的整合的特性和參數。您可指定在哪一欄顯示或顯示全部。您也可以重
新排序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欄，或變更欄寬。
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依序選取檢視、欄，然後選取一個選項：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選取全部顯示。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整合。
2. 選取檢視，然後選取重排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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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欄，並使用向上鍵與向下鍵來變更順序。
若要排序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整合。
2. 將滑鼠游標放在欄標題上方，直到顯示「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增排序或是遞減排
序。

若要變更欄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將滑鼠游標放在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顯示箭頭。
2. 將欄拖曳至所需的寬度。

編輯整合
您無法編輯由系統預設提供的預先建立的整合。您只能編輯已建立的自訂建立整合。
對於「一般使用者」類型，您可以編輯端點、變更檢視點，或是變更值清單。
若要編輯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整合。
5. 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搜尋整合
您可以使用「整合」頁面上的「搜尋」方塊尋找整合。您可以輸入全名或局部名稱來搜尋。
若要搜尋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整合的完整或部分搜尋準則。
4. 按 Enter 鍵。
若要重設清單以顯示所有整合，請清除搜尋方塊，然後按 Enter 鍵。

驗證整合
您可以透過測試排程並在排程新增任務，以測試和驗證「任務管理程式整合」定義。
若要驗證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按一下排程，然後按一下新增以建立處於「擱置中」狀態的排
程。請參閱手動建立排程。

2. 根據要驗證的整合，為排程新增任務。請參閱建立任務。
3. 從排程中，選取並開啟排程。
4. 在任務中，按一下排程。選取排程並檢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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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為「事件監控任務」，觸發在外部應用程式 (例如，EBS) 中產生事件的動作。如
果您沒有使用 Integration Cloud，而是用其他的整合工具，請從該整合工具呼叫
REST API。

刪除整合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的整合。不過，您無法刪除預設提供的預先建立的整合，也無法刪
除已經和「任務類型」關聯的整合。
若要刪除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選取要刪除的整合。
4. 按一下刪除。
5.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管理連線
整合是所連結的外部產品的指派的連線。從「管理連線」模組中，您可以維護和整合關
聯的連線清單。您可以搜尋和依連線排序清單。
• 新增連線
• 編輯連線
• 刪除連線

新增連線
您可以新增連線來關聯「整合類型」。您也可以指定用於「整合類型」的安全性原則。
此外，您可以在應用程式中針對所有「整合類型」指定應用程式層級的憑證與值。當您
在一般使用者 URL 或 Web 服務 WSDL 中指定應用程式層級的憑證時，系統會以在應
用程式中針對該憑證所定義的值來取代憑證。例如，您可以用伺服器或連接埠的值來指
定憑證，而系統會在應用程式中的「整合類型」自動套用這些值。
若要新增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按一下管理連線。
4. 按一下新增。
5. 完成新建整合的特性和參數，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6. 選擇性：若要新增應用程式層級的憑證，請按一下管理連線。按一下新增，或選取
連線並按一下編輯。在應用程式憑證表格中，按一下新增。請輸入憑證名稱及 (選
擇性的) 憑證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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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要移除憑證，請按一下刪除。

編輯連線
您可以編輯連線的名稱、安全性資訊，以及應用程式層級的憑證。

備註：
您無法新增或修改內建應用程式的應用程式憑證。您只能編輯憑證值。

您也可以使用「編輯連線」對話方塊來啟用預先建立的「整合」。啟用「整合」並填入參數之
後，接著您便可以使用已啟用「整合」的「任務類型」來建立任務。
若要編輯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按一下管理連線。
4. 選取連線，然後按一下編輯。
5. 若要啟用預先建立的整合，請選取連線，接著選取已啟用，然後填入參數。
您可以隨時啟用或停用連線。

6. 視需要編輯設定值或憑證，然後按一下確定。

刪除連線
您可以刪除不再需要供「整合」使用的連線。您無法刪除與「整合類型」關聯的連線。您必須
先修改每個參照該連線的「整合類型」特性，才能刪除連線。

備註：
您無法刪除內建的「整合」連線。

若要刪除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整合頁籤。
3. 按一下管理連線。
4. 選取連線，然後按一下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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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的警示類型
備註：
只有管理員才可使用「警示類型」功能。

執行商業程序時，使用者可能會遇到如硬體故障、軟體問體、系統故障等障礙。他們可
以建立警示來指出問題，並將警示附加至任務。
例如，使用者正在執行商業程序，且無法登入系統。該使用者可以建立警示類型，並讓
該警示類型會把警示引導至適當的資源來解決問題。
請參閱下列主題：
• 建立警示類型
• 編輯警示類型
• 檢視警示類型
• 搜尋警示類型
• 刪除警示類型

建立警示類型
當使用者會在商業程序執行期間碰到障礙時，可以建立會辨識問題的警示。
您可以為會擷取重要資訊的預存程序定義「警示類型」，並指派關鍵的人員來解決問
題。只要您使用「警示類型」，就能分析使用者在商業週期內所遇到的問題類型，並做
出改變以避免在未來的週期中發生相同的問題。
若要建立警示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警示類型」頁籤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設定警示類型特性
• 指定警示類型指示
• 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 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的警示類型

11-168



設定警示類型特性
「特性」頁籤可讓您指定警示類型名稱和描述，並與「任務管理程式」物件 (例如工作或排程)
建立關聯。單一個別警示可以與多個物件產生關聯。
您可以在警示與相關聯物件之間的關係上設下限制。並非所有限制都能套用到任何物件上。
表格 11-12    警示的限制

限制 描述 範例
無 對物件狀態和警示狀態沒有限制 使用者建立的警示，會讓系統處

理報表任務時能發出「低效能」
的警示。雖然這會影響執行任務
所耗用的時間，但不會防止任務
正常地執行完畢。即使任務執行
完畢，使用者仍可讓該警示繼續
開啟，直到效能問題解決為止。

預防的工作流程 物件的工作流程無法向前執行 (無
法提交、核准等等)，直到警示關
閉為止。
這不會防止認領或拒絕 (讓工作流
程向後執行)，也不會防止「管理
員」或「擁有者」強迫工作流程
向前進行。

使用者建立了會在報表系統關閉
時發出的警示。這會防止任何報
表任務工作繼續執行，直到警示
解決為止。而防止工作流程的執
行，也包括防止狀態從「擱置
中」變更成「開啟」，以及從
「開啟」變更成「已關閉」。

預防關閉 物件的狀態無法變成已關閉，直
到警示關閉為止。然而，中間工
作流程可能會繼續執行。
這不會防止「管理員」或「擁有
者」關閉或「強制關閉」工作流
程。

使用者建立的警示，會在報表任
務的部分比較資料有缺漏時發出
警示。雖然這不會防止報表的建
立，以及通過初步的核准程序，
但會讓報表無法完全受到簽核，
直到系統能夠將該報表與缺少的
資料比較為止。

單一物件可以擁有多個分別有不同限制的警示。當這種情況發生時，系統會套用下列規則來處
理警示的優先順序。
1. 如果在與物件相關聯的開啟警示中，有任何一個警示有「預防的工作流程」限制，這個限
制將會阻止物件 (例如任務) 的工作流程繼續執行，直到該警示關閉為止。

2. 如果在與物件相關聯的開啟警示中，有任何一個警示有「預防關閉」限制，這個物件就無
法關閉，直到該警示關閉為止。

此外，單一警示可能與多個物件相關聯。如果某個警示針對不同的物件有超過一個的「預防關
閉」限制，則只有在最後一個物件關閉時，該警示才會關閉。
如何設定警示類型的特性：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來開啟新建警示類型，這動作預設會開啟特性頁籤。
4. 在名稱中輸入警示類型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5. 輸入警示類型 ID。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警示類型 ID 是必要資訊，且必須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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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性：對於描述，請輸入警示類型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7. 選擇性：從相關聯下拉清單，選取要和警示關聯的物件 (例如任務)。
8. 選擇性：對於限制，輸入警示的任何限制。例如，如果您對任務的警示選取禁止關
閉，則使用者必須在警示完成之後才能完成關閉任務。
如果您對相關聯選取所有類型，將會沒有可用的限制。

9. 為期間選擇和年份選擇，選取以下的值：
• 必要 – 要求使用者將「警示」與「年份」或「期間」建立關聯。
• 可見 – 使用者可以將「警示」與「年份」或「期間」建立關聯。
• 隱藏 系統會隱藏該特性而且「警示」不會與「年份」或「期間」建立關聯。
這些選項指出期間與年度如何與警示建立關聯。

10. 選取允許移除關聯選項，以移除警示現有的關聯。如果您取消選取此選項，您將無
法從警示移除現有相關聯的物件。

11. 按一下已啟用，啟用警示類型。
只有「已啟用」的警示類型會顯示在可用的「警示類型」清單中，且可讓使用者在
建立新警示時選取。

12. 按一下某個「警示類型」頁籤，然後繼續輸入資訊。
當您完成輸入警示類型資訊時，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備註：
您無法在現有的警示上建立警示。

• 指定警示類型指示
• 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指定警示類型指示
您可以在某個警示類型中指定相關指示，以協助使用者瞭解自己必須針對該警示做出哪
些事。您可以新增來自檔案及 URL 附件的其他參照。
如何指定某個警示類型的指示：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對話方塊中，選取指示頁籤。
4. 在指示中，輸入該警示類型的指示文字。
若要新增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附加檔案或附加連結。

Chapter 11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的警示類型

11-170



• 附加檔案
按一下選擇檔案來選取並附加檔案。至於名稱，請輸入名稱，或是使用檔案名稱。按
一下確定。

• 附加連結
輸入 URL，然後輸入該 URL 的名稱；例如：https://www.oracle.com, Oracle。按一下
確定。

2. 按一下某個「警示類型」頁籤，然後繼續輸入資訊。
當您完成警示類型資訊的輸入之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 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工作流程」區段包含「受指派人」和「核准者」指派。您也可以選取「備份」使用者。
如何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在「新增」或「編輯」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工作流程頁籤。
4. 針對受指派人，按一下「成員選取器」並選取受指派人。
受指派人是建立此類型的警示時，被指派處理該警示的使用者或群組。如果您未指定受指
派人，則建立警示的使用者必須填入一個受指派人。

5. 選擇性：針對備份使用者，選取該受指派人的備份使用者：
a. 在首頁上，選取工具，接著選取存取控制，然後選取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
b. 編輯受指派人 ID，並將狀態欄位變更為無法使用。
c. 然後，您可以從警示類型工作流程頁籤選取備份使用者。
「備份使用者」就是在警示的主要受指派人外出時，受指派來處理該警示的備份個人。您
必須之前已指派了受指派人和備份受指派人。

6. 按一下新增 (+) 新增核准者，並輸入核准者的下列資訊：
• 使用者名稱
• 備援使用者：您可以指定警示的預設備援核准者，主要核准者不在辦公室時由該使用
者處理警示。這不是必要設定。

層級會依照您輸入的順序來顯示核准者。您可以重新排列核准者清單中的順序，方法是選
取核准者，然後藉由按一下方向箭號，讓該核准者在清單中上移或下移。
在建立此類型的警示時，您可以為該警示新增一或多個層級的預設「核准者」使用者或群
組。這些不是必要設定。如果您未指定「核准者」，建立警示的使用者可選擇是否要新增
核准者。

7. 按一下某個「警示類型」頁籤，然後繼續輸入資訊。
當您完成輸入警示類型資訊時，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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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檢視者」頁籤可讓您針對警示類型指派「檢視者」權限。檢閱者具有唯讀存取權限。
如何指派「檢視者」權限：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或編輯，然後選取檢視者頁籤。
4. 按一下新增，選取將獲得警示「檢視」存取權的使用者或群組名稱。
此時系統會開啟「成員選取器」。可以編輯外部檢視者。

5. 選擇性：按一下新增外部使用者以新增需要收到警示通知的系統外部使用者。
外部使用者完全無法看到該警示，他們只會收到通知，不會獲得任何服務存取權
限。

6. 指定檢視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您可以針對外部「檢視者」來編輯該電子郵件地址。如果清單中有重複的電子郵件
地址，您就無法儲存警示類型的變更。

7. 選取通知優先順序以指示使用者透過電子郵件接收警示的警示優先順序。
系統會傳送等於或高於該優先順序層級的通知。因此，如果您設定為「高」，系統
只會在警示設定為「高」時傳送通知。如果您設定為「低」，則系統會為所有優先
順序類型 (低、中、高) 的警示傳送通知。如果您將此選項留白 (預設)，系統就不會
傳送任何通知。

8. 按一下某個「警示類型」頁籤，然後繼續輸入資訊。
當您完成輸入警示類型資訊時，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當您建立「警示類型」時，可能會想讓使用者回答關於他們動作的問題，然後才讓使用
者指出該「警示類型」已經完成。例如，您可能會詢問在完成任務時是否有遵循某個特
定程序。您可以把問題設定給管理員、受指派人、核准者、擁有者，或檢視者角色。這
可讓您向遇到該問題的使用者收集重要的詳細資料。
您可以指定各種問題，例如「文字」、「數字」或 True/False，並指出這些是否必要。
如果問題為必要，使用者必須回覆，否則無法提交任務以供核准。您也可以使用「上
移」與「下移」按鈕來排序問題。
若要新增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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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新增或編輯對話方塊中，選取問題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針對問題，輸入該問題的文字，上限為 4000 個字元。
6. 從類型清單中，選取問題類型：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
• 清單
輸入問題的有效回應清單。

• 多行文字
最大長度應該少於 4,000 個字元。
選取「多行文字」，然後輸入行數為 3 至 50 行。「多行文字」決定「動作」對話方塊
在不捲動的情況下可看見的文字行數。

• 數字
如果您選取數字，請選取數字的格式設定選項：
– 對於小數位數，請輸入用來顯示小數位數的值。
– 如果您要讓數字顯示千位分隔符號 (例如 1,000.00)，請選取千位分隔符號選項
– 從幣別符號清單中，選取幣別符號；例如 $ (美元)。
– 從負數清單中，選取如何顯示負數；例如 (123)。
– 從比例清單中，選取數字的比例值；例如 1000。

• 文字
• True/False

• 使用者
• 是/否

7. 指派應該回答問題之使用者的角色 (擁有者、受指派人、核准者、檢視者)。
8. 如果問題為必要，請選取必要。
這個「必要」指出使用者必須要先回答該問題，才能夠繼續進行。您可以為受指派人、核
准者及擁有者設定必要問題。但對於系統管理員和檢視者角色，該選項是停用的。

9. 按一下確定。
10. 選擇性：若要變更問題的順序，請選取某個問題，然後按一下移至頂端、上移、下移，或
移至底部。

11. 選擇性:若要編輯問題，請選取問題，然後按一下編輯。若要移除問題，請選取問題，然後
按一下刪除。

12. 按一下某個「警示類型」頁籤，然後繼續輸入資訊。
當您完成警示類型資訊的輸入之後，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 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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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選取屬性後，即可根據屬性類型來設定屬性的值。稍後您可以依屬性值進行篩選。
例如，您可能有一個名為「銷售區域」的「清單」屬性，且值為「北部」、「南部」、
「東部」和「西部」。目前警示類型僅適用於「西部銷售區域」，因此您可以新增「銷
售區域」屬性並設定為「西部」。
若要套用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或編輯，然後選取屬性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從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
6. 從值中，根據屬性，從下拉清單選取屬性值，或者輸入值。
7. 選擇性：若要變更屬性的存取權限，請選取某個角色和存取。
8.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9. 若要編輯其他警示類型資訊，請參閱下列主題：
• 設定警示類型特性
• 指定警示類型指示
• 選取警示類型工作流程
• 指派警示類型檢視者
• 新增警示類型的問題

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警示類型動作的歷史記錄。「歷史記錄」頁籤會顯示建立或更新的元件、修
改類型、舊值與新值、執行修改的使用者以及變更日期。「歷史記錄」頁籤上的資訊是
唯讀。
若要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編輯某個警示類型，然後選取歷史記錄頁籤。
4. 檢視該歷史記錄，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檢視警示類型
在「警示類型」中，或者全部顯示。您也可以重新排序欄、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欄，或
變更欄寬。
若要顯示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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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執行下列一或多項任務：
•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 若要顯示特定的欄，請選取檢視，再選取欄，然後選取或取消選取欄名稱。
•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依序選取檢視、重排欄及欄，然後使用上下箭頭或拖曳它們來變
更順序。

• 若要排序欄，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上，直到出現「排序」圖示，然後按一下遞增排序
或遞減排序。

• 若要變更欄寬，請將滑鼠移至欄標頭分隔線上，直到出現箭頭，然後將欄拖曳至想要
的寬度。

 

 

編輯警示類型
您可以編輯警示類型的名稱與描述，並指定是否為「已啟用」。當您啟用某個警示類型之後，
它就會顯示在可用「警示類型」的清單中。
一般來說，您無法編輯或修改位於已鎖定排程中的項目。然而，與已鎖定排程相關聯的警示可
以遭到更新、擁有自己的工作流程進度，甚至還能從該排程中移除，或是遭到刪除。
若要編輯警示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選取該警示類型，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警示類型。
5.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搜尋警示類型
您可以使用「警示類型」清單中的「搜尋」功能，快速尋找警示類型。您可以輸入全名或局部
名稱來搜尋。您可以使用篩選列來控制清單中顯示的警示類型。根據預測，會顯示所有警示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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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搜尋警示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若要搜尋警示類型，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
含、不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警示類型：名稱、警示類型 ID、已啟用、描述、建立
者、建立時間、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新日期。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
圖示中的清除所有篩選。

刪除警示類型
您可以刪除警示類型。刪除警示類型時不會刪除警示，但會遺失其警示類型指派。
若要刪除警示類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側的警示類型頁籤。
3. 選取該警示類型。
4. 按一下刪除，然後按一下確定。

使用任務管理程式報表
另請參閱：
• 產生任務管理程式的自訂報表
• 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建立範本
• 設定報表群組
• 建立報表
• 搜尋和篩選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
• 產生報表
• 瞭解報表安全性
• 使用任務管理程式報表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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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生報表文件夾
• 檢視報表文件夾

產生任務管理程式的自訂報表
您可以為任務管理程式建立報表。可以使用 PDF、CSV、HTML 或 XLSX 格式來產生報表。

備註：
「任務管理程式」會提供報表範例協助您開始使用。您可以使用它們作為範本並視需
要加以複製，然後進行修改或者擴充使用者的存取權。若要複製報表，請選取報表，
然後從省略符號按鈕  選取複製。您接著可以編輯剛建立的報表。

您也可以建立自訂報表。建立自訂報表涉及四個步驟，並且只能由服務管理員執行：
• 從查詢頁籤的新增按鈕，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請參閱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建立範本。請參閱建立範本。
• 設定報表群組。
• 設定報表。
若要建立自訂報表，請建立一個查詢，然後將其定義匯出為 XML 檔案。將 XML 檔案匯入
Word，並用其建立範本文件，該文件必須是 RTF 格式。然後，您可以是設定報表群組，以分
組個別報表。最後，產生報表，該報表使用您建立的查詢和範本，而且可以設定 CSV、PDF、
HTML 或 XLSX 作為預設輸出。
建立自訂報表之後，服務管理員或其他已授予存取權的使用者皆可產生報表。請參閱產生報
表。

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建立查詢是建立自訂報表的第一個步驟。
若要建立查詢，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按一下查詢頁籤上的新增。
4. 在新增查詢畫面中，輸入名稱和選擇性描述。
5. 從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參數查詢：「參數查詢」類型是用來呈現您可為此參數的值指定的選項清單。「參數
查詢」可讓您在填入「報表查詢」的參數值時呈現選項清單，該選項清單不是已定義
的簡單「屬性」，而是需要您來定義的複雜查詢。
此參數查詢範例提供所有任務管理程式期間的清單：
SELECT PERIOD_ID, PERIOD_NAME FROM FCC_PERIODS WHERE APP_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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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表查詢：選取要包含在報表中的記錄。您可以套用安全性篩選條件，如此使
用者便只能查看根據其角色授予檢視的資料，以及指派給他們的報表。若要將
「安全性篩選條件」套用至報表查詢，請將下列語法新增至查詢 WHERE
CLAUSE 陳述式的尾端。
$FCC_SECURITY_CLAUSE$
當在查詢中使用 $FCC_SECURITY_CLAUSE$ 時，則 FCC_TASKS 的別名必須為
TaskEO
由於「任務管理程式」隨附的許多預先定義查詢已經套用「安全性篩選條
件」，您可以在自行建置時使用它們作為範例。
例如，以下「報表查詢」指定排程任務，以顯示選定排程中所有「高優先順
序」任務的「任務代碼」、「名稱」、「受指派人」和「排程」。
SELECT TaskEO.TASK_CODEAS "$TASK_CODE$",
TaskEO.TASK_NAMEAS "$NAME$" ,
((SELECT CASE WHEN FIRST_NAME IS NULL AND LAST_NAME IS NULL THEN
USER_LOGIN ELSE FIRST_NAME||' '||LAST_NAME END FROM FCM_USERS WHERE
USER_ID = (coalesce(AssigneeEO.ACTIVE_USER_ID,
AssigneeEO.USER_ID))))AS "$ASSIGNEE$"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NAMEAS "$SCHEDULE$"
FROM FCC_TASKS TaskEO
LEFT OUTER JOIN FCC_ACCESS AssigneeEO ON (TaskEO.TASK_ID =
AssigneeEO.SOURCE_ID AND AssigneeEO.ACCESS_TYPE = "AS")
LEFT OUTER JOIN FCC_DEPLOYMENTS DeploymentEO ON (TaskEO.SOURCE_ID =
DeploymentEO.DEPLOYMENT_ID)
WHERE (TaskEO.SOURCE_TYPE = "DEPLOYMENT")
AND ((((TaskEO.PRIORITY=3 )
AND (TaskEO.SOURCE_ID=~SCHEDULE~ ))))

6. 按一下產生查詢，以從「新增查詢」對話方塊建立查詢。此對話方塊可讓您選取產
品中任何現有的屬性作為查詢以及/或者篩選的依據，以協助您對資料庫建立查詢。
系統接著產生可比對指定的屬性與篩選條件的 SQL，您可以在此時加以修改或增
強。
a. 在選取類型畫面上，選取選項：
• 從查詢中，選取範本任務或排程任務。
• 選擇性：選取套用安全性核取方塊將使用者安全性篩選條件自動套用至產生
的查詢。這會在產生報表時，將安全性憑證套用至填寫正確 SQL 的查詢。

b. 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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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從選取欄中，選取要在查詢中顯示的欄，然後按下一步。
 

 

8. 從選取篩選條件中，按一下建立條件或 建立條件群組，然後選取要建立篩選條件的條件，
以建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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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一下確定。
10. 選擇性：如果您要在未來使用報表，請按一下產生範例 XML。
11. 按一下儲存。
12. 若要測試查詢有無錯誤，請執行下列動作：
• 從「新增查詢」對話方塊中按一下驗證。您也可以從下拉清單中選取驗證。

該查詢隨即顯示在「查詢」頁籤中。

備註：
您可以輕鬆地刪除查詢，或使用「動作」功能表複製查詢。

• 按一下下拉清單中的驗證並解釋計畫，即可驗證查詢並產生此查詢的執行計
畫。此時會產生一個與查詢同名的 .txt 檔案。您可以檢視或下載產生的計畫。
開啟此檔案可檢視產生的計畫，其中包含進行此查詢時步驟的執行順序。如果
查詢效能不理想，您可以利用此計畫來瞭解問題發生的原因，並決定改善查詢
效能的最佳方法。

備註：
預設情況下，產生執行計畫僅適用於 OCI (Gen 2) 環境。若要在傳統
環境啟用這項功能，請使用服務要求聯絡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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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查詢
系統管理員可以編輯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選取查詢頁籤 (如果尚未選取)，然後從您要編輯之查詢旁的  選取編輯。

備註：
如果已鎖定，請要求系統管理員解除鎖定。

4. 選取任務管理程式 查詢。
5. 在編輯查詢中，視需要編輯資訊。
6. 完成變更後，請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建立範本
「建立報表範本」是產生自訂報表的第二個步驟。報表範本是在已安裝 Oracle BI Publisher
Desktop 的 Microsoft Word 中建立。範本建立也要求您在建立查詢期間已產生範本 XML。
若要建立報表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使用 Microsoft Word 開啟新文件。
2. 選取 BI Publisher 頁籤，然後選取載入資料上方的範例 XML 資料夾。
3. 找出在建立查詢時產生的 SampleQuery.xml，然後按一下開啟。
當出現訊息「已成功載入資料」時，按一下確定。

4. 選取插入，然後選取表格精靈。
5. 選取表格，然後按下一步。
6. 選取預設資料集，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7. 選取要在報表中顯示的欄位，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8. 選取分組依據、選取分組依據的欄位，然後按下一步。
9. 選取排序依據、選取排序依據的欄位，然後按一下完成。
10. 將範本儲存為 .rft 檔案；例如：SampleQuery.rtf。

設定報表群組
「建立報表群組」是產生自訂報表的第三個步驟。報表群組可讓您將任務管理程式的個別報表
聚集在一起，以資料夾結構組織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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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不支援巢狀報表群組。

建立報表群組後，您可以視需要予以修改。您可以複製報表群組，但是其名稱必須是唯
一的。您也可以刪除報表群組，但刪除報表群組會刪除與該群組相關聯的所有報表。
若要建立報表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從報表群組頁籤，按一下新增。
4. 在新建報表群組視窗中，輸入：
• 名稱：輸入報表群組的群組名稱。
• 描述
• 可供使用者檢視：如果您希望向使用者顯示此報表群組，請選取此選項。
可供使用者檢視選項可讓報表撰寫人在處理一組報表時將該組報表隱藏。

5. 在報表頁籤上，使用「移動」圖示，重新排序或編輯已新增至報表群組的報表
。

6.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建立報表
「建立報表定義」是產生報表的第四個步驟。使用者可以從查詢建立報表並指派給群
組。
若要建立報表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選取報表，然後按一下新增。
4. 在新建報表中，輸入下列：
• 名稱
• 描述
• 查詢：選取查詢。
• 範本：按一下瀏覽，然後瀏覽至報表範本。您可以上傳任何支援的 Oracle

Business Intelligence Publisher 範本格式。請參閱建立範本。
• 報表群組：從下拉功能表選取報表的「群組名稱」。
• 可供使用者檢視：如果您希望向使用者顯示此報表，請選取此選項。
• 輸出格式：從下列其中一個選項選取報表輸出格式 BI Publisher：
– xlsx：不支援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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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不支援圖形和圖表。
– pdf

– csv：不使用範本，適合較快速的資料擷取作業。
– csv (已格式化)：最適合其中有格式化資料的簡單資料表格，但不支援影像、圖
形，或是範本中的樣式設定。

備註：
與 csv 格式相較之下，csv (已格式化) 輸出格式在產生有範本格式設定
的報表時，會花較多的時間。因此，您可以選取 csv 來快速地產生資
料，或是選取 csv (已格式化) 來產生格式化的範本式資料。

5. 若要比較報表定義，您必須設定參數與存取權：
a. 對於參數，請選取參數頁籤。
查詢中的參數會識別和新增至清單。請更新下列項目：
• 顯示名稱
• 參數類型：可用選項如下：
– 任務管理程式
– 任務管理程式屬性
– 文字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數字
– 查詢
– 整數
– True/False

– 是/否
– 使用者

• 對使用者顯示：如果您不想要顯示參數，但想要使用該參數的值，請清除此核取方
塊。您可以使用單一查詢來建立多份報表。在這類情況下，會隱藏很少數的參數，
並且會使用參數頁籤中所定義的值。

• 屬性/查詢：針對「屬性」，下拉清單會列出「任務管理程式」的屬性。針對「查
詢」，下拉式清單列出參數類型的所有查詢。這可以用來製作動態 LOV 這類參
數。請參閱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參數值：會顯示預設值。
b. 針對「存取」，選取存取頁籤。
c.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應用程式模組，然後選取應用程式模組的角色。
例如，您可以選取應用程式模組的任務管理程式，然後選擇指派「超級使用者」角色
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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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新增 (+) 或移除 (X)，變更可存取該報表的使用者清單。

備註：
必須對報表授予至少一個應用程式模組的存取權，以使報告顯示在對
應的「報表」頁籤中。

6.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搜尋和篩選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
您可以使用搜尋欄位和篩選選項來控制出現在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清單中的記錄。
若要篩選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選取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頁籤。
4. 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5.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按一下類別以顯示其他搜尋運算子，例如等於、不等於、包
含、不包含、開頭為和結尾為。

備註：
• 按一下新增篩選，以檢視所有類別。
•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
圖示中的清除所有篩選。

產生報表
產生報表是程序中的最後一個步驟。在「服務管理員」建立自訂報表之後，任何被授予
存取權的使用者或群組都可以產生報表。
「服務管理員」還可以使用 REST API 命令來產生報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的產生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與 Tax Reporting 的報表。針對大型報表，REST API 中產生
報表的 runAsync 參數允許非同步執行報表 (True 值)。
若要產生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任務，然後選取左邊的報表頁籤。
2. 選取您要產生的報表。您可以使用快速搜尋選項來尋找所選取群組下方的報表。
3. 對於輸出格式，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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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lsx：不支援圖形。
• html：不支援圖形和圖表。
• pdf

• csv：不使用範本，適合較快速的資料擷取作業。

備註：
對於包含 10,000 筆以上記錄的報表，建議使用 csv 格式。

• csv (已格式化)：最適合其中有格式化資料的簡單資料表格，但不支援影像、圖形，或
是範本中的樣式設定。

備註：
與 csv 格式相較之下，csv (已格式化) 輸出選項在產生有範本格式設定的報
表時，會花較多的時間。因此，您可以選取 CSV 來快速地產生資料，或是
選取 csv (已格式化) 來產生格式化的範本式資料。

4. 按一下產生。
5. 輸入名稱，然後在下拉功能表中選取排程和期間。
6. 按一下產生。
產生完畢之後，系統會顯示「已成功完成」的狀態訊息。

備註：
• 按一下上一步即可保留您已選取的參數值，並重新產生報表。
• 按一下重設即可清除您已選取的參數值，並重新產生報表。

7. 選取開啟方式或儲存檔案以儲存 ZIP 檔案。
報表產生處理程序使用在背景執行報表工作的背景工作架構。如果報表發生錯誤 (例如，如果
大小大於建議大小)，則您會看到訊息，說明產生報表之前，「產生報表」對話方塊中的錯誤。
針對具有極大量記錄的報表，建議使用篩選，將報表細分為較少的記錄。

瞭解報表安全性
本主題描述任務管理程式中標準報表和自訂報表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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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服務管理員」也可以使用 REST API 命令來產生使用者詳細資料報表。如需
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的產生 Account Reconciliation、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及 Tax Reporting 的使用者詳細資料 。

標準 (預先定義的) 報表安全性
安全性子句位於所有標準報表查詢中。這表示依預設會在這些報表中強制執行安全性篩
選條件。例如，在報表中強制執行允許存取特定任務的「超級使用者」安全性 (在存取
控制下建立)。僅具有特定任務存取權的「超級使用者」只能查看這些任務的報表。
管理員可以使用編輯報表對話方塊中的存取頁籤編輯報表，來將報表的存取權授予使用
者。這可確保允許查看報表的使用者只能看到管理員所決定的適當資料。
安全性子句也會包含在下列預先定義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中：
• 有風險的任務
• 任務相容性分析
• 提前任務
• 延遲任務
• 任務績效分析 - 依組織單位
• 已拒絕的任務
• 任務稽核追蹤
• 含延遲任務的使用者
指派標準報表的使用者存取權
管理員可以決定將標準報表存取權授予不同的使用者。這可以藉由使用編輯報表對話方
塊中的存取頁籤來完成。
若要將報表的存取權授予使用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選取左邊的任務管理程式報表頁籤。
3. 從報表中選取您要的報表，然後從動作中，選取編輯。
4. 在編輯報表對話方塊的存取底下，您可以使用新增 (+) 或移除 (X)，變更可存取該報
表的使用者清單。

5. 按一下儲存或儲存並關閉。
自訂報表安全性
針對自訂報表，您可以在建立查詢時決定是否要將安全性子句插入查詢中，然後將報表
的存取權指派給使用者。這表示報表的建立者會決定獲授存取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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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任務管理程式報表文件夾
任務管理程式報表文件夾可讓您建立發生在排程的所有活動歷史記錄，例如，公司第一季關
帳。您可以使用篩選條件來指定排程、要包含的任務以及要包括的任務資訊。
所有符合文件夾篩選條件準則的任務資訊都會以 HTML 輸出至 ZIP 檔案。其中包含 HTML 與
其他檔案。當您解壓縮 ZIP 檔案時，會建立可讓您存取 HTML 檔案以檢視報表文件夾的目錄結
構。因為報表獨立於一個檔案中，所以可以輕易地加以複製、列印或用電子郵件傳送以供內部
或外部複查。

產生報表文件夾
「產生報表文件夾」對話方塊可讓您指定所需的參數以建立報表。當您開啟檢視中的排程並執
行「產生報表文件夾」時，報表文件夾會套用至目前檢視，並只合併目前篩選檢視中的任務。
報表文件夾會透過瀏覽器來產生並以文件的形式傳回。執行「產生報表文件夾」時，您可選擇
要立即開啟或將其以 ZIP 檔案儲存至磁碟。
您可以一次為多個排程產生報表文件夾。如果您的應用程式有大量排程，這會有所幫助。
若要產生報表文件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排程」清單中，選取要產生報表文件夾的一或多個排程。
2. 從動作下拉清單中，選取產生報表文件夾。
3. 對於報表文件夾名稱，請輸入名稱。
4. 對於描述，請輸入文件夾的描述。
5. 在選擇性元件中，選取您要在報表中顯示的任務元件：
• 警示
• 註解
• 附件

備註：
在報表中加上附件會大幅增加報表的大小，且可能會影響效能。

6. 按一下產生。
7. 從「檔案下載」中選取儲存。
此時會顯示「另存新檔」對話方塊，而且會在底部顯示 ZIP 檔案名稱。

8. 選取 ZIP 檔案的目錄，然後依序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檢視報表文件夾
產生報表文件夾時會將其輸出成壓縮檔案。該 ZIP 檔案的名稱就是您為「報表文件夾」所指定
的名稱。報表頁面會合併成一份 HTML 報表，且依需要針對區段進行分頁，以便使用列印命令
來列印整份報表。如果您選擇包含附件，則會建立單獨的附件附錄，其中的連結可連至具有對
應任務與警示的附件，您也可以單獨列印此附錄。所有附件會被下載至單獨的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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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將報表文件夾另存為 ZIP 檔案，您可以解壓縮 ZIP 中的所有內容，以建立與報
表文件夾相同名稱的目錄結構。您可以在目錄中開啟 HTML 頁面以查看報表文件夾。報
表首頁包含報表文件夾與排程的相關資訊，並顯示報表文件夾中可用任務與警示的清
單。您可以導覽至「任務」區段以查看任務詳細資料，例如，狀態、受指派人、開始日
期與結束日期，以及持續時間。如果任務未開始，則會顯示預估 (已排定) 日期。每項任
務都是前往「任務詳細資料」頁面的連結。依預設，其包含「屬性」、「指示」、「問
題」、「工作流程」、「前置任務」及「歷史記錄」等區段。如果您在產生報表文件夾
時已選取包含「警示」與「備註」的選項，則也會顯示這些區段。
第一頁也包含警示的清單，讓您可以進一步鑽研。從「警示詳細資料」頁面中，您可以
導覽至相關聯的任務。
若要檢視報表文件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導覽至您下載 ZIP 檔案的目錄，然後連按兩下該檔案。
2. 將 ZIP 檔案解壓縮至想要的目錄。
3. 導覽至該目錄，並找出符合該 ZIP 檔案名稱的子目錄。
4. 從子目錄中，連按兩下 report_binder_name.html 以檢視報表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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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設計儀表板

設計能向使用者顯示摘要資料的儀表板。儀表板可讓使用者製作圖表、評估、醒目提示、加
註，甚至是變更重要商業資料。
另請參閱：
• 儀表板的功能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儀表板的功能
儀表板通常會在規劃開始時為使用者提供概觀，並會顯示摘要資料來預測程序。儀表板的多功
能性可讓使用者繪製圖表、評估、醒目提示、加註，甚至變更關鍵商業資料。它們可以變更儀
表板中表單內的動因，並可立即看見於其他表單和圖表中的影響：
具有表單和圖表的範例 1.0 儀表板
 

 

具有多個圖表的範例 2.0 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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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只需要將各種物件從左側的程式庫面板拖放至儀表板工作區，就可以建立儀表板。
使用儀表板，您可以：
• 包含最多六個表單，系統會在使用者變更表單中資料的同時動態更新這些表單，包
括其關聯圖表。

• 包含最多九個圖表或磚。磚會顯示來自立方體的特定值。若要為每個磚提供值，您
可以指定表單或儲存格交集做為資料來源。

• 輕鬆地切換使用設計模式與執行時期模式，以看到儀表板使用者所真正看到的內
容。

• 使用區域圖、長條圖、泡泡圖、柱狀圖、組合長條圖與折線圖、環圈圖、漏斗圖、
量表圖、散布圖、雷達圖等多種圖表類型以互動方式說明資料。

• 控制儀表板的版面配置。
• 視表單設計而定，讓使用者能夠向下鑽研到底層的詳細資料及選取要使用哪些成
員。

• 在全域 POV 列和區域 POV 中加入使用者變數。
• 在特定圖表中，自訂顏色和線條寬度，以及顯示或隱藏格線。
• 在 1.0 儀表板中：
– 新增連結以動態顯示外部網頁
– 在儀表板中加入稱為評論的資料說明。
– 將表單標記為主要，然後將主要表單的成員篩選到相同儀表板內的明細表單或
圖表。

• 在 2.0 儀表板中：
– 在圖表中新增階層式標籤。
– 在相關圖表類型中使用對數刻度。
– 在相關圖表類型中新增次要 Y 軸。

當使用者使用儀表板時 (稱為執行時期)，他們可以設定物件的多個部分，例如顯示圖表
的類型、儀表板的磚等等。工具列可用於每個物件類型。儀表板使用者可以變更和儲存
資料、執行規則等等。不過，在執行時期變更圖表類型選項不會儲存下來提供給下一個
階段作業。執行時期按一下儲存可儲存資料，但不會儲存儀表板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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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管理員可建立、重新設計、刪除及指派儀表板和儀表板資料夾的權限。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 1.0 儀表板。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建立儀表板

瞭解如何建立 2.0 儀表板。
 在 EPM Cloud Planning 中設計儀表板 2.0

相關主題
• 關於儀表板版本
• 設計 1.0 儀表板的概念
• 設計 2.0 儀表板的概念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 關於儀表板版本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0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2.0

關於儀表板版本
儀表板目前提供兩種版本：
• 儀表板：使用 Oracle ADF 技術
• 儀表板 2.0：使用 Oracle JET 技術
這兩種儀表板版本目前同時並存於相同的業務程序。現有儀表板 (Dashboard) 使用 ADF 技
術，而且 ADF 型儀表板行為保持不變。您仍然可以在業務程序中建立和更新這些儀表板，就
像您之前所做的一樣。儀表板 2.0 使用現有儀表板功能，並使用 Oracle JET 技術進行加強，
以加快轉譯、精密、易用、改善彈性、較佳視覺效果，以及其他設計。
儀表板 2.0 支援瀑布式、金字塔圖和地理圖這類新圖表類型，以及雷達圖、組合圖和量表圖的
新子圖表類型。它也支援在具有視覺化內嵌資料檢視（稱為矢量圖）的儀表板中建立表格。
為了協助您在儀表板清單頁面上區分儀表板版本，我們在每個儀表板前面都會提供圖示：

•
：儀表板 (1.0)

如果您開啟有「儀表板 (1.0)」圖示的儀表板，您將會使用 ADF 功能來編輯該儀表板。

•
：儀表板 2.0

如果您開啟有「儀表板 2.0」圖示的儀表板，您將會使用 JET 功能來編輯該儀表板。

第 12 章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2-3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18555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18555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29207


當您建立新儀表板時，請從下列儀表板版本中進行選取：
• 儀表板
• 儀表板 2.0

相關主題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0

•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2.0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0
• 設計 1.0 儀表板的概念
• 建立儀表板 1.0

• 建立包含主要表單和詳細資料的儀表板
• 關於儀表板的版面配置 - 1.0 版
• 關於量表圖類型
• 關於磚圖表類型
• 自訂儀表板顏色
• 關於 1.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 儀表板 POV 和有效交集

設計 1.0 儀表板的概念
對您設計 1.0 儀表板有幫助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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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側是設計調色盤。只要將物件從調色盤拖放到畫布。

提示：
將物件拖曳到框線。當您將物件拖到可以放置的空間時，拖曳圖示會變成加號。
請參閱關於儀表板的版面配置 - 1.0 版。

• 右上方是整個儀表板的設定值：

• 按一下設定值

，以設定儀表板的下列一般層面：
表格 12-1    儀表板一般設定值

選項 描述
使用名稱作為標題 根據預設，會選取此選項。清除此選項，以提供

儀表板具自訂格式設定的標題。
框線 當您建立新儀表板時，預設會隱藏框線。若要在

新建立的儀表板中顯示框線，請選取顯示。
版面配置 選取固定 (預設值) 或彈性。
POV 列 選取顯示 (預設值) 或隱藏。
全域 POV 列 選取啟用 (預設值) 或停用。
如需 POV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 1.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 當您將游標移到某個儀表板物件的上方時，儀表板右上角就會出現該物件的工具列：

備註：
儀表板 (1.0) 浮現圖示會提供數個選項，例如指示 (只有在您已為表單設定指示時
才會出現)、動作、儲存、重新整理、設定值及最大化，視物件的類型而定。

• 當您建立儀表板時，請按一下執行時期 ，以便立即查看儀表板對儀表板使用者顯示的
外觀和功能。若要回到設計工具模式繼續設計儀表板，請按一下 。

• 在預設情況下，將在圖形中以零繪製遺漏或隱藏的資料。清除將遺漏值繪製為零設定，即
可在某些圖表類型中忽略遺漏或隱藏的資料，這樣就再也不會將其繪製為零。

• 儀表板的清單頁面支援資料夾。資料夾可讓您指派資料夾內所有儀表板的權限，而不必指
派每一個別儀表板的權限。儀表板清單頁面使用與 Infolet 相同的資料夾階層，且資料輸入
表單和所有物件和資料夾都位於名為 Library 的根資料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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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有管理員可以將檔案 (例如儀表板、Infolet、表單、報表等等) 新增至檔
案庫根資料夾。

• 在儀表板的清單頁面，您可以切換到依一排展開檢視或樹狀檢視來檢視儀表板：

然後，您可以使用搜尋  來搜尋儀表板。一排展開檢視只顯示符合搜尋準則的儀
表板，而不是它們所在的資料夾。樹狀 (或階層式) 檢視會以包含儀表板的資料夾來
顯示儀表板。
若要搜尋其他關鍵字，請按一下搜尋方塊的 ，以清除搜尋準則。

建立儀表板 1.0
需要協助決定要選擇的儀表板版本嗎？請參閱關於儀表板版本。

備註：
若要建立 2.0 版儀表板，請參閱建立儀表板 2.0。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儀表板，然後按一下建立。

2. 從提供的選項中，選取儀表板。
 

 

3. 按一下預設儀表板名稱，並在輸入方塊中輸入新名稱，以輸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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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提供儀表板具自訂格式設定的標題，並按一下設定值，然後清除使用名稱作為標
題，再輸入標題並設定對話方塊的格式。

4. 從左側的設計調色盤中將物件拖放到儀表板畫布上。
從以下物件中進行選取：
表格 12-2    儀表板物件

物件 描述
表單 選取要包含在儀表板中的表單，方法是瀏覽至表單資料夾，或是依名

稱來搜尋表單。若要檢視已新增至儀表板之表單的指示，請將游標移
到該表單的上方，然後按一下指示

。
儀表板會依循為表單設定的存取權限。

圖表類型 選取要加入儀表板的圖表類型。選取的圖表剛新增後，上面會有範例
資料。您可接著將它與做為其資料來源的表單建立關聯。當您將圖表
連結到表單時，使用者可以立即在關聯圖表上看到變更表單中資料的
影響。
在預設情況下，將以零繪製遺漏或隱藏的資料。您可以針對選取的圖
表類型 (區域圖、泡泡圖、組合圖、折線圖、雷達圖和散布圖)，在圖
表設定值中清除將遺漏值繪製為零選項來停用此設定。清除此選項
後，系統會略過遺漏或隱藏的資料，且不再為這些圖表類型繪製此類
資料。
「組合」圖表類型會將列資料以圖表中的直長條和折線圖交替顯示。
例如，在表單列 1 中的資料會顯示為長條圖，而列 2 中的資料則會顯
示為折線圖，偶數與奇數列使用交替的圖表類型。雖然「組合」圖表
類型最多只能顯示 20 列的資料，但是當您要比較兩種類別的資料時
特別有用。例如，您想要比較德國和法國在過去幾年的平均匯率，因
此表單在列 1 中具有德國匯率，並在列 2 中有法國匯率。
如需量表圖類型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量表圖類型。
「磚」圖表類型 (有時也稱為績效磚) 可讓您從立方體選取要顯示的特
定值。請參閱關於磚圖表類型。

評論 依序選取外部物件和評論。輸入說明資料或圖表的文字。請注意，文
字的長度上限是 2000 個字元，包括您新增以顯示 RTF 文字的所有格
式化標記。

URL 動態網頁摘要。依序選取外部物件和 URL。只插入開頭是
https:// 安全性通訊協定的外部網站 URL。請勿使用內部或相對
URL，或未同意之第三方網站的 URL (例如 google.com)。

5. 使用儀表板設定值與物件的浮現工具列自訂儀表板，然後按一下儲存。
請參閱關於儀表板的版面配置 - 1.0 版。

您可使用「儀表板」清單頁面上的複製為輕鬆複製並修改儀表板。選取您想要複製的儀表板旁
邊的「動作」圖示。

建立包含主要表單和詳細資料的儀表板
您可以設計具有一個主要表單和多個詳細 (或目標) 物件 (表單或圖表) 的儀表板。當您這樣做
時，在主要表單中選取成員會自動篩選目標物件中的成員，而且目標物件只會顯示和主要表單
中醒目提示的成員相關的詳細資料。
設計具有主要表單和目標物件的儀表板時的注意事項：

第 12 章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2-7



• 主要表單必須永遠是表單 (您不能將圖表標記為主要表單)。
• 目標物件可以是表單或圖表。
• 包含主要表單的儀表板必須永遠包含多個物件。
• 儀表板上只有一個表單可以標記為主要。如果您要將儀表板上的另一個表單標記為
主要，則必須先取消標記現有的主要表單。

若要建立包含主要表單和目標物件的儀表板，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至少具有一個表單和一或多個目標物件的儀表板。
請參閱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2.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以確保儀表板處於設計人員模式。
3. 在儀表板上選取您要指定為主要的表單，按一下該表單的「設定值」圖示，然後選
取標記為主要。

若要根據主要表單中的資料，在目標表單或圖表中篩選相關的資料，請以滑鼠右鍵按一
下主要表單中的相關資料，然後選取套用環境定義。

關於儀表板的版面配置 - 1.0 版
關於在 1.0 版中設定儀表板版面配置：
• 您拖曳的第一個物件會佔滿整個畫布。
• 接著將物件拖曳到現有物件的上、下、左、右方。
• 儀表板畫布提供兩類拖放區：一類是放兩個物件，彼此相鄰，各佔一半空間，另一
類則是放三個物件，各佔三分之一的空間。

• 您可以用垂直、水平顯示的物件設計儀表板，而每個物件都可以有自己的大小。
• 若要調整使用彈性配置之物件的大小，請拖曳物件的框線。您也可以按一下物件的
控點來展開該物件，然後再按一下該控點，以便將該物件還原到原始的大小。

• 若要調整使用固定配置之物件的大小，請在設定值中設定其寬度或高度百分比。
• 表單配置可以不對稱。
• 在執行時期模式中，若使用者沒有表單存取權或若表單遺失，則鄰近的物件會佔用
其空間。在設計人員模式中，所有空白物件都會顯示，讓設計人員能夠選擇移除這
些物件。

關於量表圖類型
量表圖類型便於用來顯示資料值是否落於可接受的範圍內。您設定最大值、範圍最大值
並將量表顯示範圍設為紅色、黃色和綠色，協助您快速評估目前的值。因此，量表圖類
型可協助您識別重要資料點或測量值中的問題。例如，您可使用量表來顯示目前的銷售
額，其中臨界值設為表示銷售額目標。
如果表單具有多個值，您可以顯示多個量表，最多可顯示 36 個 (表單中前 6 列和前 6
欄中的值)。會忽略在表單中其餘的值。如果您想要量表圖僅顯示一個值，則請將它與僅
有一個儲存格值的表單關聯。
您可以選取刻度盤測量錶或是狀態測量錶。您可以使用水平列或垂直列的狀態測量錶。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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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大值：量表上的最高值。儀表板設計工具可將最大值設為預設值，之後使用者可在執行
時期暫時變更它。如果儀表板設計工具未指定最大值，應用程式會自動將最大值設為大於
量表上的值。

• 臨界值：
– 低、中、高臨界值：若要以視覺方式指出測量值是否位於可接受範圍內，這些臨界值
可讓您根據指定的值以紅、黃、綠色顯示量表。

– 想要的值為較低值的臨界值。
– 將游標移到量表中的臨界值上時顯示的適當臨界值標籤。

例如，以下是表單資料：

以下是產生的刻度盤測量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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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產生的狀態測量表含有垂直線：

備註：
如果在表單中的儲存格缺少值，不會為該儲存格顯示量表。另外，您必須指定
至少 2 個連續的臨界值。此應用程式需要中間的臨界值才能計算圖表。

關於磚圖表類型
磚是一種圖表類型，可讓您從立方體選取特定值來顯示。除了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
您還可以直接輸入為磚提供值的儲存格交集。您在儀表板中最多可以有 6 個磚寬，4 個
列高，並可為其設定標題。在您將磚與資料建立關聯之前，磚會顯示範例資料。
使用表單做為磚的資料來源：
• 每個物件最多可以有六個磚。
• 第一欄中的值 (最多到第六列) 會用來建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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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有時在表單中以方格檢視時，第一欄可能會收合 (隱藏)。但當磚自表單取得其值
時，仍會考慮到收合的欄。

• 磚的標題即為列的標題，而且它會自第一欄再依列取得其值。
• 您可以設定磚的標題、磚的高度百分比、圖例，並可選取要包含表單中的哪些軸。例如，
若您選取具有三列的表單，磚會顯示三個值。

使用儲存格交集做為磚的資料來源時，每個物件只能有一個磚。

提示：
若要選取磚圖表類型，請按一下清單底部的連結來展開圖表類型清單。

以下是您可以對磚圖表類型進行設定的選項。請注意，您可以設定在磚中水平對齊顯示的值要
靠左、居中或靠右。

調整大數顯示單位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幣別值的顯示單位。例如，如果磚值為 1,689,000 而且您選取
K 做為選項，則磚會將值顯示為 1689K。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

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1689000 顯示為 1689K。

第 12 章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2-11



• M：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自訂儀表板顏色
您的公司也許使用一組標準顏色來表示不同類型的資料。例如，深藍色可能代表實際資
料，而淺藍色是代表預算資料。自訂儀表板顏色時，請依表單上的列順序來選取顏色。
序列 1 代表第一列資料，以此類推。您可以指派表單中每一列的顏色，以代表圖表中的
資料。
您可以在長條、折線、區域、泡泡、直條、組合、環圈、圓餅、雷達及散布圖表類型中
自訂儀表板顏色。
1. 將圖表放在儀表板的設計調色盤上，按一下設定值 。
2. 按一下顏色。
3. 清除預設值核取方塊，然後針對想要變更的序列按向下鍵 。
查看背景中的圖表，即可看見每一個序列代表的資料類型。

4. 針對選取的序列按一下您要的顏色，然後按一下關閉。

備註：
若要選取比最初顯示的顏色更多的濃淡，請按一下自訂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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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選擇只會套用到目前的圖表。按照這些步驟來變更儀表板中其他圖表的顏色。

關於 1.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表單上的區域 POV 會反映表單設計工具針對該表單選取的維度成員。儀表板也支援全域 POV
列，以便將共同的區域 POV 合併在全域 POV 列，避免在每個物件中重複這些項目。
儀表板 1.0 POV 範例
以下 1.0 儀表板顯示全域 POV 列 (顯示「實體」、「產品」和「年度」) 與區域 POV (顯示
Q2 的「計畫」下拉清單)：

使用全域 POV 列時，若您變更全域 POV 列中的頁面，然後按一下 執行，則頁面會針對根據
表單的所有物件變更。全域 POV 列會顯示在所有物件上方之儀表板的頂端，而區域 POV 列則
會顯示在物件內。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都支援使用者變數，且您可以直接從 POV 列變
更動態使用者變數。
在儀表板設定值中，您可以設定要顯示或隱藏 POV 以及要啟用或停用全域 POV 列。(若您針
對 POV 列選取隱藏，並針對全域 POV 列選取啟用，則隱藏選項會置換啟用選項。) 全域 POV
列預設為啟用；若您將其停用，則會針對每個區域 POV 顯示完整 POV (如適用)。
關於全域 POV 列
• 「POV 列」是由區域 POV 維度、頁面維度及使用者變數組成。
• 系統會視儀表板上的區域 POV 和各表單頁面自動計算全域 POV 列。
• 它們會反映於使用該儀表板中表單的其他物件中。也就是說，它們會套用到儀表板中的表
單、連結到表單的圖表以及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的磚。所以如果儀表板不包含表單做為
資料來源，則區域和全域 POV 列均無法使用。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根據兩個表單的區域 POV 維度計算全域 POV 列：
全域 POV 列停用：
• 表單 A 區域 POV：Year、Entity、Product

• 表單 B 區域 POV：Year、Entity、Project

全域 POV 列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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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域 POV 列：Year、Entity

• 表單 A 區域 POV：Product

• 表單 B 區域 POV：Project

因為並非儀表板上的所有表單都有所有維度和頁面選擇，儀表板物件的完整 POV 可能
會切分到區域和全域 POV 列中。全域 POV 列和區域 POV 兩者包含了儀表板上各表單
的完整交集資訊。
如果儀表板上只有一個物件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則表單整個 POV/頁面都可移到全
域 POV 列。
如果儀表板上有多個物件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則應用程式判斷哪些維度要移到全域
POV 列中，哪些要留在區域 POV 中的方法如下：
• 若維度位於所有表單的 POV 或頁面，且所有表單中的成員選擇相同，則維度會移
到全域 POV 列。

• 若維度位於一個表單上的 POV 中以及另一個表單的頁面中，則維度會留在區域
POV 中。

• 若維度位於 POV 中，則必須在維度的所有表單中選取相同成員。
• 若維度為頁面維度，則所有表單中所選取的頁面成員必須相同且以相同順序顯示。
1.0 儀表板中的 POV 會隱藏無效的「頁面」成員，以形成有效的交集。請參閱儀表板
POV 和有效交集。

儀表板 POV 和有效交集
儀表板中的 POV 會隱藏無效的頁面成員，以形成有效的交集。就像在表單中一樣，
「頁面」下拉清單會根據 POV 和 Page 維度中選取的所有成員而篩選。因為儀表板同
時支援全域和區域 POV，所以篩選「頁面」下拉清單的環境定義取決於成員所在的
POV。如果「頁面」下拉清單在全域 POV 上，則篩選環境定義只有全域 POV 維度。
如果「頁面」下拉清單在區域 POV 上，則篩選環境定義為所有全域維度，再加上圖表
區域 POV 上的維度。
另請參閱關於 1.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2.0
相關主題
• 設計 2.0 儀表板的概念
• 建立儀表板 2.0

• 關於地理圖類型
• 關於金字塔圖類型
• 關於瀑布式圖表類型
• 在儀表板中使用表格
• 關於儀表板 2.0 的量表圖類型
• 關於儀表板 2.0 的雷達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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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儀表板 2.0 的組合圖表類型
• 關於 2.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 關於快速分析

設計 2.0 儀表板的概念
本主題包含對您設計 2.0 儀表板有幫助的資訊：
儀表板 2.0 設計工具
 

 

「儀表板設計工具」包含下列儀表板元件：
• 程式庫面板
• 儀表板工具列
• 儀表板工作區
• 特性畫面
• 儀表板物件
圖表的資料來源
儀表板 2.0 支援特設方格、簡單表單和立方體的資料選擇功能。您可以從程式庫面板反映資料
來源。

備註：
您在儀表板中最多可以放入 9 個元件 (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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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類型特性會在特性面板的  頁籤中顯示選取的資料來源。
• 使用立方體作為資料來源進行快速分析時，將立方體從程式庫面板拖放至儀表板工
作區，並按一下「搜尋」方塊，然後輸入成員名稱或啟動成員選取器以選擇成員。

 頁籤接著會顯示於您可樞紐分析維度的特性面板，以及選擇出現在 POV、列
或欄軸上的維度。請參閱關於快速分析。

備註：
而在所有成員當中，最多可以選取 50 個成員，來建立使用快速分析的圖
表。此限制加上立方體中的維度數目，將決定一個圖表根據快速分析所支
援的方格大小上限。

• 資料來源是表單或特設方格時，會使用表單定義來提取資料。您可以在特性面板的
 頁籤中按一下表單特性，來變更來源表單。

備註：
在一個圖表中只能顯示一欄最多 100 個儲存格，一列最多 100 個儲存
格，總共 10,000 個儲存格 (包括列標題和欄標題的儲存格) 的表單。

更多關於儀表板 2.0 的有用資訊

• 當您建立儀表板時，請按一下 ，然後選取執行儀表板，以立即查看儀表板對
儀表板使用者顯示的外觀和功能。若要回到設計工具模式繼續設計儀表板，請按一
下 ，然後選取編輯儀表板。

• 為了協助您在儀表板清單頁面上區分儀表板版本，我們在每個儀表板前面都會提供
圖示：

–
：儀表板 (1.0)

–
：儀表板 2.0

• 在預設情況下，將以零繪製遺漏或隱藏的資料。在某些圖表類型 (區域圖、泡泡
圖、組合圖、折線圖、雷達圖和散布圖) 中，您可以在圖表設定中選取將遺漏值繪
製為零選項來停用此設定。清除此選項後，系統會略過遺漏或隱藏的資料，且不再
針對這些圖表類型以零繪製此類資料。

• 儀表板的清單頁面支援資料夾。資料夾可讓您指派資料夾內所有儀表板的權限，而
不必指派每一個別儀表板的權限。儀表板清單頁面使用與 Infolet 相同的資料夾階
層，且資料輸入表單和所有物件和資料夾都位於名為 Library 的根資料夾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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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有管理員可以將檔案 (例如儀表板、Infolet、表單、報表等等) 新增至檔案庫根
資料夾。

• 在儀表板的清單頁面，您可以切換到依一排展開檢視或樹狀檢視來檢視儀表板：

然後，您可以使用搜尋  來搜尋儀表板。一排展開檢視只顯示符合搜尋準則的儀表板，
而不是它們所在的資料夾。樹狀 (或階層式) 檢視會以包含儀表板的資料夾來顯示儀表板。
若要搜尋其他關鍵字，請按一下搜尋方塊的 ，以清除搜尋準則。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儀表板 2.0 的「儀表板設計工具」中使
用多個元件建立儀表板。  在儀表板 2.0 中建立儀表板

程式庫面板
「儀表板設計工具」左側是您可選取儀表板物件內容的程式庫面板。只需要將物件從程式庫面
板拖放至工作區，或使用「搜尋」方塊來搜尋內容。程式庫面板中的內容會群組為下列類別：
Table 12-3    程式庫面板內容類別

圖示 描述
Cubes

程式庫 (特設和標準格式)

視覺效果 (圖表)

Tip:

您可以最小化和最大化程式庫面板，方法是將游標移至面板上方，然後按一下午夜顯
示的水平列。

儀表板工具列
「儀表板設計工具」右上角是儀表板工具列，在其中，除了儲存和關閉儀表板之外，您還可以
執行下列儀表板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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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2-4    儀表板工具列

圖示 描述
將新的空白儀表板小工具新增至設計畫布 (這是
拖放作業的替代方案)

隱藏和取消隱藏特性面板

按一下以執行下列動作：
• 回復至已儲存的值：將「儀表板設計工
具」重設為先前儲存的狀態

• 重新整理資料：重新整理 Essbase 的資
料，並更新資料庫中的儀表板定義

• 執行儀表板：隱藏所有「儀表板設計工
具」元素，並顯示會在執行時期向使用者
顯示的儀表板

• POV 列：隱藏維度標籤：如果您的儀表板
包含全域 POV 列，選取此選項後即可隱藏
全域 POV 列上的維度名稱。再次清除此選
項會在全域 POV 列上顯示維度名稱。

• POV 列：自動套用：如果您的儀表板包含
全域或區域 POV，啟用此動作後即可自動
套用您對 POV 的變更。如果您不想要自動
套用變更，則請清除此選項。清除時，會
在 POV 上顯示套用和重設按鈕，以手動套
用或清除變更。

儀表板工作區
程式庫面板右側是儀表板工作區。除了拖放之外，您還可以使用「搜尋」方塊來指定或
搜尋您要針對每個小工具顯示的資料 (儀表板工作區中您可在其中新增儀表板物件的空
物件)。
• 您拖放的第一個物件會佔用整個工作區，然後將其他物件從程式庫面板拖曳至現有
物件的左、右、上或下方。

• 若要將物件移至儀表板的另一個部分，請按一下物件，然後將游標移至物件上邊緣
上方，直到您看到拖曳圖示。將物件拖放至另一個物件的左、右、上或下方，而儀
表板上的其他物件將會移動並重新對齊。

• 若要最大化物件，讓它填滿畫布，請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最大化。物件將會填滿
畫布，而且將隱藏工作區上的其他物件。依序按一下  和還原會將物件大小調整
為其原始大小，並再次顯示工作區中的其他物件。

• 若要變更儀表板中物件的高度和寬度，請選取儀表板物件，然後在右側的「特性」
面板按一下  以檢視和變更物件的高度和寬度。

第 12 章
建立和管理儀表板

12-18



Note:

在執行時期模式中，如果使用者無法存取表單這類物件，或者表單遺失，則鄰近的物
件將會佔用其空間。在設計人員模式中，所有空白物件都會顯示，讓設計人員能夠選
擇移除這些物件。

特性畫面
「儀表板設計工具」右側是「特性」面板，您可以在其中設定整個儀表板的一般特性以及物件
特定特性：
Table 12-5    特性畫面

圖示 描述
設定整個儀表板的一般特性，例如顯示物件框線、
隱藏 POV 列、啟用全域 POV，以及選擇儀表板的
背景顏色。
如需 POV 的相關資訊，請參閱關於 2.0 儀表板中
的全域和區域 POV。
設定儀表板中所選取物件的特性，例如物件高度、
寬度和背景顏色。您也可以變更物件和資料來源類
型。
設定所選取物件的顯示特性，例如如何調整值、顯
示或隱藏列分隔線或格線、為標頭和資料選擇不同
的字型大小和顏色、垂直或水平設定方向、定義圖
例位置、將矢量圖新增至表格，依此類推。

Note:

對於儀表板 2.0 中的
資料視覺化功能，自
訂調色盤現在只支援
12 種顏色，而非 15
種。如果您之前是在
21.07 或更早的版本
中建立儀表板，且您
在視覺化功能中使用
了 15 種顏色，您在
執行時期還是會看到
15 種顏色。然而，當
您嘗試變更自訂顏色
時，儀表板設計工具
將只會顯示 12 種顏
色，讓您可以選取並
儲存您要的顏色。

設定所選取立方體的 POV、列和欄特性，進行快速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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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物件
當您將游標移到工作區中某個物件的上方時，工作區右上角就會出現該物件的工具列：
<hub id="6"/>

Table 12-6    儀表板物件工具列

圖示 描述
將物件資料顯示為選取的圖表類型
按一下以對選取的儀表板物件執行下列動作：
• 重新整理：重新查詢資料，並以該資料來
顯示圖表

• 最大化：隱藏其他物件，並以完整畫布模
式顯示選取的圖表

• 還原：如果物件已最大化，就會將該物件
還原到其原始大小，並再次在畫布上顯示
其他物件

• 刪除：移除選取的物件，並在儲存儀表板
時，將它從資料庫中移除。如果您關閉儀
表板，而未儲存，則會在重新開啟儀表板
時還原物件。

建立儀表板 2.0
需要協助決定要選擇的儀表板版本嗎？請參閱關於儀表板版本。

備註：
若要建立 1.0 版儀表板，請參閱建立儀表板 1.0。

若要建立 2.0 版儀表板，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儀表板，然後按一下建立。

2. 從提供的選項中，選取 儀表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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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預設儀表板名稱，並在輸入方塊中輸入新名稱，以輸入儀表板的名稱。
4. 將內容從左側的程式庫面板拖放至儀表板工作區。使用儀表板設定值和特性來自訂儀表
板。
如需「儀表板設計工具」的詳細描述，請參閱設計 2.0 儀表板的概念。

5. 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使用「儀表板」清單頁面上的複製為輕鬆複製並修改儀表板。選取您想要複製的儀表板
旁邊的「動作」圖示。

關於地理圖類型
地理圖是具有覆疊和圖表的地圖，而圖表顯示每個所顯示地理區域的某個測量。將游標移至地
理圖中泡泡或顏色醒目提示上方，會顯示資料標籤。

備註：
以顏色醒目提示之地理圖的設計目的，是要根據基礎資料中的值來顯示所有差異 (紅
色或綠色，視您預期的差異趨勢設定而定)。如果某個地理圖區域的第一欄或第二欄
缺少了值，或是，如果這兩欄中的值都是一樣的，因此沒有任何差異，則系統會以藍
色來醒目提示該區域。只要將游標移到某個醒目提示的區域上方，畫面就會顯示長條
圖，其中有該列的所有值 (缺少的值除外)。

範例地理圖 - 使用資料泡泡的美國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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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地理圖 - 使用顏色醒目提示的世界銷售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地理圖特性：
表格 12-7    地理圖特性

設定值 描述
地圖圖層 選取世界，或將地圖範圍縮小為亞洲、北美洲

或非洲這類大陸。
類型 資料泡泡地理圖會將地圖圖層上的資料顯示為

調整過大小的泡泡。顏色醒目提示地理圖會比
較兩個資料值，以顯示綠色增加的地理區域以
及紅色減少的地理區域。
選取資料泡泡或顏色醒目提示，然後指定下列
其他選項：
• 對於資料泡泡，選取標籤的預期設定 (顯示
或隱藏)、標籤顏色和泡泡顏色。

• 對於顏色醒目提示，指定預期的差異趨勢
(增加或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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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7    (續) 地理圖特性

設定值 描述
地理區域名稱 我們提供的中繼資料載入檔案包含地理圖所使

用的地理元素，例如國家/地區、省/市和城市。
按一下以下載 CSV 檔案，而您接著可以將它當
成新成員上傳至維度或 (具有部分手動變更) 當
成別名上傳至應用程式中的現有成員。
請注意，只有在表單中的地理區域名稱完全符
合儀表板 2.0 用於其地圖圖層的地理區域名稱
時，地理圖才會作用。因此，例如，如果您的
實體/地理區域維度指出不會將 USA 辨識為地圖
圖層中的有效名稱，而是使用 United States。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下載地理圖的地理成員，然後匯入您的維
度。您將瞭解如何設定地理圖的資料泡泡和顏色醒
目提示。

 在儀表板 2.0 中建立地理圖

關於金字塔圖類型
金字塔圖類型使用三角形圖表，以視覺方式代表階層。三角形分成多個區段，以說明垂直自上
而下和寬窄結構和程序。
範例 3D 金字塔圖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金字塔圖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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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8    金字塔圖特性

設定值 描述
圖例位置 選擇左、右、頂端、底端或無。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

位。例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顯示單位選項，則圖表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
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
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3D 圖表 選擇是，以將資料視覺化為 3D 圖表。
顏色 選取預設，或按一下金字塔圖的區段，然後選

擇該區段的自訂顏色。

關於瀑布式圖表類型
瀑布式圖表顯示正負值的執行總計，這適用於顯示您如何從初始值達到淨值。
瀑布式圖表用來描寫一系列中繼正或負值對初始值的影響。整欄通常會代表初始值和最
終值 (結束點)，而中繼值顯示為根據上一欄值開始的浮動欄。欄可以加上顏色，以區分
正負值。
範例瀑布式圖表 - 存貨分析
此範例視覺化單一科目一段時間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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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瀑布式圖表 - P & L 報表
此範例的支出科目顯示為負「總收入」變更，而收入科目顯示為最終正「淨收入」值變更。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瀑布式圖表特性：
表格 12-9    瀑布式圖表特性

設定值 描述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位。例

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
顯示單位選項，則圖表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格線 選取隱藏或顯示，以顯示方格的 X 軸行。
連接線條 選取隱藏或顯示，以顯示將每欄結尾連接至下欄開

頭的線條。這有助於視覺化圖表中的資料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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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9    (續) 瀑布式圖表特性

設定值 描述
繪製差異 選取是，以根據提供的值來自動計算和繪製不同長

條的通用開始和結束點。這適用於顯示科目餘額類
型的趨勢。
否則，選取否，以手動設定增加和減少點。
選取否時，您可以根據長條來手動設定這些增加/減
少選項：
• 長條方向：選取長條，以手動設定增加/減少的
長條方向。

• 所有長條：顯示圖表中所有長條的清單，以手
動設定增加/減少的長條方向。

您可以針對每個長條設定的手動選項是自動、反向
和總計。自動會考慮資料來源中的正/負值，並相應
地進行繪製。反向將會變更符號，而總計會將圖表
設為在對應長條重新啟動。

增加
減少
總計

選取每個特性的顏色。

結束長條 選取在圖表上隱藏還是顯示結束長條。在前述範例
中，會顯示結束長條。如果顯示結束長條，則您可
以指定標籤。

座標軸 針對 X 軸和 Y 軸選取自訂範圍，或選取關閉。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建立瀑布式圖表追蹤單一科目隨時間
的變化，以及追蹤多個科目如何互動以產生最
終總計。

 在儀表板 2.0 中建立瀑布式圖表

在儀表板中使用表格
儀表板中表格所提供的資料清單檢視可顯示表單或方格中的多個值。您可以將迷你圖表
內嵌到表格的每一列，稱為可繪製欄資料的「矢量圖」。表格也可進行搜尋。
顯示一般表格的範例儀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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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含矢量圖之表格的範例儀表板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表格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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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10    表格特性

設定值 描述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

位。例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選項，則表格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
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
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列分隔線 選擇顯示或隱藏。
字型 指定標頭和資料的大小和顏色選項。
矢量圖 • 圖表類型：選取有相關聯選項的長條圖、

折線圖、區域圖，以及含區域圖的折線
圖。或者，您可以選取無。

• 標頭：「矢量圖」欄的欄標頭
• 開始索引：開始建立資料圖表的欄索引
• 結束索引：停止建立資料圖表的欄索引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儀表板 2.0 的「儀表板設計工具」
中使用多個元件建立儀表板。您要建立一個有
表格、有矢量圖的表格和磚圖表的儀表板。

 在儀表板 2.0 中建立表格、矢量圖和磚
圖表

關於儀表板 2.0 的量表圖類型
量表圖類型顯示資料值是否落在可接受的範圍內。您可以設定最小值和最大值以及範圍
最大值，而且量表圖使用紅色、黃色和綠色訊號指示燈，協助您快速評估目前值以及識
別重要資料點或測量問題。對於儀表板 2.0，您可以選取循環、水平和垂直量表圖類
型。
儀表板 2.0 範例 - 循環量表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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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 2.0 範例 - 水平和垂直量表圖類型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量表圖類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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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11    量表圖類型特性

設定值 描述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

位。例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顯示單位選項，則圖表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
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
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量表圖類型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循環
• 水平
• 垂直

最小值
最大值

量表圖上的最低和最高值。儀表板設計工具會
將值設定為預設值，之後使用者可以在執行時
期暫時加以變更。如果儀表板設計工具未指定
這些值，則應用程式會自動將最小值設定為
零，以及將最大值設定為大於量表圖上的值。

預期目標 指定預期高值還是低值。
低臨界值
中臨界值
高臨界值

若要以視覺方式指出測量值是否落在可接受範
圍內，這些臨界值可讓您根據指定的值以紅、
黃和綠色顯示量表。指定每個臨界值的文字標
籤和數字值。

關於儀表板 2.0 的雷達圖類型
雷達圖是一種二維圖表類型，設計成透過多個定量變數繪製一或多個系列的值。雷達圖
最適合判斷資料中的哪一個變數優於其他變數。因此，它們最常用於效能分析。
對於儀表板 2.0，您可以選取長條圖、折線圖、區域圖、散佈圖和泡泡雷達圖類型。
儀表板 2.0 範例 - 雷達圖、長條圖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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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 2.0 範例 - 雷達圖、折線圖類型
 

 
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雷達圖類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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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12    雷達圖類型特性

設定值 描述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

位。例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顯示單位選項，則圖表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
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
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類型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長條圖
• 折線圖
• 區域圖
• 散佈圖
• 泡泡圖

圖例位置 選擇左、右、頂端、底端或無。
格線 選取隱藏或顯示。
對數刻度 特別適用於顯示廣泛涵蓋值的數值資料 (通常，

資料中的最大數字是百，甚至千倍大於最小數
字)，對數刻度會以更為精簡且更易讀取的方式
來顯示這些值。選取是否在雷達圖中使用對數
刻度。

顏色 選取預設，或按一下圖表中的資料，然後選擇
該資料的自訂顏色。

關於儀表板 2.0 的組合圖表類型
組合圖是一種視覺效果，可讓您將任意長條圖、折線圖和區域圖組合合併為一個圖表。
您也可以在主要 Y 軸相反端新增次要 Y 軸。新增次要 Y 軸可讓您顯示一個測量的比
例，而此測量未與圖表上的其他測量一起適當地調整；例如，在相同圖表上顯示百分比
測量和幣別測量。
儀表板 2.0 範例 - 區域圖、長條圖、折線圖、組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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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設計工具可以設定這些組合圖表類型特性：
表格 12-13    組合圖表類型特性

設定值 描述
比例值 對於大數特別有用，您可以調整值的顯示單位。例

如，如果值為 1,689,000，而且您選取 K - 千作為
顯示單位選項，則圖表會將值顯示為 1,689K。
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沒有套用任何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該值。例如，

1,500 顯示成 1.5K，1,689,000 顯示成
1.69M，42,314,531,211 顯示成 42.31B，而
1,234,567,891,234 顯示成 1.23T。

• K - 千：以千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 - 百萬：以百萬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 - 十億：以十億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 - 兆：以兆為單位來顯示值。例如，
1,234,567,891,234,567 顯示為 1,234T。

線條粗細 按一下計數器，以設定線條寬度。
請注意，預設線條寬度是 5 個像素。您可以選取 1
到 12 像素。

圖例位置 選擇左、右、頂端、底端或無。
標籤位置 設定圖表上資料標籤的位置。

選擇長條邊緣外、中間、長條邊緣內或無。
格線 選取隱藏或顯示。
對數刻度 特別適用於顯示廣泛涵蓋值的數值資料 (通常，資

料中的最大數字是百，甚至千倍大於最小數字)，對
數刻度會以更為精簡且更易讀取的方式來顯示這些
值。選取是否在組合圖中使用對數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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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2-13    (續) 組合圖表類型特性

設定值 描述
雙 Y 選取要在次要 Y 軸上繪製的資料，而次要 Y 軸將出

現在圖表主要 Y 軸的相反端。
圖表中的資料值因不同的資料系列而大為不同時，
或您已混合使用資料類型 (例如幣別和百分比) 時，
您可以在次要垂直 (Y) 軸上繪製一或多個資料系
列。
雖然次要 Y 軸可以與任何折線圖和長條圖類型搭配
使用，但是更常與組合圖表類型搭配使用，這有助
於識別在次要 Y 軸上繪製的資料系列。例如，使用
長條表示主要 Y 軸，而使用線條表示次要 Y 軸。

序列 選取圖表的長條圖/折線圖/區域圖組合。
顏色 選取預設，或按一下圖表中的資料，然後選擇該資

料的自訂顏色。
座標軸 針對 X 軸、Y 軸和雙 Y 軸選取自訂範圍，或選取關

閉。

關於 2.0 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表單上的區域 POV 會反映表單設計工具針對該表單選取的維度成員。儀表板也支援全
域 POV 列，以便將共同的區域 POV 合併在全域 POV 列，避免在每個物件中重複這些
項目。
儀表板 2.0 POV 範例
此 2.0 儀表板顯示全域 POV 列 (顯示「實體」、「產品」和「年度」) 與區域 POV (Q2
的下拉清單)：
 

 

使用全域 POV 列時，如果您變更全域 POV 列中的頁面，並啟用 POV 列：自動套用，
則頁面會針對儀表板中根據表單的所有物件而變更。全域 POV 列會顯示在所有物件上
方之儀表板的頂端，而區域 POV 列則會顯示在物件內。儀表板中的全域和區域 POV 都
支援使用者變數，且您可以直接從 POV 列變更動態使用者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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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儀表板工具列動作功能表中 (同時處於執行時期和編輯模式)，您可以設定在全域 POV 中是
否隱藏維度標籤 (POV 列：隱藏維度標籤)，以及啟用還是停用自動套用變更 (POV 列：自動套
用)。
如果您清除 POV 列：自動套用選項，則會在 POV 上顯示套用和重設按鈕，以手動套用或清除
變更。
 

 

關於全域 POV 列
• 「POV 列」是由區域 POV 維度、頁面維度及使用者變數組成。
• 系統會視儀表板上的區域 POV 和各表單頁面自動計算全域 POV 列。
• 它們會反映於使用該儀表板中表單的其他物件中。也就是說，它們會套用到儀表板中的表
單、連結到表單的圖表以及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的磚。所以如果儀表板不包含表單做為
資料來源，則區域和全域 POV 列均無法使用。

以下範例顯示如何根據兩個表單的區域 POV 維度計算全域 POV 列：
全域 POV 列停用：
• 表單 A 區域 POV：Year、Entity、Product

• 表單 B 區域 POV：Year、Entity、Project

全域 POV 列啟用：
• 全域 POV 列：Year、Entity

• 表單 A 區域 POV：Product

• 表單 B 區域 POV：Project

因為並非儀表板上的所有表單都有所有維度和頁面選擇，儀表板物件的完整 POV 可能會切分
到區域和全域 POV 列中。全域 POV 列和區域 POV 兩者包含了儀表板上各表單的完整交集資
訊。
如果儀表板上只有一個物件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則表單整個 POV/頁面都可移到全域 POV
列。
如果儀表板上有多個物件使用表單做為資料來源，則應用程式判斷哪些維度要移到全域 POV
列中，哪些要留在區域 POV 中的方法如下：
• 若維度位於所有表單的 POV 或頁面，且所有表單中的成員選擇相同，則維度會移到全域

POV 列。
• 若維度位於一個表單上的 POV 中以及另一個表單的頁面中，則維度會留在區域 POV 中。
• 若維度位於 POV 中，則必須在維度的所有表單中選取相同成員。
• 若維度為頁面維度，則所有表單中所選取的頁面成員必須相同且以相同順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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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 2.0 POV 列注意事項
在儀表板 2.0 中使用 POV 列時請注意下列事項：
• 如果是 POV 列的「頁面」下拉式清單，頁面下拉式清單中顯示的成員數是在頁面
選項下的使用者偏好設定控制。(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工具、使用者偏好設定、顯示
以檢視頁面選項。)如果頁面下拉式清單中的項目數超過此限制，使用者就無法檢視
這些項目。請注意，這個問題將在未來的版本修正，讓您能夠使用成員選取器瀏覽
其餘成員，類似儀表板 1.0。

• 系統尚未支援 POV 列有效組合。請注意，這個問題將在未來的版本修正，其行為
將與儀表板 1.0 中的類似。

關於快速分析
「快速分析」可讓您在沒有預先建置表單的情況下將元件新增至儀表板。您可以在「搜
尋」列中鍵入成員名稱或使用「成員選取器」來建立特設查詢，接著可以在「特性」面
板的「版面配置」頁籤  中控制查詢的版面配置。
處於設計模式的範例 2.0 儀表板快速分析圖表
 

 

若要在儀表板中建立快速分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查詢的立方體。您可以使用下列兩種方法的其中一種來執行這項作業：
• 按一下工作區「搜尋」方塊，以顯示立方體清單，然後選取立方體。
• 將立方體從程式庫面板拖放至儀表板工作區。

備註：
使用任一種方法，系統都會從預設查詢開始；從「最近使用的」或 MRU
驅動之立方體中的單一交集。預設查詢會根據您最近在立方體中查看的內
容而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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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定查詢的成員，以精確調整查詢：
• 在「搜尋」方塊中，鍵入成員名稱，以顯示立方體的自動完成清單。
• 啟動成員選取器  來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使用「搜尋」方塊尋找要進行快速分析的成員時，如果某個立方體有超過 25,000
個成員，「搜尋」方塊只會搜尋該立方體之維度中的前 3000 個成員。如果立方
體包含的成員少於 25,000 個，則「搜尋」方塊會搜尋所有成員。若要搜尋當中
超過 25,000 個成員的立方體，請啟動成員選取器來進行快速分析的選取。

3. 選取查詢的圖表類型。

按一下  以選取圖表類型；例如，長條圖 。

4. 在「特性」面板中，按一下「版面配置」頁籤 。
5. 將「特性」面板的「版面配置」頁籤中的維度拖放至「版面配置」頁籤的其他區段，以變
更儀表板物件的 POV、「列」和「欄」版面配置。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探索如何在沒有預先建置表單的情況下將元件新增
至儀表板。您將瞭解如何在「儀表板設計工具」中
建立特設分析，以及透過變更維度配置和套用視覺
效果來格式化結果。

 在儀表板 2.0 中建立快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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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設計 Infolet

另請參閱：
• 關於 Infolet

• Infolet 的結構
• 決定 Infolet 內容
• 使用 Infolet 設計工具
• 建立 Infolet

• 使用 Infolet

• 自訂介面來存取 Infolet

關於 Infolet
Infolet 可讓使用者對從其他來源產生的高階重要資訊進行檢視和互動，藉此可以快速評估需要
注意的地方。服務管理員可以針對 Infolet 建立、重新設計、刪除和指派權限。
何謂 Infolet？
Infolet 是一種自封式的盒形容器，能夠以互動方式顯示利用文字和圖表呈現的資訊。Infolet 為
互動式，並使用漸進式揭露來顯示高階聚總的重要資訊以便於快速一目瞭然，而且可以視需要
採取動作。Infolet 可以翻轉和調整大小，最多可顯示 3 個圖表或 3 組值。
 

 

如需有關 Infole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Infolet 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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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 Infolet？
您可以使用 Infolet 來進行下列：
• 提示基本且易於瞭解的資訊
• 提供最重要問題的解答：
– 何謂最新？何謂已經變更？
– 何謂可支援我的工作的最重要資訊？

• 根據使用者角色並採取可協助使用者快速評估和安排工作優先順序的方式來分組重
要資訊

• 以漸近方式顯示基本詳細資料和動作
使用透過翻轉或展開 Infolet 以存取的各種 Infolet 檢視來顯示這些額外的詳細資料。
不過，也可以只使用一個 Infolet 檢視。

• 提供豐富的視覺方法顯示基本或摘要資訊
請勿使用 Infolet 來強調非常複雜的資訊 (例如，報告功能)，或者呈現詳細的視覺內容。
請參閱決定 Infolet 內容。
何謂 Infolet 頁面？
Infolet 頁面是一個包含一或多個 Infolet 的頁面。該頁面包含一個容器，可管理 Infolet
佔用的空間和根據瀏覽器大小和 Infolet 大小來重新排列 Infolet。您建立的每個 Infolet
都會屬於一個 Infolet 頁面。「首頁」上的 Infolet 卡提供 Infolet 頁面清單。
 

 

備註：
本次更新並不支援前面影像中呈現的所有功能。Oracle 計畫在末來的更新中
支援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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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使用 Infolet。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設計 Infolet。
瞭解 infolet 如何讓不同的使用者和群組以快速且
功能導向的方法存取關鍵資料，來設定立即活動的
優先順序並引導他們制定決策。

 概觀：使用 Infolet 在 Planning 中建立關鍵
資料的自訂互動式檢視

Infolet 的結構
Infolet 檢視
Infolet 支援最多 3 個檢視：
1. 正面檢視 (必要)

 

 

2. 背面檢視 (選擇性)

 

 

3. 展開檢視 (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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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檢視為必要的檢視，而且：
• 提供快速查看或瀏覽對您的工作有直接影響的高階資訊；例如，正面檢視可以顯示
狀態、計數、總計或最新的更新

• 提示瀏覽動作，可協助您識別您可能要進一步探索的重要資訊
• 使用 3x2 除外的所有 Infolet 大小 (請參閱以下 Infolet 大小的相關資訊)

• 將展開檢視返回至原始大小的正面檢視或背面檢視
• 包含一個只有在滑鼠指標停駐時才提供使用的「動作」功能表圖示，以及一個 (選
擇性) 翻到背面圖示或者一個顯示在右下角的展開圖示

備註：
如果只顯示一個檢視，則必須是正面檢視。

背面檢視是選擇性的圖示，而且：
• 呈現分析資訊 (例如，圖表)

• 提示掃描動作，可協助您探索或更熟悉以正面檢視呈現的資訊
• 大小調整成和正面檢視相同
• 包含一個只有在滑鼠指標停駐時才提供使用的「動作」功能表圖示、左下角一個向
前翻轉圖示，以及右下角一個 (選擇性) 展開圖示

展開檢視是選擇性的圖示，而且：
• 針對以正面和背面檢視呈現的單一資料點或互相依存的資料集呈現更詳細的資訊；
例如，展開檢視可以顯示物件或最近的項目清單相關詳細資料，而且比正面或背面
檢視顯示的資訊更詳細

• 提供足夠的資訊，協助您決定您是否已經準備好採取動作，以及移至工作區域頁面
上需要注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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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其他檢視流暢地轉移。當一個 Infolet 將其他 Infolet 推至新位置時，您會看到流暢、無縫
地展開。

• 大小必須調整成大於正面或背面檢視
• 包含一個只有在滑鼠指標停駐時才提供使用的「動作」功能表圖示，以及右下角一個收合
圖示

Infolet 檢視遵循指派給基礎表單和維度的存取權限。因此，如果使用者擁有不同的存取權限，
則相同的 Infolet 可能顯示不同的檢視。
Infolet 大小
Infolet 可以調整成以下的大小：

備註：
1x1 指寬度為一欄和一列的方塊 (170 像素)。

• 1x1

• 2x1

• 3x1

• 2x2

• 3x2 (僅限展開檢視)

正面和背面檢視的大小永遠相同。變更正面檢視的大小會自動重設背面檢視的大小。由於展開
檢視的大小永遠必須大於正面/背面檢視的大小；因此，如果您放大 Infolet 的正面/背面檢視的
大小，展開檢視會自動重設成大於正面/背面檢視的大小。

備註：
正面和背面檢視無法使用 3x2 大小。此大小僅適用於展開檢視。

檢視的大小、標題和子標題是由設計人員在特性畫面中所設定。請參閱使用 Infolet 設計工具。
在 Infolet 檢視之間瀏覽
Infolet 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個檢視組合來建立：
1. 僅限正面檢視
2. 正面和背面檢視
3. 正面和展開檢視
4. 正面、背面和展開檢視
從某個檢視切換至另一個檢視是由透過按一下 Infolet 的右下或左下角提供的翻轉圖示、展開圖
示或收合圖示來控制。將游標停駐在底部的角落會顯示翻轉、展開或收合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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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Infolet 內容
在決定 Infolet 內容時，請考慮下列一般提示：
• 查看現有儀表板和工作區域頁面。
儀表板和工作區域頁面是絕佳的開始點，因為兩者都顯示資訊摘要的集合。

• 套用 10/90/90 原則。
尋找最基本且容易瞭解的資訊，用來處理從前 10% 的使用案例中產生的常見問題。
這些使用案例可以來自您的企業—來自商業情報、社交、交易、外部等。
然後將注意力集中到此資訊上，來瞭彙總資訊瞭解您的百分之九十的使用者在百分
之九十的檢視時間中可以獲得哪些優勢。您可以將此 10/90/90 百分比原則套用至現
有儀表板內容、現有工作區域頁面內容，或者一般而言，過濾 Infolet 的合格資訊。

• 以常見商業問題的形式重新聲明您的前幾個使用案例。
以這種方式呈現對應的 Infolet 內容來回答這些商業問題；例如，有多少訂單面臨風
險，並依狀態列出？

• 尋找一個點或嚴格相關且互相依存的一組點，而不是多個點的資訊。
決定 Infolet 內容的程序類似於用來產生儀表板內容的程序—差異點在於更深層級的
分析。在資料點或資料集中尋找資訊，該資訊必須適合以不超過 3 個的資訊階層的
檢視來顯示以及回答重要商業問題。

• 請從單一的最重要點開始。
Infolet 顯示關於與使用者需要瞭解的事件或使用者需要處理的任務有關的單一資料
層面或資訊觀點的聚總資訊。
如果儀表板包含一或多個物件 (例如，數值總計和幣別總計) 的多個層面，請從單一
的最重要點開始並做為簡單概觀 (例如，做為使用程式化的數值的總計) 新增至
Infolet 的正面檢視。然後視需要決定背面檢視的內容。最後，請視需要決定展開檢
視的內容。
Infolet 不可以擁有超過 3 個的檢視。如果只有一個單一資料點或只有一個嚴格相關
且互相依存的資料集要顯示上 Infolet 上，請僅使用正面檢視。

相關連結
設計 Infolet 的表單
設計 Infolet 的圖表

設計 Infolet 的表單
在 Infolet 中，請只使用搭配小型資料集的表單。Infolet 會遵循針對表單設定的權限。
您可以建立專用於 Infolet 的表單：
• Infolet 使用的表單應該使用比傳統資料輸入表單更少的儲存格；例如，Infolet 使用
的表單最多只能有 12 個儲存格。

• Infolet 使用的表單最多不要超過 12 列和 12 欄。如果表單超過 12 列和 12 欄，
Infolet 將只顯示開頭的 12 列和 12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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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let 目前不支援 Page 維度或 POV，因此 Infolet 中使用的表單不應該包含 Page 維度。
• 如果 Infolet 內使用的表單包含具有會展開的成員的方格，Infolet 將顯示表單中的所有成
員，其中包括展開成員。

設計 Infolet 的圖表
在圖表中使用標題和子標題可顯示靜態相關內容。
在 Infolet 中，您可以使用 6 種圖表：
• 長條圖：以圖形顯示多個資料值的摘要，便於進行比較。長條圖可以垂直或水平繪製。對
於長條圖 Infolet，建議最多不要超過 8 個長條。

• 直條圖：顯示堆疊的長條，每個疊加的長條分別代表不同的資料集。產生的長條長度顯示
各種資料集組合所得的結果。

• 圓環圖：分割成多個區段的圓形圖表，用來互相比較各個資料集。中央空白顯示所有資料
集的總和。對於圓環圖 Infolet，建議最多不要超過 6 個區段值。

• 折線圖：以視覺化的方式，顯示資料每隔一段時間的趨勢。
• 圓餅圖：分割成多個切片的圓形圖表，用來互相比較各個資料集。對於圓餅圖 Infolet，建
議最多不要超過 6 個切片。

• 磚：可讓您從資料集中選取特定的值來顯示。對於磚圖表 Infolet，建議最多不要超過 3 個
值。

備註：
磚圖表只能使用 1x1 大小。除非變更圖表類型，否則您無法變更使用磚圖表的
Infolet 的大小。如果您將磚圖表拖放至大於 1x1 的 Infolet，將會提示您變更
Infolet 的大小或者變更圖表類型。

使用 Infolet 設計工具
服務管理員使用「Infolet 設計工具」來建立 Infolet 和 Infolet 頁面。「Infolet 設計工具」非常
便於在執行時期和設計工具的檢視之間切換。若要存取 Infolets Designer，請在首頁上啟動
Infolets 圖示，並按一下建立，或按一下清單中的 Infolet 頁面旁邊的「動作」圖示，然後按一
下編輯。按一下列表中的 Infolet 名稱可啟動執行時期版的 Infolet 頁面。您可以按一下  來
從執行時期檢視切換至設計工具檢視。
Infolet 設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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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let 工具列
「Infolet 工具列」位於右上角上。

：在「Infolets 設計工具」中新增 Infolet

：隱藏及取消隱藏「特性」面板

： 按一下以執行下列動作：
• 重設：將「Infolets 設計工具」重設為先前儲存的狀態
• 重新整理：重新整理 Essbase 的資料，並更新資料庫的 Infolet 定義
• 執行時期：隱藏所有「Infolet 設計工具」元素，並依照執行時期對使用者所呈現的
方式來顯示 Infolet

：從執行時期模式，顯示「Infolet 設計工具」
Infolet 設計工具調色盤
「設計工具調色盤」位於左邊。「設計工具調色盤」有兩個頁籤：「表單」和「圖表類
型」。醒目提示「設計工具調色盤」中的物件，然後拖放至放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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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工具調色盤」物件：
• 表單：捲動表單或者依名稱進行搜尋，以選取要包含在 Infolet 中的表單。如需表單的詳細
資料，請參閱設計 Infolet 的表單。

備註：
Infolet 會遵循針對表單設定的存取權限。

• 圖表類型：選取要包含在 Infolet 中的圖表類型。在您對圖表關聯表單做為資料來源之前，
Infolet 一直以圖表範例資料。當您將圖表連結至表單時，使用者可以在關聯圖表上的表單
中查看變更資料的影響。若要使圖表與表單產生關聯，請醒目提示圖表，並將它拖放到放
下區域，在「特性」畫面中，按一下範例，然後按一下表單以選取資料來源。如需圖表的
詳細資料，請參閱設計 Infolet 的圖表。

Infolet 功能表
Infolet 功能表包含 Infolet 刪除和清除動作。若要檢視 Infolet 功能表，請將游標移到 Infolet 的
右上角，然後按向下鍵以顯示功能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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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移除頁面上的 Infolet

• 清除：清除 Infolet 詳細資料
特性畫面
Infolets Designer 右邊的特性畫面可讓您檢視及使用這些 Infolet 特性：

備註：
您指定的標頭在 Infolet 的所有檢視都相同，但您可以對每個檢視指定不同的
子標題；例如，Infolet 的前面、背面和展開檢視可以各有不同的子標題，但必
須都擁有相同的標頭。

• 標頭
• 子標題
• 大小：以選取的大小顯示 Infolet

• 圖表類型：將 Infolet 資料顯示為選取的圖表類型
• 資料：顯示相關聯的資料來源 (範例或表單)

• 表單：顯示選取的 Infolet 表單
刪除和清除之類的動作位於 Infolet 功能表上。
依預設，Infolet 的前端檢視會顯示在特性畫面上。您可以從下拉方塊中選取其他檢視來
查看它們。如果您翻轉或展開 Infolet 來檢視後端或展開的檢視，那些檢視的特性會顯示
在特性畫面中。此外，相對應圖表類型的特性也會顯示在特性畫面中。

建立 Infolet
若要建立 Infolet，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 Infolet，然後按一下建立。
2. 按一下未命名的 Infolet 頁面，然後輸入您要建立之新 Infolet 頁面的標題。
3. 從左邊的設計工具調色盤中選擇檔案庫頁籤或視覺效果頁籤、醒目提示一個物件，
然後將其拖放至 Infolet 放置區。
或者，您也可以按一下頁面頂端的

，以將新 Infolet 新增至工作區。
4. 如果特性面板尚未顯示，請按一下頁面頂端的

來顯示它。使用在特性面板中選取的項目來自訂醒目提示的 Infolet。
5. 按一下儲存。
您可以使用 Infolet 清單頁面上的複製為動作來輕鬆完成複製和修改 Infolet。從清單頁面
中按一下您想要複製的 Infolet 旁邊的「動作」圖示，然後按一下複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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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Infolet
您建立好 Infolet 頁面後，會顯示在 Infolet 卡上的 Infolet 列表中。
Infolets 的清單頁面支援資料夾。資料夾可讓您指派資料夾內所有 Infolets 的權限，而不必指派
每一個別 Infolet 的權限。Infolets 清單頁面使用與儀表板和資料輸入表單相同的資料夾階層，
且所有物件和資料夾都位於 Library 這個根資料夾下方。

備註：
只有管理員可以將檔案 (例如儀表板、Infolet、表單、報表等等) 新增至檔案庫根資料
夾。

若要檢視和使用 Infolet：
1. 從首頁按一下 Infolets。
2. 若要使用 Infolet，請執行下列動作：
• 在 Infolet 的清單頁面，您可以切換到依一排展開檢視或樹狀檢視來檢視 Infolet：

然後，您可以使用搜尋  來搜尋 Infolet。一排展開檢視只顯示符合搜尋準則的物
件，而不是它們所在的資料夾。樹狀 (或階層式) 檢視會以包含物件的資料夾來顯示物
件。
若要搜尋其他關鍵字，請按一下搜尋方塊的 X，以清除搜尋準則。

• 若要重新整理 Infolet 列表，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 若要建立 Infolet，請按一下建立。請參閱建立 Infolet。
• 若要在 Infolet 頁面上執行下列動作，請按一下 Infolet 頁面旁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
– 建立資料夾：在清單中建立資料夾
– 編輯：在「Infolet 設計工具」中開啟 Infolet 頁面
– 重新命名：重新命名 Infolet 頁面
– 複製為：複製 Infolet 頁面
– 刪除：從清單中刪除 Infolet 頁面
– 移至：將 Infolet 頁面移至另一個資料夾
– 預設或取消標示：預設是將 Infolet 頁面標示為預設，並可從首頁按一下第二個

Infolet 點來直接存取它，第二個 Infolet 點顯示在首頁的全域標頭下方。您只能將
一個 Infolet 頁面標示為預設，而該 Infolet 頁面在清單中的名稱前面會有「(預
設)」字首。取消標示會從 Infolet 頁面中移除預設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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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無法再將儀表板頁面標示為預設。只有 Infolet 頁面能讓您標示
為預設。

– 指派權限：可讓您為個別使用者或群組指派 Infolet 頁面和資料夾的「讀
取」、「寫入」及「無」存取權

自訂介面來存取 Infolet
您可以使用「導覽流程設計程式」新增從「首頁」至 Infolet 頁面的連結，藉此自訂業務
程序介面。當您自訂介面來存取 Infolet 頁面時，首頁的全域標頭下方會顯示點，並顯示
箭頭幫助您在首頁和 Infolet 儀表板頁面之間輕鬆導覽。顯示在「首頁」上的每個點代表
一個 Infolet 頁面，將滑鼠指標停駐在每個點上可顯示 Infolet 頁面的名稱。按一下
Infolet 點可啟動與該點關聯的 Infolet 頁面。在「首頁」上，您最多可以定義 7 個 Infolet
點。如果您已經建立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您還可以在其他 EPM Cloud 環境中
新增 Infolet 頁面的連結。
 

 

使用者在「首頁」上將只能夠看到所顯示代表自己擁有存取權的 Infolet 頁面的點。以下
是所顯示的 Infolet 點的類型：
• 首頁點：這個點永遠顯示在第一個位置，代表「首頁」的連結。只能有一個首頁
點。如果您不是在檢視「首頁」，按一下首頁點可返回至「首頁」。

• 使用者點：一般使用者標示為預設的 Infolet 頁面連結。使用者點只能有一個，而且
在使用者的「首頁」上一律顯示在首頁點之後。使用者點無法使用「導覽流程設計
程式」來新增。如需有關將 Infolet 標示為預設 Infolet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Infolet。

• 可自訂點：由服務管理員建立的 Infolet 頁面連結。可自訂點可以整合到導覽流程
中，是否顯示以及顯示順序由導覽流程設計程式決定。可自訂點最多 7 個，而且一
律顯示在首頁點和使用者點之後。

若要使用「導覽流程設計程式」將 Infolet 點新增至您的業務程序介面，請執行下列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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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導覽流程。
2. 在列表中選取非作用中的導覽流程，然後按一下「導覽流程設計程式」上的 Infolet 頁籤。
3. 按一下 。

4. 在管理 Infolet 中，指名 Infolet 點，設定可見性，然後按一下  在「物件庫」中選取
Infolet。

備註：
如果您已經建立其他環境項目的連線，您可以從另一個 EPM Cloud 環境選取
Infolet。首先，選取我的連線之下的環境，然後導覽至該環境中的 Infolet。

5.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備註：
Infolet 還可以和頁籤或導覽流程中的卡關聯。新增或更新頁籤或卡時，請在「物件
庫」中選取 Infolet。

若要檢視設計時期對導覽流程進行的變更，請啟動導覽流程，接著從「首頁」中按一下使用者
名稱旁的向下箭號 (畫面右上角)，然後按一下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如需深入瞭解如何設計導覽流程，請參閱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如需深入瞭解如何連接不同的 EPM Cloud 環境，以及複製 URL 功能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在
EPM Cloud 中連線環境。

第 13 章
自訂介面來存取 Info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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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設定 IPM

Related Topics

• 關於 IPM
Oracle EPM Cloud 提供可直接整合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的「智慧績效管理」(IPM)，它
可利用預測功能來讓您做出明智的規劃決策，還可利用財務模式辨識功能，加快您發掘洞
察分析的速度。

• 關於 IPM 洞察分析
「IPM 洞察分析」提供已針對多維度規劃及預測的使用案例最佳化的資料科學，可讓財務
與營運方面的使用者更具生產力。

• 設定 IPM 洞察分析
設定「IPM 洞察分析」，以定義計畫人員在「洞察分析」儀表板看到的洞察分析。

• 執行及排定洞察分析
設定洞察分析之後，可以隨時執行這些洞察分析。您也可以設定工作以定期執行洞察分
析，例如，在有一組新的實際值時。

• 編輯、複製及刪除洞察分析
您可以編輯、刪除或複製現有的洞察分析定義。

• 自備 ML：關於機器學習模型匯入
只要利用「自備 ML」，EPM 管理員即可匯入已受完整訓練的「機器學習」(ML) 模型，並
將該模型部署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然後，計畫人員可以利用功能完全，採用進階預測
模型技術的 ML 式預測功能，產生更準確的預測結果。

關於 IPM
Oracle EPM Cloud 提供可直接整合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的「智慧績效管理」(IPM)，它可
利用預測功能來讓您做出明智的規劃決策，還可利用財務模式辨識功能，加快您發掘洞察分析
的速度。
深入瞭解 Oracle EPM Cloud IPM 提供的功能：
• 自動預測提供強大的自動化預測功能，讓您可快速啟動規劃程序，並提高預測的準確性。
請參閱關於自動預測。

• IPM 洞察分析提供財務模式辨識功能，減少您分析資料的時間；該功能會提供洞察分析，
讓計畫人員能加以評估並採取行動。請參閱關於 IPM 洞察分析。

• 機器學習模型匯入藉由在已匯入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已受訓練的 ML 上執行模擬分析，
讓商務使用者能利用資料科學的威力。請參閱自備 ML：關於機器學習模型匯入。

關於 IPM 洞察分析
「IPM 洞察分析」提供已針對多維度規劃及預測的使用案例最佳化的資料科學，可讓財務與營
運方面的使用者更具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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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M 洞察分析」會分析過去的資料和預測資料，協助您在資料中尋找您自己可能察覺
不到的模式和洞察分析。洞察分析可以是趨勢、異常、預測偏差或差異。使用 IPM 洞察
分析時，規劃程序的洞察分析探索階段可透過資料科學和財務模式辨識自動執行，進而
提高您預測的有效性。「IPM 洞察分析」可讓您跨任何科目來分析及探索資料。「IPM
洞察分析」會將大量多維度資料的處理作業自動化，讓您能在有新的實際值進入系統
時，迅速偵測到資料中的模式或隱藏的關聯性，進而簡化報表的建立過程、改善預測的
結果，以及增強您的決策能力。這讓您可花較少的時間在分析上，進而減少整體的規劃
程序處理時間。
「IPM 洞察分析」提供下列優勢：
• 減少花在資料分析上的時間。
• 盡可能減少隱藏偏差。
• 改善預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進而提高預測有效性，讓您能做出明智的決定。
• 鼓勵同事之間的協作。
• 協助您在早期看到趨勢，進而做出更好的策略性決策。
「IPM 洞察分析」同時利用歷史資料和預測資料，提供您三種類型的洞察分析：
• 預測差異與偏差洞察分析會透過分析歷史資料，揭露計畫人員提交之預測中的隱藏
偏差。此洞察分析類型會測量兩個歷史案例 (例如「預測」與「實際值」) 之間的差
異或偏差，然後計算與目前預測相關聯的風險百分比。
預測差異會指出由計畫人員提交之預測的層級準確性。而預測偏差會指出預測錯誤
之方向的趨勢。例如，預測超過實際值的趨勢，稱為過度預測偏差；而預測低於實
際值的趨勢，稱為不足預測偏差。
「IPM 洞察分析」會在差異或風險跨越指定的臨界值時，觸發洞察分析。

• 預測洞察分析會比較預測的值，協助您找出預測中的顯著差異。此洞察分析類型會
尋找兩個未來案例 (例如，人員的預測與電腦產生的預測) 之間的差異，還能計算風
險的測量 (例如，達到目標預測的風險)。
預測洞察分析會藉由比較計畫人員的預測與電腦產生的預測來測量差異，以及是否
有任何隱藏的偏差 (計畫人員的趨勢是傾向過度預測，還是不足預測)。
「IPM 洞察分析」會在差異或偏差跨越指定的臨界值時，觸發洞察分析。

• 異常洞察分析會在資料中，尋找偏離預期結果的不尋常模式。此洞察分析類型會偵
測與其他值之間有極大差異的極端值，例如在與基礎層級相較下，實際值突然出現
大波動，或是缺少實際資料的情況。
異常可能是關鍵的業務動作所造成的，也可能是因為其中包含了隱藏趨勢的重要資
訊。
「IPM 洞察分析」會在極端測量值跨越指定的臨界值時，觸發洞察分析。

若要開始使用「IPM 洞察分析」，管理員要先設定洞察分析再執行，也可以排定時間讓
系統定期執行洞察分析。
然後，計畫人員可以在儀表板上複查及分析洞察分析，並採取適當的行動來改善預測。

Chapte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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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1    預測和偏差洞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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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4-2    預測洞察分析

Figure 14-3    異常洞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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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此簡介影片向您介紹何謂「洞察分析」。「洞察分
析」提供已針對多維度規劃及預測的使用案例最佳
化的資料科學，可讓財務與營運方面的使用者更具
生產力。「洞察分析」會分析過去的資料和預測資
料，協助您在資料中尋找您自己可能察覺不到的模
式和洞察分析。您可以評估這些洞察分析，並據此
採取行動。

簡介：Cloud EPM 中的「洞察分析」

IPM 洞察分析的注意事項
下列是利用「IPM 洞察分析」和「自動預測」帶來的優勢時，幾點注意事項及最佳作法。
注意事項：
• 「IPM 洞察分析」需要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訂閱。此外，您可以搭配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來使用「IPM 洞察分析」。
• 「IPM 洞察分析」可搭配「自訂」和「模組」應用程式類型來使用。
• 您還無法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IPM 洞察分析」和「自動預測」，但這目標已經在
我們的計畫中。

• 「IPM 洞察分析」只能與已啟用 Hybrid Essbase 的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 只有在您啟用「Redwood 體驗」時，才能使用「IPM 洞察分析」。(您不需要啟用
「Redwood 體驗」，就能使用「自動預測」。)

• 「IPM 洞察分析」同時遵循成員層級的安全性和儲存格層級的安全性，因此計畫人員只會
看到自己有存取權限之資料切片的洞察分析。然而，當儲存格層級的安全性是定義在 Year/
Period 維度時，系統不會為使用者產生洞察分析。

最佳作法：
• 歷史資料：您的歷史資料越多，預測結果就越準確。歷史資料量應該至少為預測期間數目
的兩倍。例如，假設您要預測未來 12 個月，應至少擁有 24 個月的歷史資料。如果系統在
預測時沒有足夠的歷史資料，就會顯示警告。

• 預測的時間資料粒度：由於「洞察分析」工作中最低的 Period 維度成員層級會決定預測的
時間資料粒度，請盡可能使用最低層級的 Period 成員來建立「洞察分析」工作，好讓您能
有最大量的歷史資料可用。

如需深入瞭解「IPM 洞察分析」中所用的統計方法，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 IPM 洞察分析
評量。

設定 IPM 洞察分析
設定「IPM 洞察分析」，以定義計畫人員在「洞察分析」儀表板看到的洞察分析。
設定「IPM 洞察分析」的方式是，選取要執行的分析類型、指定要用於分析的切片定義、設定
分析，然後定義在「洞察分析」儀表板上顯示之洞察分析的設定值。您可以視需求，定義任意
數量的洞察分析。計畫人員只會看到自己有存取權限之資料切片的洞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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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使用「自動預測」來定義預測，以便根據歷史資料來預測未來的績效，還能排
定工作來執行該預測定義，進而將預測程序自動化。您可以輸入這些預測結果來產生洞
察分析。
如何設定「IPM 洞察分析」：
1. 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按一下建立。
3. 在「IPM 組態程式」的類型頁面中，輸入名稱和描述。
4. 選取自動預測，以便根據歷史資料，使用時間序列預測技術來預測未來的績效。您
可以輸入預測結果來產生預測洞察分析。如需「自動預測」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
用自動預測設定自動執行預測。
如果您只選取自動預測，沒有選取任何洞察分析，您就只能在「IPM 組態程式」的
類型頁面和定義切片頁面上輸入資料。

5. 選取要產生之洞察分析的類型，然後按一下下一步。您可以視需求，選取任意數量
的類型。
• 預測偏差洞察分析。透過分析歷史資料，揭露計畫人員提交之預測中的隱藏偏
差。測量兩個歷史案例 (例如「預測」與「實際值」) 之間的差異或偏差。

• 預測洞察分析。尋找未來案例 (例如計畫人員所做的預測與電腦產生的預測) 之
間的差異。
如果您有預測資料，也知道預測資料在哪裡，請在您是否有預測資料？中選取
是。如果您沒有預測資料，請選取否，此時系統會自動選取自動預測。「自動
預測」會利用您定義之交集的歷史資料，產生用於洞察分析的預測資料。
您也可以不要使用自動預測，改用根據「機器學習」所產生的預測。

• 異常洞察分析。偵測與其他值之間有極大差異的極端值。
您也可以選擇只執行「自動預測」，方法是選取自動預測。

6. 在定義切片頁面，針對歷史及未來資料定義要分析的資料切片，然後按一下下一
步。如需有關在資料塊定義中使用動態計算父項成員的考量，請參閱定義洞察分析
資料塊的考量。
• 在歷史資料區段中，選取立方體，然後定義歷史資料的資料切片；此歷史資料
包含實際值，以及計畫人員所提供的預測。切片定義會顯示除了 Year 和 Period
維度之外的所有立方體維度。所有成員的根成員在開始時都已選取。
請指定要包含在分析中的歷史資料年度數目。
指定目前期間。(如果您選取的洞察分析類型包含預測洞察分析或自動預測，您
就不需要設定此選項。)

• 在未來資料區段中，選取立方體，然後定義未來資料的資料切片；此未來資料
包含計畫人員所提供的預測以及基礎預測 (這是最有可能發生的情況)。如果有
資料可用，請按一下 ，以便新增最佳個案及最差個案案例之資料切片的定
義。
定義要包含在分析中的未來資料期間。
如果您選取「自動預測」，預測結果會儲存在這個位置。

7. 在設定頁面中設定洞察分析，方法是定義洞察分析的錯誤容差和臨界值，然後按一
下下一步。「IPM 組態程式」會選取用於分析的預設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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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預測：如果您選取了顯示進階選項，請選取額外的選項來定義自動預測工作。如
需詳細資訊，請參閱設定進階自動預測選項。

• 預測差異與偏差洞察分析：選取錯誤容差百分比，這會定義計畫人員提交的歷史預測
與可接受範圍內的實際值之間的百分比差異。如果百分比差異超過錯誤容差限制，就
會考慮進行偏差計算。
例如，假設您輸入 .05，只要歷史預測與歷史實際值之間的差異等於或大於 5%，就會
被視為顯著的差異 (且被視為不足預測或過度預測)，並觸發洞察分析。
您可以在進階選項頁面上，選取或修改差異的評量和臨界值。請參閱設定其他的洞察
分析設定值。
當差異或偏差超出指定的臨界值時，系統就會產生洞察分析。

• 預測洞察分析：選取臨界值百分比，這會定義計畫人員提交的未來預測與電腦產生的
預測之間可接受的百分比差異。
當差異或風險超出指定的臨界值時，系統就會產生洞察分析。
例如，如果您輸入 25%，則計畫人員的未來預測與電腦產生的未來預測之間任何等於
或大於 25% 的差異都應視為顯著差異 (且視為不足預測或過度預測)，並應觸發洞察分
析。

• 異常洞察分析：選取臨界值，這會定義 Z 分數值 (與平均值之間的標準差) 的可接受臨
界值。離 0 太遠的值 (臨界值的 Z 分數通常是 3 或 -3) 應被視為極端值。
當指定的極端值偵測評量超出指定的臨界值時，系統就會產生洞察分析。
例如，假設您輸入 3，只要是與平均值之間的差異等於或大於 3 個標準差的值，就會
被視為極端值，並會觸發洞察分析。

如果您要設定其他的選項 (例如，選取要使用的評量)，請按一下顯示進階選項。請參閱設
定其他的洞察分析設定值。

8. 在設定值頁面上，設定會定義如何向計畫人員顯示洞察分析的設定值，然後按一下儲存。
• 顯示維度：選取計畫人員會用來瀏覽及分析洞察分析的維度。您選取的維度將會出現
在「洞察分析」儀表板上。

• 影響強度臨界值：當系統在「洞察分析」儀表板上顯示洞察分析時，此設定值會根據
系統為每個洞察分析所計算出的百分比影響，將洞察分析分為「高」、「中」及
「低」群組。這有助於使用者專注在有較極端差異的洞察分析。
例如，假設您將「低」臨界值指定為 30%，並將「高」臨界值指定為 60%，則所有百
分比影響低於 30% 的洞察分析都會在「低」類別中；而所有百分比影響高於 60% 的
洞察分析都會在「高」類別中。

9. 現在，您已經準備好，可以執行您設定完畢的洞察分析了。請參閱執行及排定洞察分析。
系統會將洞察分析定義儲存為全域物件 (在「全域物件」下方的「自動預測」資料夾中)，並利
用維護快照來為洞察分析備份。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設定洞察分析，以便將資料分析作業自動
化。管理員會設定洞察分析，以便定義計畫人員會
在「洞察分析」頁面上看到的洞察分析。您選取要
執行的分析類型、指定要用於分析的切片定義、設
定分析，然後定義要在「洞察分析」頁面上顯示之
洞察分析的設定值。您可以執行洞察分析，或是排
定時間讓系統定期執行洞察分析。

 Oracle Fusion Cloud EPM - 設定洞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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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設定「IPM 洞察分析」，方法為選取
要執行的分析類型、指定要用於分析的資料塊
定義、設定分析，然後定義在「洞察分析」儀
表板上顯示之洞察分析的設定值。您可以視需
求，定義任意數量的洞察分析。計畫人員只會
看到自己有存取權限之資料切片的洞察分析。

 設定洞察分析

定義洞察分析資料塊的考量
在「IPM 洞察分析」中，您可以對動態計算父項成員產生洞察分析。
• 對於報表立方體 (聚總儲存立方體或 ASO 立方體)，在洞察分析定義中包含動態計
算父項成員並沒有任何限制。

• 對於資料輸入立方體 (區塊儲存立方體或 BSO 立方體)，則不能包含動態計算父項
成員或甚至是分葉層級的任何動態計算成員，不過您可以使用以下解決方案：
– 建立一個在產生洞察分析時會考慮使用的替代階層 (含有父項的共用成員)。父
項成員應定義為替代階層中層級 0 的成員。設定洞察分析資料塊定義時，請務
必從替代階層中選取成員。

– 最佳作法是，使用資料對映將資料移至報表立方體 (聚總儲存立方體或 ASO 立
方體)，然後從該立方體產生洞察分析。

當您擁有大量成員時，在洞察分析中包含動態計算父項成員就會特別有用：您不需要對
層級 0 的成員定義多個資料塊定義；您可以將資料塊定義直接定義為包含某個父項成
員。
注意事項：
• 為避免報表立方體 (ASO) 產生洞察分析時發生延遲情況，請考慮不要將含有公式的
動態父項成員包含在洞察分析定義中。

• 您所能建立的替代階層數有限，因此對於資料輸入立方體 (BSO)，最佳作法是使用
資料對映將資料移至報表立方體 (ASO 立方體)，然後從該立方體產生洞察分析。

• 對於 ASO 立方體，預測洞察分析的資料塊定義只能包含層級 0 的成員。或者，對
動態計算父項成員產生預測洞察分析時，不要啟用「自動預測」。或是，在 BSO
執行預測，然後將結果移至 ASO。

設定其他的洞察分析設定值
在「IPM 組態程式」的設定頁面中，按一下顯示進階選項，以定義洞察分析的評量和觸
發準則。如需「自動預測進階選項」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設定進階自動預測選項。
• 針對預測差異與偏差洞察分析：
– 差異評量

* 評量：選取要用於分析歷史實際值與計畫人員提交的歷史預測之間差異的評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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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臨界值：選取會觸發洞察分析的差異百分比。例如，如果您將臨界值指定為 15，
只要歷史實際值與計畫人員提交的歷史預測之間的差異等於或大於 15%，就會產
生洞察分析。

– 偏差評量
* 錯誤容差界限：指定錯誤容差界限的百分比。例如，假設您輸入 5%，只要歷史預
測與歷史實際值之間的差異等於或大於 5%，就會被視為有顯著的差異。

* 偏差評量：指定要用來測量預測偏差的評量。
* 偏差臨界值：選取會觸發洞察分析的差異百分比。

• 針對預測洞察分析：
– 差異評量

* 評量：選取要用於分析計畫人員提交的未來預測與電腦產生的預測之間差異的評
量。

* 臨界值：選取會讓計畫人員提交的未來預測與電腦產生的預測之間的差異百分比觸
發洞察分析的差異百分比。

– 風險 % 和臨界值：選取在觸發洞察分析之前，您願意容許的未達預測風險層級。此設
定會評估您目前的預測數字達到或未達目標的可能性。

• 針對異常洞察分析：
– 方法：選取要用於分析的異常偵測評量。
– 臨界值：選取會觸發洞察分析的臨界值。

如需在「IPM 洞察分析」使用之評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 IPM 洞察分析評
量。

執行及排定洞察分析
設定洞察分析之後，可以隨時執行這些洞察分析。您也可以設定工作以定期執行洞察分析，例
如，在有一組新的實際值時。
當您執行洞察分析時，「IPM 洞察分析」會分析每個可用交集中的資料，並尋找模式和異常情
況。
如何執行洞察分析：
1. 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在您要執行之洞察分析旁邊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執行。
3. 若要複查洞察分析工作，請按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並選取該洞察分
析。您可以查看每種洞察分析類型或自動預測的工作狀態，以及相關聯的子工作。

如需如何排定「IPM 洞察分析」工作的資訊，請參閱排定工作。「IPM 洞察分析」有自己的工
作類型，稱為洞察分析。
洞察分析會在「洞察分析」儀表板上保留 6 個月，之後會在您下次執行「IPM 洞察分析」工作
時清除。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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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 EPM Cloud 執行及排定洞察分
析。  執行及排定洞察分析

編輯、複製及刪除洞察分析
您可以編輯、刪除或複製現有的洞察分析定義。
如何編輯、刪除或複製洞察分析定義：
1. 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在洞察分析旁邊的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編輯、複製或刪除。

自備 ML：關於機器學習模型匯入
只要利用「自備 ML」，EPM 管理員即可匯入已受完整訓練的「機器學習」(ML) 模
型，並將該模型部署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然後，計畫人員可以利用功能完全，採
用進階預測模型技術的 ML 式預測功能，產生更準確的預測結果。
資料科學家會收集並準備與業務問題相關的歷史資料，然後訓練演算法，並使用第三方
工具來產生 PMML 檔案 (預測模型標記語言，用來呈現預測模型的標準語言)。這些預測
分析模型和機器學習模型會使用統計技術或 ML 演算法，找出隱藏在大量歷史資料中的
模式。而預測分析模型會使用在訓練時得到的知識，預測新資料中是否有已知的模式。
然後，EPM 管理員可以匯入並設定已受完整訓練的 ML 模型，而該模型會產生兩個
Groovy 規則。管理員可以將該規則附加到表單或儀表板上，或是排定工作來定期產生
預測結果。這將機器學習的優勢及資料科學的威力，交到商務使用者的手中，用來增強
規劃及預算編列的處理程序，進而做出更好的業務決策。
例如，您可以利用關鍵動因 (例如，平均售價、計畫在促銷和廣告方面的花費、過去的
數量，以及預測的產業量)，來預測實體的產品量。
您可以匯入 ML 模型，並使用該模型來預測其他財務使用案例中的數值，例如：
• 商業促銷對銷售提升效果的影響
• 推動更佳 ROMI 的行銷組合模型化
• 內部與外部動因對收入預測的影響
• 獲得更佳現金部位的預測性現金預測
步驟簡介
必備條件：資料科學家會在資料科學工具 (任何第三方工具或 Oracle Data Science
Cloud) 中建立並訓練 ML 模型，然後將該模型儲存為 PMML 檔案。
接下來，EPM 管理員會讓該模型開始運作，以便從已受訓練的模型獲得商業價值：
1. 管理員會將採用 PMML 格式的 ML 模型匯入 Planning 應用程式，並定義輸入變數
和目標變數如何對映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的維度成員或儲存格值。此步驟會產生
可將 ML 模型連接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自動 Groovy 規則。系統會為每個 ML 模
型定義產生兩個 Groovy 規則：一個規則用來建立與表單或儀表板之間的關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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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可以視需要進行預測；另一個規則可用來在排定的工作中產生大量預測，以供大量
處理。請參閱匯入 ML 模型。

2. 管理員會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部署 ML 模型，方法是建立 Groovy 規則與相關動作功能
表、表單或儀表板之間的關聯。請參閱將 ML 模型部署給計畫人員。管理員也可以建立工
作，以便執行批次處理程序中的 Groovy 規則。

3. 計畫人員利用表單中採用 ML 技術的商業規則產生預測值，這些值會儲存在表單上。計畫
人員可以使用產生的預測來執行模擬分析，或是修改表單上的預測值。計畫人員憑藉自己
的專業知識和判斷力來新增值，然後完成預測。

4. 此為反覆進行的處理程序。當計畫人員根據 ML 模型來進行預測時，管理員可以測量該模
型的效能，還可與資料科學家合作，在必要時更新或取代 ML 模型。然後，管理員會重新
匯入並部署已重新訓練過的模型。
當您重新匯入已重新訓練過的 ML 模型時，系統會重新產生 Groovy 規則。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此簡介影片向您介紹何謂「自備 ML」(機器學
習)，EPM 管理員可以在其中匯入已受完整訓練的
「機器學習」(ML) 模型，並將該模型部署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然後，計畫人員可以利用
功能完全，採用進階預測模型技術的 ML 式預測功
能，產生更準確的預測結果。

 概觀：自備機器學習 (ML)

瞭解如何為「自備機器學習」設定 ML 模型匯入。
您將已完整訓練的 ML 模型匯入至 Planning 中。
依照精靈中的步驟來對應、分析及測試該模型。儲
存模型之後，便會建立兩個 Groovy 規則。若要完
成整合程序，請參閱將 ML 模型部署至 Planning
的相關影片。

 設定機器學習 (ML) 模型匯入

瞭解如何將 ML 模型部署至 Planning。設定「ML
模型匯入」之後，您要使用從所設定 ML 模型產生
的 Groovy 規則建立「動作功能表」，以將
PMML 檔案整合至您的規劃應用程式。然後將該
「動作功能表」與 Planning 表單建立關聯。當計
畫人員從表單執行規則時，規則就會傳回一組預測
值。

將機器學習 (ML) 模型部署至 Planning

自備 ML 的注意事項
下列是「自備 ML」的幾點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 「自備 ML」需要 EPM Enterprise Cloud Service 訂閱；EPM Standard Cloud 中並沒有
「自備 ML」。此外，您可以將「自備 ML」與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和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搭配使用。它也可以搭配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來使用。

• 「自備 ML」需要 Groovy 規則。
• 「自備 ML」可搭配「自訂」、「任意格式」和「模組」應用程式類型使用。
• 只有在您啟用「Redwood 體驗」時，才能使用「自備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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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 ML 模型
將已受完整訓練的 ML 模型匯入 Planning 應用程式，準備好提供給商務使用者使用。
必備條件：在您可以匯入 ML 模型之前，資料科學團隊必須先建立、訓練 ML 模型，然
後將該 ML 模型儲存為 PMML 檔案。
如何將 ML 模型匯入 Planning 應用程式：
1. 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 ML 模型。
2. 按一下匯入，然後拖放 PMML 檔案，或是瀏覽至該檔案後選取。
您可以在匯入模型頁面上，檢視該 PMML 檔案的資訊，例如目標欄 (要使用該 ML
模型來預測的變數) 及訓練日期。

3. 輸入模型名稱和描述，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4. 在產生規則頁面上，輸入會產生 Groovy 規則以建立與表單或儀表板之間關聯的資
訊。
在模型對映中，選取將會使用該 ML 模型的立方體，然後定義要使用該 ML 模型的
資料範圍，方法是選取每個維度的一個成員或一組成員。

5. 將輸入和輸出對映到立方體中適當的 Planning 維度和成員，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輸入和輸出區段包含輸入特徵 (用來進行預測的特徵/欄) 和目標特徵 (預期要被預測
的欄) 的清單。Planning 會分析 PMML 檔案，以產生輸入和輸出的清單。
輸入特徵是類似動因的獨立變數，作為您系統的輸入。當您進行預測時，模型會使
用輸入特徵來預測輸出。在此步驟中，您將 ML 模型的輸入對映到 Planning 立方體
中的輸出。輸入說明系統如何從 ML 模型擷取資料。輸出則定義您要預測的目標測
量值，以及系統要將預測值貼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的位置。
例如，產品、價格及產業量 (輸入特徵) 可用來預測數量 (輸出)。
• 在輸入區域中，選取每個輸入特徵的輸入類型；如果您選取儲存格值或成員，
請在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選取要作為對映目標的成員或維度。輸入類型：
– 提示：如果您在 Planning 中，沒有任何成員或維度對映至 ML 模型的此輸
入值，當系統做出預測時，會提示使用者輸入該值的預估值。

– 儲存格值：將單一輸入特徵對映到 Planning 立方體中的一或多個維度成
員。例如，將稱為「價格」的輸入特徵，對映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稱為
「價格」的科目成員。

– 成員：將單一輸入特徵對映到 Planning 立方體中的單一維度。例如，將稱
為「產品」的輸入特徵，對映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的「產品」維度。

• 在輸出區域中，選取輸入類型；如果您選取儲存格值或成員，請在 Planning 應
用程式中，選取要作為對映目標的成員或維度，以便儲存預測結果。

6. 在分析模型中，複查該 ML 模型，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此步驟代表 MLX (機器學習可解釋性)，還會擷取該 ML 模型的其他相關資訊。例
如，您可以複查「迴歸係數」，看看系統如何使用關鍵輸入特徵的相對影響來預測
輸出。而長條的高度，代表當輸入特徵增加一個單位，對於目標變數的遞增影響。

7. 在測試模型中測試該 ML 模型，方法是針對一組範例值來產生預測。輸入每個輸入
的範例輸入值，然後按一下預測。

8. 複查預測出的輸出值，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9. 按一下是，以確認建立 Groovy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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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系統會為每個 ML 模型定義產生兩個 Groovy 規則。
• ML_MLModelName_Form：使用此規則建立與表單或儀表板之間的關聯，讓使用者可以視
需要進行預測。

• ML_MLModelName ：使用此規則在排定的工作中產生大量預測，供大量處理之用。
您可以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複查已產生的規則。Groovy 規則會定義 PMML 檔案的名稱
和位置，還會根據您之前定義的對映來定義輸入和輸出。如需深入瞭解如何使用已產生的
Groovy 規則，請參閱將 ML 模型部署給計畫人員。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匯入已受完整訓練的 ML 模型並將它部署
至 Planning 應用程式。然後，計畫人員可以利用
功能完全，採用進階預測模型技術的 ML 式預測功
能，產生更準確的預測結果。

 匯入 ML 模型

將 ML 模型部署給計畫人員
您可以部署已匯入的 ML 模型，讓計畫人員可以在表單或儀表板上使用。計畫人員可以使用機
器學習來產生預測。
EPM 管理員在匯入 PMML 模型之後，會將該 PMML 檔案整合到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方法
是建立已產生的 Groovy 規則與 Planning 表單之間的關聯。
您可以先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複查 Groovy 規則來驗證對映，並在必要時做出變更。當
您完成 Groovy 規則之後，即可建立該規則與相關表單或儀表板之間的關聯。
若要讓計畫人員可以使用該 Groovy 規則，只要建立與表單相關聯的動作功能表即可。
如何建立 ML Groovy 規則與表單之間的關聯：
1. 建立「動作功能表」項目：

a. 在導覽器中，按一下建立及管理下方的動作功能表。
b. 按一下 ，並輸入該功能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c. 選取新的功能表項目，並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子項。
d. 輸入功能表項目名稱並提供標籤，例如商業規則類型的預測量，然後選取適當的立方
體，以及尾碼為 Form 的 Groovy 規則，例如 ML_MLModelName_Form。然後，按一
下儲存。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建立及更新動作功能表。
2. 建立動作功能表與表單之間的關聯：

a. 在導覽器中，按一下建立及管理下方的表單。
b. 瀏覽至該表單，並按一下 ，然後在其他選項下方，按一下您之前建立的「動作功
能表」項目。建立此功能表與該表單之間的關聯，方法是將此功能表從可用的功能表
移至所選的功能表。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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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表單。
當計畫人員從表單選取「動作功能表」項目時，就會觸發 Groovy 規則。該規則會挑選
所有輸入動因的資料，並將該資料傳送給 PMML 檔案來處理，然後傳回一組預測值，
再將該預測值貼上輸出，正如輸入模型精靈中所定義的。該規則是在表單的環境定義中
執行的，因此只會針對表單中的儲存格來預測值。系統會遵循安全性設定，因此計畫人
員只會看到自己有存取權限之交集的預測。計畫人員可以瀏覽各種模擬案例，以便調整
自己的預測和計畫，或是調整預測值。
請注意，計畫人員必須能夠存取模型、表單、規則及成員，才可以執行規則。
將 ML Groovy 規則當作批次工作來執行
您可以將 ML Groovy 規則當作工作來執行。批次規則會針對整個模型中的所有儲存格
來執行，而非只針對特定表單上的儲存格來執行。您可以將批次規則設定為當作週期性
工作執行，例如，定期載入預測以提供給計畫人員使用。
若要執行或排定批次工作，請在工作中，選取規則的工作類型，然後選取 PMML 模型
的商業規則 Groovy 批次版本 — ML_MLModelName 。
如需如何排定工作的資訊，請參閱排定工作。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從已匯入的「ML 模型」取得建立的
Groovy 規則，並將它新增至表單。然後使用
ML 模型在 Planning 中進行預測。  使用 ML 模型進行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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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自動預測設定自動執行預測

另請參閱：
• 關於自動預測
使用「自動預測」，管理員可以根據歷史資料來定義預測以預測未來效能，以及排定工作
來執行該預測定義，以自動執行預測程序。

• 建立預測的自動預測
建立「自動預測」預測定義來自動執行預測。

• 執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您可以在「自動預測」頁面或 IPM 頁面執行「自動預測」預測定義，也可以排定工作來自
動執行預測。

• 編輯、刪除或複製自動預測的預測定義
您可以編輯、刪除或複製現有「自動預測」預測定義。

• 複查「自動預測」預測的詳細報表
您可以在使用 Excel 工作表格式的可下載報表中複查「自動預測」預測結果詳細資料，包
括預測狀態、使用的方法和預測準確性等詳細資料。

關於自動預測
使用「自動預測」，管理員可以根據歷史資料來定義預測以預測未來效能，以及排定工作來執
行該預測定義，以自動執行預測程序。
「自動預測」使用相同的預測和統計方法作為「預測規劃」，但與「預測規劃」不同，您不只
是可對表單執行預測。需要時，您可以排定工作一次預測數千個儲存格的值，以及將預測結果
自動寫入至案例/版本：在相同的立方體中或與歷史資料不同的立方體中。您也可以包括「最佳
案例」和「最差案例」預測結果。當您執行預測時，會擷取「自動預測」定義中每個成員的歷
史資料，然後使用時間序列預測技術進行分析，以預測這些成員的未來績效。
「自動預測」十分有用：
• 當您要預測大量資料時。
• 根據歷史資料，使用預測來預先填入預測案例，以迅速開始預測程序。然後，計畫人員可
以比較預測與預測。

• 用於差異分析。內建具有預測結果的預測案例，以及比較預測與預測。若要包含差異臨界
值，您可以定義 Groovy 規則來要求計畫人員在定義的臨界值新增說明性評論，例如，如
果預測是大於預測的 5%。

• 在開始預測或規劃週期之前預先填入「預測」或「 計畫」案例。計畫人員可以使用這些預
測結果作為其預測的起點，並視需要進行調整。

• 排定「自動預測」工作，以在實際值進入時保持最新的預測。新的實際值進入時，可以自
動執行工作以植入立方體；計畫人員可以查看已更新的預測，並比較預測與計畫。

在表單、儀表板和特設分析中使用「自動預測」結果。您也可以在「智慧型檢視」內使用「自
動預測」預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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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定義預測從立方體 (一般是 ASO 立方體) 讀取歷史資料，並將預測結果寫入至相
同的立方體或不同的立方體，例如，完成規劃和預測的 BSO 立方體。
若要使用「自動預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定義「自動預測」預測。請參閱建立預測的自動預測。
2. 必要的話，請修改應用程式設定值以設定預測間隔。這些設定值會與預測規劃共
用。依預設，最差和最佳案例的預測間隔是 2.5% 和 97.5%。請參閱管理應用程式
及系統設定值。

3. 執行「自動預測」預測：請參閱執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 從「自動預測」或 IPM 清單執行自動預測。
• 排定工作來自動執行「自動預測」預測。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設定自動預測定義，以及排定工作來
執行該定義。請參閱如何預先填入預測案例來
迅速開始預測程序，以及如何即時直接比較系
統預測與進行中預測。您可以比較預測
(Prediction) 與「預測 (Forecast)」，以及包
含需要您輸入說明性評論的差異臨界值。也請
參閱如何在開始預測週期之前內建計畫或預
測。

在 EPM Cloud Planning 中使用「自動預測」
預測

自動預測的注意事項
• 啟用 Hybrid Essbase 時，針對「自訂」和「模組」應用程式類型，「自動預測」會
使用「EPM 標準」和「EPM 企業」應用程式。
針對舊版的應用程式，當 Essbase 的版本已升級至支援 Hybrid Essbase 的版本，
且您已啟用 Hybrid Essbase 時，「自動預測」就能夠與舊版的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及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Plus
One (PBCS +1) 搭配運作。

• 您無法在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中使用「自動預測」。
• 您可以在所有主題中使用「自動預測」。
• 在 Planning 中，「自動預測」可使用自訂期間，而在 Planning 模組中則可使用替
代期間；例如，在 Financials 中，您可以在相同的應用程式內，同時以每週和每月
的層級來預測。

• 您的歷史資料越多，預測結果就越精確。歷史資料量應該至少為預測期間數目的兩
倍。
系列的歷史資料點小於六個時，「自動預測」不會使用預測，而會使用預測系列的
直線配適。在此情況下，只會有基本案例的結果。未計算最佳案例和最差案例，因
為值將會與基本案例相同。

• 如需「自動預測」預測中所使用統計預測方法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預測規劃預測與統計描述。

• 計畫人員也可以直接對表單執行預測。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
使用預測規劃提升預測準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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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預測的自動預測
建立「自動預測」預測定義來自動執行預測。
若要建立「自動預測」預測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並按一下簡介，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自動預測。
或者，如果您已啟用「Redwood 體驗」，且您在使用「IPM 洞察分析」，請按一下首頁上
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按一下建立。
3. 在類型頁面中，輸入「自動預測」定義的名稱和描述。
此外，如果您在使用「IPM 洞察分析」，請選取產生預測區域中的自動預測。
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4. 在定義切片頁面，針對歷史及未來資料，定義要分析的資料切片，然後按一下儲存。
• 在歷史資料區段中，選取立方體，然後定義歷史資料的資料切片；此歷史資料包含實
際值，以及計畫人員所提供的預測。切片定義會顯示除了 Year 和 Period 維度之外的
所有立方體維度。所有成員的根成員在開始時都已選取。
請指定要包含在分析中的歷史資料年度數目。

• 在未來資料區段中，選取立方體，然後定義未來資料的資料切片。系統會將「自動預
測」的結果儲存在這個位置。您可以按一下 ，新增最佳個案及最差個案案例之資
料切片的定義。
用來定義最佳案例和最差案例結果的預測間隔定義於應用程式的設定值，並且與預測
規劃共用。請參閱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定義要包含在分析中的未來資料期間。
您可以在 Financials 中於每週層級進行預測。若要在每週層級進行預測，定義「自動
預測」定義時，在預測區段中，您必須針對起始期間選取特定期間。

提示：
如果設定預測的開始，則開始是特定期間時，對於選取期間成員選取器，您
可以針對「目前期間」透過替代變數進行選取。因此，每次更新替代變數的
值時，都會更新工作定義；請變更替代變數的值，而且您不需要編輯每個工
作即可更新目前期間。若要針對「替代變數」進行選取，請在「成員選取
器」左下角，從清單中選取替代變數。

5. 如果要保留預設的預測選項，請按一下設定頁面上的儲存。如果要定義進階選項，請按一
下顯示進階選項。如需進階自動預測選項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設定進階自動預測選項。

當您定義「自動預測」預測之後，即可從「自動預測」頁面或 IPM 頁面執行預測，也可以排定
工作來自動執行預測。請參閱執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自動預測」定義儲存為全域物件，並且使用維護快照進行備份。

設定進階自動預測選項
如果您尚未建立「自動預測」預測定義，請參閱建立預測的自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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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自動預測」預測定義時，您可以使用預設的預測選項，或按一下設定頁面上的顯
示進階選項。
顯示進階選項提供下列其他選項：
• 資料篩選：請參閱資料篩選選項
• 資料屬性：請參閱資料屬性選項
• 預測方法：請參閱方法選項

資料篩選選項
歷史資料可能會有遺漏值和極端值，極端值是指與其餘資料相差甚大的資料點。資料篩
選選項可讓您選取數種處理遺漏值和識別並調整極端值的方法。系統會將調整過後的極
端值視為遺漏值，因此這兩種情況會合併討論及處理。
從以下資料篩選的選項中進行選取。
• 調整極端值：當您選取此選項時，只要系統在序列中偵測到極端值，就會用預測趨
勢線值取代該極端值，以避免讓極端值造成影響。

• 填入遺漏值：當您選取此選項時，如果時間序列中有遺漏的值，系統就會用預測趨
勢線值來填入該遺漏值，以繼續進行預測。

• 最小遺漏臨界值：當您選取此選項時，系統會在時間序列中填入遺漏值，直到遺漏
值的數目達到臨界值為止。如果遺漏值數目超過提供的臨界值，則預測未完成。最
大值不可大於 50%。

資料屬性選項
從下列資料屬性和季節性選項中進行選取：
• 置換預測範圍：當您選取此選項時，預測作業會置換執行預測時一般所需的最小歷
史資料點數。它會根據可用的歷史資料點數，來預測期間數。例如，有 2y 個歷史
資料點可用時，「自動預測」會預測有 y 個期間。
若未選取此選項，當預測範圍設為 x 個期間時，至少需要 2x 個歷史資料點才能執
行預測。如果沒有最小歷史資料點數，預測就不會繼續。

• 自動偵測 ：當您選取此選項時，預測作業會根據資料來自動偵測季節性。
• 每年季節性置換 (12 個期間)：當您選取此選項時，季節性是由已選取階層中的層級

0 期間數所定義的。如果歷史資料點數少於每年季節性之期間數的 2 倍，預測作業
會回復成使用自動偵測來偵測季節性。

• 自訂：當您選取此選項時，可以用自訂值來置換季節性，方法是在每個週期的期間
中提供該自訂值。當季節性不是每年時，即可選取此選項。

• 每個週期的期間：當您選取自訂時，請選取要使用的確實期間數。如果您沒有足夠
的資料點，預測作業會回復成使用自動偵測來偵測季節性。每個週期的期間所允許
的最大值為歷史資料範圍期間總數的一半。

方法選項
選取用於預測的方法。
• 套用季節性方法：季節性預測方法透過新增其他元件來擷取資料的季節性行為，以
延伸非季節性預測方法。如需季節性方法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典
型季節性預測方法。預測作業會選取使用最佳的季節性預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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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非季節性方法：當過去的資料沒有重複的資料值週期時，非季節性方法會藉由移除過
去資料中的極端變化，來嘗試進行預測。如需非季節性方法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典型非季節性預測方法。預測作業會選取使用最佳的非季節性預測方法。

• 使用 ARIMA：如需有關「自我迴歸整合移動平均線 (ARIMA)」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 ARIMA 時間序列預測方法。

• 使用擴充 ARIMA 搜尋：透過與歷史資料比較的方式，在 ARIMA 模型上執行擴充模型搜
尋。結果很準確，但分析會明顯耗費更多時間。

執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您可以在「自動預測」頁面或 IPM 頁面執行「自動預測」預測定義，也可以排定工作來自動執
行預測。
執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如何執行「自動預測」預測定義：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並按一下簡介，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自動預測。
或者，如果您在使用「IPM 洞察分析」，請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在清單中，按一下「自動預測」定義旁邊的動作，然後選取執行。
對於要計算大量儲存格的「自動預測」預測，在執行參數中，選取維度，然後按一下立即
執行。
此設定值用來以個別預測執行緒平行執行預測，加快「自動預測」工作的速度。為了讓這
些平行工作能夠有效率，請選擇可為每個預測執行緒平均分攤資料的維度。

3. 若要複查預測的摘要，請在「工作主控台」中複查詳細資料：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及工
作，然後在工作頁面中，按一下該預測定義的名稱。

如果自動化維護期間岔斷長時間執行預測工作，則維護完成時，預測工作會反映關閉的位置。
排定自動預測工作
如需排定「自動預測」工作的資訊，請參閱排定工作。「自動預測」有自己的工作類型，稱為
自動預測。
對於要計算大量儲存格的「自動預測」預測，在執行參數中，選取維度，然後按一下確定。此
設定值用來以個別預測執行緒平行執行預測，加快「自動預測」工作的速度。為了讓這些平行
工作能夠有效率，請選擇可為每個預測執行緒平均分攤資料的維度。對於週期性工作，除非進
行變更，否則選取的維度用於工作。
執行排定的預測工作之前，「自動預測」會分析特定係數來判定預測結果是否將變更。如果預
測結果不會變更，「自動預測」工作就不會執行。例如，如果未設定最後三年的歷史範圍，而
且尚未變更預測的起始期間/起始年度，則分析的歷史資料將會相同，而且預測結果將不會變
更。在此情況下，若要最佳化效能並防止執行不必要工作，會略過「自動預測」工作。顯示一
則訊息，指出將不會執行工作。如果您還是要執行預測，則可以從「自動預測」頁面執行工
作。

編輯、刪除或複製自動預測的預測定義
您可以編輯、刪除或複製現有「自動預測」預測定義。
若要編輯、刪除或複製「自動預測」預測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並按一下簡介，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自動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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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如果您在使用「IPM 洞察分析」，請按一下 IPM，然後按一下設定。
2. 在清單中，按一下「自動預測」定義旁邊的動作，然後選取編輯、複製或刪除。

複查「自動預測」預測的詳細報表
您可以在使用 Excel 工作表格式的可下載報表中複查「自動預測」預測結果詳細資料，
包括預測狀態、使用的方法和預測準確性等詳細資料。
Excel 活頁簿包含幾個工作表：
• 摘要：預測作業的摘要，包括預測作業及所用 POV 的詳細資料。
• 報表：使用成員名稱的別名，依系列顯示的預測作業詳細報表。包括狀態、準確
性、預測方法、季節性、調整極端值、誤差測量，以及其他預測統計等詳細資料。

•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智慧型檢視系列資料) 資料存取工作表：使用智慧
型檢視，用於預測之立方體的資料存取。也允許您對預測資料執行特設。如果是多
個立方體工作，請為來源立方體包括一個工作表，為預測立方體包括一個工作表。

當「自動預測」工作執行時，會自動產生詳細的報表，工作完成後，會在寄件匣中以壓
縮的格式提供。下次「自動預測」預測工作執行時，會覆寫該報表。
複查報表
從「自動預測」頁面複查報表：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並按一下簡介，然後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自動預測。
或者，如果您在使用「IPM 洞察分析」，請按一下首頁上的 IPM，然後按一下設
定。

2. 在「自動預測」定義旁邊的動作功能表中，選取下載報表。
從寄件匣下載報表：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
3. 尋找 AP_JobName.zip 並下載檔案。
分析預測資料
在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工作表上，您可以使用智慧型列示執行特設分析，並
且鑽研預測資料：
1. 選取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工作表。工作表會填入基本資訊 (包括歷史日期
範圍、預測日期範圍和成員) 以開始分析。

2. 連線至執行「自動預測」預測的伺服器。
3. 選取用於預測的立方體 (立方體名稱附加在工作表名稱後面)，然後選取設定此工作
表的作用中連線。
如果預測定義使用兩種立方體 (來源立方體和預測立方體)，請對兩個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工作表重複此步驟，選取適當的立方體來與每個工
作表建立關聯。

4. 按一下重新整理。
分析預測資料的提示：

第 15 章
複查「自動預測」預測的詳細報表

15-6



• 對於您想要分析的成員，複製報表工作表 (「數列維度」欄) 中的成員並貼到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工作表中。

• 在報表工作表上，您可以用多種方式排序以分析資料。例如，對準確性欄排序，以複查準
確性很低的案例。然後，將您想要進一步分析的成員複製並貼到
SV_Series_Data_CubeName 工作表中，例如準確性最低的 10 個成員。

• 使用 Excel 圖表功能以多種方式視覺化預測結果。
• 如果您想要對工作表資料使用預測規劃，必須先使用規劃特設功能表將欄中除了月與年的
所有維度樞紐分析至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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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管理沙箱

使用沙箱可讓使用者保持工作隱私，同時能讓使用者在開發計畫時測試不同結果。
另請參閱：
• 關於沙箱
• 啟用沙箱
• 啟用版本成員
• 沙箱如何與 HSP_View 和版本成員搭配使用
• 沙箱發布時會發生什麼狀況？
• 管理沙箱
• 沙箱與其他功能

關於沙箱
封閉測試環境可讓使用者在開發計畫時，不對其他非管理員公開自己的工作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私下建立計畫)。使用者可能想要私下測試沙箱中的各種結果，不希望其他人在
他們完成分析前看見其數值。當他們準備 (向具備存取權的對象) 公開數字時，他們會公開沙箱
中的資料。
關於沙箱的一些基本知識：
• 沙箱在立方體層級啟用。您可以為您建立應用程式時內建的區塊儲存立方體選取沙箱選
項。您也可以在建立新的區塊儲存立方體時啟用沙箱。稍後您不能變更現有立方體的沙箱
選項，包括依預設建立的立方體，例如 Plan1。請參閱啟用沙箱。

• 依預設，表單與特設方格式在基本檢視中。當使用者開始在沙箱中運作時，表單會從基本
檢視切換至沙箱檢視。在沙箱檢視中，使用者的資料會與應用程式資料分開儲存。當使用
者完成私下修改與分析沙箱中的資料時，他們會發布沙箱。發布時，新資料與變更資料會
儲存至應用程式。接著，表單會回到基本檢視。請參閱沙箱發布時會發生什麼狀況？。

• 若要將沙箱存取權提供給具有「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您必須對 Version 維度啟用套用
安全性選項。另請參閱啟用沙箱和啟用版本成員。

• 所有存取權限會在沙箱中生效，包括核准單位中的安全權限。例如，如果「版本」成員是
核准程序中的核准單位，使用者只有在他們是核准單位的目前擁有者時才具備寫入存取
權。

• 使用者可擁有多個沙箱，並可在這些沙箱之間切換。
• 多位使用者可同時在多個沙箱中運作，且不會影響彼此的作業。
• 服務管理員可查看所有沙箱的名稱 (及其中資料)、沙箱所依據的版本成員、每個沙箱的建
立者及上次修改的時間。服務管理員也可以刪除任何人的沙箱。若要管理沙箱，請從首頁
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動作和管理沙箱。

• 系統會自動計算動態成員，因此使用者可立即查看變更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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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沙箱啟用了立方體時，將新增一個稱為 HSP_View 的維度，其中包含三個成員：
BaseData、SandboxData 和 ConsolidatedData。請參閱沙箱如何與 HSP_View 和
版本成員搭配使用。

• 在沙箱中運作時，使用者可以新增成員，但是這些成員不會在沙箱發布時新增至基
本版本。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利用沙箱分析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使用沙箱分析資料

啟用沙箱
若要啟用沙箱，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建立區塊儲存立方體，您可以選取沙箱選項，對沙箱啟用
此立方體。您也可以在建立自訂區塊儲存立方體時，透過選取啟用沙箱來啟用沙
箱。
您只能在標準版應用程式和在企業版應用程式中建立的自訂立方體中啟用沙箱，報
告應用程式無法使用。為立方體啟用沙箱後，您無法在稍後停用該選項。若您為立
方體啟用沙箱，版本成員將具有啟用沙箱選項。

2. 為沙箱建立並啟用「版本」成員，如啟用版本成員中所述。
3. 如有需要，修改成員公式以便這些公式可在基本檢視與沙箱檢視中正確計算。
成員公式可能會受到新 HSP_View 維度影響。若要確保成員公式對所有版本使用正
確資料，它們必須參照 "ConsolidatedData"/沙箱。
請參閱：
• 沙箱如何與 HSP_View 和版本成員搭配使用中的主題
• 使用成員公式

備註：
在資料對映中，所有資料對映會發生在 HSP_View BaseData 交集。依預
設會選取基本檢視。

4. 設計或修改您希望支援沙箱的表單，以便：
• Version 維度位於分頁軸。
• Version 維度是具有使用者變數的檢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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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不符合上述條件其中之一的表單不會顯示沙箱選項。
– 在沙箱中，HSP_View 成員會在檢視點上修復，而且無法變更。
– 使用者可在沙箱中執行的唯一商業規則為預設的「計算表單」與「計算
幣別」規則。

– 當您在沙箱檢視中，無法匯入或匯出。

啟用版本成員
為了提供版本給沙箱使用，服務管理員會建立「版本」成員，然後選取成員特性啟用沙箱。
當使用者切換至沙箱檢視，他們會選取已啟用的「版本」成員，然後沙箱中的資料會繫結至該
版本。當使用者切換回基本檢視時，會顯示基本版本資料。如果使用者發布其沙箱資料，則沙
箱中的修改資料會儲存至應用程式，並以基本檢視顯示。請參閱沙箱如何與 HSP_View 和版本
成員搭配使用與沙箱發布時會發生什麼狀況？。

提示：
若要編輯成員特性，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
度。
請注意，維度連結只有在您從桌面存取應用程式時才可使用。

沙箱如何與 HSP_View 和版本成員搭配使用
另請參閱：
• HSP_View 維度
• ConsolidatedData 成員的範例公式
• 沙箱版本成員
• 成員公式上的沙箱影響

HSP_View 維度
為沙箱啟用立方體時，會建立包括以下成員的 HSP_View 維度。
• 當使用者在表單中的基本檢視中運作時，BaseData 成員會定義資料交集。當使用者不在
沙箱中運作時，資料會儲存在 BaseData 成員的交集中。

• 當使用者使用沙箱中的資料時，SandboxData 成員會儲存資料。
• ConsolidatedData 成員會進行動態計算；該成員會從 SandboxData 成員擷取資料 (如果提
供的話)。否則，ConsolidatedData 成員會從基本版本的 BaseData 成員擷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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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您無法變更 HSP_View 維度或其成員。您不應在效能設定值中變更

HSP_View 維度的順序。若要檢視效能設定值，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 在表單中，HSP_View 成員會在檢視點上修復，而且無法變更。
• 在「沙箱」檢視中，不支援在稀疏維度的頂層聚總。

ConsolidatedData 成員的範例公式
假設 Market 是稀疏維度，而 Working 是基本版本，以下是 ConsolidatedData 成員的範
例公式：
IF(@ISLev("Market",0))
IF(@ISLev("Entity",0))
IF (@ISLev("Period", 0))
IF(NOT (@ismbr(@relative("Sandboxes",0))))
BaseData;
ELSE
        IF (SandboxData== #MISSING ) 
IF(@ISCHILD("Sandboxes_Working"))
                       "Working"->BaseData;
ENDIF
        ELSE
SandboxData;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ENDIF

沙箱版本成員
為沙箱啟用應用程式時，會在 Version 維度下建立「沙箱」成員。當沙箱已建立時，會
在「版本沙箱」成員下新增「版本」成員，帶有沙箱建立者所指定的名稱。範例：
 

 

• 基本表單中的資料會儲存在 HSP_View BaseData 成員與基本版本中 (例如，
Working) 的交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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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箱中的資料會儲存在 Version 維度之個別成員 (例如，沙箱 1) 與 HSP_View 成員
SandboxData 的交集中。

成員公式上的沙箱影響
當您建立或修改成員公式時，若要在基本檢視與沙箱檢視中正確計算資料，成員公式必須參考
HSP_View ConsolidatedData 成員與沙箱版本成員的交集。範例：
 

 

沙箱發布時會發生什麼狀況？
當使用者發布沙箱中的資料時：
• 除非是資料發布時顯示於基本檢視中的交集或使用者具備寫入權限的儲存格，否則沙箱中
的修改資料不會儲存至應用程式。沙箱資料會儲存至所有受影響表單與立方體中的基本檢
視。即使使用者在多個表單中或不同的頁面/POV 合併中修改資料，所有修改的資料、輔
助明細以及註解皆會移動至應用程式。

• 應用程式會刪除沙箱。(服務管理員可在沙箱中的資料發布之前刪除沙箱。請參閱管理沙
箱。)

• 如果發布動作耗費的時間超過預設的三分鐘，則工作會在背景中執行，並顯示在工作中。

備註：
如果多位使用者在基本檢視中發布沙箱資料給同一位成員，最新發布的資料會覆寫先
前發布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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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沙箱
若要管理沙箱，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動作和管理沙箱。

2. 若要篩選沙箱清單，請按一下 ，然後完成以下任一欄位：
• 沙箱名稱
• 基本版本
• 建立者

3. 若要刪除沙箱，按一下其名稱，然後按一下刪除。

沙箱與其他功能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 雖然您無法從智慧型檢視建立、刪除或發布資料，但仍可在智慧型檢視中使用
沙箱功能。

– 在特設分析中，使用者可查看 HSP_View 成員，其包含沙箱及基礎資料。
– 選取 ConsolidatedData 成員會顯示在沙箱中輸入的資料與原始基礎資料。
– Smart Slice 支援沙箱，但是 HSP_View 維度是隱藏的。
– 在「規劃管理擴充功能」中，HSP_View 維度會顯示在維度下，但您無法變更
成員特性。同樣的，您無法變更沙箱「版本」成員的成員特性。

• 財務報告：若要製作基礎檢視資料的報表，請選取 HSP_View 維度的 BaseData 成
員。若要回報沙箱資料，請為 HSP_View 選取 ConsolidatedData 成員。

• 資料管理：HSP_View 維度可在對映中顯示，但您只能對映 BaseData 成員。
• 移轉：如果您使用移轉複製應用程式，Oracle 建議您選取沙箱變更選項。如果您是
匯入沙箱和資料，若要發布沙箱資料，則您必須選取沙箱變更。

• Oracle Hyperion Public Sector Planning and Budgeting：「決策案與預算要求」不
支援沙箱。

第 16 章
管理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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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定義有效交集和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您可以定義規則，限制能夠在應用程式中輸入或檢視資料的使用者。
您可以限制誰才能在應用程式中輸入資料，方法是建立規則，以便將特定成員交集的資料輸入
功能標示為有效 (或無效)。這些規則就稱為有效交集。您也可以限制誰才能在應用程式中檢視
資料，方法是建立規則，以便將使用者通常因自己的標準安全性而能存取之儲存格的讀取或寫
入權限移除。這些規則就稱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 若要定義有效交集，請參閱定義有效交集。
• 若要定義儲存格層次安全性，請參閱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定義有效交集
定義有效的交集規則，為使用者在輸入資料或選取執行時期提示時篩選特定儲存格交集。
另請參閱：
• 瞭解有效交集
• 建立有效交集
• 管理有效交集
• 隱藏表單中的無效資料
• 清除無效資料
• 使用有效交集

瞭解有效交集
有效交集是根據您定義的規則 (稱為有效交集規則) 篩選出的儲存格交集，這些規則會在使用者
輸入資料或選取執行時期提示時，篩選出特定的儲存格交集。例如，您可以指定僅對某些期間
或部門有效的部分程式。定義有效交集之後，包含無效資料的儲存格會變成唯讀。此限制可加
速計畫程序以及最佳化使用者可使用的資訊。
相反地，如果您的使用案例是大多數儲存格組合都允許輸入資料，您只需要避免使用者在少數
特定的儲存格組合輸入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您只要定義無效交集，就能輕鬆地執行定義程
序。無效交集的定義方式與有效交集的定義方式相同，但您在建立交集群組時，必須指定無效
交集定義類型。
若要深入瞭解有效交集如何影響表單中和執行時期提示中的行為，請參閱使用有效交集。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管理有效交集。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管理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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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主題
• 有效交集群組
• 有效交集規則
• 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 有效交集範例
• 有效交集規則中的冗餘或重疊
• 共用成員與有效交集規則
• 替代變數與有效交集規則
• 評估順序

有效交集群組
有效交集群組定義下列：
• 要包含的維度
• 那些維度中其中有一個做為錨點維度
• 非錨點維度是否為必要
• 未指定或參照的錨點維度成員是否有效或無效

有效交集規則
有效交集規則：
• 必須使用在其有效的交集群組內定義的相同維度
• 同一有效的交集群組內並產生明顯衝突或重疊的有效交集規則，如果滿足任一個有
效的交集規則會被標示為有效

• 不同的有效交集群組中的有效並產生明顯冗餘或重疊的交集規則，如果它們滿足所
有有效的交集群組的需求則會被標示為有效
因此，如果有效的交集群組將交集標示為無效，則無論其他有效交集群組是否將它
標示為有效，系統都會將該交集標示為無效。無效群組會置換有效群組結果。

備註：
如果您要移除有效的交集 (無論其他有效交集群組是否允許)，則此規則必
須位於不同的有效的交集群組中。

請參閱有效交集範例。

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錨點和非錨點維度：
• 錨點維度在用於有效交集評估的立方體中一律為必要的維度。

Chapter 17
定義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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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錨點維度可以是必要或者非必要：
– 如果非錨點維度為必要維度，不使用該維度的任何立方體將忽略任何有效的交集群組

(維度在其中標記為必要，因為它將評估有效的交集)。
– 如果非錨點維度為非必要維度，不使用該維度的任何立方體仍將會評估包含該不必要
維度的任何有效的交集群組，以及評估在立方體中使用中之有效交集群組內的任何其
他維度的交集。

• 根據預設，未選取的錨點維度成員屬有效，但您可以藉由清除未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選項
來標示為無效。此選項會將具有未在此規則中選取之錨點維度成員的所有交集標示為無
效。

請參閱有效交集範例。

有效交集範例
本節提供有效的交集群組和有效的交集規則範例以說明一些簡單、複雜和極端案例。
範例：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錨點維度的選擇非常重要。考量以下範例，其根據錨點維度定義產生不同結果：
• 有效交集群組 1 將 Entity 定義為錨點維度，而將 Product 定義為非錨點維度。
• 有效交集群組 2 將 Product 定義反轉成錨點維度，而將 Entity 反轉成非錨點維度。
表格 17-1    範例 - 錨點維度為 Entity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Entity 非錨點維度 - Product

1 DESC(500 - 製造) - 取消選取的成
員是有效的

DESC(P_TP1 - 電腦設備)

群組 1 表示屬於「製造」子代的實體僅在具有「電腦設備」子代產品時有效。沒有其他產品對
「製造」的子代有效。「製造」子代的所有其他實體對所有產品都有效，其中包括「電腦設
備」子代。
表格 17-2    範例 - 錨點維度為 Product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Product 非錨點維度 - Entity

2 DESC(P_TP1 - 電腦設備) - 未選取
的成員是有效的

DESC(500 - 製造)

群組 2 表示屬於「電腦設備」子代的產品僅在具有「製造」子代實體時有效。沒有其他實體對
「電腦設備」的子代有效。「電腦設備」子代以外的所有其他產品在所有實體都有效，其中包
括「製造」子代。

注意：
錨點維度選擇很重要。如果您選擇錯誤的錨點維度，結果將大為不同。

Chapte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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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必要維度
在以下範例中，如果不需要非錨點維度，則應用程式會針對未包含非必要維度之立方體
評估有效交集群組中所有的剩餘維度交集。此行為可能造成有效交集群組的評估只有一
個有效維度。
表格 17-3    範例 - 必要與非必要非錨點維度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Entity 非錨點維度 - Product

1 DESC(500 - 製造) - 取消選取的
成員是有效的

DESC(P_TP1 - 電腦設備) - 不
需要

在「群組 1」中，不需要產品維度，而且未選取的實體有效。因此，如果表單的立方體
或商業規則在執行時期未包含產品維度，應用程式會評估實體維度選擇以將所有實體標
記為對未包含產品維度的立方體有效。
表格 17-4    範例 - 必要與非必要非錨點維度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Entity 非錨點維度 - Product

2 DESC(500 - 製造) - 取消選取的
成員是無效的

DESC(P_TP1 - 電腦設備) - 不
需要

在「群組 2」中，不需要產品維度，而且未選取的實體無效。因此，如果立方體未包含
產品維度，應用程式會評估實體維度選擇以將「製造」子代以外的所有實體標記為無
效。之後，任何未使用產品維度的立方體將僅允許「製造」實體子代中的資料輸入。

注意：
仔細考慮是否需要非錨點維度，特別是如果結果留下具有唯一有效維度的有效
交集群組時。此外，為錨點維度成員選取取消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選項也會在
有效交集的系統行為中扮演重要角色。請參閱有效交集範例。

範例：取消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
在以下範例中，兩個交集群組是有效的。在某個群組中，錨點維度未選取的成員是無效
的 (此選項已清除)。在另一個群組中，錨點維度未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 (此選項已選
取)。
表格 17-5    範例 - 取消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Account 非錨點維度 - Entity

1 IDESC(BS - 資產負債表) - 取消
選取的成員是無效的

000 - 無部門
2 IDESC(GP - 毛利) - 取消選取的

成員是有效的
IDESC(403 - 銷售)

因為「群組 1」定義所有取消選取的成員是無效的，所以應用程式會將未包含的資產負
債表子代標記為無效。「毛利」不是資產負債表的包含子代。因此，即使「群組 2」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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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規定「毛利」的包含子代對於「銷售」實體的包含子代是有效的，來自「群組 1」的無效定
義仍會置換相同錨點維度成員集合的任何進一步的有效交集。
範例：相同有效的交集群組內的冗餘或重疊的有效交集規則
當有效交集規則是在相同有效的交集群組之內並產生任何冗餘或重疊時，如果交集滿足任何有
效的交集規則，系統會將該交集標示為有效。
表格 17-6    範例 - 相同有效的交集群組內的冗餘或重疊的有效交集規則

有效交集規則 錨點維度 - Account 非錨點維度 - Entity

1 IDESC(GP - 毛利) - 取消選取的成
員是有效的

IDESC(403 - 銷售)

2 IDESC(NI - 淨收入) - 未選取的成
員是有效的

IDESC(TD - 部門總計)

由於「毛利」是「淨收入」的子代且「銷售」是「部門總計」的子代，因此「毛利」的內含子
代對「部門總計」的任何內含子代都有效。「規則 1」是「規則 2」的子集，因此「規則 1」
是一個不需要但有效的「無作業」規則。只有在針對「銷售實體」的內含子代為有效時，「毛
利」科目的內含子代才沒有限制。
範例：不同交集群組中多餘或重疊的有效交集
當有效交集規則位於不同的有效交集群組中並產生任何冗餘或重疊時，只有在交集滿足所有有
效的交集群組的需求時，系統才會將該交集標示為有效。
在以下範例中，不同群組中有多餘或重疊的規則：
表格 17-7    範例 - 不同交集群組中多餘或重疊的有效交集

有效交集群組 錨點維度 - Account 非錨點維度 - Entity

1 IDESC(GP - 毛利) - 取消選取的成
員是有效的

IDESC(403 - 銷售) - 必要
2 IDESC(NI - 淨收入) - 未選取的成

員是有效的
IDESC(TD - 部門總計) - 不必要

因為「群組 1」進一步限制對於「銷售」實體包含子代有效的「毛利」科目包含子代，應用程
式會對這些交集強制執行此群組。其他「非毛利」科目仍可使用「部門總計」實體的所有包含
子代，但是「毛利」科目的包含子代必須使用「銷售」實體的包含子代。

有效交集規則中的冗餘或重疊
同一有效的交集群組內的有效交集規則，可產生任何明顯衝突或重疊，如果滿足任一個有效的
交集規則會被標示為有效。
如果不同的有效交集群組共用相同的屬性，其中包括錨點維度、必要和不必要的非錨點維度以
及未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屬性，則它們將被視為相同有效的交集群組的規則。

共用成員與有效交集規則
有效交集規則中支援共用成員。如果已為有效交集規則選取基礎成員，則任何共用成員也會包
含在規則中。相反地，如果對有效的交集規則選取共用成員，規則中還會包含基礎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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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變數與有效交集規則
您可以在有效交集規則中使用替代變數。不支援使用者變數。可以在 Essbase 伺服器、
應用程式或資料庫層級設定替代變數。同一個替代變數可以存在多個層級上；在依下列
順序搜尋時，應用程式會用所找到的第一個：
1. 資料庫 (立方體)

2. 應用程式
3. 伺服器

評估順序
有效交集群組的評估順序會盡快排序無效的結果集合，對整體有效交集評估加快速度並
提高效能。
例如，應用程式會評估清單中第一個有效的交集群組，然後是第二個群組，其餘依此類
推。如果應用程式在清單中的第二個群組中找到無效的交集，將會停止評估清單的其餘
部分，因為一旦交集被定義為無效，它將會置換其他有效的交集規則結果。
若要變更群組評估順序，請參閱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建立有效交集
您可以定義規則，讓系統在使用者輸入資料、選取成員，或選取執行時期提示時，為使
用者篩選出特定的儲存格交集。
若要建立有效交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
部。

3. 建立有效交集群組：
a. 按一下建立。
b. 輸入新交集的名稱和描述。
c. 系統預設勾選已啟用核取方塊。若要停用有效交集群組，請清除已啟用核取方
塊。您也可以直接在有效交集頁面上啟用或停用有效交集群組。請參閱停用與
啟用有效交集群組。

d. 針對定義類型，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有效交集
• 無效交集

e. 若要選取交集群組的錨點維度，請按一下選取錨點維度旁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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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選擇性：依預設，有效交集規則中未指定的錨點維度成員會標記為有效。若要清除此
選項，請按一下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取消選取的成員有效。
如需此選項的說明和如何使用的範例，請參閱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g. 若要選取其他維度 (稱為非錨點維度)，請按一下新增維度。
h. 選擇性：依預設，非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的。若要將非錨點維度設定為必要，請按一下
非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必要。

4. 定義有效交集規則：
a. 按一下新增規則。
b. 若要選取有效交集中要包括、排除或移除的成員範圍，按一下新規則中維度旁的

：
• 按一下編輯以開啟選取成員頁面，並選取要包括在有效交集規則中的成員、替代變
數和屬性。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 按一下新增排除項，以定義規則中的排除項。您可以排除該維度所包含的子集合。
• 按一下清除以清除選擇。
若要刪除規則，請按一下 。

5.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新的有效交集群組會新增至有效交集清單的結尾。若要重新排序清單中的規則，請參閱變更有
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管理有效交集
另請參閱：
• 檢視有效交集
• 篩選有效交集
• 匯入及匯出交集
• 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 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
• 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 複製有效交集群組
• 刪除有效交集群組

檢視有效交集
若要檢視有效交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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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
部。

3. 若要搜尋整個清單來尋找特定的交集，請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然後按一下
，以便只顯示符合搜尋準則的交集。

4. 若要篩選清單，讓清單只顯示符合篩選準則的交集，請指定下列的篩選選項：
• ：按一下以顯示篩選條件頁面，此處有一系列功能強大的篩選條件選項供您
選取。如需完整的篩選選項清單及其描述，請參閱篩選有效交集。

• ：按一下即可清除所有篩選條件。
• 已啟用：篩選清單，讓您只檢視已啟用 (是)、未啟用 (否) 的交集，或選取全
部。

• 定義類型：篩選清單，讓您只檢視有效交集或無效交集類型的交集，或選取全
部。

5. 您也可以在有效交集頁面上執行下列任務：
• 動作功能表：若要匯入及匯出有效交集，請參閱匯入及匯出交集。
• 建立：請參閱建立有效交集。
• 重新整理：按一下即可重新整理交集清單。

6. 您可以針對交集頁面上的每個清單執行下列任務：
• 已啟用欄：表示是否已啟用交集。只要按一下交集旁邊的勾選標記，即可停用
或啟用該交集。綠色的勾選標記代表該定義已啟用。請參閱停用與啟用有效交
集群組。

• 動作欄：按一下  即可編輯、複製或刪除交集，或是讓清單中的交集上移或
下移。請參閱以下主題：
– 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 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 複製有效交集群組
– 刪除有效交集群組

篩選有效交集
您可以依照特定準則來篩選交集清單，例如交集是否已啟用、定義是否有效、修改時
間，以及修改者。當您篩選時，只有符合篩選準則的交集會出現在有效交集頁面上。
如何篩選交集：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  以指定篩選準則：
• 已啟用：僅檢視已啟用 (是)、未啟用 (否) 的交集，或選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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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類型：僅檢視有效交集或無效交集類型，或選取全部。
• 修改時間：僅檢視在特定日期和時間之前或之後修改的交集，或在某一日期或時間範
圍內修改的交集。請選取晚於、早於或介於，然後按一下  來指定特定的日期和時
間準則。

• 修改者：僅檢視由所選使用者修改的交集。
3. 按一下更多即可進一步縮小篩選準則的範圍：
• 維度
• 錨點維度
• 取消選取的成員有效：選擇是、否，或全部。
• 需要其他維度：選擇是、否或全部。

4. 按一下套用。

匯入及匯出交集
關於匯入及匯出有效交集
您可以在清單頁面上，將篩選出的有效交集清單匯出到您本機電腦上的位置，或是匯出到伺服
器中。如果您沒有在清單頁面上定義任何篩選條件，系統會匯出所有交集。
請使用「匯入」動作，將交集從本機電腦的位置，或是從伺服器匯入到應用程式中。當您執行
匯入作業時，系統會測試匯入檔案以尋找可能會破壞定義的任何事情 (例如立方體是否消失
了、錨點維度是否不存在，或是子規則是否不見了)，然後將錯誤記錄在錯誤檔案中。只有在匯
入沒有任何錯誤時，匯入工作才會順利完成。
視您選擇的匯出或匯入位置而定，系統會以 Excel 檔案格式 (XLSX) 或 Zip 檔案格式來匯出或
匯入交集。

Note:

當您匯出有效交集時，不會匯出已鎖定的有效交集規則。當您匯入有效交集時，不會
匯入已鎖定的有效交集規則 (以及開頭為受限制首碼的規則，這些首碼包括
FCCS_、OCX_、OEP_、OFS_、OPF_、OWP_、TRCS_ 等)。

有效交集匯入檔案
Excel 匯入檔案必須要有兩張工作表，且第一張和第二張工作表必須要有下列名稱：
1. Rules
2. Sub Rules
Rules 工作表有下列欄標頭：
• 名稱
• 定位
• 描述
• 已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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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類型
• 錨點維度名稱
• 錨點維度：套用至所選成員
• Dim1

• 需要 Dim1

• Dim2

• 需要 Dim2

• Dim X

• 需要 Dim X 

Sub Rules 工作表一定會有下列欄標頭：
• 名稱：此欄必須包含第一張工作表中規則的名稱。
• 錨點成員
• 錨點排除
• Dim1 成員
• Dim1 排除
• Dim2 成員
• Dim2 排除
• Dim X 成員
• Dim X 排除
匯出及匯入有效交集
如何匯出及匯入交集：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視需要將篩選條件套用到清單。請參閱篩選有效交集。
3. 若要匯出，請依序按一下動作和匯出，然後選取匯出檔案的目標位置：
• 本機：將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如果您選擇此選項，請按一下匯
出，然後指定匯出檔案的儲存位置。

• 寄件匣：執行會將匯出檔案以 Zip 格式儲存到伺服器的工作，讓您可以立刻下
載，或是稍後用來排定匯出工作。如果您選擇此選項，請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
作。
如何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
a.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b. 在最近的活動下方，按一下該匯出工作。
c. 在工作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  以選取該匯出檔案的下載位置。

4. 如果您在 Excel 中編輯匯出檔案，請留意該 Excel 檔案有兩個工作表：Rules 和
Sub Rules。

5. 若要匯入，請依序按一下動作和匯入，然後選取匯入來源檔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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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載入匯入檔案。針對來源檔案，請按一下瀏覽以選取您電腦
上的匯入檔案，然後按一下匯入。

• 收件匣：執行會從伺服器載入匯入檔案的工作。匯入檔案必須採用 Zip 檔案格式。請
在來源檔案中輸入該檔案的名稱，再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作，然後在另存為工作對話
方塊中，指定名稱和錯誤檔案。錯誤檔案會提供沒有匯入之交集的資訊。您可以從
「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下載您業務程序的錯誤檔案。

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交集群組的評估順序會盡快將無效的結果集合排序，這會提高整體的交集評估速度及效率。
若要深入瞭解評估順序，請參閱評估順序。
若要變更清單中有效交集群組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

3. 按一下清單中該交集群組右側的 。
4. 選取上移或下移。

提示：
您也可以拖曳交集群組，讓該群組在清單中上下移動。

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
根據預設，交集群組在建立時就已啟用。如果您不希望評估或使用交集群組，可以在有效交集
頁面上停用該交集群組。停用交集群組之後，當您檢視應用程式表單、商業規則或執行時期提
示時，該群組的交集規則就不再適用。您也可以重新啟用已停用的交集群組。
如何停用及啟用交集群組：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

3. 在交集清單的「已啟用」欄中，按一下您要停用或啟用之交集群組旁邊的勾選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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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啟用群組，勾選標記為綠色。

4. 請確保在交集清單中，所有剩下的已啟用群組依然是以正確的評估順序來排列。如
果不是，請將其順序上移或下移。
請參閱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若要編輯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請使用成員選取器中的維度成員。您也可以在交集規則
中定義排除項目。
如何編輯交集群組詳細資料：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
部。

3. 按一下您要編輯之交集群組的名稱。

備註：
分頁列顯示在規則頁面底端。如果您有大量規則，則可以使用分頁列來輕
鬆地導覽規則頁面，以及跳到特定頁面。您可在分頁列上選取的頁面大小
選項 (每頁規則數) 是 25、50、100 和全部(請注意，如果您有 300 個以上
的規則，則全部選項無法使用)。

• 若要編輯維度詳細資料，請按一下維度旁邊的 ，以選取要在交集規則中包
含、排除或移除的成員：
– 按一下編輯以開啟選取成員頁面，並選取要包含在交集規則中的成員、替代
變數和屬性。您也可以輸入成員或功能。
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 按一下新增排除項，以定義規則中的排除項。您可以選取要排除的成員；例
如，您可以選取或包含 YearTotal 的所有子項，並藉由排除 Q1 的子項將
Q1 的子項除外。

– 按一下清除以清除選擇。
• 若要刪除交集群組中的維度，請按一下該維度旁邊的 ，然後按一下 。
• 若要移除交集群組中的規則，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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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將維度或規則新增至交集群組，請按一下新增規則或新增維度。
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複製有效交集群組
若要加快交集群組的建立速度，您可以複製現有的交集群組，然後編輯複製的群組。
如何複製交集群組：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3. 按一下您要複製之交集群組右側的 ，然後選取複製。
系統會將複製的群組新增到交集清單的尾端，並為該群組的名稱加上文字「複製」。

4. 開啟該交集群組，並加以編輯。
5. 如有需要，請重新排列交集群組的順序。請參閱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刪除有效交集群組
當您刪除群組之後，系統會重新排列交集群組的順序。假設您有三個交集群組，當您刪除了順
序中的第二個群組之後，第三個交集群組就會變成第二個。
如何刪除交集群組：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如果您尚未選取設定頁籤，請按一下該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設定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

3. 按一下您要移除之交集群組右側的 ，然後選取刪除。
4. 如有需要，請重新排列剩餘交集的順序。請參閱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若要刪除交集群組的交集規則，請參閱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隱藏表單中的無效資料
隱藏無效資料會隱藏包含無效資料之應用程式表單中的列或欄。如果未選取此選項，則應用程
式會顯示包含帶有無效資料之儲存格的列或欄。內含無效資料的儲存格為唯讀。
若要隱藏表單中資料無效的部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表單。
2. 選取表單，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配置。
3. 在方格特性之下，選取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 列以及/或者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 欄。
4.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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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無效資料
另請參閱：
• 關於無效資料
• 使用無效交集報表
• 清除無效交集處的資料

關於無效資料
若交集已有資料存在，則新增或修改有效交集會使現有資料無效。建立有效交集規則或
修改現有有效交集規則不會清除無效交集中的資料。您必須產生有效交集規則報表，該
報表會顯示資料存在於無效交集的位置，然後決定是否清除資料。

備註：
資料可以保留在無效交集做為歷史記錄用途或用於前瞻性案例中。因此，清除
無效交集處的資料並非必要。

使用無效交集報表
您可以在有效交集頁面的報表頁籤上，檢視顯示無效交集處資料的報表。無效交集報表
會列出現有報表、其狀態及上次執行時間。
若要使用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再按一下報表頁籤。

備註：
如果環境使用預設的 Redwood 體驗主題，則報表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
部。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重新整理清單，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 若要建立報表，請按一下建立，命名報表，選取立方體，選擇報表範圍，然後
選取執行報表的時間。您可以立即執行報表，或將報表另存為工作以稍後執行
報表。若要儲存報表但不執行報表，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若要在執行後移除
報表，按一下移除報表。

備註：
聚總儲存立方體不支援無效交集報表。立方體下拉清單中不會列出聚
總儲存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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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編輯報表，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編輯。
• 若要複製報表，請依序按一下  及複製。
• 若要執行報表，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執行。
• 若要刪除報表，請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刪除。

清除無效交集處的資料
如果不需要無效資料，具適當權限的使用者可以清除該資料。若要清除無效資料，請執行報
表，然後按一下清除無效交集。

使用有效交集
另請參閱：
• 在應用程式表單中使用有效交集
• 使用計算管理員規則執行時期提示中的有效交集

在應用程式表單中使用有效交集
使用有效交集可防止無效交集 (如適用的有效交集群組中所定義) 的資料輸入。表單中受影響的
儲存格會顯示為唯讀，接著是標準的唯讀色彩編碼。如果您將游標停駐在無效的交集上，將會
顯示工具提示，指示儲存格為唯讀，因為它定義為無效的交集。
有效的交集群組會先套用至表單檢視點與分頁軸。如果檢視點交集全部無效，則會顯示警告訊
息，而表單不會產生資料方格，直到選取有效交集為止。
如果檢視點具備有效交集，則會篩選列與欄以限制在無效交集的資料輸入。如果表單的隱藏資
料無效的部分已啟用，則表單會視情況隱藏無效的列、欄，或兩者。
任何包括混合有效和無效交集的列或欄會視情況以有效或無效狀態顯示這些交集。無效交集會
以標準、唯讀陰影以及排除資料輸入顯示。
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透過清除選擇將檢視點重設為預設的未篩選清單，而且不需要先關閉然後
重新開啟表單。應用程式使用者也可清除選擇，進而為其他維度開啟更多選擇。他們無法產生
帶有已清除維度的表單，因為必須為每個維度選取有效成員。
在成員選取器中，有效交集規則會隱藏無效的成員。應用程式使用者可以使用顯示無效的成員
選項在成員選取器中顯示無效的成員。將會顯示無效的成員，但不可選取那些成員。

備註：
有效交集群組不會授予維度成員存取權。有效交集群組可以進一步限制已經授予應用
程式使用者的有效的維度成員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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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8    套用有效交集時的表單行為

動作 行為
開啟表單 表單會產生如表單定義中所定義的成員選擇，

遵守使用者的維度存取權限，並應用在最近做
為目前選擇的有效交集群組。

從檢視點維度選取成員 應用程式：
• 讓使用者可選取檢視點上的成員
• 在檢視點維度的成員選取器中，可允許使
用者從其餘有效的交集的篩選清單進行選
取，這是以針對其他檢視點維度進行選取
之成員為基礎

• 選取該維度時，會忽略檢視點維度成員的
選取順序，因為從有效交集群組中所包含
的任何維度選取成員會針對有效交集群組
中所包含的維度動態篩選剩餘的維度成員
清單 (如果適用)

• 提供選項以隱藏來自維度清單的有效成
員，或在檢視點中將其顯示為不可選取

• 透過清除選擇將檢視點重設為未經篩選的
完整清單，而且不需要先關閉然後重新開
啟表單

請注意，Web 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特設表單都不會依據有效交集群組
來篩選頁面或檢視點成員。

選取執行以根據檢視點選擇轉譯表單。您也可
以按一下表單檢視點中的向右箭頭。

表單會根據有效檢視點交集所定義的基礎呈
現。

輸入並儲存資料 已輸入並儲存表單資料。

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執行時期提示中的有效交集
有效交集群組會套用至從應用程式內的環境定義啟動的執行時期提示。執行時期提示將
防止使用者選取如有效交集群組中所定義的無效交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表單不支援依據有效交集群組進行篩選。不過，如果您選
擇在 Web 和智慧型檢視中的執行時期提示中選擇無效的交集，規則將不會啟動。
表格 17-9    套用有效交集時的執行時期提示行為

動作 行為
啟動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執行時期提示 應用程式：

• 根據有效的交集群組防止使用者在執行時
期提示內選取無效的交集

• 如果執行時期提示中有無效的交集，可防
止執行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

輸入有效交集 允許輸入有效交集。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您可以定義安全性規則來限制使用者和群組，讓他們無法檢視表單中特定儲存格交集中
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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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參閱：
• 瞭解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 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檢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 重新排列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的順序

瞭解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關於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套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的「服務管理員」，可以拒絕讓某位使用者存取該使用者通常因自己的
一般安全性而可存取的儲存格。因此，您可以把儲存格安全性定義為現有成員安全性的例外狀
況。例如，有位部門經理需要自己部門中所有帳戶的存取權限，但只需要所有其他部門中特定
帳戶的存取權限。如果使用一般的中繼資料安全性，該經理會擁有所有部門之所有帳戶的存取
權限，但如果使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服務管理員」就可以控制該經理所屬部門的所有帳
戶，與所有其他部門中特定帳戶的交集。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會使用類似有效交集規則的規則，在顯示儲存格的任何地方 (例如表單、執
行時期提示、智慧型檢視、報表、儀表板、Infolet 等等)，拒絕給予使用者在檢視特定儲存格交
集時的讀取或寫入權限。當您套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時，擁有讀取權限的使用者可以看到
儲存格中的資料值，但無法編輯該儲存格。如果系統拒絕讓使用者讀取某個儲存格，在該儲存
格中顯示的值會是 #NoAccess。
如果您是「服務管理員」，即可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並將該規則指派給任何使用者或
群組。儲存格層級安全性並不會影響到您。
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使用錨點和非錨點維度：
• 在用於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的立方體中，錨點維度永遠都是必要的維度。
• 非錨點維度可以是必要或者非必要：
– 如果有某個非錨點維度是必要的，沒有使用該維度的所有立方體，都會忽略把該維度
標示為必要的所有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如果有某個非錨點維度是不必要的，沒有使用該維度的所有立方體，仍然會評估包含
該不必要維度的所有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以及評估用於該立方體之定義中所有其
他維度的定義。

– 根據預設，非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的。若要將非錨點維度設定為必要，請按一下非錨點
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必要。

• 根據預設，沒有在規則中受到指定的錨點維度成員會被包含在安全性定義中，但您可以清
除此選項，方法是按一下該錨點維度旁邊的 ，然後按一下只套用至所選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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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如何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建立定義：

a. 按一下建立。
b. 輸入定義的名稱和描述。
c. 系統預設勾選已啟用核取方塊。若要停用定義，請清除已啟用核取方塊。您也
可以直接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頁面上啟用或停用定義。

d. 若要定義立方體特定的安全性，請按一下立方體，然後從立方體清單選取立方
體，或是選取全部。

e. 您需要有錨點維度。若要選取錨點維度，請按一下選取錨點維度。如需錨點和
非錨點維度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瞭解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f. 選擇性：根據預設，沒有在規則中指定的錨點維度成員，會被包含在安全性定
義中。若要清除此選項，請按一下錨點維度旁邊的 ，然後按一下只套用至
所選成員。

g. 若要選取其他維度 (稱為非錨點維度)，請按一下新增維度。
h. 選擇性：依預設，非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的。若要將非錨點維度設定為必要，請
按一下非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必要。

3.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
a. 按一下新增規則。

b. 在使用者、群組欄中，按一下 ，以尋找要包含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中
的使用者和群組。

c. 對於限制，請選擇拒絕讀取 (預設值) 或拒絕寫入。拒絕讀取是預設選項，因為
這是限制最多的。如果系統拒絕讓使用者讀取某個儲存格，在該儲存格中顯示
的值會是 #NoAccess。而擁有拒絕寫入存取權限的使用者，可以看到儲存格中
的資料值，但無法編輯該儲存格。

d. 在新規則中，按一下維度旁邊的 ：
• 按一下編輯以開啟選取成員頁面，然後選取要包含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
中的成員、替代變數和屬性。

• 按一下新增排除項，以定義規則中的排除項。您可以排除該維度所包含的子
集合。

• 按一下清除以清除選擇。
若要刪除規則，請按一下 。

4. 按一下儲存。
此時，系統已將新的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新增到清單底部。而定義的評估順序，就是
這些定義在清單中的順序。若要重新排列定義清單中的定義順序，請參閱重新排列儲存
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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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定義建立之後，您可以在表單中測試該定義，看看該表單在使用者的眼中是什麼樣子。請參
閱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檢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如何檢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若要搜尋整個清單來尋找特定的定義，請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然後按一下 ，
以便只顯示符合搜尋準則的定義。

3. 若要篩選清單，讓清單只顯示符合篩選準則的定義，請指定下列的篩選選項：
• ：按一下以顯示篩選條件頁面，此處有一系列功能強大的篩選條件選項供您選取。
如需完整的篩選選項清單及其描述，請參閱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按一下即可清除已生效的指派、已啟用及限制的所有篩選條件。
• 已生效的指派：篩選清單，讓您只檢視會影響特定使用者或群組的定義。
• 已啟用：篩選清單，讓您只檢視已啟用 (是)、未啟用 (否) 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 限制：篩選清單，讓您只檢視被指派拒絕讀取或拒絕寫入限制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4. 您也可以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頁面執行下列任務：
• 動作功能表：若要匯入及匯出定義，請參閱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測試：請參閱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 建立：請參閱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重新整理：按一下即可重新整理定義清單。

5. 您可以針對定義頁面上的每個清單執行下列任務：
• 已啟用欄：表示是否已啟用定義。只要按一下定義旁邊的勾選標記，即可停用或啟用
該定義。綠色的勾選標記代表該定義已啟用。

• 動作欄：按一下  即可編輯、複製或刪除定義，或是讓清單中的定義上移或下移。

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您可以依照特定準則 (例如依照立方體、依照限制，或依照日期)，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的清單。當您篩選時，只有符合篩選準則的定義會顯示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頁面上。
如何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按一下  以指定篩選準則：
• 立方體：僅檢視所選立方體中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 已啟用：僅檢視已啟用 (是)、未啟用 (否) 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 限制：僅檢視被指派拒絕讀取或拒絕寫入限制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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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時間：僅檢視在特定日期和時間之前或之後修改的定義，或在某一日期或
時間範圍內修改的定義。請選取晚於、早於或介於，然後按一下  來指定特
定的日期和時間準則。

• 修改者：僅檢視由所選使用者修改的定義。
• 已生效的指派：僅檢視會影響已選取使用者或群組的定義。

3. 按一下更多即可進一步縮小篩選準則的範圍：
• 維度
• 錨點維度
• 錨點維度：只套用至所選成員：選擇是、否或全部。
• 需要其他維度：選擇是、否或全部。

4. 按一下套用。

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有關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您可以把清單頁面上的已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匯出到您本機電腦上的某位
置，或是匯出到伺服器中。如果您沒有在清單頁面定義篩選條件，系統會匯出所有的儲
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請使用「匯入」動作，將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從本機電腦的某個位置，或是從伺服器
匯入到應用程式中。當您執行匯入作業時，系統會測試匯入檔案以尋找可能會破壞定義
的任何事情 (例如立方體是否消失了、錨點維度是否不存在，或是子規則是否不見了)，
然後將錯誤記錄在錯誤檔案中。只有在匯入沒有任何錯誤時，匯入工作才會順利完成。
視您選擇的匯出或匯入位置而定，系統會以 Excel 檔案格式 (XLSX) 或 Zip 檔案格式來
匯出或匯入應用程式定義。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匯入檔案
Excel 匯入檔案必須要有兩張工作表，且第一張和第二張工作表必須要有下列名稱：
1. Rules
2. Sub Rules
Rules 工作表有下列欄標頭：
• 名稱
• 定位
• 描述
• 已啟用
• 有效立方體：此欄可能包含 All，或是以逗號分隔的立方體名稱 (例如 Plan1、

Plan2 ) 清單
• 錨點維度名稱
• 錨點維度適用於取消選取的成員
• Di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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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Dim1

• Dim2

• 需要 Dim2

• Dim X

• 需要 Dim X 

Sub Rules 工作表一定會有下列欄標頭：
• 名稱：此欄必須包含第一張工作表中規則的名稱。
• 使用者
• 使用者群組
• 限制：此欄可能包含拒絕讀取或拒絕寫入
• 錨點成員
• 錨點排除
• Dim1 成員
• Dim1 排除
• Dim2 成員
• Dim2 排除
• Dim X 成員
• Dim X 排除
匯出及匯入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如何匯出及匯入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視需要將篩選條件套用到清單。請參閱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3. 若要匯出，請依序按一下動作和匯出，然後選取匯出檔案的目標位置：
• 本機：將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如果您選擇此選項，請按一下匯出，然
後指定 XLSX 匯出檔案的儲存位置。

• 寄件匣：執行會將匯出檔案以 Zip 格式儲存到伺服器的工作，讓您可以立刻下載，或
是稍後用來排定匯出工作。如果您選擇此選項，請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作。
如何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
a.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b. 在最近的活動下方，按一下匯出 CLS 工作。
c. 在工作詳細資料頁面上，按一下  以選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匯出檔案的下載位
置。

4. 如果您在 Excel 中編輯匯出檔案，請留意該 Excel 檔案有兩個工作表：Rules 和 Sub
Rules。

5. 若要匯入，請依序按一下動作和匯入，然後選取匯入來源檔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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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載入匯入檔案。針對來源檔案，請按一下瀏覽以選取
您電腦上的匯入檔案，然後按一下匯入。

• 收件匣：執行會從伺服器載入匯入檔案的工作。匯入檔案必須採用 Zip 檔案格
式。請在來源檔案中輸入該檔案的名稱，再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作，然後在另
存為工作對話方塊中，指定名稱和錯誤檔案。錯誤檔案會提供有關沒有匯入之
定義的資訊。您可以從「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下載您業務程序的錯誤檔案。

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當您定義並啟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之後，就可以進行測試，看看受影響的使用者在檢視
表單時會看到什麼。測試可確保使用者只會看到您允許他們看到的儲存格值，不會看到
自己不應該看到的任何東西。若要測試定義，您必須先啟用定義。
如何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啟用您要測試的定義。
3. 按一下測試，然後選取您要測試的表單。

4. 在選取或輸入使用者名稱文字方塊中，指定使用者名稱，或是按一下  來選取使
用者，然後按一下「確定」。

Note:

您一次只能測試一個使用者。
表單會顯示每個儲存格的使用者存取權限，也就是讀取、寫入或無。

重新排列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的順序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的評估順序，就是它們在定義清單中的順序；例如，應用程式會
先評估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中的第一個定義，然後評估清單中的第二個定義，依
此類推。
如何變更某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在清單中的位置：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右邊的 。
3. 選取上移或下移。

Tip:

您也可以拖曳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讓該定義在清單中上移或下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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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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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定義資料對映和建立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

「資料整合」是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執行整合程序時所依據
的機制。您可以定義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來源和直接整合來源、建立對映規則以將來源資料轉
換為所需的目標格式，以及執行並管理週期性資料載入程序。若要瞭解如何建立以檔案為基礎
的整合，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建立
以檔案為基礎的整合。
您可以定義資料對映，將來源立方體和「智慧型列示」中的資料、註解、附件及輔助明細移至
目標報表立方體，以整合資料。若要瞭解如何定義資料對映，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定義資料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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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管理工作

建立工作排程執行一般管理任務，以減輕工作負載。您可以立刻開始工作，或建立工作排程，
於稍後依間隔執行。
另請參閱：
• 工作如何為您節省時間
• 檢視擱置中的工作與最近活動
• 排定工作
• 編輯與取消工作
• 複製工作
• 取消規則工作與規則集工作
• 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

工作如何為您節省時間
工作是匯出資料或重新整理資料庫等動作的集合，您可以立即啟動或者排定於之後依間隔執行
這些工作。若要減輕工作負擔，請定義工作來執行通用的管理任務，例如：
• 匯入與匯出中繼資料和資料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對映立方體

檢視擱置中的工作與最近活動
若要檢視「工作」主控台中的工作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依日期或工作類型等準則篩選工作與活動，請按一下 

• 若要依名稱來搜尋工作，請在搜尋中輸入文字，然後按一下 。
• 若要檢視工作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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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應用程式會在應用程式升級期間自動重新整理。若在應用程式升級期間發
生任何重新整理錯誤，您可以在「工作」頁面中檢視錯誤。這些錯誤會擷
取於該工作中，稱為內容更新。

• 系統會清除超過 90 天的工作。

排定工作
若要排定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然後按一下排定工作。
2. 指定下列項目：
• 您要建立的工作類型。如需工作與描述的清單，請參閱工作類型。
• 執行工作的時間。您可以排定工作立即執行或稍後執行。如果排定工作稍後執
行，請參閱排定工作稍後執行。

3. 按一下下一步。
4. 從工作清單中選取一個工作。視工作類型而定，可能會有其他選項和注意事項。請
參閱工作類型。

備註：
• 您一次可以執行最多五個匯入或匯出工作。
• 針對匯出工作，您可以為每個工作指定一個唯一的輸出檔案名稱。從
工作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所選工作旁邊的 ，然後使用 zip 副檔名
來指定輸出檔案名稱。您指定的唯一檔案名稱會在工作執行時，覆寫
預設的匯出檔案名稱。

5. 按一下下一步。
6. 複查您的選擇。如果滿意，請按一下完成。
若要在工作排定之後編輯或取消工作，請參閱編輯與取消工作。

第 19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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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類型
表格 19-1    工作類型

工作類型 描述
規則 執行您選取的規則。

請注意下列事項：
• 您可依立方體和規則類型篩選規則清單。
• 您必須按一下要執行之規則旁的勾選標記才能
繼續。

• 對於含有執行時期提示的規則工作，按一下規
則旁的勾選標記，將顯示執行時期提示參數。
在工作排程器中設定用來執行規則的執行時期
提示值，然後按一下確定。

• 隱藏執行時期提示將會選擇設計時期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設定的預設值。

請參閱關於規則。
匯入資料 執行已儲存為工作的資料匯入。

請參閱匯入資料。
匯入匯率 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請參閱匯入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
匯入中繼資料 執行已儲存為工作的中繼資料匯入。

請參閱匯入中繼資料。
匯入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匯入已儲存為工作的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請參閱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匯入有效交集 匯入已儲存為工作的有效交集。

請參閱匯入及匯出交集。
匯出資料 執行已儲存為工作的資料匯出。

您可以為每個匯出資料工作指定一個唯一的輸出檔
案名稱。從工作清單中，按一下所選工作旁邊的

，然後使用 zip 副檔名來指定輸出檔案名稱。
您可以在複查頁面上驗證匯出檔案名稱。唯一檔案
名稱會在工作執行時，覆寫預設的匯出檔案名稱。
請參閱匯出資料。

備註：
「匯出資料」工作定
義中的動因/欄維度必
須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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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1    (續) 工作類型

工作類型 描述
匯出中繼資料 執行已儲存為工作的中繼資料匯出。

您可以為每個匯出中繼資料工作指定一個唯一的輸
出檔案名稱。從工作清單中，按一下所選工作旁邊
的 ，然後使用 zip 副檔名來指定輸出檔案名
稱。您可以在複查頁面上驗證匯出檔案名稱。唯一
檔案名稱會在工作執行時，覆寫預設的匯出檔案名
稱。
請參閱匯出中繼資料。

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匯出已儲存為工作的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請參閱匯入及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匯出有效交集 匯出已儲存為工作的有效交集。
請參閱匯入及匯出交集。

重新整理資料庫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請參閱建立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資料對映 執行資料對映作業。
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資料整合中的定義資料對
映。

無效交集報表 執行顯示資料在無效交集之存在位置的報表。
請參閱使用無效交集報表。

清除立方體 執行立方體清除作業。
請參閱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

重新建立立方體 執行完整重新建立區塊儲存立方體 BSO 以消除或
減少資料分散。這樣也會移除空白區塊。執行此工
作，並不會將業務程序的任何變更發送到
Essbase。
請參閱改善立方體效能。

精簡大綱 壓縮聚總儲存立方體的大綱檔案。壓縮有助於大綱
檔案保持最佳大小。壓縮大綱不會清除資料。執行
此工作，並不會將業務程序的任何變更發送到
Essbase。
請參閱改善立方體效能。

合併資料切片 合併聚總儲存立方體的增量資料切片。使用較少的
切面可以改善立方體的效能。您可以將所有累加式
資料切面合併至主要資料庫切面，或將所有累加式
資料切面合併至單一資料切面，而不必變更主要資
料庫切面。您可以選擇性地移除值為零的儲存格。
請參閱改善立方體效能。

最佳化聚總 根據聚總儲存立方體中收集的查詢追蹤資訊產生最
佳化檢視。
如需其他選項描述，請參閱改善立方體效能。

管理模式 變更業務程序的登入層級。如果您選取管理員，則
在工作執行後，就會將所有非管理使用者自應用程
式登出。若要還原所有使用者對應用程式的存取
權，請選取所有使用者。
請參閱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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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1    (續) 工作類型

工作類型 描述
執行散發定義 執行報表散發工作

如果您使用下一代的報表報告解決方案，散發功能
可讓您為某個資料來源之單一維度的多個成員執行
單一報表或報表簿，然後為每個成員發布一個 PDF
輸出。
請參閱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報表進行設計 中的「使用
散發」。

自動預測 執行「自動預測」工作定義。
當您執行預測工作時，會擷取「自動預測」定義中
每個成員的歷史資料，然後使用時間序列預測技術
進行分析，以預測這些成員的未來績效。如果您想
要預測大量資料，或想要在規劃和預測週期保有最
新的預測結果，則以工作形式執行預測十分有用。
如需「自動預測」工作參數的相關資訊，請參閱執
行自動預測的預測。
如需建立「自動預測」預測定義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關於自動預測。

洞察分析 執行「IPM 洞察分析」的洞察分析定義。
如需有關如何設定「IPM 洞察分析」洞察分析定義
的資訊，請參閱設定 IPM 洞察分析。

排定工作稍後執行
表格 19-2    排定工作選項

選項 描述
排程開始於 選取開始日期與時間，包括時區。
名稱 指定已排定工作的名稱；例如

MyDailyCubeRefresh。您指定的名稱會與工作
名稱 (您將在下一個畫面中選取) 一起顯示；例如
MyDailyCubeRefresh : Refresh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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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2    (續) 排定工作選項

選項 描述
週期模式 指定工作的執行頻率：

• 每小時：每小時工作會根據時間表執行，而該
時間表是以排程開始於和小時欄位中設定的值
為基礎。每小時工作的排程會在每天午夜時刻
重新開始，而週期性工作則會在午夜時刻後的
第一小時、第二小時、第三小時 (依此類推，
最多可達 12 小時) 開始，視您在小時欄位中選
取的值而定。
例如，如果您在小時欄位中指定值 5，則工作
可能開始的時間是在每天上午 12 點、上午 5
點、上午 10 點、下午 3 點及下午 8 點的時
候。如果工作的排定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
而您將每小時週期設為 5 小時，工作就會在下
午 3:48 開始，這是下午 12:48 之後第一個可
用來開始 5 小時週期性工作的排定時間。接
著，工作會在下午 8:48、上午 12:48、上午
5:48 及上午 10:48 再次執行。
針對預設的 1 小時週期，工作會在您指定的開
始時間開始執行，並持續每小時執行，直到結
束日期和時間為止；例如，如果工作的排定開
始時間是 12:48，則工作會在 12:48、1:48、
2:48、3:48 (依此類推) 執行。
如需瞭解如何根據小時欄位中選取的值來排定
時間，請參閱排程每小時工作。

• 依分鐘：將頻率設為 15 或 30 分鐘。工作將在
15 或 30 分鐘後開始執行，之後並依選取的頻
率繼續執行，直到結束日期和時間為止；例
如，如果您將工作設定成每隔 15 分鐘執行而
且開始時間為 3:15，則工作將會在 3:30，然
後 3:45 開始執行，其餘依此類推。工作排定
執行的時間增量不可以小於 15 分鐘。

• 執行一次：工作將在開始日期和時間執行一
次。

• 每年：工作將在開始日期和時間執行，之後繼
續每年執行，直到結束日期為止。

• 每月：工作將在開始日期和時間執行，之後繼
續每月執行，直到結束日期為止。

• 每週：工作將在開始日期和時間執行，之後繼
續每週執行，直到結束日期為止。

• 每日：工作將在開始日期和時間執行，之後繼
續每天執行，直到結束日期為止。

結束日期 如果工做為週期性，請選取結束日期與時間。

排程每小時工作
每小時工作會根據時間表執行，而該時間表是以排程開始於和小時欄位中設定的值為基
礎。每小時工作的排程會在每天午夜時刻重新開始，而週期性工作則會在午夜時刻後的
第一小時、第二小時、第三小時 (依此類推，最多可達 12 小時) 開始，視您在小時欄位
中選取的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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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您在小時欄位中指定值 5，則工作每天將執行的時間是上午 12 點、上午 5 點、上
午 10 點、下午 3 點及下午 8 點。開始時間表示系統應開始履行排程的時分，而結束時間則表
示系統應於何時停止。因此，如果開始時間是 11 月 18 日下午 12:48，便意謂著當日 (11/18)
的上午 12:48、上午 5:48 及上午 10:48 已過，下一個可用時段是下午 3:48，也就是所排定的
工作將第一次執行的時間。在那之後，它將會在 11 月 18 日下午 8:48 執行。不過，在 11 月
19 日它將再次重新開始，而會在上午 12:48、上午 5:48、上午 10:48 執行，依此類推，直到
系統達到指定的結束時間 (在此案例中是 11 月 19 日下午 12:48) 為止。

備註：
當工作跨越兩天時，工作會在第二天的午夜時刻執行，並重設週期模式。

若要排程每小時工作，請參閱排定工作。
表格 19-3    每小時工作的時間表

每小時循環 時間表
1 (預設值) 上午：12:00、1:00、2:00、3:00、4:00、5:00、

6:00、7:00、8:00、9:00、10:00、11:00
下午：12:00、1:00、2:00、3:00、4:00、5:00、
6:00、7:00、8:00、9:00、10:00、11: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1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1:48、下午 2:48、下午
3: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2 上午：12:00、2:00、4:00、6:00、8:00、10:00
下午：12:00、2:00、4:00、6:00、8:00、10: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2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2:48、下午 4:48、下午
6: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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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3    (續) 每小時工作的時間表

每小時循環 時間表
3 上午：12:00、3:00、6:00、9:00

下午：12:00、3:00、6:00、9: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3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3:48、下午 6:48、下午
9:48、上午 12:48、上午 3: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
行。

4 上午：12:00、4:00、8:00
下午：12:00、4:00、8: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4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4:48、下午 8:48、上午
12:48、上午 4: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5 上午：12:00、5:00、10:00
下午：3:00、8: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5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3: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8:48、上午 12:48、上午
5:48、上午 10: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6 上午：12:00、6:00
下午：12:00、6: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6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6:48、上午 12:48、上午
6: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7 上午：12:00、7:00
下午：2:00、9: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7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2: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下午 9:48、上午 12:48、上午
7: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8 上午：12:00、8:00
下午：4: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8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4: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上午 12:48、上午 8:48 (依此類
推) 再次執行。

9 上午：12:00、9:00
下午：6: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9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6: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上午 12:48、上午 9:48、下午
6: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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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9-3    (續) 每小時工作的時間表

每小時循環 時間表
10 上午：12:00、10:00

下午：8: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10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8:48 第
一次執行，然後於上午 12:48、上午 10:48、下午
8: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11 上午：12:00、11:00
下午：10: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11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0:48
第一次執行，然後於上午 12:48、上午 11:48、下
午 10: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行。

12 上午：12:00
下午：12:00
例如，如果排定的開始時間是下午 12:48，而您將
每小時週期設為 12 小時，則工作將於下午 12:48
第一次執行，然後於上午 12:48 (依此類推) 再次執
行。

編輯與取消工作
您可以編輯擱置中工作的排程，以及刪除擱置中和已完成的工作。您無法修改或刪除處理中的
工作。
若要編輯或刪除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若要變更工作執行的時間，請依序按一下  和編輯，然後修改排程。

備註：
變更工作的頻率時，工作要到下次以舊頻率執行時才會以新頻率執行；例如，如
果工作設定成每天執行而您將頻率變更為每小時，則工作要到隔天排定的每日工
作執行之後才會開始以每小時的新頻率執行。如果您要讓工作提早以新頻率開始
執行，Oracle 建議您刪除已排定的工作然後建立一個新的。

3. 若要刪除作業，請選取它們，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刪除。

複製工作
使用另存為選項建立現有工作的複本，然後進行更新，避免每次建立新工作時都要重新選擇。
下列工作類型支援另存為：
• 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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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清除立方體
• 匯入匯率

Note:

如需工作類型的描述，請參閱工作類型。

若要複製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匯出資料
• 匯入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清除立方體
• 匯入匯率

3. 在清單頁面上，於您要複製之工作旁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然後選取另存為。
4. 輸入新工作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建立複製的工作後，即可開啟該工作並進行更新。複製之工作的錯誤檔會自動使用新工
作名稱作為首碼。

取消規則工作與規則集工作
您可以取消處理中及顯示於最近活動中的規則集或規則工作。若要取消這些工作，按一
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若要取消規則工作，按一下工作旁的 ，按一下 ，再按一下取消。

若要取消規則集，依序按一下工作詳細資料上的 、 ，然後按一下取消。

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
執行中繼資料或資料匯出工作後，您可以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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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下載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在最近的活動下，按一下該工作。
3. 在工作詳細資料頂端，按一下匯出檔案選項來選取下載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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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稽核任務與資料

另請參閱：
• 稽核概觀
• 啟用稽核追蹤
• 檢視稽核詳細資料

稽核概觀
使用「稽核」功能以檢視使用者執行的資料任務。您可以依稽核類型 (例如「資料」、核准，
或「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日期範圍 (例如「昨天」或「過去 60 天」)，以及使用者名稱來
篩選稽核任務。
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才能啟用稽核追蹤，以及檢視和匯出稽核資訊。
系統可以在任務稽核中記錄下列使用者活動類型：
表格 20-1    可稽核的任務

稽核類型 追蹤的變更
維度管理 • 維度階層：新增成員或維度、移動、刪除和變

更特性；重新命名成員和維度
• 效能設定值：重設維度的密集或稀疏設定值，
變更維度的順序

• 幣別：新增或刪除幣別，設定三角套利幣別或
報表幣別

別名表管理 變更別名表：建立、複製、重新命名、刪除和清除
資料 • 儲存格值

• 輔助明細
• 科目註釋
• 儲存格層級文件

啟動商業規則 來自計算指令碼和商業規則 (包括執行時期提示) 的
更新

表單定義 表單：建立、修改、刪除表單 (稽核記錄不會記錄
設計的變更方式。)

表單資料夾管理 資料夾：建立、移動和刪除
核准 核准：核准單位擁有者與狀態
複製版本 複製的版本，包含輔助明細、儲存格文字、儲存格

附件，以及不含任何明細的資料。稽核記錄不會記
錄複製版本的詳細資料 (如資料和輔助明細)。

安全性 對維度成員、表單、表單資料夾、商業規則和任務
清單的存取權限

使用者管理 新增、變更和刪除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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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0-1    (續) 可稽核的任務

稽核類型 追蹤的變更
群組管理 新增、變更和刪除群組；新增和移除使用者
任務清單 任務清單：建立、複製、儲存、移動和刪除
複製資料 使用者對靜態維度、來源維度和目的地維度所指定

的選項，包含輔助明細、儲存格文字、儲存格附
件，以及不含任何明細的資料。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使用者對於清除輔助明細、註解和附件所指定的選
項

變數 變數 (替代變數和使用者變數)：新增、變更和刪除
「稽核」頁面會顯示下列資訊：
• 稽核 (任務)

• 來源
• 動作
• 使用者
• 名稱
• 日期
• 詳細資料
• 特性
• 舊值
• 新值
所有欄都可依遞增或遞減順序排序。

啟用稽核追蹤
依預設不啟用稽核追蹤。服務管理員必須啟用稽核，才能追蹤資料變更。
若要啟用稽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稽核。
2. 從稽核頁面按一下啟用稽核。
3. 從啟用稽核頁面選取稽核任務，然後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檢視稽核詳細資料
您在業務程序介面中，最多可以檢視及匯出 180 天的稽核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稽核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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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啟用稽核，依預設，稽核頁面會顯示資料任務過去 7 天的稽核記錄。若要啟用稽核，
請參閱啟用稽核追蹤。

2. 若要篩選，請按一下 ，然後選取篩選準則：
• 稽核類型：選取一個或多個類型，或全部。如需稽核類型和描述的清單，請參閱稽核
概觀。

• 日期範圍：選取今天、昨天、過去 7 天、過去 30 天、過去 60 天，或過去 180 天。

備註：
– 您無法選取比今天更早 180 天以前的日期範圍。您選取的日期範圍必須
介於今天與今天之前 180 天之間 (含今天)。

– 業務程序最多會保留從目前的系統日期起 365 天的稽核詳細資料。若要
匯出超過 180 天的稽核詳細資料，您可以使用 EPM Automate
exportAppAudit 命令或「REST API 匯出稽核」工作。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

• 使用者名稱：輸入使用者名稱，或按一下  來搜尋使用者。
3. 完成選取篩選準則時，按一下套用。
方格會顯示稽核表中符合篩選準則的前 200 筆記錄。如果篩選準則中的記錄超過 200 筆，
表格底部會出現圖例。

4. 若要將稽核資訊匯出至 Microsoft Excel 試算表，請按一下匯出，並遵循下載指示進行。
當您選取匯出選項時，系統會將符合篩選準則的所有記錄匯出至 xlsx 檔案 (Microsoft
Excel 2007 和更新版本使用的格式)。

備註：
如果啟用資料稽核，使用者可以選取動作，再選取變更歷史記錄，便可看到已變更的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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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管理資料驗證

另請參閱：
• 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 格式化儲存格與設定呈報途徑
• 檢視資料驗證規則
• 資料驗證規則的評估與執行順序
• 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 資料驗證條件運算子
• 資料驗證規則案例

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若要實作商業原則與作法，您可以建立當表單中的條件符合時要檢查的資料驗證規則。如果輸
入的資料違反驗證規則，則會產生驗證訊息。您也可以使用驗證規則，針對提交的核准單位資
料建立限制，並指定複查者、擁有者或通知者來複查符合部分條件的資料。
例如，資料驗證可以防止使用者所提交的預算含有公司準則以外的資本支出，以確保部門的資
本費用符合公司政策。 資料驗證規則案例中描述了可使用資料驗證規則處理的範例案例。
定義資料驗證規則包含以下主要任務：
• 識別符合條件時要用驗證訊息或不同顏色顯示的資料儲存格或位置。
• 識別在規則評估期間必須加入的儲存格，並依此定義規則。
• 在識別位置建立資料驗證規則，如本主題中所述。
若要建立和更新驗證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上，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表單。
2. 建立或編輯表單，然後在表單與特設方格管理頁面上，按一下配置。
3. 在配置中，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您要新增或更新驗證規則的方格、列標題、欄標題或儲存
格。

備註：
當您將游標停留在配置的儲存格上方時，環境定義功能表將顯示儲存格是否包含
驗證規則。若要檢視驗證訊息，請選取顯示資料驗證訊息。選取單一儲存格也會
顯示環境定義功能表。

4. 選取新增/編輯驗證規則以建立或更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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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新增規則，請按一下 ，並輸入規則名稱與描述。
如有需要，請從位置選取某個選項，移動規則。若要建立與既有規則類似的規則，
請按一下 ，然後更新規則。若要檢視規則，請按一下檢視規則。請參閱檢視資料
驗證規則。

6. 更新規則。
a. 針對條件，選取開始條件陳述式的選項：If、Else If、Else、Then、Check

Range 或 Range。
規則的第一個部分必須包括 If 條件。規則也必須包含某些格式的 Then 條件。
請參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b. 針對來源類型，選取要由規則評估的選項。
來源類型清單會顯示「條件」的適當選項。例如，若條件可包括目前儲存格
值、儲存格值、欄值、列值、成員名稱、成員、跨維度成員、科目類型、版本
類型、變數報表類型、UDA 或屬性。如需各類型條件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規則
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c. 若適用於所選來源類型，請在來源值中以選取選項或輸入任意格式值的方式輸
入值。

d. 選取用於評估的運算子：=、!=、<、<=、>、>=、Equals、Not Equals、
Contains、Starts With 或者 Ends With、In 或 Not In。
如需相關範例，請參閱資料驗證條件運算子。

e. 為規則選取適當的目標類型選項。
f. 在條件建置器右側的動作欄中按一下圖示以更新條件：
• ： 在目前列旁邊新增條件。
• ： 刪除目前列的條件。

g. 選取要更新的條件或條件區塊。
若要更新條件區段，請在條件建置器的頂部，按一下條件區域中的圖示：
• ： 使用 If 在驗證規則中新增條件區塊。您可以展開或收合條件。請參
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 ： 刪除選取的條件區塊。
• ： 刪除選取的條件，並複製以貼到新的位置。
• ：複製選取的條件。
• ： 將選取的條件貼至新的位置。
• ： 將條件中的選取項目分組，並加上群組括號。除了您設定的群組之
外，將條件分組時會針對群組區塊中的 IF 陳述式加以分組，並啟用自訂群
組選項。

• ： 將選取的條件取消群組。群組括號會從選取的條件中移除。每次選取
「取消群組」時，只會從條件中移除一個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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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設定專屬的條件群組；若要設定群組，請選取自訂群組，然後設定規則定
義區域中的群組。
選取的條件會以陰影顯示。若要清除選取的條件，請再按一下條件欄的左側。

7. 在最右邊的欄中按一下 ，來新增處理指示。

備註：
如果未顯示圖示，請確定規則是有效的，而且該規則允許儲存格處理指示。例
如，Else、Range 和 Then 條件中包含儲存格處理指示。必須選取規則的所有必
要欄，才會顯示圖示。

請參閱格式化儲存格與設定呈報途徑。
8. 準備啟用規則以供表單使用時，請選取啟用驗證規則。

提示：
建置規則時，您可以只儲存規則而不啟用。在您解決所有錯誤且規則已就緒可供
驗證和使用之後，即可啟用和儲存規則以供表單使用。您也可以清除啟用驗證規
則以暫時停用規則。

9. 完成更新規則後，請驗證規則：
a. 按一下驗證。
驗證狀態會顯示於對話方塊的上方。儲存變更之前，必須更正錯誤。如果您沒有驗證
規則並修正驗證期間找到的錯誤即關閉對話方塊，則不會儲存更新。

b. 修正驗證期間找到的任何錯誤後，請確認已選取規則定義區域上方的啟用驗證規則，
以便啟用應用程式的規則。

c. 驗證規則後，按一下確定。
10. 選擇性：在表單與特設方格管理頁面中，檢視並更新規則：
• 在表單與特設方格管理頁面右邊的驗證規則窗格中，按一下 、 或 ，來新
增、編輯或刪除規則。

• 如果在相同的位置定義多個規則，且某些規則有相同的優先順序時，您可以變更處理
規則的順序。若要將規則上移、下移，或移至清單頂端或底部，請選取規則，然後按
一下箭頭。請參閱資料驗證規則的評估與執行順序。

• 選取表單驗證規則選項：
表格 21-1    驗證規則選項

選項 描述
僅驗證具有此表單存取權的使用者 如果目前登入的使用者沒有表單的存取權，驗

證規劃單位時，請勿執行與表單相關的驗證。

第 21 章
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21-3



表格 21-1    (續) 驗證規則選項

選項 描述
僅針對含現有區塊的頁面進行驗證 啟用時，系統可找出哪些頁面組合具有潛在的

區塊並僅對那些頁面組合執行驗證。其中包含
少數例外。如果頁面組合僅含有任何「動態計
算」、「動態計算和儲存」、「標籤」，或者
「儲存」和一個子成員，則一律會載入該頁
面。

僅針對使用者可存取的儲存格和頁面進行驗證 啟用時，驗證會以目前登入的使用者身分 (不
是服務管理員身分) 執行，這表示使用者的安
全性將套用至表單成員。

11. 在表單與特設方格管理頁面中，預覽並驗證表單、解決任何驗證錯誤，然後儲存變
更。
若表單的資料驗證規則已啟用，會在載入或儲存表單時驗證規則。儲存表單時便會
儲存資料驗證規則。請參閱建立表單。
當使用者開啟表單時，可以使用資料驗證訊息窗格檢視和解決驗證訊息。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格式化儲存格與設定呈報途徑
設定規則之後，使用「處理儲存格」對話方塊來設定表單中的儲存格顯示方式，並根據
資料驗證更新呈報途徑。
如何設定儲存格的格式，並設定呈報途徑：
1. 在「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最右欄中的 。

備註：
如果未顯示圖示，請確定規則是有效的，而且該規則允許儲存格處理指
示。例如，Else、Range 和 Then 條件中包含儲存格處理指示。必須選取
規則的所有必要欄，才會顯示圖示。請參閱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2. 在「處理儲存格」對話方塊中，設定滿足此規則所定義條件時，表單的儲存格顯示
方式。
啟用規則時，您至少必須指定下列其中一個選項，才會驗證規則：儲存格背景顏
色、驗證訊息，或呈報途徑選項。
• 若要新增或更新儲存格背景顏色，請按一下 。若要移除儲存格背景顏色，請
按一下 。

• 若要顯示儲存格的驗證訊息，請在驗證訊息欄位輸入訊息。使用者可在選取當
您將滑鼠指標停留在表單的儲存格中時顯示之環境定義功能表中的顯示資料驗
證訊息時閱讀此文字。如果驗證規則標記資料儲存格，並選取在「資料驗證訊
息」窗格中顯示訊息核取方塊，則該文字也會以連結形式顯示於資料驗證訊息
窗格。如需有關檢視與解決資料驗證錯誤的資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

• 若要根據為該儲存格指定之資料驗證規則來更新核准單位呈報途徑，請選取
「核准」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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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資料儲存格處於技術上有效的狀態，且您僅更新儲存格背景顏色或指定驗證訊
息，則可以將此選項保留為無，以指定不變更呈報途徑。您也可以選取更新呈報途徑
或不呈報 (避免在條件滿足時呈報核准單位)。請參閱修改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3. 按一下確定。
規則的「程序」欄會顯示規則更新。如果您指定儲存格顏色，則會顯示該顏色。您可以將
游標移至「程序」欄上方，以預覽驗證訊息。

檢視資料驗證規則
遵照處理指示設定資料驗證規則之後，您可以使用「檢視規則」對話方塊，來檢視套用至所選
方格、列、欄或儲存格的所有規則。
若要檢視資料驗證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對話方塊中，按一下檢視規則，以檢視表單中此位置之此層級 (方
格、列、欄、儲存格) 上的所有規則。

2. 選取規則名稱，然後連按兩下規則，或者按一下確定，以檢視詳細資料。

資料驗證規則的評估與執行順序
對於表單中的資料驗證規則，規則評估的優先順序取決於條件優先順序、規則的位置，以及規
則在規則清單中的位置 (如果相同位置中存有多個規則)。首先會處理儲存格層級的規則。接
著，會處理欄層級的規則，之後再處理列層級的規則。最後才會處理方格層級的規則。系統會
根據規則在每個層級內規則清單中的位置來進行評估。
位置和定位會決定規則的處理順序。但是，處理指示的優先順序會決定要將哪個規則套用至資
料儲存格。因此，如果儲存格層級規則包含優先順序 4 的處理指示，而網格層級規則包含優先
順序 5 的處理指示，則網格層級規則將會套用至資料儲存格。如果所有規則都以相同優先順序
處理指示，則最先處理的規則會獲勝。優先順序取決於儲存格處理指示是否指定了驗證訊息、
顏色、不要呈報呈報途徑選項，或者這些設定值的組合。
表格 21-2    表單中規則的優先順序

預設條件優先順序 驗證訊息 顏色 不呈報
1 (最低) X
1 X
1 X X
2 X
3 X X
4 X X
5 (最高) X X X

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支援下列條件：If、Else、Else If、Then、Check Range 及 Range。
如需這些條件支援值的詳細資料與範例，請參閱下列章節：
• If、Else、Else If：If 條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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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n：Then 條件值
• Check Range、Range：Range 條件值

If 條件值
如需其他條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目前儲存格值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之目前資料儲存格的值滿足此條件時，才會執行動作。
運算子：
此函數的可用運算子如下：=、!=、<、<=、>、>=、Equals、Not Equals、Contains、
Starts With 或 Ends With。這些運算子會於所選的目標值執行動作，其可以是任意格式
值、儲存格值、欄值、列值或跨維度成員。
條件定義：
 

 

條件評估：
在上表顯示的條件中，含 member Row_Member1 之列 1 的儲存格在評估條件時會以紅
色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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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格值
動作：
當指定儲存格的值滿足條件時，才會執行動作。
運算子：
此函數的可用運算子如下：=、!=、<、<=、>、>=、Equals、Not Equals、Contains、Starts
With、Ends With。這些運算子會於所選的目標值執行動作，其可以是任意格式值、儲存格
值、欄值、列值或跨維度成員。
條件定義：
 

 

條件評估：
設計時期的儲存格可以在資料輸入期間展開成一或多個資料儲存格，如下圖所示。儲存格的值
是所有已展開資料儲存格的值總合。例如，儲存格 A1 的值是以紫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1+2+5+6+9+10=33)，而儲存格 A2 的值是以藍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13+14+17+18=62)。
 

 

欄值
動作：
當指定欄的值滿足條件時，才會執行動作。
運算子：
此函數的可用運算子如下：=、!=、<、<=、>、>=、Equals、Not Equals、Contains、Starts
With 或 Ends With。這些運算子會於所選的目標值執行動作，其可以是任意格式值、儲存格
值、欄值、列值或跨維度成員。
條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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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評估：
設計時期的欄可以在資料輸入時展開資料儲存格，如下圖所示。欄的值是目前列位置上
該欄中所有已展開資料儲存格的值總合。目前的列會變更為用以評估方格內變更之規則
的目前儲存格。
例如，當規則可用以評估含有成員 Row_Member1 之列 1 中的任何儲存格時，欄 A 的
值是以紫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1+2=3)。當規則可用以評估含成員 Row_Member3
之列 1 中的任何儲存格時，欄 A 的值是以藍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9+10=19)。同
理，當規則可用以評估含成員 Row_Member5 之列 2 中的任何儲存格時，欄 A 的值是
以綠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17+18=35)，依此類推。
 

 

列值
動作：
當指定列的值滿足條件時，才會執行動作。
運算子：
此函數的可用運算子如下：=、!=、<、<=、>、>=、Equals、Not Equals、Contains、
Starts With、Ends With。這些運算子會於所選的目標值執行動作，其可以是任意格式
值、儲存格值、欄值、列值或跨維度成員。
條件定義：
 

 

條件評估：
設計時期的列可以在資料輸入期間展開成一或多個資料儲存格，如下圖所示。列的值是
目前欄位置上該列中所有已展開資料儲存格的值總合。目前的欄會變更為用以評估方格
內變更之規則的目前儲存格。
例如，當規則可用以評估含成員 Column_Member1 之欄 A 中的任何儲存格時，列 1 的
值是以紫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合 (1+5+9=15)。同理，當規則可用以評估含成員
Column_Member2 之欄 A 中的任何儲存格時，列 2 的值是以藍色顯示之儲存格的值總
合 (14+18=32)，依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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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維度成員
動作：
當跨維度成員所參照之資料儲存格中的值滿足條件時，才會執行此動作。目前資料儲存格的成
員可完全符合其成員未指定於跨維度中之維度的儲存格。此成員名稱可使用任意格式輸入。

備註：
如果表單驗證規則使用跨維度運算子，則必須在表單上表示出跨維度儲存格。如果使
用者不想要在表單上看到，可以隱藏包含跨維度儲存格的欄或列。

運算子：
此函數的可用運算子如下：=、!=、<、<=、>、>=、Equals、Not Equals、Contains、Starts
With 或 Ends With。這些運算子會作用於選取的目標值。目標值可以是任意格式值、儲存格
值、欄值、列值或跨維度成員。它只能包含一個來自每個維度的成員，而且必須只包含列或欄
中的維度成員。
條件定義：
 

 

條件評估：
在方格層級上套用先前規則時，會在表單中的每個儲存格上呼叫規則，而該儲存格中的值會與
以紫色顯示之儲存格中的值進行比較。因此，Row_Member 5->Column_Member 2 上的儲存
格會變成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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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名稱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所在資料儲存格於交集中具備指定維度編號時，才會執行動
作。所選維度的成員名稱應該會在為其建立之表單的立方體中。
運算子：
運算子可以是：Equals、Not Equals、Contains、Starts With 或 Ends With。系統會選
取或輸入任意格式的目標值 (即成員名稱)。
條件定義：
 

 

成員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資料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指定維度編號 (或是任一經由評
估指定函數產生的成員) 時，才會執行動作。
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為 In 和 Not In。系統會選取或輸入任意格式的目標值 (亦即成員)。
包含屬性
規則可包含屬性值。如果「來源類型」為屬性，則可用的運算子為 Is，而且您可以在
「目標值」欄位中直接鍵入屬性值。如果「來源類型」為成員，則您可在「目標值」欄
位中選取 In 或 Not In 運算子，可藉由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成員選擇」對話方塊
中的變數來選取屬性。您可以使用成員選擇函數選取器來選取屬性函數，例如 NotEqual
和 GreaterOrEqual。
使用資料驗證規則中的屬性值時，請記住評估屬性的方法。如果規則參照來自一或多個
維度的一或多個屬性，則針對來自相同屬性維度的屬性值，會評估為 OR，針對來自不
同屬性維度的屬性，會評估為 AND。例如，如果規則包含屬性 IN Red、Blue、True 和
Big，則會以 (Red OR Blue) AND True AND Big 選取所有成員。如需其他資訊，請參閱
選擇成員屬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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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來源類型的條件定義
 

 

屬性來源類型的條件定義
 

 

科目類型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資料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指定科目類型的科目時，才會執行此動
作。系統會參照至所有目前支援的科目類型：費用、收入、資產、負債、權益及已儲存假設。
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是 Is。
條件定義：
 

 

版本類型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指定版本類型的版本時，才會執行此動作。
系統會參照至目前支援的版本類型 (標準自下而上式及標準自下而下式)。
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是 Is。
條件定義：
 

 

差異報表類型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指定差異報表類型的科目時，才會執行此動
作。系統會參照至可用的差異報表類型 (支出及非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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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是 Is。
條件定義：
 

 

使用者定義屬性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這個與指定維度成員相關聯的 UDA
時，才會執行此動作。UDA 參照是根據所選維度選取的。條件會以這個等於所選值之維
度的 UDA 為依據。您必須從下拉清單中選取 UDA 值。
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是 Is。
條件定義：
 

 

屬性
動作：
當已在其上呼叫規則的目前儲存格在其交集中具有這個與指定維度成員相關聯的屬性
時，才會執行此動作。屬性參照是根據所選維度選取的。條件會以這個等於所選目標值
之維度的屬性為依據。
運算子：
可用的運算子是 Is。
條件定義：
 

 

Then 條件值
動作：
Then 條件僅受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支援「處理儲存格」條件的支援。若要輸入「處理
儲存格條件」，請參閱格式化儲存格與設定呈報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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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定義：
 

 
如需其他條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Range 條件值
「檢查範圍」和「範圍」條件會一併使用。這些條件可用於 Then 子句的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
或是獨立使用。
如需其他條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檢查範圍
動作：
定義需要位於指定範圍內的值。
值：
此值可以是「目前儲存格值」或位於特定「列」、「欄」或「儲存格」中的值。
範圍
動作：
定義「檢查範圍」條件中的定義值有效範圍。此範圍包括所有大於等於最小值且小於最大值的
值。如果「檢查範圍」條件中指定的值落於此範圍之內，則此條件定義的處理指示會套用至呼
叫規則的資料儲存格。您可以定義多個值範圍並針對每個範圍提供不同的處理指示。
值：
您可以使用「儲存格值」、「目前儲存格值」、「列值」、「欄值」、「跨維度值」來定義範
圍的最小值與最大值。例如，下列規則可確保目前儲存格值為 >= 5 且 < 10。如果符合此條
件，則儲存格會以紅色顯示。
條件定義：
 

 
如需其他條件的相關資訊，請參閱規則建置器支援的條件。

資料驗證條件運算子
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中的條件運算子可包括以下類型的比較數：
• 數值比較數會使用以下的運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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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串值比較數會使用以下的運算子：Equals、Not Equals、Contains、Starts
With、Ends With、In 和 Not In。

規則可以比較不同資料類型的儲存格；例如，文字和智慧型列示。如果參照的值一律來
自某個儲存格，即會接受儲存格的資料類型。使用目前儲存格值與跨維度成員來參照儲
存格值即為此類案例。如果比較的值是來自多個儲存格 (例如，列值、欄值及儲存格值)
時，資料類型即會預設為「雙精度浮點數值」。
比較這些資料類型的值時：
• 如果是「雙精度浮點數值」，即會使用雙精度浮點數值的字串表示法，例如

"123.45"。如果此雙精度浮點數值是不具小數部分的整數 (例如 123.00)，便會使用
整數 (例如 "123")。

• 如果是文字，規則只會使用文字值進行比較。
• 其他所有資料類型 (幣別、非幣別、百分比及日期) 都會被視為「雙精度浮點數
值」。

表格 21-3     Starts With、Ends With 及 Contains 的結果範例

運算子 比較值 比較至值
Starts With 2.0 2

1234.0 12.0
101.0 10
2.0 2.0
2.5 "2."
"YearTotal" "Year"

Ends With 2.0 2.0
2.0 2
2.5 5
2.5 ".5"
"YearTotal" "al"
"YearTotal" "Total"

Contains 2.0 2.0
2.0 2
2.5 5
2.5 ".5"
2.5 2.5
23.567 3.5
23.567 67
23.567 "23."
23.567 ".56"
"YearTotal" "al"

資料驗證規則案例
這些案例提供資料驗證如何協助實作商業原則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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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1

John 任職於一家名為 Acme, Inc. 的公司顧問，需設計表單並實作會強制執行某些公司原則的
資料驗證規則。公司要求他實作下列驗證規則：如果實際值的總成本超過預算金額，即以紅色
標示實際金額。此測試必須於每年和每個期間，在應用程式中重複執行。John 設計了此表
單，並在儲存格層級上使用跨維度成員來新增資料驗證規則，如下圖所示。
設計時期的表單版面配置：
 

 

設計時期的資料驗證規則：
 

 

在資料輸入階段已套用資料驗證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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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John 將總成本分割為單獨區段，並在該區段上套用資料驗證規則，以便稍微提高效
能。但是，由於要在表單中新增科目和案例，這麼做會使得維護工作增加。

• 如果需求變更為只有實際值中的 YearTotal 期間必須以紅色標示，則 John 有兩種選
項。最好的選項是新增 IF 項目，以檢查期間成員是否為 YearTotal。另一個選項是
將 YearTotal 成員分割成個別欄，以取得更好的效能。但是，這會中斷分攤邏輯、
重複欄標頭「年份」，而且在新增年度之後，表單會變得越來越難維護。

案例 2

Acme 複查 John 於案例 1 中所設計的表單後，決定要將「預算」放在欄上而非列上。
若要實作此需求，John 可以移動軸中的成員，以變更表單版面配置。不過，他並不需
要更新資料驗證規則。John 所更新的表單如下圖所示。
設計時期的表單版面配置：
 

 

在資料輸入階段已套用資料驗證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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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在成功地推出這些表單後，John 被要求實作下一個原則，以確保今年的「預算」金額不會比
去年的「實際」金額高出許多。如果差額大於 5%，則會以紅色的旗標來標示差額。
John 決定使用具有成員公式的成員，計算今年的「預算」與去年的「實際」金額之間的差
異。他新增此成員公式：
@varper(@Prior("Actual", 1, @Relative("Year", 0)), budget)/100;

John 設計表單並在儲存格層級新增資料驗證規則，如下圖所示。他使用「成員名稱」將驗證
僅套用至「總成本」。
設計時期的表單版面配置：
 

 

設計時期的資料驗證規則：
 

 

在資料輸入階段已套用資料驗證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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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 如果 John 無權限變更大綱，或是如果他遇到與成員公式相關的效能問題，他可以
使用公式欄。請參閱使用公式列與欄設計表單。

• John 基於這些理由在「差異百分比」欄定義規則。
– 它可以改善效能。此規則只會在「差異百分比」欄中的儲存格上評估。如果已
將規則指派給 YearTotal，則必須針對目前年度預算的所有期間來評估該規則。

– 它可協助使用者回應資料驗證訊息。John 可以在「差異百分比」欄中新增訊息
來說明差異較高，而不是將它加入 YearTotal。透過此方式，使用者就不必尋找
「差異百分比」來判斷差異。

• John 可用紅色的旗標標示 YearTotal 和「差異百分比」(若這是要求的一部分)。
案例 4

除了用紅色的旗標標示儲存格之外，這個規則還必須防止任何人在今年的「預算」比去
年的「實際」金額高出許多 (> 5%) 時呈報核准單位。若要實作此要求，John 只要編輯
資料驗證規則的處理指示並選取不要呈報即可，如下圖所示。
設計時期的資料驗證規則：
 

 

案例 5

最後，John 被要求設計一個資料驗證規則，以驗證特定部門中員工的補助總額會落在
允許範圍內。此規則會評估作業部門中的「現有員工」。它會進行下列驗證：如果「補
助總額」大於允許的「最小值」，而且小於或等於員工等級之補助範圍的 ¾，則不需要
採取任何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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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補助總額」大於補助範圍的 ¾，便會提供驗證訊息，而核准單位必須經由人力資源經理
核准。如果值小於「最小值」且大於「最大值」，即會產生錯誤，使用者便無法呈報他們的核
准單位。
John 在「表單管理」對話方塊中開啟「員工費用摘要」表單。該表單會在頁面上提供員工和
部門、在列上提供科目 (例如「補助總額」)，並在欄上提供期間。為了使驗證更容易建置，
John 新增了已計算的列來計算補助範圍的 ¾，並在表單中新增了「最低補助」和「最高補
助」成員，如下圖所示。適用於員工等級的「最低補助」和「最高補助」是使用成員公式計算
得出。
設計時期的表單版面配置：
 

 

可停止呈報核准單位的資料驗證規則：
 

 

可將人力資源經理新增為複查者的資料驗證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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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輸入階段已套用資料驗證且已顯示驗證訊息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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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管理應用程式及系統設定值

設定應用程式預設值及系統設定值，例如數字格式、通知、顯示在頁面上的項目數、日期格
式，及指派應用程式所有權。
另請參閱：
• 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 定義使用者變數
• 自訂顯示
變更您的顯示主題或將公司標誌或背景影像新增至首頁。

• 公告即將到來的事件
• 指定物件標籤

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您可以控制應用程式和系統的許多方面，例如：
• 如何在表單中顯示千位數、小數和負數
• 定義您要獲得相關通知的動作
• 顯示使用者的全名而非使用者 ID

• 設定報告選項
• 將應用程式所有權指派給另一個服務管理員
若要變更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
2. 指定目前應用程式的預設值。如需設定的描述，請參閱下面的「應用程式設定值」表格。
3. 指定系統設定值。如需設定的描述，請參閱下面的「系統設定值」表格。
4. 按一下儲存。
表格 22-1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別名設定 如需選項描述，請參閱指定預設別名表以及設定成

員與別名顯示選項。
數字格式 如需選項描述，請參閱數字格式。
核准 選取是否顯示別名、顯示未啟動的核准單位，以及

在核准通知中以別名顯示核准單位。
通知 啟用任務清單、核准及工作主控台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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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1    (續)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頁面 設定在頁面上縮排成員的預設值，以及設定頁面下

拉清單中的項目數目。
請注意，頁面下拉清單上的項目數目選項可讓您縮
短成員清單，如此可以更容易看到搜尋方塊。例
如，若清單縮短成 10 個成員，則您不需捲動就能
看到搜尋方塊。

其他選項 設定這些其他組態選項：
• 日期格式
• 屬性維度日期格式
• UI 顯示：選擇標準介面或精簡介面。
• 部分方格提取大小 (列，欄)：以 nn,nn 的格

式輸入列數和行數
• 隱藏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管理選項
• 對特設唯讀角色啟用資料載入
• 設定規則於背景執行之前的秒數：輸入介於 0
與 600 之間的值。

備註：
設定成於載入或儲存表單時即自動
執行的規則，絕不會在背景執行。

• 用戶端日誌層級：會在錯誤、警告和資訊性的
訊息發生時，顯示已連線資料來源的所有這些
訊息，但您可以選擇要在瀏覽器主控台日誌檔
中，記錄哪個訊息層級的訊息。此設定值僅適
用於使用 Oracle JET 技術的 Web 介面。請選
取要顯示與記錄的訊息層級：
– 無：隱藏所有訊息。
– 資訊：所有的訊息，其中包括警告和錯
誤。這是診斷問題的建議選項。可能會對
效能造成不利影響。

– 警告：警告訊息和錯誤層級訊息。可能會
對效能造成不利影響。

– 錯誤：僅限錯誤訊息 — 這是一般用途的
建議選項。只會對效能形成極少影響。

– 一般：資訊層級訊息以及所有伺服器回應
和要求。會對效能形成不利影響。

• 在特設中啟用使用者公式：如果您選取是，則
在特設方格中，當您將游標停留在已附加成員
公式的儲存格上時，您會看到與該儲存格相關
聯的成員公式，還可以即時執行計算。

• 在區段下拉清單中篩掉已排除的成員：預設值
為是。選擇否以顯示表單中列下拉清單 POV
中己排除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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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1    (續)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預測規劃 預測規劃選項，用於指定：

• 要用於最差案例和最佳案例值的預測間隔。也
會套用至「自動預測」。

• 選取與表單相關聯之立方體的預測立方體，您
可以在其中執行預測。

• 選取歷史實際值儲存所在之立方體的來源立方
體。這可以是與「預測」立方體相同的立方
體，或是不同的立方體。

• 來源立方體的 POV。定義歷史資料來源的
POV 時，您可以從所有維度中選取成員。如果
您未指定維度的成員，則預測規劃會在預測期
間使用「案例」維度和其他維度中的「實際
值」成員，並使用表單 POV 中的成員。

請注意下列事項：
• 如果您要為來源資料和預測使用不同的立方
體，則它們必須在相同的應用程式中。

• 對於每個預測立方體，您可以指定來源立方體
(這可以是與預測立方體相同的立方體，或是不
同的立方體) 以及來源立方體的 POV。

• 您可以選取應用程式中每個立方體的 POV。
數位助理設定值 如果您已實作 EPM Digital Assistant，請指定該助

理的組態設定值。
備註：這些設定值是較大組態程序的一部分，可讓
您使用「數位助理」。使用數位助理之前，您必須
先完成組態步驟。請參閱 Oracle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數位助理快速入門中
的 EPM 中的必要組態。
• 通道 ID - 輸入您為「數位助理」建立 Oracle

Web 通道時所產生的通道 ID。
• 服務名稱 - 輸入 Digital Assistant URL，這是

您在登入 Oracle Digital Assistant 服務時看
到的服務 URL。輸入前面沒有 http:// 或
https:// 的 URL。

表格 22-2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顯示使用者的全名 如果選取，系統會顯示使用者的完整名稱 (例如，

Max Hennings)。如果清除，系統會顯示使用者的
ID (例如，VHennings)。

在立方體重新整理中包含共用成員 如果選取，共用成員會根據指派給基礎成員和共用
成員之父項的存取權組合，繼承最高的安全性存取
權。
如果未選取，共用成員會繼承指派給基礎成員的安
全性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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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2    (續)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在「資料庫重新整理」顯示「自動更正錯誤」選項 選擇後，此設定會修正業務程序與 Essbase 之間成

員識別 (ID) 不相符的問題。
在某些情況下，成員的身分會以某種方式變更而導
致應用程式所使用的多維度資料庫無法完全辨識。
如果無法在系統所有部分完全正確建立成員的身
分，有時候可能會造成一些階層問題，例如成員排
序不正確、該成員下方缺少子項、缺少一些同層
級，或缺少某些特性等等。自動更正 (如果啟用且
選取) 會偵測這類成員並更正他們的身分，讓系統
所有部分都能完全正確辨識這類成員及其階層、特
性和同層級。

電子郵件字元集 選取 UTF-8 或區域設定。
商業規則通知 如果設成是，可在 (先決條件為已於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啟用通知) 規則完成或發生錯誤時通知
使用者或群組。在通知這些使用者中，選取要通知
的使用者或群組。

允許在特設中向下鑽研共用成員 • 是可在特設方格中鑽研共用成員。
設定為是時，畫面會顯示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
核取方塊。
請注意，當此選項設定為是時，系統不會支援
隱藏區塊的功能。如何停用隱藏區塊的功能：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請
依序前往選項、資料選項，然後停用隱藏
無資料的區塊。

– 在 Web 中，請依序前往偏好設定、特設
選項，然後停用缺少列的區塊。

• 否，不能在特設方格中鑽研共用成員。
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 允許特設方格使用者從共用成員向下鑽研 (或放大)

至基底階層中的所有層級。此核取方塊選項只適用
於「標準」模式的應用程式。
當允許在特設中向下鑽研共用成員設定為是時，畫
面會顯示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核取方塊。
共用成員通常會是其基底階層中的某個父成員。當
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核取方塊已啟用時，使用者可
以利用縮放選項所有層級或底層，從共用成員向下
鑽研至基底階層。
當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核取方塊已停用時，使用者
可以利用下一個層級縮放選項，放大至基底階層的
各個層級，但一次放大一個層級。
系統並不支援對共用成員進行多儲存格放大的功
能。

最小化電子郵件核准程序 減少使用者在使用「核准」時接收的電子郵件數
量。預設值為否。
如果選取是，則只會傳送一個電子郵件通知 (針對
批核准的父實體) 會傳送給規劃單位的新擁有者。
對於規劃單位階層中的每個子實體，不會傳送個別
電子郵件通知。如果選取否，在父節點設定的擁有
者會就選取的節點收到電子郵件，以及就每個子節
點各收到一個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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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2    (續)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為後者啟用應用程式使用 決定使用者是否可以存取處於管理模式的應用程

式，例如，進行備份期間。當您選取管理員時，如
果有任何非管理員的使用者登入應用程式，將會遭
到系統拒絕，而且將無法登入。若要還原所有使用
者對應用程式的存取權，請選取所有使用者。

指派應用程式擁有者 將應用程式的所有權指派給另一個服務管理員。
如需有關應用程式所有權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應用程式所有權。

啟用取代變數的顯示功能 設定當使用者回應商業規則中的執行時期提示時，
替代變數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中的顯示方式。
全部顯示會顯示所有替代變數。不顯示，不顯示替
代變數。啟用篩選，只顯示對執行時期提示有效的
替代變數。

隱藏模式 針對 Web 中及智慧型檢視中的特設方格，為其中
包含缺少資料或零值的列和欄，選擇隱藏行為。
• 僅隱藏缺少的值 (預設值)：隱藏包含「無資料/
缺少資料」的列或欄，或是兩者皆隱藏。

•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時也隱藏值為零的部分：隱
藏同時包含「無資料/缺少資料」和「零值」的
列或欄，或是兩者皆隱藏。

智慧型檢視特設行為 系統會自動把所有全新及重新建立的應用程式設定
為標準。
對於現有和已移轉的應用程式，您可以選擇是否要
啟用智慧型檢視中增強的特設功能及行為：
• 原生 (預設值)：不啟用增強的特設功能。

所有智慧型檢視版本皆支援。
• 標準：啟用增強的特設功能。
智慧型檢視版本 11.1.2.5.900 及更高版本支
援。

如需在「標準」模式中可用之增強特設功能的完整
描述，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 EPM Cloud 中的智慧型檢視行為選項。

啟用以案例期間為基礎的幣別計算 選擇是否在表單和批次幣別規則中啟用以案例期間
為基礎的幣別計算。選取是，會將幣別計算限制為
針對該案例期間所定義的範圍。選取否，則一切計
算均以匯率為報告幣別為基礎，而不受限於以案例
期間範圍為基礎。請注意，幣別轉換指令碼的行為
取決於執行該規則時的這項應用程式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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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2-2    (續)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在每日維護期間匯出「EPM Cloud 智慧型列示」
文字資料以進行增量資料匯入

選擇是否要在每日維護程序期間執行完整的匯出，
或者要建立應用程式備份：
• 是：執行完整的匯出，讓系統以遞增的方式，
將資料 (包括業務程序「智慧型列示」資料) 匯
入應用程式 (此選項可能會延長維護程序的持
續時間)

• 否 (預設值)：在執行維護程序的期間，建立應
用程式備份，讓資料可在完整還原的過程中使
用

請注意，此設定僅適用於不支援混合的 Essbase。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冊中的
每日維護期間針對增量資料匯入進行匯出「智慧型
列示」文字資料。

連結帳戶 - 依預設 對於區塊儲存 (輸入) 立方體，選取預設情況下是否
為 XREF 連結的帳戶成員：
• 是 (預設值)：系統會根據帳戶成員來建立

XREF，且應用程式會以舊版的運作方式來運
作。

• 否：系統不會為帳戶成員建立 XREF，這可改
善應用程式的效能。選取否之後，執行立方體
重新整理後，將刪除帳戶成員上所有現有的
XREF，而且非來源立方體將不再顯示來源立
方體的資料。

請注意，特定帳戶成員的 HSP_LINK 和
HSP_NOLINK UDA 會置換這些帳戶成員的 XREF 設
定。例如，如果此選項已設為否，而且您使用
@XREF 函數查閱另一個立方體中的資料值，以從目
前立方體計算值，則可將 HSP_LINK UDA 新增至
此類成員，以便僅針對這些特定成員建立 @XREF 函
數。如果此選項設為是，HSP_NOLINK 的運作方
式與舊版相同，並且可避免在特定成員上建立
XREF。

屬性維度重新排序臨界值 請輸入介於 0 與 500 之間的臨界值 (500 是預設
值)。
針對屬性維度，當指定父項下的成員數量超出指定
的臨界值時，系統會在中繼資料載入結束時 (而不
是在載入期間) 重新排列這些成員的順序。視屬性
維度的特定形狀而定，調整此數字可能會影響效
能。一般來說，您可以忽略此設定值，除非屬性維
度載入時間已惡化到您無法接受的等級。

設定報告選項 如果您使用下一代的報表報告解決方案，Oracle 建
議您使用此設定值上傳您公司使用的任何
TrueType 字型來產生報表。
若要上傳 TrueType 字型，請依序按一下報表設定
值、管理字型、 ，然後選取要上傳的字型檔
案。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使用報表報告解決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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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使用者變數
您可以定義使用者變數以協助使用者專注於特定成員，例如其部門的費用。例如，您可以建立
表單，並在列中包含實體及稱為「部門」的使用者變數。選取「部門」使用者變數的成員 (如
「銷售」)，可限制表單所顯示的列數。之後還可再選取「部門」的其他值，如「行銷」。
若要更新使用者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2. 按一下使用者變數頁籤。

3. 按一下變數旁的  以進行變更。
4. 在成員選擇上選取成員。

自訂顯示
變更您的顯示主題或將公司標誌或背景影像新增至首頁。
在外觀頁面上，您可以變更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環境的整體外
觀及操作。所有新建立或重新建立的 EPM Cloud 服務、業務程序及應用程式，都將
「Redwood 體驗」當作預設的主題。「Redwood 體驗」不僅提供吸引人的外觀和感覺，還包
含一些特定功能，例如其他主題沒有的動態頁籤。如果您選擇不要使用「Redwood 體驗」，
可以改為從預先定義的傳統主題組成的清單中挑選某個主題，而這些主題都擁有不同背景顏
色、圖示樣式等等。您也可以在首頁新增品牌標誌和背景影像，並隱藏業務程序名稱。如需使
用「首頁」的一般資訊，請參閱關於首頁。

備註：
您可以在使用者偏好設定中設定要顯示在首頁的「公告」面板頂端的設定檔圖片。按
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使用者偏好設定。
如需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中的設定您的設定檔圖片。

若要自訂顯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外觀。
2. 從下列的自訂選項中做出選擇：
• 啟用 Redwood 體驗：選取後即可享受我們預設的使用者體驗，還能使用只在

Redwood 體驗中才有的功能。如果此選項已停用，畫面就會顯示主題選項。
• 主題：清除啟用 Redwood 體驗選項後才可使用。請從由預先定義的傳統主題組成的
清單中，選取某個選項。

• 標誌影像和背景影像：將預先定義的 Oracle 標誌和主題式背景影像替換成自己的影
像。請選取檔案以選擇儲存在本機的自訂影像檔案，或是選取 URL 以選擇自訂影像
URL。受支援的圖形格式為 .jpg、.png 或 .gif，且檔案的上傳限制為 5MB。若您選取
預先定義，即可選擇主題式標誌和背景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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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支援安全的 URL。URL 的開頭必須是 "https" 而不是 "http"。

• 顯示業務程序名稱：根據預設，業務程序名稱會顯示在首頁上的標誌旁邊，以
及在瀏覽器頁籤開啟時，顯示在該頁籤上。只要選取否，即可隱藏首頁上的業
務程序名稱，以及顯示在瀏覽器頁籤上的文字 Oracle 應用程式。

請注意下列事項：
• 您無法編輯或刪除預先定義的主題或建立自訂主題。
• 標誌和背景影像都可以自訂。為避免讓影像變形，標誌影像必須是 113 像素 X

32 像素，或是相同比例的影像。
預設的背景影像大小為 1024x768。您可以使用較大的背景影像，但影像將調整
為符合您畫面解析度設定的大小，且影像將會垂直置中。若您希望背景影像同
時符合瀏覽器和行動裝置的大小，Oracle 建議您將影像調整為符合您最大畫面
(或是最高解析度裝置) 的大小。

• 切換到新主題時，使用自訂背景影像的客戶可能需要確定圖示和標籤的顏色對
比度是否正確無誤。如須修改，您可以考慮選擇不同的主題或合適的背景。

公告即將到來的事件
建立及傳送公告以通知使用者即將到來的事件，例如系統維護或工作執行。公告顯示於
應用程式首頁上的公告區。
如需公告區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首頁
若要建立宣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公告。
2. 按一下建立，然後輸入資訊，例如：
• 概述公告目的的主旨
• 開始日期；傳送公告的時間。結束日期是選擇性的。
• 內容。您可能需要先選取編輯模式 (RTF 或原始程式碼)。

指定物件標籤
工具叢集上的物件標籤頁面可讓服務管理員根據使用者的瀏覽器地區設定來自訂物件標
籤 (物件名稱、描述等等)。
以下是一些範例：
• 若您建立的表單使用您不想向使用者顯示的加密名稱，您可以為表單定義有意義的
名稱，以使用者的語言顯示。

• 如果您要為物件建立只以使用者的語言顯示的有用指示，例如：
「此公式會計算休假中的正式員工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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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 哪些物件標籤可以本地化？
• 使用物件標籤方格
• 新增語言及定義本地化物件標籤
• 匯出和匯入物件標籤以進行編輯

哪些物件標籤可以本地化？
應用程式支援變更下列物件的語言：
• 卡
• 叢集
• 儀表板
• 資料對映
• 資料驗證規則
• 維度
• 資料夾
• 表單
• 成員
• 功能表
• 功能表項目
• 導覽流程
• 立方體
• 核准單位階層
• 報表
• 規則
• 規則集
• 智慧型列示
• 智慧型列示項目
• 頁籤
• 任務
• 任務清單
• 範本
• 使用者變數
• 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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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物件標籤方格
物件標籤頁面會顯示依物件與特性類型篩選的 Excel 樣式試算表方格。
方格的列軸會顯示物件及其特性。
方格的欄軸會顯示下列欄：
• 物件：物件的類型 (例如「任務清單」或「規則」)

• 特性：物件的特性類型 (例如「名稱」、「描述」等等)

• 預設：顯示在建立物件時定義的物件標籤。
新增某一語言之後，新欄會顯示在預設欄的右側。
若要檢視及篩選物件標籤方格：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2. 若要篩選，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 ，然後選取您要使用的物件。對於某些物件，您可以依特性類型進
一步進行篩選。

b. 按一下套用以關閉篩選視窗並顯示依物件類型與特性類型篩選的物件方格。

新增語言及定義本地化物件標籤
服務管理員可以針對某個物件，從支援的語言清單將語言新增到物件標籤方格。您一次
只能選取一個語言。當您新增語言時，會將該語言的新欄新增到預設欄右邊的方格。語
言特定欄中的儲存格可編輯。

提示：
使用此方法將標籤直接新增到物件標籤方格中。若您一次只需要新增或更新一
些標籤，這是理想的方法。對於大量變更或編輯物件標籤；例如，影響多個標
籤的術語變更，使用匯出功能在 Excel 中進行編輯，然後再匯入。請參閱匯出
和匯入物件標籤以進行編輯。

若要新增語言，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2. 按一下 ，然後選取您要使用的物件。對於某些物件，您可以依特性類型進一步
進行篩選。

3. 按一下套用。
4. 按一下新增語言。
5. 從支援語言清單中進行選取。
6. 在語言特定欄中，將物件標籤輸入各物件特性 (「名稱」、「描述」等等) 的可編輯
儲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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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物件標籤方格不支援使用 Ctrl+C (複製) 和 Ctrl+V (貼上)。

7. 按一下儲存。

備註：
當您為「預設」導覽流程定義本地化物件標籤時 (例如，編輯首頁上的圖示名稱)，您
所做的更新將自動延伸至所有導覽流程。但是，如果您為另一個不是「預設」流程的
導覽流程定義本地化物件標籤，則此更新會置換來自「預設」流程的標籤。

匯出和匯入物件標籤以進行編輯
您可以匯出指定語言的所有物件標籤來加以編輯。只會匯出已經有標籤的物件。標籤會以
Excel 檔案格式 (XLSX) 匯出。在您編輯標籤後，可以將標籤匯回應用程式中。

提示：
使用此方法來依語言大量變更或編輯物件標籤；例如影響多個標籤的術語變更。若要
更新個別物件標籤，您可以在物件方格中直接編輯它們。請參閱新增語言及定義本地
化物件標籤。

若要依語言匯出所有物件標籤以進行編輯，然後再匯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2. 匯出包含所有物件標籤的 XLSX 檔：

a.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出。
b. 選取匯出檔案的目標位置：
• 本機：將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
• 寄件匣：將匯出檔案儲存至伺服器。請參閱使用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
檔案。

c. 選擇語言。
d. 按一下匯出。

3. 在 XLSX 檔中編輯標籤。
4. 匯入 XLSX 檔：

a.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
b. 選取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載入匯入檔案。針對來源檔案，按一下瀏覽 來選取您電
腦上要匯入之物件的匯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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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件匣：從伺服器載入匯入檔案。輸入來源檔案中的檔案名稱。請參閱使用
收件匣/寄件匣瀏覽器上傳和下載檔案。

c. 按一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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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存取更多管理任務

相關連結
• 關於導覽器功能表
• 管理資料載入設定值
•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
• 管理動作功能表
• 管理別名表
• 管理維度
• 管理表單
• 管理規則
• 管理規則安全性
• 管理智慧型列示
• 管理任務清單
• 設定使用者偏好設定
• 管理變數
•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 複製資料
• 複製資料版本
• 管理應用程式診斷
• 管理核准
• 管理核准單位階層
• 指派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組合

關於導覽器功能表
您可以從導覽器功能表存取其他管理任務。
按一下首頁上的導覽器  會顯示連往更多業務程序功能的連結清單。

備註：
部分連結只有在您從桌面存取業務程序時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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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料載入設定值
指定參數，使資料能夠直接載入應用程式資料庫。如果您要根據動因維度的唯一 ID，將
詳細資料載入父項維度成員的子成員，則可以選擇性地使用進階設定值。
例如，公司可能會載入具有「到職日期」、「職位」、「底薪」、「薪資類型」等科目
資料的 Employee 維度成員。由於人力資源資料包括新員工與現有員工的預留位置，因
此公司可能會設定下列進階設定值：
• 資料載入維度父項：New Employees、Existing Employees

• New Employees 唯一 ID：「到職日期」、「位置」
• Existing Employees 唯一 ID：「底薪」、「薪資類型」
在資料載入期間，會評估 New Employees 與 Existing Employees 的子成員是否已更新
資料。唯一 ID「到職日期」、「職位」、「底薪」和「薪資類型」可判斷是否已更新現
有資料載入維度值，或是否已加入新值。如果唯一識別碼的資料值相同，則會更新資
料。如果資料值不同，則會使用下一個可用的子成員。
若要指定載入資料的參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按一下資料載入設定值。
2. 對於資料載入維度，請選取為應用程式載入資料的維度 (例如 Employee)。
3. 針對 Driver 維度，請按一下 ，以選取要載入資料的維度。
例如，如果您要將資料載入 Employee，則動因維度可能是 Account。

4. 選取驅動程式維度的成員。
例如，如果動因維度是 Account，則動因維度成員可能包括「到職日期」、「等
級」、「職位」、「底薪」及「薪資類型」。

5. 選擇性：若要使用進階設定值，請完成這些步驟。
a. 按一下 ，來新增列。
b. 在新欄位的右邊，按一下 ，並選取父成員。
如需選取成員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c. 在父成員右邊的動因維度唯一 ID，選取成員做為唯一 ID。(為這個欄位選取的
成員必須包含在頁面頂端選取的「動因維度」成員清單中)。
每個父成員都必須至少包括一個唯一的 ID 成員。這些成員可判斷是否已更新現
有的資料載入維度值，或是否已加入新值。

d. 如有需要，重複先前的步驟來繼續新增列。
e. 若要複製或刪除列，請在列內按一下，然後按一下 或 。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資料的基本程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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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將資料從來源系統匯出至 CSV 檔案
2. 使用資料載入對映來定義來源系統資料與成員間的關係
3. 針對位置定義資料載入規則；您可以為應用程式建立多個資料載入規則，以便從多個來源
匯入資料至目標應用程式。

4. 執行資料載入規則，將資料匯入應用程式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業務程序中定義及執行檔案式的資料整
合。  使用資料整合將資料載入 Planning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資料
若要使用資料管理匯入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將資料匯入應用程式，使用下列章節的資料和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請參閱以下範例：
• 匯入案例個案 1：在成員名稱相符時匯入資料
• 匯入案例個案 2：在成員名稱不相符時匯入資料

匯入案例個案 1：在成員名稱相符時匯入資料
當來源系統中的成員名稱和應用程式中的成員名稱相符時，此範例可引導您完成將資料匯入至
應用程式的步驟。
請參閱複查匯入格式。

匯入案例個案 2：在成員名稱不相符時匯入資料
如果來源維度與目標維度之間存在差異，請使用對映功能建立維度之間的關係。來源資料與目
標資料使用不同格式的範例：
• 來源「會計科目表」結構由「公司」、「科目」、「子科目」、「部門」和「產品」組
成，但目標應用程式僅使用「部門」、「科目」和「產品」。

• 來源「會計科目表」的「處」具有多個層級，但目標應用程式僅使用「處」層級。
• 來源科目編號使用 8 個字元，但目標應用程式僅使用科目的開頭 6 個字元。
本節提供範例，說明當來源系統中的成員名稱和目標中的成員名稱不相符時，如何將資料匯入
至目標應用程式。
請參閱這些步驟然後再執行下列程序：
• 複查匯入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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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查預設位置

備註：
以下範例假設來源系統在電子產品產品線中具有多種產品 (例如，電視、智慧
型電話、電腦)，但目標應用程式僅在聚總的電子產品層級儲存資料。您要從
來源系統中的所有電子產品匯入資料，但要在目標中將它們聚總至 Product 維
度的「電子產品」層級。

表格 23-1    電子產品與家用電器階層

在來源系統中 在目標應用程式中
電子產品 110 - 電視 電子產品 (包括所有電視、電話和電腦)

120 - 電話
130 - 電腦

家用電器 210 - 洗碗機 家用電器 (包含所有洗碗機和烤箱)
220 - 烤箱

若要設定此範例的資料載入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按一下資料管理。
2. 按一下工作流程，然後按一下資料載入對映。
3. 從維度中選取 Product。
4. 按一下類似，在來源值欄位輸入 "1*" 以匯入所有「電子產品」的資料 (以 "1" 開頭
的產品代碼)。

5. 在目標值欄位中，輸入「電子產品」。
您可以建立多個對映，以匯入和聚總其他產品線。例如，您可以建立另一個對映然
後在來源值欄位中輸入 "2*" 以匯入所有「家用電器」(以 "2" 開頭的產品代碼)，以
及在目標值欄位中輸入「家用電器」。

6. 按一下儲存。
資料載入規則執行時 (請參閱建立和執行資料載入規則)，會將開頭代碼是 "1" 的所
有電子產品的資料表匯入並聚總於目標應用程式中的「電子產品」層級。

複查匯入格式
建立應用程式時，會以 appname_1 的名稱自動建立預設匯入格式。您可使用此匯入格
式將來源資料檔案對映到應用程式。此匯入格式假設 CSV 檔案中的維度順序如下：
Account、Entity、Amount，然後是依字母順序排列的任何自訂維度。如果您要使用不
同的檔案格式，請調整格式。
若要複查預設匯入格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上，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按一下資料管理。
2. 按一下設定，然後按一下匯入格式。
3. 確認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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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在明細底下，檔案分隔符號指定在檔案中分割值的字元。
• 在對映下，欄位編號可指定載入檔案中的欄位順序。匯入格式假設的維度的
順序為 Account、Entity、Amount，然後是任何使用者定義維度。所有維度
必須是字母順序。

4. 按一下儲存。
請參閱複查預設位置。

複查預設位置
位置是做為從資料管理載入資料的容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以 appname_1 的名稱自動建立
預設位置。
若要複查預設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上，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按一下資料管理。
2. 按一下設定，然後按一下定位。
3. 複查「位置」設定值。例如：

您可以視需要更新「位置」以包括不同的選擇，以因應檢查規則等層面。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4. 按一下儲存。
請參閱建立資料載入對映。

建立資料載入對映
資料載入對映定義一個維度內來源維度成員值與目標維度成員之間的關係。對映用來根據來源
值衍生每個維度的目標成員。資料管理在資料載入期間會使用資料載入對映，以維度化要載入
至目標維度的資料。您必須對每個目標維度建立資料載入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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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資料載入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選取工作流程頁籤，然後按一下資料載入對映。
3.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針對每個維度選取然後定義來源值與目標值之間的關係。
您必須針對您要匯入的每個資料值指定維度交集。
例如：

a. 因為本範例中的來源和目標成員名稱相符，在 Like 頁籤上的來源值和目標值文
字方塊中輸入 *。

b. 在規則名稱下，輸入規則名稱。
c. 按一下儲存。

請參閱建立和執行資料載入規則。
建立和執行資料載入規則

建立資料載入對映後，您要定義資料載入規則。資料載入規則定義在位置內。
若要建立並執行資料載入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在工作流程頁籤上，按一下資料載入規則。
3. 按一下新增。
4. 您可在資料載入規則視窗上的詳細資料下方定義規則。
5. 在此範例中，您將瀏覽至檔案：

a. 輸入規則的名稱和描述。
b. 針對類別，選取應用程式案例。

備註：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建立預設「類別」對映以對映 Scenario 維
度，並根據 Period 維度建立預設「期間」對映。

c. 選取您要載入資料的立方體。
d. 按一下選取以瀏覽至資料載入檔案。
e. 按一下儲存。

6. 若要使用您建立的對映執行資料載入規則，請按一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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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料管理中排定工作
您可以藉由設定排程，來設定資料載入規則的執行時間。您可以在每週星期五將實際收入資料
匯入至應用程式。
要排定工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選取工作流程，然後按一下資料載入規則。
3. 完成載入規則資訊。
4. 按一下排程。
5. 指定排程類型，再選取關聯的日期和時間參數。
表格 23-2    排程詳細資料與參數

排程詳細資料 日期和時間參數
簡單 日期

小時
分鐘
秒
選取 (AM/PM)

每小時 分鐘
秒

每天 小時
分鐘
秒
選取 (AM/PM)

每週 星期一 - 星期日
小時
分鐘
秒
選取 (AM/PM)

每月 (日期) 每月日期
小時
分鐘
秒
選取 (AM/PM)

每月 (工作日) 日期
日
小時
分鐘
秒
選取 (AM/PM)

6.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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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研至來源資料
您可以從應用程式到資料管理登陸頁面對值進行鑽研。此登陸頁面顯示「總帳」科目和
標示為超連結的餘額，用於在應用程式中植入儲存格。如果已經在應用程式的匯入格式
選項中指定 URL，資料會以其載入至瀏覽器時的粒度顯示。依據 URL 進行鑽研需要使
用者連線至資料所在的伺服器。

如需詳細資訊
如需更多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
料管理 中的下列章節。
定義類別對映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建立預設「類別」對映，將 Scenario 維度對映到資料管理類
別。若要更新預設對映，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定義期間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根據應用程式的「期間」建立預設「期間」對映。若要更新預
設對映，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
理 。
建立資料載入對映
如需有關下列主題的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 使用明確方法建立對映
• 使用介於方法建立對映
• 在類似對映的來源值表示式中使用特殊字元
• 在目標值表示式中使用特殊字元
• 忽略成員對映
• 匯入成員對映
• 匯出成員對映
定義資料載入規則
在您定義資料載入對映後，您可定義應用程式的資料載入規則。資料載入規則為針對位
置進行定義。
如需有關下列主題的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 建立資料載入規則
• 定義資料載入規則詳細資料
• 定義以檔案為基礎之來源系統的資料載入規則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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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料載入規則
資料載入規則建立後，您可以進行編輯、執行或刪除。
如需有關下列主題的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
• 編輯資料載入規則
• 執行資料載入規則
• 檢查資料載入規則
• 刪除資料載入規則
使用資料載入工作台
資料載入工作台可讓您從 Data Management 中的來源以互動方式執行資料載入程序。此外，
使用者還可以檢視和複查從來源系統匯入的資料。
主要功能包括：
• 具有匯入和匯出選項的互動式「載入程序」 (可執行匯入、驗證、匯出和檢查的 4 步驟精
靈)

• 佈建以檢視「來源」(所有) /「來源」(對映) /「目標」/「來源和目標」值
• 顯示「PTD YTD 值」以供就緒參照
• 「有效」、「無效」、「已忽略」和「所有資料」的顯示選項
• 「線上載入」和「離線載入」程序
• 匯出到 Excel

• 從資料載入工作台鑽研至來源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
理 。
在 Planning 中整合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資料
資料管理可協助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應用程式和規劃應用程式之間進行的資料載入和寫
回。專門負責總帳與預留預算控制作業的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使用者可使用 Planning 做
為財務規劃應用程式。使用者可在 Oracle General Ledger 應用程式中產生試算表，然後使用
在 Data Management 中的一些簡單建構將它載入 Planning。此外，來自 Planning 的資料可
寫回至 Oracle Financials Cloud。兩種程序皆支援使用適用於的雲端業務程序的 WebCenter
Content Management，它含有 Oracle General Ledger 與規劃所提供的資料。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
理 。
程序描述
在高階中整合 Planning 中資料的步驟：
1. 建立包含「總帳」結餘對映目標維度的應用程式。若要建立應用程式，請參閱管理

Planning 中的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2. 從 Oracle Financials Cloud 擷取總帳職責檔案，並將其移至應用程式。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擷取總帳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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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總帳檔案登錄及設定來源連線。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設定資料管理的來源連線」。

4. 從總帳檔案將資料載入應用程式。將資料對映至應用程式維度後，寫回資料至
Oracle Financials Cloud。請參閱在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寫回總帳」。

5. 您可以選擇性地從整合式應用程式擷取資料，以建立自訂目標應用程式。請參閱 管
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 中的「將整合
的 EPM Cloud 與 Oracle General Ledger 資料擷取至純文字檔」。

管理動作功能表
另請參閱：
• 建立及更新動作功能表
• 使用動作功能表項目
• 定義動作功能表項目

建立及更新動作功能表
服務管理員可建立滑鼠右鍵 (或動作) 功能表並使其與表單產生關聯，讓使用者按一下表
單中的列或欄並選取功能表項目以進行下列作業：
• 啟動其他應用程式、URL 或商業規則，無論有無執行時期提示
• 移至其他表單
• 移至具有預先定義案例及版本的「管理核准」
• 開啟工作
按一下滑鼠右鍵出現的環境設定會轉送到下一個動作：POV 及頁面、使用者所按的成
員、列左側或欄上方的成員。
設計表單時，請使用其他選項選取可供「表單」功能表項目類型使用的功能表。在您更
新應用程式時，請一併更新適當的功能表。例如，若刪除功能表所參照的商業規則，請
將其自功能表中移除。
若要建立、編輯或刪除動作功能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動作功能表。
2. 執行動作：
• 若要建立動作功能表，請按一下 ，輸入功能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若要編輯動作功能表的詳細資料，請選取該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請參閱
使用動作功能表項目。

• 若要刪除動作功能表，請選取該功能表，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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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動作功能表項目
編輯功能表頁面會在目前的動作功能表上顯示功能表項目，包括名稱、標籤、必要維度、圖
示，及類型 (例如，URL、表單、商業規則、管理核准、功能表標題、表單，及工作)。
若要使用動作功能表項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動作功能表。
2. 選取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
3. 僅首次：若要將第一個項目新增至功能表，請按一下新增子系及儲存。
4. 選取功能表項目，然後：
• 若要將功能表項目新增在所選項目之下，請按一下新增子項 (「功能表標題」功能表類
型可使用)。

• 若要將功能表項目新增至與所選項目相同的層級，請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 若要編輯功能表項目及定義功能表項目特性，請按一下編輯功能表項目。
• 若要刪除功能表項目，請按一下刪除功能表項目。
• 若要變更相同層級內功能表項目的順序，請按一下上移或下移。您可移動多個項目。

5. 按一下儲存。
按一下另存為...，將目前的選擇儲存在新的功能表名稱下。

定義動作功能表項目
若要定義動作功能表項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動作功能表。
2. 選取功能表，然後按一下 。
3. 選取功能表項目，然後按一下編輯功能表項目或新增同層級。
4. 定義功能表項目：
表格 23-3    編輯功能表項目選項

項目 描述
功能表項目 輸入僅含英數與底線字元的唯一名稱，沒有特殊

字元或空格
標籤 輸入選取功能表時要顯示的文字。可使用空格及

特殊字元。功能表標籤會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
標籤可為文字或可按名稱參照資源變數。例如，
功能表標籤若設為 File，請將其直接設為 File
或設為資源的名稱，如 LABEL_FILE，可為本土
化文字。

圖示 目前不支援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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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3    (續) 編輯功能表項目選項

項目 描述
類型 選取功能表項目類型，以決定可使用的特性。

備註：
「功能表標題」無任何特性可使用。

• URL：建立會開啟指定 URL 的功能表。
• 表單：建立會啟動已選取表單的功能表。使
用者在來源表單中按一下滑鼠右鍵時，會保
留成員、頁面及 POV 的成員選擇環境定
義。若目標表單含有頁面中的這些維度成
員，則其頁面會設定為符合環境定義。從
Web 啟動時，表單會在 Web 中開啟；而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啟動時，表
單會在智慧型檢視開啟。若動作功能表參照
了已啟用為彈性表單的表單，則在智慧型檢
視中，該功能表會把這些表單開啟成彈性表
單，而在 Web 中則會開啟成簡易表單。

• 商業規則：建立會啟動已選取商業規則的功
能表。

• 管理核准：建立會開啟「管理核准」以使用
核准單位的功能表。

• 儀表板：建立會啟動已選取儀表板的功能
表。當使用者在來源表單中按一下滑鼠右鍵
時，儲存格環境定義會保留不變，而儀表板
會在新的動態頁籤中開啟。

備註：
只有 Redwood 主題才提供動態
頁籤。

• 功能表標題：在可建立子項功能表項目的項
下建立功能表。若要在此項目的功能表上顯
示分隔待號列，請輸入一個連字號做為「標
籤」。此例中，無法使用「必要維度」清
單。

• 上一個表單：建立可讓使用者返回上一個表
單的功能表。

• 複製版本：建立會開啟「複製版本」，讓管
理員可複製目前表單資料的功能表。

備註：
「超級使用者」及「使用者」無
法使用複製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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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3    (續) 編輯功能表項目選項

項目 描述
必要參數 選取維度和成員，或者選取要在哪個位置上顯示

功能表項目的選項：檢視點、頁面、列、欄、僅
成員、僅儲存格。例如，若選取「科目」，使用
者可在表單上的「科目」成員上按一下滑鼠右
鍵，以開啟功能表。如果您選取「列」，使用者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列即可使用功能表。若選取
「無」，則使用者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表單，便可
使用該功能表。

備註：
在智慧型檢視中，附加在表單 (簡易表
單或彈性表單) 上的動作功能表並不支
援頁面和 POV 選項。

5. 定義功能表項目特性，其隨功能表項目類型而異：
表格 23-4    功能表項目類型選項

類型 選項
URL a. 在 URL 中，輸入導向使用者的完整 URL。

例如：http:// 伺服器名稱 /HFM/Logon/
HsvLogon.asp。URL 類型的動作功能表會
自動啟動新的頁籤。

b. 選取使用表單環境定義，以便把 URL 中有
括號的維度名稱 (例如 <Entity> 或
<Account>) 替換成表單的頁面或 POV 中，
相對應維度的成員名稱。
例如，若要在 URL 中傳回 Entity、
Scenario、Version 和 Account 維度的成
員，請輸入 URL 並啟用使用表單環境定
義：
http://yourcompanyurl/
EntDim=<Entity>&test['VERSION']=<
Version>&Acc=<Account>
該 URL 會在新的頁籤中開啟為：
http://yourcompanyurl/
EntDim=<410>&test['VERSION']=<wor
king>&Acc=<1110>
若使用表單環境定義已停用，則 URL 會以
其環境定義沒有遭取代的形式在新頁籤中開
啟。

表單 a. 在表單資料夾中，選取含有目標表單的資料
夾。

b. 在表單中，選取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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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4    (續) 功能表項目類型選項

類型 選項
商業規則 a. 在立方體中，選取可使用商業規則的立方

體。
b. 在商業規則中，選取要啟動的商業規則。
c. 在檢視類型中，選取如何顯示執行時期提示
頁面：
• 傳統檢視：使用預設的應用程式檢視
• 精簡檢視：在不同行顯示每個執行時期
提示

d. 選擇性：在視窗標題中，輸入要顯示的標
題，而非「執行時期提示」。

e. 選擇性：在確定按鈕標籤中，輸入「確定」
按鈕要顯示的文字。

f. 選擇性：在取消按鈕標籤中，輸入「取消」
按鈕要顯示的文字。

g. 選擇性：在啟動確認訊息中，輸入呼叫商業
規則時在其啟動之前顯示的文字。此選項可
允許服務管理員針對啟動商業規則的結果提
供有意義的訊息給使用者。

管理核准 指定作為使用者導向目標的核准單位，方法是選
取案例及版本。

儀表板 在儀表板中，選取儀表板。
上一個表單 輸入可讓使用者返回上一個表單的功能表項目名

稱。
複製版本 讓管理員可使用「複製版本」，將目前表單中的

表單資料 (包括輔助明細、註釋、儲存格文字，
以及儲存格文件) 複製到另一個版本。選取以下
預設值：
a. 在案例中，選取要複製的案例。
b. 在複製來源中，選取包含要複製資料的版
本。

c. 在複製目標中，選取要複製資料的版本。

備註：
「超級使用者」及「使用者」無法使
用複製版本。

6. 按一下儲存。

管理別名表
另請參閱：
• 關於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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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別名表
• 使用別名表
• 指定預設別名表以及設定成員與別名顯示選項

關於別名
您可以將替代名稱或別名指派給 Account、Currency、Entity、Scenario、Period、Version、
Years 及使用者定義的維度成員。應用程式允許每個維度成員最多可有 30 個別名，包括預設
別名在內。在同一別名表內和跨不同的別名表之間，別名可以有相同的名稱。
別名也可具有：
• 與成員相同的名稱
• 與父成員和子成員相同的別名
• 與來自不同維度或來自相同維度的成員相同的名稱

備註：
• 同層級的兩個成員不能有相同的別名，因為無法獨一無二地識別該成員。應用程
式是針對基礎成員而非共用成員強制執行此規則。
此規則不會針對共用成員強制執行，因為您無法直接設定共用成員的別名；共用
成員別名是繼承自其基礎成員的別名。您可以建立一個替代階層，其中的兩個共
用成員可具有相同的別名，而且是同層級。不過，若您想從特設方格依別名參照
這些成員，我們不鼓勵此做法，因為當您將別名輸入方格並提交到應用程式時，
應用程式會無法唯一解析此成員而將傳回錯誤。若您的別名只是用於顯示將不會
有問題，但我們不鼓勵這種設計，因為在視覺上無法區分這兩個成員。

• 雖然別名可以和成員具有相同的名稱，但要小心不要將 member1 的別名設成和
member2 相同的名稱。如此可能會導致意外的結果，而且會在表單方格上造成
混淆。

• 成員名稱必須是唯一的，才能用於規則和表單設計中。

關於別名表
您可建立及更新別名表，並設定應用程式的預設別名表。請遵循命名限制中的命名規則。
例如，多重別名表支援下列語言組合：
• 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及義大利文
• 日文及英文
• 韓文及英文
• 土耳其文及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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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別名表支援不受限於這些語言組合。

您可以設定別名表以顯示應用程式中的成員。使用者可在偏好設定中設定別名表。

使用別名表
您可以新增、編輯、重新命名及刪除別名表或清除別名表值。您也可以將別名表內容從
某一別名表複製到另一別名表。
若要使用別名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別名表。
2. 選擇任務：
• 若要新增別名表，請按一下 ，然後在新增 - 別名表中輸入名稱。
• 若要編輯或重新命名別名表，請選取別名表，按一下 ，然後針對編輯 - 別名
表，輸入名稱。

• 若要刪除別名表，請選取別名表，然後按一下刪除。

備註：
您無法刪除「預設」別名表。

• 若要清除別名表中的值，請選取要清除的別名表，然後按一下清除值。

備註：
清除別名表會移除表格內容，但不會移除表格。

• 若要複製別名表內容，請選取別名表，按一下複製，選取目標別名表，然後按
一下複製。

備註：
目標別名表必須存在。複製不會建立表格。

3.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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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預設別名表以及設定成員與別名顯示選項
如果您使用 Account、Currency、Entity、Scenario、Period、Version、Years 及使用者定義
維度和成員的別名建立別名表，則您可以為應用程式選取預設別名表。使用者可為要用於顯示
成員及維度名稱的別名集 (儲存在別名表中)，設定偏好設定。
若要選取應用程式的預設別名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
2. 對於別名表，請選取一個別名表。
3. 對於將成員標籤顯示為，選取可讓該種成員資料顯示在整個應用程式的成員選取器中的選
項：
• 預設：由表單、方格或維度設定決定的資料
• 成員名稱：僅成員名稱
• 別名：僅成員別名 (如果已定義)

• 成員名稱：別名：名稱後接別名 (如果已定義)

• 別名：成員名稱：別名 (如果已定義) 後接名稱
4. 按一下儲存或重設。

管理維度
本節說明如何使用透過「導覽器」功能表中的維度連結進行存取的「傳統維度編輯器」來編輯
維度。我們已經在 17.05 (2017 年 5 月) 更新中發布「簡易維度編輯器」。
如需有關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相關連結
關於維度
使用維度階層
關於自訂維度、實體、科目、期間與立方體
新增或編輯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使用成員
使用屬性
使用屬性值
自訂工作曆
設定幣別
設定動態時間序列成員
使用 UDA

使用成員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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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維度
維度會分類資料值。
應用程式內含七個維度：Account、Entity、Scenario、Version、Period、Years 及
Currency。您最多可建立 32 個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成員是維度的元件。
如需有關維度的完整資訊，請參閱維度簡介。

使用維度階層
另請參閱：
• 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
• 排序成員
• 檢視成員的祖代
• 決定成員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

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
您可以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當您選取立方體時，只有該立方體中使用的維度會顯示
在維度頁面上。
若要依立方體篩選維度檢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立方體，選取立方體。
應用程式只會顯示所選立方體中使用的維度。

排序成員
您可依升序或降序、依子項或子代排序成員。排序成員會影響大綱。
若要排序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若為維度，請選取成員的維度。
3. 在維度上，選取要排序其子項或子代的成員。
4. 若為排序，請選取子項或子代。
依子項排序僅會影響所選成員下一層級的成員。依子代排序則會影響所選成員的全
部子代。

5. 按一下 ，可依遞增順序排序，或按一下 ，可依遞減順序排序。
6. 按一下確定。
您下次建立或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將依顯示順序使用成員產生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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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成員的祖代
若要檢視成員的祖代，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若為維度，請選取一個維度。
3. 選取維度階層中的成員。
4. 按一下 。
5. 按一下確定。

決定成員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
若要檢視成員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檢視其成員使用的維度。
3. 按一下 。

關於自訂維度、實體、科目、期間與立方體
請參閱下列主題以瞭解詳細資訊：
• 關於自訂維度
• 關於實體
• 關於科目
• 科目、實體、期間與立方體

新增或編輯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
表格 23-5    使用者定義自訂維度的特性

特性 值
維度 請輸入所有維度中唯一的名稱。
別名 選擇性：選取別名表。輸入維度的替代名稱。請參

閱關於別名。
描述 選擇性：輸入描述。
對立方體有效 選取此維度對哪些立方體而言有效。如果清除本選

項，此維度的所有成員就無法存取已經取消選取的
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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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5    (續) 使用者定義自訂維度的特性

特性 值
套用安全性 能對維度成員設定安全性；必須在指派存取權給維

度成員之前先行選取本選項。否則維度就會缺乏安
全性，使用者即可任意存取成員而不受限制。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選項。預設值為不共用。
若要新增或變更使用者定義的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按一下 ，或選取現有的維度並按一下 。
3. 指定任一以上所列的特性。
4. 按一下儲存。
5. 按一下確定。
按一下重新整理即可恢復成舊值，且頁面仍保持開啟狀態。

• 設定維度特性
• 設定維度密度與順序
• 設定評估順序

設定維度特性
維度特性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
表格 23-6    維度特性

特性 值
維度 請輸入所有維度中唯一的名稱。
描述 選擇性：輸入描述。
別名表與別名 選擇性：選取別名表。輸入維度的替代名稱。

請參閱管理別名表。
對立方體有效 選取此維度對哪些立方體而言有效。如果清除

本選項，此維度的所有成員就無法存取已經取
消選取的立方體。

二次計算 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重新計算成員值。
適用於具有「動態計算」或「動態計算和儲
存」特性的「科目」與「實體」成員。

套用安全性 能對維度成員設定安全性；必須在指派存取權
給維度成員之前先行選取本選項。否則維度就
會缺乏安全性，使用者即可任意存取成員而不
受限制。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選項。預設值為不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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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6    (續) 維度特性

特性 值
顯示選項 為成員選擇對話方塊設定應用程式預設顯示選

項。選取成員名稱或別名，以顯示成員或別
名。成員名稱：別名會在左側顯示成員並在右
側顯示別名。別名：成員名稱會在左側顯示別
名並在右側顯示成員。

設定維度密度與順序
效能設定值頁籤可讓您將維度設為稀疏或密集，並設定其優先順序。
若要管理效能設定值，請執行以下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效能設定值頁籤。
3. 針對每個維度，將其密度設為密集或稀疏。
請參閱關於稀疏及密集維度。

備註：
對於只包含 ASO 立方體的應用程式來說，密度欄是隱藏的。如果應用程式包含
一個 BSO 立方體，或是一個 BSO 立方體和一個 ASO 立方體，則兩個立方體的
密度欄都會顯示。

4. 選取維度並按一下位置欄標題旁的  或  來設定優先順序。
請參閱關於重新排序維度。

設定評估順序
評估順序頁籤可讓您指定當交集與資料類型有衝突時，要使用何種資料類型。例如，如果
Account (科目) 成員設為「幣別」資料類型，且 Product (產品) 成員設為「智慧型列示」資料
類型，您可以將「幣別」或「智慧型列示」資料類型設為在交集中使用。
若要設定評估順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評估順序，然後選取立方體。
3. 從可用的維度中，選擇維度並將它們移至所選的維度：
•  會移動所選的維度
•  會移動所有維度
•  會移除選取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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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移除所有維度
您只需要選取成員有特定資料類型 (也就是其資料類型不是「未指定」) 的維度。
「未指定」的資料類型不會與其他資料類型衝突。

4. 如果您選取多個維度，請按一下 或 ，設定優先順序。
5. 按一下儲存。

使用成員
您可以為成員指派存取權限；重新安排維度成員階層；共用 Entity 維度、Account 維度
和使用者定義自訂維度的成員；以及啟用「即時」建立動態成員的功能。
• 尋找維度成員
• 關於指派成員的存取權
• 新增或編輯成員
• 刪除成員
• 刪除父成員
• 使用共用成員
• 建立共用成員
• 關於動態成員

尋找維度成員
若要在維度階層中尋找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若為維度，請選取成員的維度。
3. 針對搜尋，選取名稱、別名或兩者。
4. 輸入要搜尋的搜尋文字 (成員名稱、別名或部分字串)。
5. 按一下 或 。

關於指派成員的存取權
服務管理員可以將權限指派給成員。
您可以選取維度特性套用安全性來指派權限給成員。如果您忽略或清除套用安全性設
定，所有使用者皆可存取維度的成員。依預設會啟用 Account、Entity、Scenario 及
Version 維度的存取權限。您可以選擇性針對 Period、Years 及自訂維度啟用此選項。
如需完整資訊，請參閱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若要啟用成員的存取權，請參閱在簡易
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新增或編輯成員
成員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共用成員必須與使用共用成員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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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7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名稱 請輸入所有維度中唯一的名稱
描述 選擇性：輸入描述。
別名表 選擇性：選取別名表以儲存別名。在別名輸入成員

的替代名稱。請參閱管理別名表。
僅限科目成員：科目類型 選取支出、收入、資產、負債、權益或儲存的假

設。
如需描述，請參閱科目類型。

僅限科目成員：差異報告 若科目類型為儲存的假設，選取支出或非支出。請
將已儲存假設指定為收入、資產、負債或權益科
目。

僅限科目成員：時間平衡 選取流動、首項、平衡、平均、填入、加權平均 -
Actual_Actual或加權平均 - Actual_365。
如需描述，請參閱時間平衡特性。

僅限科目成員：略過 若科目類型為資產、權益或負債，選取無、無資
料、零或無資料和零。
如需描述，請參閱設定零與無資料值的科目計算方
式。

僅限科目成員：匯率類型 選取平均、結束或歷史記錄。
如需描述，請參閱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僅限科目成員：資料類型 選取幣別、非幣別、百分比、日期或文字。
如需描述，請參閱資料類型與匯率類型。

僅限 Account 成員：分佈 設定週分佈。如果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已選取本選
項，且基礎期間是 12 個月，則本選項可用於分葉
科目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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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階層類型 「階層類型」適用於繫結至聚總儲存立方體的維

度。聚總儲存維度會自動啟用，以支援多個階層。
必須儲存多個階層維度中的第一個階層。

備註：
對於含已儲存階層類
型的成員，唯一有效
立方體聚總選項為
「加總」或「忽
略」。在已儲存的階
層中，第一個成員必
須設為「加總」。對
於含動態階層類型的
成員，所有立方體聚
總選項皆有效。非
「僅標籤」成員之子
項的已儲存階層成員
必須使「加總」設為
整合運算子。「僅標
籤」成員的子項可設
為「忽略」。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特性。新建自訂維度成員的預設值是
「不共用」(根成員除外)。

二次計算 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重新計算成員值。適用
於具有「動態計算」或「動態計算和儲存」特性的
「科目」與「實體」成員。

僅限實體成員：本幣幣別 僅限「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選取實體成員的
本幣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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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計畫類型 選取成員為有效的計畫類型 (或是多維度資料庫)。

備註：
成員可以同時屬於聚
總儲存和區塊儲存立
方體。

請針對每個已選取的立方體選取聚總選項。如果此
成員對於多個立方體而言都有效，您才可選取來源
計畫。您只能使用對於此成員父項而言有效的立方
體與聚總選項。如果父項對於某立方體或聚總選項
而言無效，則子成員也一樣。只要取消選取某科目
或實體父成員的立方體，就會一併取消選取該父項
所有子項存取該立方體的權限。對於含已儲存階層
類型的成員，唯一有效聚總選項為「加總」或「忽
略」。請參閱聚總選項。

注意：
在資料輸入至應用程
式之後取消選取維度
成員的立方體可能會
導致重新整理應用程
式時遺失資料。以科
目成員而言，如果已
經取消選取的立方體
就是來源立方體，則
資料就會遺失。

自訂維度的成員與 Period 維度可依立方體設定用
法，類似於 Account 與 Entity 維度。

僅限實體成員：本幣幣別 僅限「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選取實體成員的
本幣幣別。

僅限科目成員：來源立方體 選取成員的來源立方體。共用成員是指向基礎成員
的指標而且不會被儲存；已對共用成員停用此選
項。即使因為「來源計畫」欄位不適用於共用成員
而無法使用本欄位，共用科目成員的來源立方體依
然符合基礎成員的來源立方體。

智慧型列示 選擇性：選取「智慧型列示」以便與成員建立關
聯。

啟用動態子項 允許使用者在已在動態父成員設定之商業規則的執
行時期提示中輸入成員名稱，以建立此成員的子項
(請參閱關於動態成員)。

可能的動態子項數 如果選取啟用動態子項，則可使用此選項。輸入使
用者可以建立的動態新增最大成員數。預設值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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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7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授與成員建立者的存取權 如果選取啟用動態子項，則可使用此選項。決定成

員建立者對其使用執行時期提示建立之動態成員所
擁有的存取權：
• 繼承：成員建立者會繼承最近的父項對於新建
立之成員的存取權。

• 無：不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任何存取權指派給
成員建立者。(服務管理員稍後可以將成員建立
者存取權指派給成員。)

• 讀取：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讀取」存取權指
派給成員建立者。

• 寫入：會將新建立之成員的「寫入」存取權指
派給成員建立者。

備註：
如果服務管理員變更
這些設定值，這些設
定只會影響未來的動
態成員，而不會向前
影響其他動態成員。

若要新增或編輯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維度。
3. 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若要新增子成員，請選取欲在其中新增成員的維度階層父層，然後按一下 。
• 若要新增同層級，請選取欲在其中新增同層級的維度階層層級，然後按一下

。
• 若要編輯成員，從維度階層選取該成員，然後按一下 。

備註：
若要新增包括 Years 維度所有成員的「所有年度」父成員，請選取 Years

維度，然後按一下 。「所有年度」父成員可讓使用者檢視橫跨多年的
累計資料，例如，專案到其結束日期止的成本總計。即使應用程式已經定
義「無年度」成員，「所有年度」成員也不包含「無年度」成員。

4. 在成員特性上，設定或變更表 1中所述的成員特性。
如果您在頁面上看不到新成員，請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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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儲存即可將資訊儲存到關聯式資料庫，並且在維度階層中看到變更。
6. 重新整理資料庫，讓輸入資料的使用者能看到已編輯的成員。
7. 建立維度成員後，通常就等於完成了以下任務：
• 指派存取權。請參閱指派維度成員的存取權。
• 指定屬性。

刪除成員
識別每個資料值的依據是一組維度成員值與立方體。刪除維度成員或取消選取立方體會導致重
新整理應用程式時遺失資料。刪除實體成員時則會一併刪除相關的所有核准單位 (包括資料)。
刪除成員之前，請先透過顯示用法瞭解成員用於應用程式的哪個部分 (哪些表單、核准單位、
匯率等等)。請參閱決定成員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
刪除維度中的實體成員之前，必須先刪除整個應用程式中的該實體成員。例如若此實體成員用
在表單中，您必須在刪除維度中的此實體成員以前，先將其從表單中刪除。
刪除很大的實體子樹架構時，如果先針對所有案例與版本的子樹架構排除核准單位 (方法是排
除根成員)，就能改善效能。請參閱核准程序。
若要刪除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刪除成員的維度。
3. 從維度階層中選取要刪除的實體成員。
4. 按一下 。
刪除基礎成員時也會刪除其共用成員。

5. 按一下是。
6.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刪除父成員
識別資料值的依據是一組維度成員值與立方體。刪除維度成員或取消選取立方體會導致重新整
理應用程式時遺失資料。
若要刪除維度階層中的父成員與全部子代，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刪除成員與子代的維度。
3. 選取要刪除分支的成員。
4. 按一下 。
5. 按一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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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共用成員
共用成員允許應用程式內的替代累加結構。建立共用成員之前必須先有基礎成員。您可
為基礎成員建立多個共用成員。基礎成員的顯示位置必須在其共用成員上面。
Entity 維度、Account 維度和使用者定義自訂維度皆可使用共用成員。您在向上彙整大
綱時可忽略共用成員值，以避免值重複計算。
共用成員與基礎成員共用某些特性定義，例如成員名稱、別名、本幣幣別，與成員對哪
些立方體而言有效。共用成員必須有唯一的父成員和不同的累加聚總設定值。共用成員
不得有自訂屬性、自訂屬性值和成員公式。如果重新命名基礎成員，則同時會一併重新
命名所有的共用成員。
共用成員不能移至其他父成員。您必須先刪除共用成員，然後在其他父成員下重新建立
這些共用成員。基礎成員不需要位於零層。您可在共用成員中輸入資料，即可將值儲存
在基礎成員中。
所顯示的共用成員，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供成員選擇之維度階層中的基礎
成員類似。

建立共用成員
建立共用成員的方式與建立其他成員相同，差異如下：
• 基礎成員不得是共用成員的父項。
• 您無法將共用成員新增為基礎成員的同層級。
• 共用成員的名稱必須與其基礎成員相同。不過描述可以不同。
• 您必須為共用成員選取「共用為資料儲存」。

關於動態成員
動態成員指使用者可以在使用商業規則時建立的成員。它們有時候又稱為「即時成
員」。服務管理員允許一般使用者在父成員之下建立動態成員，而且必須重新整理資料
庫才能夠在 Essbase 中建立必要的佔位符號。在具有執行時期提示的商業規則中，使用
者接著可以在執行時期提示中輸入所要的成員名稱來建立成員。後續資料庫重新整理會
將使用的動態子項重新命名為一般使用者所指定的名稱，以及在 Essbase 中重新建立必
要的佔位符號。如需使用商業規則與動態成員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
如果已為父項成員啟用新增動態子項的功能，使用者便可以透過在執行時期提示中輸入
成員名稱來建立新成員。
為父項成員啟用新增動態子項的功能
若要啟用父成員以新增動態子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編輯父成員，並選取選項啟用動態子項 (請參閱新增或編輯成員)。
• 選擇性：設定可能的動態子項數成員特性 (預設值為 10)。此設定可決定針對在
父項之下動態新增或載入成員所建立的佔位符號數目。如果使用所有佔位字
元，後續新增的子項會被做為一般成員新增，並且要到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才
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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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性：設定授予成員建立者的存取權成員特性 (預設值為繼承)。
3. 重新整理資料庫，針對在其中使用成員的立方體在資料庫中建立動態成員的佔位符號。
4. 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

a. 建立具有執行時期提示的商業規則 (「變數」類型為「成員」)。在動態父成員欄之
下，使用成員選取器選取您針對應用程式中之動態子項啟用的父成員。

b. 選取建立動態成員選項。
c. 部署商業規則。
如需使用商業規則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

備註：
• 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同時選取建立動態成員和刪除動態成員選項以
啟用建立計算所需的臨時動態成員，這些臨時動態成員會在商業規則完成之
後刪除。

• 單獨選取刪除動態成員選項會在執行時期提示中顯示成員選取器，讓您可以
刪除在父項底下動態建立的任何成員 (如果您具備該成員的寫入存取權)。這
可讓您完全控制父項底下成員的清除與管理。關鍵在於採取適當的設計以符
合您的需求，並以授予成員建立者的存取權成員特性設定適當的動態子項存
取權限。

結果
如果上述條件都符合，當使用者以執行時期提示執行商業規則時，他們要輸入動態成員的名
稱，然後按一下啟動。如果商業規則執行成功，將會在動態成員的父項之下的維度階層中建立
成員。
您匯入到針對動態子項啟用的父成員之下的子成員會被視為動態子成員新增 (如果 Essbase 中
有動態成員佔位符號的話)。佔位字元已滿之後，任何剩餘的子項都會被視為一般成員新增，而
且要到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才可使用。

備註：
如果您在同一個匯入期間載入針對動態子項啟用的父成員及其子成員，子成員載入為
一般成員。這是因為必須重新整理資料庫才可在 Essbase 中建立佔位字元。

注意事項
當您建立動態成員，而系統針對該成員擷取多個立方體中的資料 (不論是透過直接資料輸入、
透過計算、資料載入，還是資料對映/智慧型發送) 時，您就必須先確保從每個這些區域中清除
資料，才能使用刪除動態成員作業來移除該成員。執行刪除動態成員作業並不會移除資料；系
統會移除成員，但立方體會保留資料而不在介面中顯示成員，立方體上的任何累加都將反映不
正確的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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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屬性
使用屬性利用相同的標準把成員分組。您只能把屬性指派給稀疏維度，您無法將屬性指
派給「僅標籤」成員。屬性維度沒有聚總特性，因為父項為動態計算。
Account 維度一般都是定義為密集，所以您無法對其指派屬性，除非對所有立方體將其
變更為稀疏。如果您將稀疏維度變更為密集維度，系統會自動刪除該維度的所有屬性與
屬性值。
屬性可以有文字、日期、布林及數值的資料類型，如瞭解屬性資料類型中所述。屬性名
稱必須符合命名限制中所列的準則。定義屬性時，您可以使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選取屬
性函數，例如等於和大於等於。

備註：
本主題說明，如何利用「傳統維度編輯器」來使用屬性。如需如何使用「簡易
維度編輯器」來使用屬性的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

若要建立與變更屬性、屬性值與別名，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定義屬性、屬性值或別名的稀疏維度。

備註：
只有稀疏維度可包含屬性。

3. 按一下 。

備註：
如果不是稀疏維度，則無法使用自訂屬性。

4. 選取選項。
• 若要建立屬性，請按一下 。鍵入屬性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文字、日期、
布林或數值。

備註：
– 建立屬性後即無法修改類型。
– 使用日期屬性之前，您必須先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選取屬性維度
日期格式選擇並儲存該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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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瞭解屬性資料類型。
• 若要修改屬性，請按一下 ，然後更新屬性名稱。
• 若要設定屬性的別名，請選取屬性與屬性值，然後按一下 。選取別名表、鍵入別
名，然後按一下儲存。

5. 按一下關閉。
當您按一下關閉時，系統會驗證階層，如果偵測到問題就會顯示錯誤。例如輸入日期屬性
值時必須遵守正確格式，而且數值與日期屬性維度至少必須有一個已經定義的屬性值。

6.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相關主題：
• 瞭解屬性資料類型
• 刪除屬性

備註：
除了依據屬性明確篩選 (例如「紅色」)，您也可以為屬性維度建立使用者變數，然後
使用該使用者變數做為篩選條件。然後您可以將該使用者變數啟用為動態使用者變
數，允許使用者在執行時期變更篩選條件的值。這是一個允許動態篩選的有用技巧。
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變數。

瞭解屬性資料類型
屬性維度可以有文字、數值、布林或日期等資料類型，因此能依不同的函數對資料進行分組、
選取或計算。屬性類型僅適用於屬性維度的 0 層成員。
• 文字屬性能讓計算作業進行基本的屬性成員選擇和屬性比較。當您執行這種比較時，將會
比較字元。例如包裝類型 Bottle 就小於包裝類型 Can，因為 B 字母在 C 的前面。

• 數值屬性維度使用數值當作 0 層成員的名稱。您可在計算中包含數值屬性維度成員的名稱
(值)。例如您可使用「盎司」屬性中指定的盎司數計算各產品的每盎司利潤。您也可以把
數值屬性與基礎維度值的範圍建立關聯，例如可分析不同市場人口群組的產品銷售額。

• 資料庫中的布林屬性維度只有兩個成員。當您在業務程序中新增布林屬性維度時，系統預
設會為此屬性維度建立兩個屬性值，即 True 與 False。基礎維度 (例如 Account 或 Entity)
只能與一個具有布林資料類型的屬性維度建立關聯。

• 日期屬性可將日期格式指定為「月-日-年」或「日-月-年」，並依此排列資訊。您可在計算
時使用日期屬性，例如若有計算作業選取從 12-22-1998 以來的產品銷售額，則此屬性可
比較日期。使用者可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選取屬性維度日期格式選項，以設定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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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您必須先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切換屬性維度日期格式選擇並儲存該選擇，
才能使用日期屬性。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在屬
性維度日期格式中選取日期格式 (MM-dd-yyyy 或 dd-MM-yyyy)，然後按
一下儲存。選取並儲存日期格式之後，您必須手動將任何現有的屬性日期
值變更成支援的格式。如果您應用程式中有任何日期屬性使用不支援的格
式，系統會提供您將需要修正的維度屬性值清單。
此外，如果應用程式設定值中的屬性維度日期格式設定發生變更，您就必
須將所有原始格式的日期屬性變更成新格式，才能新增或儲存新屬性。

刪除屬性
刪除屬性時，所有與該屬性有關的屬性值也會遭到刪除。原本指派給成員的屬性值也會
遭到移除，且指派給維度的屬性也會遭到移除。

備註：
本主題說明如何使用「傳統維度編輯器」來刪除屬性；您可以利用「導覽器」
功能表中的維度連結來存取「傳統維度編輯器」。我們已經在之前的更新中發
布「簡易維度編輯器」。
如需如何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來刪除屬性的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
器中刪除屬性。

若要刪除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刪除屬性的稀疏維度，然後按一下 。
3. 選取要刪除的屬性。
4. 在屬性欄上方按一下 。
5. 按一下確定。
6.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使用屬性值
屬性值讓使用者在使用表單時，能以其他方式選取維度成員。系統會動態計算屬性值的
資料值，但不會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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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本主題說明，如何利用「傳統維度編輯器」來使用屬性值。如需如何使用「簡易維度
編輯器」來使用屬性值的資訊，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使用屬性值。

• 建立屬性值
• 指派屬性值給成員
• 編輯和刪除屬性值

建立屬性值
您可定義稀疏維度 (通常為 Entity 維度和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 的屬性值。定義維度的屬性值
後，您可以把屬性值指派給該維度的成員。
若要建立屬性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建立屬性值的稀疏維度。
3. 選取維度階層的頂層。
4. 按一下 。
5. 在管理屬性與值頁面上選取要指定值的屬性。
6. 在屬性值欄上方按一下 。若選項可用，您可以按一下 或 。
7. 輸入名稱並選擇資料類型。
8. 按一下儲存。

指派屬性值給成員
您可將屬性值指派給某維度 (已經針對所有立方體定義為稀疏) 的成員。您必須將屬性值指派給
相等層級的稀疏維度成員。否則在重新整理期間會顯示錯誤。
若要指派屬性值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稀疏維度，以便指派屬性值給其成員。
3. 在維度階層中選取成員，以便指派屬性值。
4. 按一下 。
5. 對於獲得指派屬性值的成員，按一下 ，以變更成員的屬性值。
6. 選取屬性值以指派給該成員。
7. 執行動作：
• 若要指派該值給選取的成員，請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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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從選取的成員移除某個值，請選取要移除的值，然後按一下 。
• 若要從選取的成員中移除所有值，請按一下 。

8. 按一下儲存。

編輯和刪除屬性值
備註：
刪除屬性值時，系統會從已指派此屬性值的自訂維度成員中移除此屬性值。

若要編輯或刪除屬性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選取包含您要修改或刪除之屬性值的稀疏維度。
3. 選取維度階層的頂層。
4. 按一下 。
5. 針對屬性，選取包含要修改或刪除之值的屬性，然後選取屬性值。
6. 在屬性值上方按一下 或 。
7. 若為編輯，請輸入名稱。若為刪除，請確認刪除。
8. 按一下儲存。
9.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自訂工作曆
請以 Period 維度使用工作曆累加結構。建立應用程式時，服務管理員必須指定適用於
整個應用程式資料庫的基礎期間。使用 Years 維度將年度新增至工作曆。
相關主題
• 定義工作曆向上彙整的方式
• 建立與編輯摘要期間
• 刪除摘要期間
• 使用 Years 維度
• 新增年度至工作曆
• 編輯年度資訊
• 重新命名期間
• 指派別名給摘要期間
• 編輯 BegBalance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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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工作曆向上彙整的方式
表格 23-8    工作曆向上彙整

基礎期間 向上彙整
12 個月 系統針對每一年建立四個季度。各月份累積成父項

季度，各季度累積成年度。
季 季度可累積成年度。
自訂 沒有預設的累加結構。只顯示自訂基礎期間的一般

清單。
建立應用程式工作曆之後，不得變更基礎期間或減少工作曆中的年數。服務管理員可變更名
稱、描述、別名和階層中的彙總期間範圍。

建立與編輯摘要期間
您可變更的部分包括名稱、描述、別名、起始期間與結束期間。但您不能變更基礎期間的順序
或跳過基礎期間。範圍不能超過目前的會計年度。
建立彙總期間時，您必須從階層的頂端執行到底部。(否則應用程式會將累加結構視為不對稱，
使您無法繼續)。系統會在階層中將摘要期間顯示為選取項目的父項。若要強迫使階層平衡，所
有基礎成員都必須位於從根算起的相同層數。
若要建立或編輯摘要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期間。
3. 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 若要新增期間，請在您要新增子項或同層級的維度階層中選取期間，然後按一下 或

。
• 若要編輯期間，請選取期間，然後按一下 。

4. 對於名稱，請輸入或變更摘要期間的名稱。
5. 選擇性：對於描述，請輸入描述。
6. 選擇性：針對別名表和別名，選取要使用的別名表。輸入別名。
如果您未選取表格，則系統會選取預設表格。

7. 對於開始期間，請選取起始期間。
範圍不能超過目前的會計年度。對於摘要期間，開始期間會顯示第一個子項，或除了上方
同層級第一個子項以外的全部子項。

8. 對於結束期間，請選取結束期間。
對於摘要期間，結束期間會顯示最後的子項，或從「開始期間」至下一個同層級之子項間
的全部子項，除了最後的子項以外。

9.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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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摘要期間
移除階層中的摘要期間時，系統會將其子項移入其他摘要期間：
• 如果您刪除第一個摘要期間，系統會將子項移入摘要期間的下一個同層級。
• 如果您刪除最後一個摘要期間，系統會將子項移入摘要期間的前一個同層級。
• 如果您刪除階層中間的摘要期間，系統會將子項移入摘要期間的前一個同層級。
若要刪除摘要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期間。
3. 在維度階層中選取要刪除的摘要期間。
您無法刪除基礎期間。

4. 按一下 。
5. 按一下確定。

使用 Years 維度
使用 Years 維度以使用工作曆年。
表格 23-9    年度任務

任務 參閱主題
• 在工作曆的開始年度之前或結束年度之後
新增年度。

• 新增包含 Years 維度所有成員的「所有年
度」父成員 (「無年度」除外，如果該成員
存在的話)。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新增成員

新增或更新年度的描述和別名。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成員

新增年度至工作曆
您可以將年度新增至工作曆開頭或結尾，但不能在沒有建立資料庫的情況下減少工作曆
年數。
若要新增年度至工作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年數。
3. 按一下 。
4. 在新增年數中，輸入要新增到工作曆的年數。
5. 按一下確定。
確認對話方塊會要求您確認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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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將年度新增至結束年度之後，請按一下是。
• 若要將年度新增至開始年度之前，請按一下否。

備註：
若要新增包括 Years 維度所有成員的「所有年度」父成員，按一下 。「所有年
度」父成員可讓使用者檢視橫跨多年的累計資料，例如，專案到其結束日期止的成本
總計。(即使有「無年度」成員存在，此父成員也不包含「無年度」成員。)

編輯年度資訊
您可以新增或更新 Years 維度之維度的描述和別名。
若要編輯 Years 維度的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年數。
3. 選取您要編輯的年度，然後按一下 。
4. 更新該年度的資訊，然後按一下儲存。

重新命名期間
您可重新命名根層級、基礎期間與使用者定義的摘要期間。
若要重新命名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期間。
3. 選取您要重新命名的期間，然後按一下 。
4. 重新命名期間，然後按一下儲存。

指派別名給摘要期間
您可以指派和變更別名至期間和摘要期間。
若要指派或變更別名，請執行以下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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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針對維度，選取期間。
3. 選取摘要期間。
4. 按一下 。
5. 針對別名表，選取要使用的別名表。
6. 針對別名，輸入別名名稱。
7. 按一下儲存。

編輯 BegBalance 成員
您可編輯 Period 維度的 BegBalance 成員。由於 BegBalance 成員是應用程式中的第一
個期間，因此可在您開始新的應用程式、財政年度或工作曆年時，用來輸入起始資料。
您可重新命名 BegBalance 並輸入描述，同時指定別名。
若要編輯 BegBalance 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針對維度，選取期間。
3. 選取第一個成員 BegBalance。
4. 按一下 。
5. 對於編輯期間：
• 輸入名稱。
• 輸入描述。
• 針對 BegBalance 成員選取要使用的別名表，然後輸入別名。

6. 按一下儲存。

設定幣別
您可以用一種以上的幣別對財務資訊進行計畫、預測和分析。您可建立、編輯與刪除幣
別。服務管理員可控制：
• 應用程式使用哪些幣別，包括報表使用的幣別
• 如何在報表與表單中顯示幣別
• 如何將各幣別轉換為其他幣別
• 針對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三角套匯幣別是否轉換幣別
• 何時轉換幣別

啟用多重幣別
只有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您才能夠對表單上的實體啟用多重幣別。請參閱定義
版面配置。
選取表單的商業規則時，您可選取「計算幣別」商業規則，在可用的幣別之間轉換值。
請參閱在表單中新增和移除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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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的幣別
• 關於計算幣別商業規則
• 匯率類型
• 比例
• 數字格式
•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報表幣別
• 檢查使用幣別的方式
• 建立幣別
• 編輯幣別
• 刪除幣別

本幣幣別
針對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指定各實體成員的本幣幣別。實體成員的預設本幣幣別，就是建
立應用程式時所指定的幣別。例如若美元是預設幣別，您可指定日圓為「日本」實體的本幣幣
別、美元是「美國」實體的本幣幣別。使用其中有「日本」實體值的表單時，如果把顯示幣別
設定成美元，程式就會使用匯率表中的匯率把值轉換成美元 (假設日圓是當地幣別，美元是報
表幣別)。

備註：
如果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選取「簡易多重幣別」選項，您不需要為實體成員指定本幣
幣別。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的幣別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多重幣
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如果啟用多重幣別，使用者可看見系統將值從當地幣別轉換成報表幣別，且可置換儲存格的本
幣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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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在表單上選取當地幣別時，儲存格的預設已儲存和顯示幣別，就是實體的
本幣幣別 (由您所指定)。使用者只能把資料值輸入當地幣別成員。如果選
取當地幣別成員，就能將已為應用程式指定的所有幣別當作輸入類型。

• 您可以在編輯幣別對話方塊中，設定每種幣別的維度特性。使用者可依偏
好設定選取不同的顯示選項，並且可選取「幣別設定」以套用服務管理員
所設定的特性。

• 幣別只能轉換成報表幣別。使用者無法在以報表幣別為顯示單位的儲存格
中輸入資料。依預設，應用程式的主要幣別是報表幣別。您可變更報表幣
別使用的幣別單位。

• 您為應用程式定義的幣別，就是可用於資料輸入的有效幣別。用於資料輸
入作業的有效幣別會以清單形式顯示，讓使用者在資料輸入期間按一下
「幣別」連結就能加以存取。

• 若要取得有意義的結果，請把值向上彙整成單一的共同報表幣別。如果小
計的成員有混合幣別，幣別類型就是空白，而且不會顯示幣別符號。例如
將 10 美元和 10 日圓加入 20 的值就毫無意義。

• 只有期間採用預設名稱，亦即 TP 1 至 500，具有 500 個期間的應用程式
才能夠順利執行幣別轉換計算指令碼。否則您想建立的轉換計算指令碼就
會超出 64K 的限制。

• 您可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使用建立或重新整理資料庫時，所建
立的使用者定義幣別轉換計算指令碼 (視使用者的存取權而定)。採用使用
者定義的幣別轉換計算指令碼時，Oracle 建議變更順序，讓幣別轉換計算
指令碼成為第一個，位於「計算表單」之前。

• 和輸入值關聯的幣別代碼會被視為數值儲存。這些代碼需經過維度公式、
計算指令碼與商業規則的計算。這些幣別代碼的計算值可能轉換成錯誤或
無效的幣別代碼。如果混合幣別有子項，請務必在上層複查計算結果。

• 如果父項有多個子項，其中只有一個具備已置換的幣別，則父項會繼承已
置換的幣別代碼 (未顯示在表單上)。

• 在特定情況下，父實體會在嘗試轉換成已選取的幣別時顯示 #MISSING。
請務必針對表單或報表上每個當地幣別和已選取幣別的組合，輸入幣別匯
率。所有混合幣別子實體和父成員都必須有各自的幣別組合。

• 智慧型檢視不支援對一個實體輸入多重幣別。如果工作表包含混合幣別類
型，使用者可能不小心以錯誤的幣別輸入值。

關於計算幣別商業規則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
多重幣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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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幣別」商業規則以表單上的維度和成員為依據。可以把資料從當地幣別轉換成表單上指
定的報表幣別，並且套用匯率轉換。本規則：
• 不計算小計。如果要計算小計值，請在轉換幣別後執行「計算表單」商業規則 (或包含聚
總的自訂商業規則)。

• 忽略 #MISSING 值。
• 可開啟或關閉，方法是在設計表單期間，就建立與表單的關聯或取消其關聯。
• 依預設並不會在儲存資料時執行。

匯率類型
簡化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類型
針對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以下是與幣別關聯的匯率類型：「歷史記錄」、「平均」及「結
束」。
您必須在成員特性對話方塊中指定每個科目的匯率類型。對於平均和結束匯率類型，請輸入所
有期間的值。對於歷史記錄匯率類型，請輸入用於所有期間的單一匯率值，包括「開始平衡」
期間。對於「開始平衡」期間，請輸入針對平均和結束匯率類型用於那段期間的單一匯率值。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支援透過三角套匯幣別，以三角法進行幣別轉換。
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類型
針對簡易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以下是與幣別關聯的匯率類型：外匯匯率 - 平均和外匯匯率 - 結
束。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比例
您可指定在顯示特定幣別時所用的比例資料值。例如您可設定日圓的比例單位為「千」，然後
在表單中輸入日本實體的值為 10,000，並為「幣別」維度選取「當地」成員。當您選取「日
圓」為表單的幣別成員時，程式會套用比例功能，並顯示「日本」的值為 10。

數字格式
您可決定在表單中，非幣別與幣別資料類型的數值初始顯示方式：
• 千位數分隔符號：
– 無：1000

– 逗號：1,000

– 點：1.000

– 空格：1 000

• 小數分隔符號：
– 點：1000.00

– 逗號：1000,00

• 負數記號：
– 減號開頭：-1000

– 減號結尾：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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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號：(1000)

• 負數顏色：
– 黑色
– 紅色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報表幣別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
多重幣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報表幣別是貴公司製作財務報表時所用的幣別單位。應用程式支援幣別轉換功能，可從
當地幣別轉換成一種以上的報表幣別。轉換後的報表幣別值會儲存起來，所有使用者均
可唯讀存取。應用程式的預設幣別就是預設的報表幣別。您可停用將某幣別當成報表幣
別。

檢查使用幣別的方式
您可以檢視應用程式如何使用幣別：某幣別是否為預設幣別、用於三角套利幣別或由實
體使用 (適用於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或與其他幣別有轉換或交換關係。
若要查看使用幣別的方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選取 Currency 維度。
3. 選取幣別以便檢視相關資訊。
4.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顯示用法。

建立幣別
從預先定義的清單中選取或自行建立。您可指定：
• 三個字母的代碼
• 符號
• 最長 256 個字元的描述
• 顯示值時需使用的比例因素
• 對於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選取要用於幣別轉換的三角套匯幣別
• 用於顯示別名的別名表
• 數字格式，包括千位數分隔符號、小數分隔符號、負號與顏色
• 是否為報表幣別
若要建立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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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選取 Currency 維度。
3. 建立幣別：
• 若要新增預先定義的幣別，請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標準幣別，從標準幣別清
單中選取，然後按一下確定。

• 若要建立幣別，請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幣別，並指定特性：
– 對於 成員名稱，請輸入最多三個字元的縮寫或 ID。
– 選擇性：對於描述，請輸入名稱，例如「日圓」。

備註：
若要檢視方格中的所有特性欄，包括描述欄，請在方格的任何標題上按
一下滑鼠右鍵，向下捲動直到您看見預設模式核取方塊。清除預設模式
核取方塊，以檢視方格中的所有特性欄。

– 對於符號，輸入符號，或從預先定義的符號欄中選取符號。
– 選擇性：對於比例，請選取如何輸入與顯示幣別。例如若比例設為千，則 3 日圓
即代表 3000 日圓。

– 選擇性：對於三角套匯幣別 (適用於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請選取充當第三共同
幣別的幣別以供轉換。

– 選擇性：對於別名表，請選取要使用的別名表。
– 選擇性：對於別名，請輸入幣別別名的名稱。

4. 選擇性：選取報表幣別 (請參閱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的幣別)。
5. 選擇性：對於千位數分隔符號，請選取如何顯示千位數分隔符號 (必須與小數分隔符號不
同)。

6. 選擇性：對於小數分隔符號，請選取如何顯示帶有小數值的數字 (必須與千位數分隔符號
不同)。

7. 選擇性：對於負號，請選取如何顯示負數：
• 減號開頭：-1000

• 減號結尾：1000-

• 括號：(1000)

8. 選擇性：對於負數顏色，請選取顯示的顏色。
9. 選擇性：選取資料儲存的類型。
10. 選擇性：選取二次計算。
11. 選擇性：選取資料類型。
12. 選擇性：選取智慧型列示。
13. 按一下儲存。

編輯幣別
若要編輯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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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從維度中，選取幣別。
3. 選取要編輯的幣別。
4. 按一下 。
5. 按一下幣別頁籤。
6. 修改特性：
• 若要從預先定義的符號中選取，請從從預先定義的符號中選取下拉清單中選取
一個。

• 若要變更幣別符號，請針對符號輸入或選取符號。
• 對於比例，請設定如何輸入與顯示幣別。
• 對於設定幣別精確度 (小數點右邊的數字位數)，請從精確度下拉清單中選取 1
到 10 的數字。
預設值為無。

備註：
服務管理員可為表單置換這個設定。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
項。

• 若要將幣別指定為報表幣別，請選取報表幣別。
請參閱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的幣別。

• 對於千位數分隔符號，請選取如何顯示千位數分隔符號 (必須與小數分隔符號不
同)。

• 對於小數分隔符號，請選取如何顯示帶有小數值的數字 (必須與千位數分隔符號
不同)。

• 對於負號，請選取如何顯示負數：
– 減號開頭：-1000

– 減號結尾：1000-

– 括號：(1000)

– 使用預設設定：套用貨幣的顯示設定 (請參閱建立幣別)。
• 對於負數顏色，請選取顯示的顏色。

7. 按一下儲存。
刪除幣別

您無法刪除預設幣別。
若要刪除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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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維度中，選取幣別。
3. 選取所要刪除的幣別。
4. 對於多幣別應用程式，按一下  以決定該幣別是否為預設幣別。若使用標準多重幣別應
用程式，請決定幣別是否為三角套利幣別，或幣別是否與實體相關聯。您無法刪除符合這
些準則的幣別。

備註：
針對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如果您刪除在匯率表中定義的幣別，就會從表格中
刪除該幣別。

5. 按一下關閉。
6. 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確定。
7.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指定匯率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多重幣別」
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使用匯率將值從一種幣別轉換成另一種幣別。您可以：
• 讓各國預算籌備者製作以其他幣別為單位的計畫
• 以某幣別顯示摘要報表資料
• 將數值從多重種幣別摘要說明成單一幣別
例如您可能指定日圓為「日本」實體的本幣幣別，美元為「美國」實體的本幣幣別。當您顯示
的表單內容有「日本」實體的值，但該表單的顯示幣別已設為美元，則系統會使用日圓匯率把
「日本」的值轉換成美元。如果顯示幣別已設為日圓，則會使用美元匯率把「美國」實體的值
轉換成日圓。
若要指定匯率，您必須在建立應用程式時設定多重幣別。
• 關於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表
•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 Hsp_Rates 維度
• 三角法
• 計算方法

第 23 章
管理維度

23-45



關於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匯率表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
多重幣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每個應用程式在建立時都有指定的預設幣別。當您指定匯率表時，只能以預設幣別與三
角套利幣別可當作目標幣別。您可輸入來源幣別對預設幣別或三角套利幣別的匯率。
您可建立多個匯率表。每個匯率表通常都與多個案例有關聯，但每個案例只能與一個匯
率表有關聯。建立案例時，請選取轉換幣別時所用的匯率表。
輸入預設幣別與「匯率」頁面中定義之幣別間的轉換值。匯率表橫跨所有的應用程式期
間，所以您可將匯率套用到所有案例。建立或修改匯率表時，您必須重新整理應用程
式，以便將它們儲存在立方體中。請參閱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的 Hsp_Rates 維度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標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
多重幣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包含 Hsp_Rates 維度，用於儲存匯率。此維度包含這些成員與
其他儲存幣別匯率的成員：
• Hsp_InputValue：儲存資料值
• Hsp_InputCurrency：儲存資料值的貨幣類型
產生報表或載入資料時，需參照 Hsp_InputValue 成員。載入資料時必須依據當地幣別
載入資料。您不需要參照 Hsp_InputCurrency 成員。
根據預設，Hsp_Rates 維度設為「稀疏」。您可以變更此設定 (請參閱設定維度密度與
順序)。

三角法

備註：
此主題假設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了多重幣別選項。如果選取的是「簡易多重
幣別」選項，請參閱關於簡易多重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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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支援以三角法透過中介幣別 (稱為三角套匯幣別) 進行幣別轉換。如果您
修改某幣別的三角套利幣別，則必須重新輸入三角套利幣別特性的匯率並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以傳送並儲存匯率。您不能選取應用程式的預設幣別做為三角套利幣別。

計算方法
輸入兩種幣別的轉換匯率時，可選取「乘」或「除」做為計算方法。例如若選取 1.5 做為英鎊
轉換美元的比率，請選取「乘」做為計算方法，則 1 英鎊就會轉換成 1.5 美元。

設定動態時間序列成員
您可使用動態時間序列成員建立報表以顯示期間累計資料，例如季累計支出。系統會在建立應
用程式期間自動建立「動態時間序列」成員，而且這類成員可搭配 Period 維度的成員。若要
設定「動態時間序列」，請啟用預先定義的「動態時間序列」成員，並將其與層代號碼 (以及
選擇性項目：別名表與別名名稱) 建立關聯。例如若要計算迄今季的值，您可啟用 Q-T-D (季累
計) 成員，並與層代號碼 2 建立關聯。接著即可使用 Q-T-D 動態時間序列成員，計算該季截至
目前月份為止的每月值。

備註：
聚總儲存應用程式的 Period 維度不支援動態時間序列。

「動態時間序列」成員提供多達八層的期間累計報表。您的資料與資料庫大綱決定了可使用哪
些成員。例如若資料庫包含每小時、每日、每週、每月、每季和每年資料，則您可製作 D-T-D
(日期累計)、W-T-D (週累計)、M-T-D (月累計)、Q-T-D 與 Y-T-D 資訊的報表。如果資料庫包含
過去 5 年來的每月資料，則您可製作直到指定年份的 Y-T-D 與 H-T-D (歷史記錄累計) 資訊報
表。如果資料庫追蹤季節期間的資料，則您可製作 P-T-D 或 S-T-D (季節累計) 資訊的報表。
如果您打算在「動態時間序列」計算中使用成員，Oracle 建議您避免將時間平衡特性 (例如
「首項」與「平均」) 指派給針對動態計算所設定的成員。否則可能會為 Account 維度中的父
成員擷取到錯誤值。
若要設定動態時間序列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選取 Period 維度，然後按一下 。
3. 針對要使用的 DTS 序列選取已啟用：
• Y-T-D：年累計
• H-T-D：歷史記錄累計
• S-T-D：季節累計
• Q-T-D：季累計
• P-T-D：期間累計
• M-T-D：月累計
• W-T-D：週累計
• D-T-D：日期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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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層代。
所顯示的層代數要看時間維度中的層代數而定。您不能將「動態時間序列」成員與
最高層代 (維度根目錄) 建立關聯。

5. 選擇性：新增別名名稱。在編輯別名名稱欄中按一下 ，輸入別名名稱，然後按一
下確定。

6. 按一下儲存。

其他支援的應用程式功能
應用程式維度有其他支援的功能。您可以將子項與同層級新增到 Scenario、Version 與
Period 維度，而且可使用剪下、貼上、展開與收合功能操作其維度階層 (請參閱使用維
度階層)。您也可以使用這些維度的共用成員，並為所有維度在根層級設定二次計算。例
如您可以：
表格 23-10    功能

功能 詳細資訊
在 Scenario 與 Version 維度中建立階層和使
用共用成員。如果您把子項指派到自下而上式
版本，在表單中顯示的這些版本就是唯讀的父
項。

請參閱設定案例與指定版本。

在 Period 維度中，請建立替代階層並使用共用
子代。您可以把所有期間的資料儲存，設定成
任何有效的資料儲存值。您可以把所有期間的
整合運算子 (包括 BegBalance)，設定成任何有
效的整合運算子。例如可設定成 + 而非 ~ (忽
略)。

請參閱使用 Years 維度與編輯 BegBalance 成
員。

在根層級開啟二次計算，例如針對 Account。

注意：
系統在任何未設
定成動態計算的
非科目成員上，
都會忽略二次計
算作業。使用本
設定時，請考量
對幣別轉換指令
檔的影響。

請參閱新增或編輯成員。

對於屬性，請建立階層並指派別名。 請參閱使用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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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如果您將任何 Scenario、Version、Period 或 Years 成員或
某些維度根 (例如 Entity、Version、Currency 和自訂維度) 的資料儲存變更為動態，
預先建立的幣別轉換計算指令碼可能無法正確運作。變更資料儲存時，請考量對幣別
轉換指令碼的影響。

Period 維度中的替代階層之注意事項
如果您在 Period 維度中建立替代階層，替代階層在大綱中必須在 YearTotal 成員之下。

使用 UDA
您可以在計算指令碼、成員公式、報表和表單中使用使用者定義屬性 (UDA)、描述性單字或片
語。UDA 會傳回與該 UDA 關聯的成員清單。例如：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時，您可使用 HSP_UDF UDA 避免覆寫公式。您必須登入與業務程序相關
聯的每個資料庫，並使用 UDA 建立成員公式。此 UDA 的語法如下：(UDAs: HSP_UDF)。

• 如果您使用 @XREF 函數查閱另一個資料庫中的資料值以從目前資料庫計算值，則可將
HSP_NOLINK UDA 新增至成員，以避免在不是為該成員選取的來源立方體的所有立方體中
建立 @XREF 函數。

• 對於擁有多個產品成員的 Product 維度，您可建立稱為「新產品」的 UDA 並將此 UDA 指
派給 Product 維度階層中的新產品。然後您可根據指派的「新產品」進行某些計算。

• 針對預算複查程序，與其為每個產品線 (某些產品線可具備上百個擁有者) 中的擁有者建立
資料驗證規則，您可以使用核准單位階層，建立包含套用成員之使用者名稱的 UDA。然後
在資料驗證規則中，可以輸入查詢函數，將傳回儲存於 UDA 中的使用者名稱。例如，為
呈報途徑中的每一個使用者建立 UDA，並將字首指派給 UDA 名稱 (例如，
ProdMgr:Kim)。

• 設計表單時，您可以根據通用屬性使用 UDA 選取表單的成員。當您使用 UDA 建立表單
時，與該 UDA 關聯的任何成員都會動態加到表單中。例如，如果您建立一個稱為 New
Products 的 UDA，然後將此 UDA 指派給 Product 維度階層中的新產品，表單將會在執行
時期自動顯示新產品。在表單設計程式中選取時，UDA 前面會出現 UDA；例如 UDA(New
Products)。

UDA 為維度所特有。例如，為「科目」成員建立 UDA 就會使非共用「科目」成員也能使用此
UDA。刪除 UDA 就會為所有「科目」成員移除此 UDA。若要使 UDA 可供多個維度使用，請
為多個維度建立相同 UDA。例如，為 Account 與 Entity 維度建立名為「新」的 UDA，使名為
「新」的 UDA 可供「科目」與「實體」成員使用。
若要使用 UDA，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選取其成員要與 UDA 關聯的維度。
3. 從維度階層中選取成員並按一下 。
4. 選取 UDA。

第 23 章
管理維度

23-49



5. 選取任務：
• 若要建立 UDA，請按一下 ，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當您為 UDA 命名時，最多只能使用 60 個字元。
如果要建立 UDA 以供核准，請將字首指派給名稱的開頭 (例如，
ProdMgr:名稱)。字首表示包含使用者名稱的 UDA，可讓資料驗證規
則查詢使用者。請針對所有核准的 UDA 使用相同的字首。

• 若要修改 UDA，請按一下 ，變更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 若要刪除 UDA，請選取 UDA，按一下 ，然後確認刪除。

備註：
刪除 UDA 就會為整個維度移除 UDA。如果您刪除 UDA，則必須更新
參考這些 UDA 的所有成員公式、計算指令碼及報表。

• 若要清除 UDA 選擇，請按一下 。
6. 若要新增或移除成員的 UDA，請使用箭頭將 UDA 移進和移出選取的 UDA 面板。
7. 按一下儲存。

使用成員公式
您可以定義成員公式，將運算子、計算函數、維度與成員名稱以及數值常數結合一起，
以便對成員執行計算。成員公式還可包括：
• 公式中允許使用運算子類型、函數、值、成員名稱、UDA 等。
• 預先定義的公式表示式，包括可在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展開至公式或值的「智慧型列
示」值。

定義成員公式：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選取要新增或變更其成員公式的維度。
3. 選取該成員，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成員公式頁籤。
5. 選取下列欄位的選項：
• 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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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除了帳戶公式之外，系統會將您為預設立方體所輸入的公式套用到所有立方
體上，除非您為特定立方體輸入的不同公式置換了該公式。
此外，系統只會針對來源立方體 (而非任何其他立方體)，將帳戶成員上的預
設公式轉移到 Essbase。系統不會把預設公式轉移到任何聚總儲存立方體。

• 資料儲存：選取資料儲存選項。預設值為儲存。

備註：
立方體特定資料儲存欄位將不會顯示共用或僅標籤選項。這是因為成員無法
在某個立方體 (而不是另一個立方體) 中設定成「共用」或「僅標籤」。

• 解決順序：指定公式的評估順序。輸入一個介於 0 到 100000 之間的整數 (或者使用箭
號增加或減少數值)。指定解決順序之成員的公式會依最低至最高的解決順序計算。預
設值為 0。

備註：
解決順序可供聚總儲存立方體使用，也可供已針對 Hybrid 啟用的區塊儲存立
方體使用。您只能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來編輯區塊儲存立方體的解決順
序。請參閱存取編輯成員特性。

6. 在文字方塊中，為該成員定義公式。
7. 選擇性：若要檢查成員公式的有效性，請按一下驗證。
8. 按一下儲存。
按一下儲存之前按一下重設可還原先前的成員公式資訊。

檢視公式驗證的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成員公式驗證的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成員公式上，按一下驗證。
2. 按一下儲存。

使用公式運算式
在成員公式頁籤的文字方塊，您可以將預先定義的公式表示式包括在成員公式中，然後使用驗
證按鈕進行測試。您也可以載入成員公式。
您可以更新維度大綱但不更新依賴於大綱的商業規則與計算指令碼。計算越來越不依賴於大綱
中的細節。您可以在計算中將智慧型列示用作物件。當您使用公式運算式時，效能並不會降
低，因其僅在您重新整理資料庫時才會執行。
若要在成員公式中使用公式表示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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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2. 選取您要使用的維度。
3. 選取該成員，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成員公式。
5. 選取下列欄位的選項：
• 立方體

備註：
除了帳戶公式之外，系統會將您為預設立方體所輸入的公式套用到所
有立方體上，除非您為特定立方體輸入的不同公式置換了該公式。
此外，系統只會針對來源立方體 (而非任何其他立方體)，將帳戶成員
上的預設公式轉移到 Essbase。系統不會把預設公式轉移到任何聚總
儲存立方體。

• 資料儲存：選取資料儲存選項。預設值為儲存。

備註：
立方體特定資料儲存欄位將不會顯示共用或僅標籤選項。這是因為成
員無法在某個立方體 (而不是另一個立方體) 中設定成「共用」或「僅
標籤」。

• 解決順序：指定公式的評估順序。輸入一個介於 0 到 100000 之間的整數 (或者
使用箭號增加或減少數值)。指定解決順序之成員的公式會依最低至最高的解決
順序計算。預設值為 0。

備註：
解決順序可供聚總儲存立方體使用，也可供已針對 Hybrid 啟用的區塊
儲存立方體使用。您只能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來編輯區塊儲存立
方體的解決順序。請參閱存取編輯成員特性。

6. 在文字方塊中，為該成員定義公式。
您可以在成員公式中，納入業務程序公式運算式及 Essbase 原生公式。
業務程序會提供預先定義的公式運算式，可供您在成員公式中使用。您無法編輯或
建立自己的公式運算式。

7. 選擇性：若要檢查成員公式的有效性，請按一下驗證。
8. 選擇性：如果成員公式發生錯誤，請按一下顯示詳細資料以檢視描述。
9. 選擇性：如果您不要儲存對成員公式進行的變更，請按一下重設以還原先前的成員
公式。

10.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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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成員公式運算式支援函數與變數。建立公式運算式時，請遵循函數與變數的以下語法規則：
• 給變數或特性加上方括號 [ ]。如果您省略了方括號，變數會被視為原生變數。
• 給成員名稱加上引號。
• 變數中的字元不區分大小寫，但不能有多餘的空格或字元，如底線 ( _ )。
• 您可將其他函數的子呼叫包括在運算式中。
• 請勿在需要數字的地方輸入文字。
• 在成員公式中，大綱的順序非常重要。例如，請勿參照尚未計算的值。

將智慧型列示值做為變數包括在內
您可將智慧型列示做為變數包括在公式表示式中，如公式表示式 "Status"=
[Status.Departed]。
"Status" 是成員名稱，Status 是智慧型列示名稱，Departed 是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如果
Departed 的「智慧型列示 ID」為 2，Status.Departed 在成員公式中會被取代為 2 (應用程式
將「智慧型列示」視為數字)。如果 Departed 的「智慧型列示 ID」為 2，2 會被放入計算中，
並儲存在資料庫中。
請按以下格式撰寫智慧型列示：[SmartListName.SmartListEntry]

公式運算式
公式運算式可以包含以下預定義的變數和函數。
表格 23-11    公式運算式中的變數

變數 描述
OpenInputValueBlock 如果應用程式是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則產生 IF 陳

述式；如果應用程式是單一幣別應用程式，則產生
空白字串。此變數可與 ClosedInputValueBlock
搭配使用。

CloseInputValueBlock 如果應用程式是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則產生 End IF
陳述式；如果應用程式是單一幣別應用程式，則產
生空白字串。此變數可與 OpenInputValueBlock
搭配使用。

NumberOfPeriodsInYear 傳回當年的期間數
NumberOfYears 傳回應用程式中的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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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2    公式運算式中的函數

函數 描述
Dimension(dimTag) 傳回預先定義的維度名稱。dimtag 為：

• DIM_NAME_PERIOD
• DIM_NAME_YEAR
• DIM_NAME_ACCOUNT
• DIM_NAME_ENTITY
• DIM_NAME_SCENARIO
• DIM_NAME_VERSION
• DIM_NAME_CURRENCY

Period(periodName) 傳回指定期間。periodName 的選項如下：
• FIRST_QTR_PERIOD
• SECOND_QTR_PERIOD
• THIRD_QTR_PERIOD
• FOURTH_QTR_PERIOD
• FIRST_PERIOD
• LAST_PERIOD

CrossRef(accountName) 在每個維度名稱 (Currency、Period 與 Year
除外) 中新增預設的首碼 No，維度名稱後接指
定帳戶，以產生交叉參考。
例如，在包含下列維度的應用程式中：
Account、Period、HSP_View、Year、
Scenario、Version、Entity 及 Product
CrossRef("5800") 會傳回：
"BegBalance"->"No HSP_View"->"No
Scenario"->"No Version"->"No Entity"->"No
Product"->"5800";

CrossRef(accountName, prefix) 在每個維度名稱 (Currency、Period 與 Year
除外) 中新增指定的首碼，維度名稱後接指定帳
戶，以產生交叉參考。首碼應括在雙引號中。
例如，在包含下列維度的應用程式中：
Account、Period、HSP_View、Year、
Scenario、Version、Entity 及 Product
CrossRef("5800", "NoX") 會傳回：
"BegBalance"->"NoX HSP_View"->"NoX
Scenario"->"NoX Version"->"NoX Entity"-
>"NoX Product"->"5800";

CrossRef(accountName, prefix, true) 在包括 Year 在內的每個維度名稱 (Currency
與 Period 除外) 中新增指定的首碼，維度名稱
後接指定帳戶，以產生交叉參考。
例如，CrossRef("5800", "NoX", true) 會傳
回：
"BegBalance"->"NoX HSP_View"->"NoX
Year"->"NoX Scenario"->"NoX Version"-
>"NoX Entity"->"NoX Product"->"5800";

getCalendarTPIndex() 產生可傳回期間索引的成員公式；該索引以工
作曆年為基礎。

getFiscalTPIndex() 產生可傳回期間索引的成員公式；該索引以會
計年度為基礎。

CYTD(memberName) 產生成員的工作曆年至今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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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2    (續) 公式運算式中的函數

函數 描述
CYTD(memberName, calTpIndexName,
fiscalTpIndexName)

產生成員的工作曆年累計公式，且期間索引以
工作曆與會計年度為基礎。重新命名成員時使
用。預設成員名稱為 "Cal TP-Index" 與 "Fiscal
TP-Index"。

瞭解常見錯誤
請認真遵循語法規則。如果公式運算式語法包含錯誤，驗證成員公式後就會傳回錯誤訊息。若
要取得錯誤訊息相關資訊，請複查成員公式頁籤上的公式詳細資料。最常見的錯誤訊息為「無
法執行」。當您在運算式中錯誤地使用參數時就會出現此訊息。以下動作會導致「無法執行」
錯誤訊息：
• 在公式運算式中輸入了錯誤的參數數量
• 成員名稱、函數或變數名稱拼寫錯誤
• 未給成員名稱加上引號
• 在需要文字的地方使用數字

管理表單
建立表單，根據您的規劃需求來輸入資料。
另請參閱：
• 關於表單
• 建立表單
• 設計特定類型表單
• 使用表單與表單元件
• 管理表單及資料夾

關於表單
表單是用來輸入資料的方格。您可以建立滿足您需求的表單，然後使用該表單和其他物件來設
計儀表板以彙總資料。
請參閱設計儀表板。

備註：
之前，您可以建立複合表單 (包含多個簡易表單的表單) 來彙總資料。Oracle 已停止
支援複合表單。不過，您現有的複合表單將可繼續使用。Oracle 建議您將使用量轉
移到儀表板，而非複合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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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設計表單。

 設計 Cloud EPM Planning 中的表單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 Planning 中設計表單以及管理任
務清單。  在 Planning 中設計表單以及管理任

務清單

表單元件
檢視點
選取檢視點 (POV) 維度 (例如 Year、Scenario 及 Version) 來定義頁面、列和欄的環境
定義。例如，若 Scenario 為「預算」，頁面、列和欄中顯示與輸入的所有資料都會寫
入「預算」案例維度成員。各 POV 維度會設為一個成員，且使用者無法加以變更。
若要簡化表單的 POV 或使其更加貼合使用者的需要與角色，您只須指定相關成員或定
義使用者變數。請參閱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另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變數。
分頁軸
使用分頁軸指定可能跨越維度的成員組合，讓使用者可以用更小的邏輯檢視使用資料。
每個分頁軸項目都可以有從不同維度選取的成員。使用者只能看到他們能存取的成員。
您可以指定多頁下拉清單，並以關係函數或屬性選取成員。並以從分頁軸選取的方式在
成員集合之間切換。
您要將成員名稱或別名顯示在分頁軸上。您可以指定頁面維度中的成員數目，以便在資
料輸入頁面的下拉清單中進行搜尋，如果維度包含很多成員，這種方法很有用。請參閱
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列與欄
列與欄定義的是使用者可以輸入資料的方格。例如，您可以指派「單位銷售額」給列
軸，而指派「一月份」給欄軸。使用者存取表單時，可以將資料輸入到「單位銷售額」
列與「一月」欄交集處的儲存格中。
根據預設值，表單具有一組列與欄。您可以新增列與欄以建立非對稱式成員組合。請參
閱建立不對稱列和欄。
屬性維度
除了使用屬性維度做為篩選條件之外，您還可以將屬性定義為應用程式內的唯一維度，
以便在軸上放置該維度而非其關聯基礎維度。這可讓您跨屬性成員執行跨維度累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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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維度在表單方格上為選擇性維度，且會個別列於「表單設計工具」的配置頁籤上。若要在
表單中使用屬性維度，請將屬性維度拖曳到檢視點、頁面、列或欄。

注意：
使用屬性做為篩選條件時，請勿在任何軸上拖曳該屬性，因為這可能產生跨維度參
照，將會影響效能。使用屬性維度做為篩選條件時，將提供一個顯示相關屬性的表單
選項 (類似顯示別名的選項)。請參閱定義版面配置。

 

 

表單設計注意事項
表單與立方體
建立表單時，要將其與決定表單有效成員的立方體建立關聯。例如，如果為「收入」立方體指
派表單，就只能新增對「收入」立方體有效的科目。輸入的資料會被儲存到選定的立方體的資
料庫。

備註：
• 表單的立方體指派後即無法變更。
• 僅當表單科目的來源立方體與表單的立方體相符時，才能編輯表單科目。
• 如果科目新增到的表單的關聯立方體不是科目的來源立方體，則科目在該表單上
為唯讀。

第 23 章
管理表單

23-57



表單與權限
指派表單權限，決定哪些使用者可以修改其設計 (例如版面配置和指示) 與輸入資料。僅
當使用者具有一個安全維度之成員的權限時，才能編輯表單。例如，若使用者具有「歐
洲」實體的唯讀權限，則包含「歐洲」實體的列與欄均為唯讀。使用者只能夠變更其擁
有寫入權限之成員的資料。
表單與幣別
對於單一幣別應用程式，所有實體都會使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的幣別。對於標準多重
幣別應用程式，表單上選取的「幣別」成員會決定顯示值時使用的幣別。若「幣別」成
員為「本地」，則不會發生幣別轉換，使用者可以使用其原生幣別輸入資料。如果選取
的幣別成員不是「本地」，值就會被轉換為針對該列或欄選取的幣別，而且表單是唯讀
的。您可以在選取成員為「幣別」或「本地」的列或欄中輸入資料。請參閱為多重幣別
設計表單。
表單與版本
對於自下而上式版本，具有層級 0 成員的列與欄可以輸入資料。設定為父成員的列或欄
是唯讀的。檢視點也必須設定為層級 0 成員，以便在自下而上式版本上輸入資料。目標
版本可以在父成員與子成員中輸入資料。
依屬性篩選表單成員
您可以使用屬性來選取成員。例如，您可以在 Entity 維度上依特定「地區」(例如「南
部」) 選取成員。產生的方格只會包含具有「南方」屬性 (例如 TX、NM 等) 的成員。您
可將值輸入並儲存到依屬性篩選的列與欄中。
表單與共用成員
因為您無法個別選取共用成員，請使用關係函數來選取共用成員。例如，選取另一種函
數型累加，以納入該累加底下的所有成員。使用者可以在顯示共用成員的列或欄中輸入
值，而資料會儲存到資料庫中的基礎成員。
表單與計算
若要最佳化計算，請用關係 (例如子代或子項) 選取列成員，而不要選取個別子項。例
如，計算個別父項層級總計可能需要進行數次，因此請改用關係。

瞭解表單中的隱含共用
即使您未明確設定成共用，部分成員也會被共用。這些成員為隱含的共用成員。
當隱含的關係建立時，每一個隱含成員會假定其他成員值。應用程式會在以下狀況中假
設共用成員關係：
• 一個父項僅具備一個子項。
• 一個父項僅具備一個整合至父項的子項。
• 父項的資料類型為「僅標籤」。父項會繼承第一個子項的值，無論子項的聚總設定
值為何。

在含有成員與隱含共用關係的表單中，當父項新增一個值，子項會假定表單儲存後的相
同值。同樣的，如果子項新增一個值，則父項通常會假定表單儲存後的相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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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當計算指令碼或載入規則植入一個隱含的共用成員，則其他隱含的共用成員會假定透過
計算指令碼或載入規則植入的成員值。計算或匯入的最後值會優先採用。無論您將父項或子項
指定為計算指令碼的變數，結果都是一樣的。

建立表單
表格 23-13    表單建立檢查清單

任務 想要瞭解更多資訊？
定義配置，包括：
• 新增列與欄
• 將維度指派給欄與列
• 指派屬性維度到檢視點、頁面、欄及列
• 選取供使用者使用的維度成員
• 設定方格特性
• 設定維度特性
• 新增公式列與欄
• 設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顯示選項
• 設定顯示特性
• 設定列印選項
• 新增和更新驗證規則

請參閱定義版面配置。

定義頁軸與檢視點 請參閱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選取成員 .

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設定表單精確度、內容功能表關聯，以及是否啟用
動態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選取商業規則和設定特性 請參閱關於規則。
使用智慧型發送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發送從某個立方體將資料移至另

一個立方體
定義存取權限 請參閱設定存取權限。
設計公式列與欄 請參閱使用公式列與欄設計表單。
設計資料驗證規則 請參閱設計具有資料驗證的表單。
如何建立表單：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
2. 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下，按一下 。
3. 在特性頁籤中，輸入名稱 (最多 80 個字元) 及選擇性的描述 (最多 255 個字元)。
4. 選取與表單相關聯的立方體。請參閱表單與立方體。
5. 選擇性：輸入說明如何使用表單的指示。
6. 按一下下一步，並請參閱定義版面配置。

定義版面配置
建立表單時，一開始表單只包含一列一欄，而所有維度 (選擇性的屬性維度除外) 都位於「檢視
點」中。視需要新增列與欄。設定列與欄的版面配置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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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指派一個維度給列軸與欄軸。
• 您不能為多個軸選取相同的維度若要在多個軸上使用維度，請在檢視點中設定使用
者變數。

• 您可以從任何軸選取維度並將它拖曳到其他軸
• 您可以在將維度指派給列或欄之後，將維度成員從表單中排除。

備註：
屬性維度為選擇性，會顯示在配置頁籤上它們自己的區域中。將屬性維度拖曳
到檢視點、頁面、列或欄，才能在表單中使用屬性維度。

注意：
使用屬性做為篩選條件時，請勿在任何軸上拖曳該屬性，因為這可能產生跨維
度參照，將會影響效能。使用屬性維度做為篩選條件時，將提供一個顯示相關
屬性的表單選項 (類似顯示別名的選項)。

若要定義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在版面配置頁籤上按一下維度旁邊的 ，然後將它拖曳到想要的軸 (列或欄)。您
也可以選擇性地選取要用於檢視點、頁面、列和欄上的屬性維度。

3. 若要編輯新增至列和欄的維度，請按一下維度旁邊的
：
選取編輯以啟動成員選取器，定義您想要放入表單的維度成員和變數。
表格 23-14    表單的成員選擇選項

成員選擇選項 描述
成員 按一下成員清單中的成員來進行選取。

請參閱選取表單成員。
變數 針對下列選項進行選擇：

• 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選擇使用者變數做為成員)

• 替代變數
(請參閱選擇替代變數做為成員)

• 屬性
(請參閱選擇成員屬性值)

• UDA
(請參閱選取 UDA 為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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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全部排除或排除，以使用成員選取器來定義您想要排除的維度成員：
• 選取全部排除，以將成員的所有實例從基礎階層與替代階層中排除。選取此選項可依
名稱排除成員。

• 選取排除，以僅排除特別選取的成員實例。選取此選項可依 ID 排除成員。
若要將成員從排除清單中移除，請選取排除或全部排除。
「服務管理員」也可以使用在區段下拉清單中篩掉已排除的成員應用程式設定，選擇在區
段下拉清單成員選取器清單中向使用者顯示或隱藏排除的成員。
請參閱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
選取清除以移除選擇。

4. 選擇性：若要變更列或欄中維度的順序，請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維度上移或維度下移。
5. 依區段特性中的描述，選取列標題 (例如 1 或 2) 以指定列特性，或選取欄標題 (例如，A
或 B) 以設定欄特性。
若要讓使用者能夠針對表單，將全域假設從測試環境轉移到生產環境，請選取全域假設表
單，然後更新表單以儲存全域假設。請參閱使用全域假設設計表單。

6. 選擇性：新增公式列與欄。請參閱新增公式列與欄。
子主題：
• 區段特性
• 設定表單方格特性
• 設定維度特性
• 設定顯示特性
• 設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
• 設定列印選項
• 在表單中包括資料驗證規則
• 啟用鑽研共用成員

區段特性
若要存取表單的區段特性，請按一下表單版面配置中的列號。
表格 23-15    區段特性

選項 描述
套用至所有列 不選取可為個別列指定不同的特性。
套用至所有欄 不選取可為個別欄指定不同的特性。
隱藏 隱藏欄或列
唯讀 建立唯讀列或欄，讓使用者能夠將舊的、唯讀的資

料與新的、可編輯的資料比較。
顯示分隔符號 在區段之前建立粗的框線，以便識別區段。
隱藏階層 隱藏縮排。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 隱藏空白列或欄。不選取表示要在缺少資料的儲存

格中以「#MISSING」顯示列或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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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5    (續) 區段特性

選項 描述
隱藏無效的案例/期間 此選項會將欄顯示與案例的開始和結束期間繫結。

若選取，它將隱藏案例期間範圍的期間顯示。
欄寬 • 預設：使用方格層級定義的欄寬 (在方格特性

下)
• 小：50 像素
• 中：100 像素
• 大：300 像素
• 符合大小：欄會延展以符合資料大小
• 自訂：指定像素數

列高 • 預設：使用方格層級定義的列高 (在方格特性
下)

• 中：使用標準高度
• 符合大小：列會延展以符合資料大小
• 自訂：指定像素數

對維度啟用下拉清單 可讓您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方格和業
務程序 Web 表單的列維度上，設定下拉式成員選
取器。啟用下拉選取器時，Web 表單使用者可以直
接從表單中列維度的下拉清單選取成員。例如，假
設列軸上有「實體」和「行項目」兩個維度；可能
為「實體」維度成員或「行項目」維度成員啟用成
員選取器下拉清單，或兩者皆啟用。依據「服務管
理員」所選擇的設定值而定，下拉式成員選取器可
能也會允許使用者將資料新增至已被隱藏或排除的
成員列。

備註：
您無法在已包含伺服
器端成員公式的表單
上，啟用下拉清單成
員選取器。

設定表單方格特性
方格特性定義列與欄的顯示方式。
若要設定方格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在方格特性中設定列與欄特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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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6    表單方格特性

選項 描述
隱藏無資料的區塊 在多列上：大幅改善隱藏無資料的部分的效率。

如果未隱藏列或隱藏的列很少，此選項可能會降
低效能。請在使用這項設定前後測試表單，以確
定效能是否有改善。
請注意，若您使用此選項：
• 某些隱藏的區塊可能會忽略動態計算成員
• 列成員可能不會縮排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 隱藏沒有資料的列或欄。不選取會在缺少資料時
於儲存格中顯示 "#MISSING"。

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隱藏含有無效資料的列或欄。內含無效資料的儲
存格為唯讀。

使用資料庫隱藏 隱藏列會在 Essbase 層級而不是業務程序層級套
用，這可減少業務程序端的資料量，並消除查詢
臨界值所受到的影響。

備註：
如果您使用此選項，且表單中有會產
生 #MISSING 值的公式欄，該列將不
會出現在表單中，因為它在 Essbase
中將會隱藏，且系統不會將該列傳回
給業務程序來進行公式評估。

預設列高 • 中：列的高度為適中。
• 符合大小：列會延展以符合資料大小
• 自訂：指定像素數

預設欄寬 指定寬度 (像素)：
• 小：50 像素
• 中：100 像素
• 大：300 像素
• 符合大小：欄會延展以符合資料大小
• 自訂：指定像素數

隱藏無效的案例/期間 此選項會將表單方格顯示與案例的開始和結束期
間繫結。若選取，它將隱藏案例期間範圍的期間
顯示。

全域假設表單 若要針對表單，將全域假設從測試環境轉移到生
產環境，請選取全域假設表單，然後更新該表單
以儲存假設。請參閱使用全域假設設計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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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6    (續) 表單方格特性

選項 描述
啟用自動儲存 此選項可讓使用者按 Ctrl+Z 使用連續復原動作。

它也可以在計畫人員於儲存格之間導覽時，自動
儲存他們的變更。

備註：
為求最佳效能，列與欄上請只用密集
維度。

請參閱關於自動儲存。
自動儲存時執行表單計算 僅當已選取啟用自動儲存時才能使用。如果選取

自動儲存時執行表單計算，相依於已修改或已儲
存值的動態計算儲存格 (例如，內含公式以計算
聚總父項值百分比的列) 會更新並以綠色背景顯
示。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時也隱藏值為零的部分 針對表單選取此選項以及隱藏無資料的部分選項
時，包含 #Missing 和零兩者的所有列或欄會隱
藏。
選取後，此設定會置換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針對隱藏遺漏資料或零所進行的執
行時期隱藏選擇。

執行特設分析時移除表單隱藏選項作用 選取此選項可允許 Smart View 使用者對已有其
他指定隱藏選項的表單執行特設分析。如果表單
上有遺漏資料，則欄或列的基礎維度成員會顯示
在 Smart View 中的特設方格上。這可讓使用者
在即使表單設計已啟用隱藏選項的情況下，也能
夠繼續對表單進行特設分析。

備註：
選取此選項並不會置換使用者可能已
在 Smart View 選項對話方塊之資料
選項頁籤中設定的任何隱藏選項。如
果已為表單啟用執行特設分析時移除
表單隱藏選項作用選項，而使用者在
對表單執行特設分析時看到錯誤，則
應該取消勾選 Smart View 中的隱藏
選項。

3.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表單。
設定維度特性

您可以指定維度顯示特性，例如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以及是否允許使用者檢視成員公
式。這些特性適用於列、欄、頁面及檢視點維度。
若要設定維度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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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按一下檢視點、頁面、列或欄維度，然後在維度特性下套用特性，例如：
表格 23-17    維度特性

特性 描述
套用至所有列 | 欄 | 頁面維度 將特性套用到所有列、欄或頁面維度
套用至所有 POV 維度 將特性套用至所有檢視點維度
開始時展開 針對列或欄維度：展開並顯示維度成員清單。
啟用自訂屬性 針對列或欄維度：使用自訂屬性。
鑽研共用成員 針對列或欄維度：在共用成員位於主階層的父成

員上時啟用鑽研共用成員。
彈性超出表單定義 針對彈性表單中的列與欄維度：選取後即可允許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使用者新增沒有
包含在表單定義中的列或欄成員。
請逐列或逐欄啟用此選項。
您也可以選取套用至所有列維度，但請注意，系
統會將目前列維度中的所有已選取特性，套用到
表單中的所有列維度。
只有在您已於表單定義的智慧檢視選項區段中選
取啟用列的彈性表單或啟用欄的彈性表單時，或
是兩者同時選取時，此選項才會顯示 (請參閱 設
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

列寬 對於列維度：從下列欄大小選項進行選取：
• 小：50 像素
• 中：100 像素
• 大：300 像素
• 符合大小 (預設值)：欄會延展以符合內容大
小

• 自訂：指定像素數
請注意，當您單獨檢視表單時，或是檢視儀表板
中的表單時，系統會保留此設定值。

3.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表單。
設定顯示特性

定義版面配置頁籤上的顯示選項。

備註：
• 將 Account 維度指派到列軸。
• Account、Entity、Versions 和 Scenario 維度不能指派給欄軸。
• Entity 維度可指派到任何軸。
• 將 Version 與 Scenario 維度指派到頁面或「檢視點」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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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設定顯示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依序選取顯示特性及選項，例如：
表格 23-18    顯示特性

選項 描述
將表單設成唯讀 防止使用者編輯表單。
隱藏表單 隱藏儀表板上的表單，或是可從功能表或任

務清單存取的表單。
將缺少的值顯示為空白 將不含資料的儲存格顯示為空白儲存格。清

除以顯示 "#MISSING"。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列示顯示 #MISSING。

允許每個實體使用多重幣別 啟用實體以支援多重幣別，無論本幣幣別為
何。

啟用大量配置 使用者必須具有「大量配置」角色，才能使
用此選項。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

啟用「方格分攤」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
啟用儲存格層級文件 讓使用者能夠依存取權限在表單儲存格中新

增、編輯及檢視文件。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無資料之表單的訊息 輸入無效資料存在時要顯示的自訂文字。保
留空白以顯示 There are no valid rows
of data for this form。

隱藏儲存確認訊息 避免向使用者顯示表單儲存確認訊息。
3.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您的工作並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以儲存您的工作並關閉表單。

設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指定表單顯示的選項。
若要設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選取智慧型檢視選項，然後設定以下項目：
表格 23-19    智慧型檢視選項

選項 描述
停用分攤 智慧型檢視中的停用分攤，包括預設分攤、

期間的分攤資料、使用方格試算表的分攤，
以及使用大量配置的分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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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9    (續) 智慧型檢視選項

選項 描述
停用格式化 在智慧型檢視中的提供者功能區中停用格式

化選項 (儲存、清除、套用)。
重複成員標籤 允許表單中的重複成員標籤。

如果清除此設定，您可以在智慧型檢視中置
換該值，以允許藉由智慧型檢視選項對話方
塊中的重複成員標籤、格式化頁籤，重複表
單中的成員。
對於已啟用對維度啟用下拉清單 (區段特性)
的表單，無論是否已選取重複成員標籤選
項，表單配置將自動表現為已選取該選項。
若為彈性表單 (請參閱下方的啟用列的彈性表
單和啟用欄的彈性表單)，重複成員標籤選項
會自動啟用，且無法清除。

停用工作表保護 停用智慧型檢視之表單中資料儲存格的保
護。
允許使用者輸入資料或將資料貼到儲存格，
但不允許使用者提交變更的資料。
根據預設，此選項為清除狀態。

啟用列的彈性表單 讓智慧型檢視中資料列上的表單可成為彈性
表單。
啟用此選項之後，會自動啟用重複成員標籤
選項且無法清除。
請參閱設計彈性表單

啟用欄的彈性表單 讓智慧型檢視中資料欄上的表單可成為彈性
表單。
啟用此選項之後，會自動啟用重複成員標籤
選項且無法清除。
請參閱設計彈性表單

3.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表單。
設定列印選項

若要設定列印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依序選取列印選項及設定值，例如：
表格 23-20    列印選項

選項 描述
包括輔助明細 在 PDF 檔案中將輔助明細列印為額外的列，如下

所示：
正常順序：與輔助明細頁面上的順序相同
相反順序：在與其相關聯的成員之前。子項的輔
助明細顯示在父項之上，同層級的順序會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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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0    (續) 列印選項

選項 描述
顯示註解 顯示儲存格文字備註
格式化資料 套用數字格式設定值
套用精確度 使用特定的小數位數列印資料
顯示幣別代碼 如果表單支援多重幣別，請列印幣別代碼。幣別

代碼會根據其於表單上成員中的使用來顯示。
3.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表單。

在表單中包括資料驗證規則
您可以在「配置」頁籤上新增和更新方格、欄、列或儲存格的驗證規則。處理時，規則
可能會變更儲存格的顏色、變更核准單位的呈報途徑，以及在使用者輸入資料時，向使
用者顯示驗證訊息。

備註：
在新增資料驗證規則之前，請考慮它會執行的函數。如需使用驗證規則的相關
資訊與最佳作法：
請參閱管理資料驗證。

若要在表單中包括資料驗證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選取驗證規則，然後選取驗證規則選項：

備註：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功能表選項，這些選項會依內容顯示，且取決於是否已
新增規則和功能表選項。

表格 23-21    驗證規則選項

選項 描述
新增/編輯驗證規則 在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對話方塊中建立或修

改現有規則。
複製 | 貼上驗證規則 複製所選規則並貼到新位置。
僅驗證具有此表單存取權的使用者 如果目前使用者沒有表單的存取權，在驗證

核准單位時請勿執行表單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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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1    (續) 驗證規則選項

選項 描述
僅針對含現有區塊的頁面進行驗證 只對具有潛在區塊的頁面組合執行驗證。唯

一例外是含有任何「動態計算」、「動態計
算和儲存」、「標籤」，或者「儲存」和一
個子成員設定值的頁面組合。在此情況下會
載入頁面。

僅針對使用者可存取的儲存格和頁面進行驗
證

以目前使用者 (非服務管理員) 身分的安全性
來執行驗證。

3. 建置並驗證規則。
請參閱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4. 在表單中，按下一步繼續建置表單，然後驗證和儲存表單。
啟用鑽研共用成員

表單設計人員通常會使用共用成員在應用程式內建立替代累加結構。為了提高這些替代階層的
可用性，應用程式會針對指定維度提供鑽研共用成員的能力。鑽研選項是維度特性，可提供將
鑽研行為集中於特定維度的彈性。鑽研選項僅可在表單設計期間用於放在列或欄軸上的維度。
Page 或 POV 維度不具有鑽研功能。
例如，使用下列呈現 Entity 維度的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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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上定義了 iDescendants(Southwest) 的表單會傳回下列成員：
• TX

• FL

• NM

• South

• CA

• AZ

• CO

• West

• Southwest

若要在表單中啟用鑽研共用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在列或欄維度中按一下來展開維度特性。
3. 在維度特性下方選取鑽研共用成員。
4. 按一下儲存。

第 23 章
管理表單

23-70



關於精確度設定值
在其他選項中，您可以透過為不同科目類型套用最小和最大值控制資料精確度。例如，您可以
去掉或四捨五入較長數值的小數部分。精確度設定值只會影響值顯示，不會影響其儲存值。例
如，若最小精確度是 2，且 Q1 的值 100 分散到一月、二月、三月，則月份儲存格在未選取時
會顯示 33.33。在選取狀態下，會顯示其實際值 (例如，33.33333333333333)。由於儲存值時
小數位數有限，當一月、二月和三月的值聚總為 Q1 時，33.33333333333333 會乘以 3，Q1
的值是 99.99999999999998。如果您選取使用幣別成員精確度設定，則幣別值精確度設定值
將會被停用。

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若要設定精確度及其他選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其他選項。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在精確度中指定儲存格中顯示的幣別值、非幣別值及百分比值小數位數。
請參閱關於精確度設定值。
指定最小值以新增零至小數點位數少的數值。指定最大值以去掉或四捨五入較大數值的小
數部分。例如：
表格 23-22    資料精確度範例

值 最小精確度 最大精確度 顯示的值
100 0 任何 100

100 3 任何大於或等於 3 或
「無」的數字

100.000

100.12345 任何小於或等於 5 的數
字

無 100.12345

100.12345 7 無 100.1234500

100.12345 任何小於或等於 3 的數
字

3 100.123

100.12345 0 0 100

100.12345 2 4 100.1235

100 2 4 100.00

備註：
您的選擇會置換針對幣別成員設定的精確度。若要改用幣別成員的精確度設定，
請選取使用幣別成員精確度設定。

3. 在「環境定義功能表」底下，將功能表從可用的功能表移至所選的功能表，將功能表與表
單建立關聯。針對多個功能表，按一下右方的「移動」選項來指定顯示順序。
如需如何建立「環境定義功能表」(動作功能表) 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管理動作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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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啟用動態使用者變數，允許在表單使用動態使用者變數，然後將可用的使用者
變數移至所選的使用者變數。
請參閱動態設定使用者變數。

使用智慧型發送移動資料
若要讓報表更具意義且更完整，可以透過「智慧型發送」在使用表單時立即將來源立方
體中的註解、附件以及輔助明細移至報表立方體。接著，使用者可在來自不同多維資料
庫的規劃資料上進行更多分析。
若要瞭解如何使用「智慧型發送」移動資料：
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的資料整合中的使用
智慧型發送從某個立方體將資料移至另一個立方體。

建立不對稱列和欄
不對稱列和欄包含在同一維度中所選的不同組成員。例如：
列/欄 A—案例 = 實際，期間 = Q1

列/欄 B—案例 = 預算，期間 = Q2、Q3、Q4

若要建立不對稱列或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按一下 ，以選取要修改的維度。
3. 按一下維度名稱右側的 ，然後修改為這個維度所選的成員。
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4.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

新增公式列與欄
您可以定義列與欄的公式。例如，您可以建立公式欄來計算每月銷售額欄之間的百分比
差異。列或欄的公式會套用至所有的列或欄維度。若要定義或指派現有公式至表單，在
配置頁籤上選取列或欄，然後使用區段特性下方的選項。
請參閱建立公式。

提示：
考慮在兩個其他列之間新增公式列，以建立空白列。空白列可協助您在視覺上
分隔表單中的小計和總計。

若要新增公式列與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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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配置頁籤中，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列或欄。
3. 選取新增公式列或新增公式欄。
4. 按一下新的公式標籤，然後輸入公式名稱。
5. 按一下「公式標籤」的列號或欄號並指定區段特性，例如顯示表單上的公式，這樣使用者
按一下  即可檢視公式。

6. 在區段特性底下，對公式資料類型中的每個維度選取公式結果的顯示方式，例如「幣
別」、「非幣別」、「百分比」、「智慧型列示」、「日期」，或使用「文字」格式。

7. 輸入公式，然後按一下 。
請參閱編輯公式。

8. 按一下驗證以尋找並修正任何錯誤。

定義表單頁面和檢視點
您可以為分頁軸和檢視點 (POV) 選取維度和成員。POV 維度與成員必須對表單立方體而言是
有效的，並且未指派給分頁軸、欄軸或列軸。POV 設定定義資料交集與表單環境定義的成員。
若您使用使用者變數，變數名稱會顯示於 POV 中。
請參閱管理使用者變數。
若要定義分頁軸與檢視點，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按一下 ，然後將該維度拖曳到頁面。
3. 按一下每個分頁軸維度的 ，然後選取成員。
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備註：
若要縮減成員清單中顯示的成員數目，以便輕易看到搜尋方塊，請前往首頁，按
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對於頁面下拉清單上的項目數目選項，輸入
較低值。

4. 視需要重複步驟 2 和步驟 3。指派多個維度至分頁軸，讓使用者能夠在輸入資料時變更維
度。他們可以使用顯示特性來使用最近的選擇。

5. 指定維度特性。
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6. 按一下 ，並將維度拖曳到檢視點來新增維度或成員到表單的檢視點。
7. 指定維度特性。
請參閱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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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儲存來繼續，或按一下完成來儲存並關閉。

設計特定類型表單
另請參閱：
• 為多重幣別設計表單
• 使用公式列與欄設計表單
• 設計具有資料驗證的表單
• 使用全域假設設計表單
• 設計累計預測的表單
• 設計彈性表單

為多重幣別設計表單
若要允許使用者使用實體本幣幣別以外的幣別，請執行一項任務：
• 從至少兩種幣別選取成員，以便在相同的表單中比較轉換的幣別。
• 指派幣別成員給分頁軸，並且選取報表幣別做為表單中所有成員轉換幣別的成員。
那樣使用者便可以從分頁軸選取一個幣別成員，並啟動「計算幣別」商業規則，以
便以該幣別檢視數值。

使用公式列與欄設計表單
公式列與欄包含在方格成員上執行數學計算的公式。例如，您可能會想要排列特定欄中
的值，或是計算兩列之間的差異。公式是由方格參照、算術運算子及數學函數所組成。
若要定義或指派現有的公式至表單，請在配置頁籤上選取適當的列或欄，然後在區段特
性下進行選擇。
請參閱新增公式列與欄。
如需建立公式和使用數學函數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表單公式函數。

設計具有資料驗證的表單
您可以將表單設計成包括預先定義的資料驗證規則，以協助實作商業原則和作法。您可
以指定當輸入的資料違反驗證規則時，在表單上要產生的儲存格顏色與資料驗證訊息。
資料驗證規則會儲存為表單的一部分。請參閱在表單中包括資料驗證規則。
另請參閱管理資料驗證。

使用全域假設設計表單
表單設計人員通常會建立可儲存全域假設 (又稱為「動因」或「動因資料」) 的特定用途
表單，例如折舊值、稅率或單價。這在您要使用移轉來移轉表單的動因資料時非常有
用，例如，從測試環境移轉至生產環境。這種表單通常非常小，並且作為動因計算的
「查詢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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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全域假設無法與有多個區段的儀表板或表單搭配使用。

若要在表單設計期間，將全域假設從測試環境傳輸至生產環境，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版面配置頁籤中，按一下方格特性。
2. 在其他底下，選取全域假設表單。
3. 更新表單以儲存稅率等動因資料。使用移轉進行移轉時，這樣做可以讓移轉動因資料包含
在附加標記的表單中。

設計累計預測的表單
另請參閱：
• 關於累計預測
• 建立累計預測
• 修改累計預測變數

關於累計預測
在傳統預測中，預測週期一律限定在會計年度末，而且預測期間中的月數會隨著會計年度中的
月份往前進展而持續減少。
累計預測和傳統預測有所不同，在於累計預測是連續的，而且不考慮年度會計年度結束期間。
累計預測中的期間會依據累計預測的預先定義時間範圍而累計。期間通常定義為以月或季為基
礎。每月累計預測通常位於 12 個月、18 個月或 24 個月的週期中。在一個 12 個月的週期中，
12 個月的期間每個月會重複不斷地移動，而且預測的每一個月都是在未來的 12 個月，和實際
會計年度結束無關。
例如，假設某公司的會計工作曆從 7 月起到次年 6 月止。在年度的第一個月 (7 月，FY11)，公
司的使用者填入 7 月 11 日 – 6 月 12 日期間的預測案例。在下一個月 (8 月 11 日)，即使 7 月
12 日的期間屬於下一個會計年度 (7 月 FY12 - 6 月 FY13)，使用者仍再度填入未來 12 個月 (8
月 11 日 - 7 月 12 日) 的預測案例數字。
以下是一些累計預測的範例：

圖 23-1    12 個月累計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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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每季累計預測

圖 23-3    每季審核累計預測 (使用累計總計累計各季)

圖 23-4    實際年度與計畫年度有額外區段的累計預測

建立累計預測

備註：
只有服務管理員可建立並使用累計預測。其中包含設計表單時可查看累計預測
選項的功能、從使用者介面移動累計預測的功能，以及刪除或修改替代變數的
功能。

若要設計累計預測的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新的表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在「配置」頁籤中，刪除欄軸中的 Years 和 Period 維度。
3. 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欄區段標頭，然後選取累計預測設定。
只有在 Years 和 Period 是在相同的方格軸 (列或欄) 時，才會提供「累計預測設
定」功能表選項。

4. 在累計預測設定對話方塊中，輸入下列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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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3    累計預測設定選項

選項 描述
字首 用來區別累計預測替代變數和其他替代變數；例

如，4QRF 指定預測為 4 個季的累計預測。
重複使用現有替代變數 請在您想要指定您先前使用的字首時選取。
起始年度 累計預測的開始年度；例如，FY11。

輸入開始年度或者按一下 ，以開啟「成員選
擇」對話方塊。
如果您已輸入符合現有累計預測替代變數的字
首，並選取重新使用現有替代變數，則「開始年
度」會自動以現有替代變數的開始年度填入。

起始期間 年度中開始累計預測的期間，例如，Q1。
輸入開始期間或者按一下 ，以開啟「成員選
擇」對話方塊。
如果您已輸入符合現有累計預測替代變數的字
首，並選取重新使用現有替代變數，「開始期
間」會自動以現有替代變數的開始期間填入。

期間數 將產生為個別區段的年度/期間組合數目。
5. 按一下產生。
將會建立所定義的替代變數，額外的欄區段則是在含有累計預測之替代變數組合的表單中
建立。

備註：
• 替代變數是以針對「開始年度」和「開始期間」選取的期間為依據。
請參閱選擇替代變數做為成員。

• 設計表單時，如果包含所選取之「年度」與「第 0 層」期間的列或欄 (例如
FY12/Jan) 已啟動「累計預測設定」對話方塊，則會自動填入「開始年度」與
「開始期間」。如果欄中的成員已使用函數、變數或非層級 0 成員選取，則不會
自動填入值。

• 若要在不同的表單中重複使用累計預測變數，請以滑鼠右鍵按一下新表單的欄標
頭以呼叫「成員選取器」。

修改累計預測變數
您可以直接在表單中修訂累計預測替代變數。
若要在表單中修改累計預測變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資料。
2. 開啟累計預測表單。
3. 選取表單中的欄標題，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設定累計預測變數。
4. 在設定累計預測變數對話方塊中，輸入或編輯 Years 和 Period 維度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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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透過變更移動值依據旁的選擇來向上或向下移動值。當您變更移動值依據旁
邊的選擇項目時，會自動植入 Years 與 Period 維度的值以顯示移動之後產生的年度
與期間值。

5. 按一下套用。
新值會通過使用這些替代變數的所有表單，那些表單則會反映變更。

設計彈性表單
彈性表單是一種表單類型，可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提供有彈性的列與欄管
理。
彈性表單保留所有一般表單的特性和功能，例如執行附加至彈性表單的商業規則、在儲
存時或儲存前執行規則及啟用某些特設特有的功能。然而，當您使用彈性表單時，維度
和成員列與欄儲存格以及所有資料儲存格都未受保護。這代表智慧型檢視使用者可以重
新安排列與欄成員，以及排序或移動列或欄。當您重新整理及提交時，修改後的列與欄
順序維持不變。智慧型檢視使用者也可以使用 Excel 的篩選功能來篩選資料。

備註：
彈性表單只會在智慧型檢視使用，無法用於 Web 介面。

在表單定義期間：
• 選取啟用列的彈性表單或啟用欄的彈性表單，或是兩者同時選取，即可啟用彈性表
單專屬功能。這些選項位於版面配置頁籤中，智慧型檢視選項的下方。請參閱設定
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

• 逐列或逐欄，或是同時逐列及逐欄，來啟用彈性超出表單定義選項。彈性超出表單
定義特性的位置，就在您選取列或欄時，位於版面配置頁籤中，維度特性 的下方。
請參閱設定維度特性。當您針對列或欄維度啟用此選項時，智慧型檢視使用者可能
在彈性表單中新增不屬於該表單定義的列或欄成員。因此，請務必只為需要彈性功
能的列或欄啟用此選項。

• 定義動作功能表，以便在智慧型檢視中開啟另一個彈性表單。
若要定義動作功能表：
請參閱管理動作功能表。
若要將動作功能表附加到彈性表單：
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如需如何使用彈性表單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彈性表單。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啟用和使用彈性表單。

 在 EPM Cloud Planning 中使用彈性表
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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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表單與表單元件
另請參閱：
• 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 預覽表單
• 列印表單定義
• 搜尋表單
• 編輯表單
• 移動、刪除和重新命名表單
• 智慧型檢視中的儲存格格式設定如何保存在規劃中

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使用這些程序來選取並開啟表單資料夾與其所含有的表單。
若要選取並開啟表單資料夾或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
2. 執行以下其中一個步驟：
• 若要開啟資料夾，請展開資料夾下方的「程式庫」，然後選取表單資料夾。
• 若要開啟表單，請展開資料夾下方的「程式庫」，選取表單資料夾，然後從表單和特
設方格管理窗格顯示的清單中選取表單。

3. 選取表單資料夾之後，請使用資料夾旁邊的按鈕來建立、刪除、重新命名、移動及指派資
料夾的存取權。

4. 若要管理表單，請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窗格中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若要開啟表單，請選取表單，然後按一下編輯。
• 若要建立表單，請按一下建立簡易表單。
• 若要編輯、刪除、移動、指派存取權、重新命名表單或顯示用法 (僅限複合表單)，請
選取表單，然後使用對應的按鈕。

表單名稱旁的圖示指示表單類型：
•  簡易表單
•  複合表單

備註：
Oracle 已停止支援複合表單。不過，您現有的複合表單將可繼續使用。
Oracle 建議您將使用量轉移到儀表板，而非複合表單。

•  特設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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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設定特設方格的相關資訊：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使用特設來進行資料輸入和分析。

預覽表單
設計表單時，您可以預覽指派給檢視點、欄、列及頁軸的維度。雖然無法輸入新資料，
預覽會顯示成員屬性、別名以及與表單關聯的資料。
預覽會完成一般表單設計驗證檢查，以及正確評估表單中包括的任何資料驗證規則檢
查。資料驗證規則必須正確完成，才能儲存表單。此外，資料驗證規則會儲存為表單的
一部分。如果您沒有儲存表單的變更，則在最後一次儲存表單後，所做的任何資料驗證
規則變更都會遺失。
若要預覽表單的設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下的表單，然後按一下編輯開啟表單。
2. 表單開啟之後，按一下預覽。
表單以編輯模式開啟在新頁籤中。

3. 解決設計驗證檢查期間報告的問題，包括任何資料驗證規則的問題。
4. 儲存表單，以確認已儲存任何更新，包括資料驗證規則的任何變更。

列印表單定義
服務管理員可以列印包含有關維度成員、商業規則、存取權限和其他表單元件等資訊的
表單定義報表。
若要建立和列印表單定義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方按一下系統報表。
2. 選取表單頁籤。
3. 在選取報表選項底下，將表單定義從可用的表單移至選定表單，以選取要列印的表
單定義。

4. 選擇性：選擇包括成員選擇清單以將欄和列成員包含到報表中。
5. 選擇性：選擇包括商業規則以包含關聯的商業規則。
6. 按一下建立報表。

Adobe Acrobat 會產生整合的報表，包括：
• 立方體
• 描述
• 欄維度和成員以及其他欄定義
• 列維度和成員以及其他列定義
• 頁面和檢視點維度
• 表單存取權限
• 關聯的商業規則

7. 若要列印報表，請在 Adobe 工具列上依序選取檔案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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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表單
若要搜尋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
2. 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底下，於搜尋方塊中輸入部分或完整的表單名稱，然後按

Enter。
忽略大小寫，搜尋下一個相符項。

3. 按一下 向前 (向下) 搜尋，或按一下 向後 (向上) 搜尋。

編輯表單
您可以編輯表單的配置、成員及特性。例如，您可以編輯表單的公式列或欄。

備註：
之前，您可以建立複合表單 (包含多個簡易表單的表單) 來彙總資料。Oracle 已停止
支援複合表單。不過，您現有的複合表單將可繼續使用。Oracle 建議您將使用量轉
移到儀表板，而非複合表單。
請參閱設計儀表板。

如何編輯表單：
1. 選取表單，然後按一下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選取：

a. 特性可編輯描述和指示。請參閱建立表單。
b. 版面配置可編輯表單版面配置。請參閱定義版面配置。
c. 其他選項可編輯表單精確度、變更與表單關聯的環境定義功能表、啟用/停用動態使用
者變數，以及選取使用者變數。請參閱設定表單精確度與其他選項。
另請參閱管理動作功能表和動態設定使用者變數。

d. 商業規則可變更與表單相關聯的商業規則，或修改商業規則特性。
請參閱管理規則。

3. 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工作並關閉表單。

移動、刪除和重新命名表單
若要移動、刪除和重新命名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表單。
請參閱選取並開啟表單與資料夾。

2. 執行下列任一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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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移動表單，請按一下移動，然後選取目的地資料夾。

備註：
如果多個表單在同一資料夾中，您可以同時移動它們。

• 若要刪除表單，請按一下刪除。
• 若要重新命名表單，請按一下重新命名，然後輸入新名稱。

3. 按一下確定。

智慧型檢視中的儲存格格式設定如何保存在規劃 中
備註：
執行下列步驟之前：
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22.100 中的將原生 Excel 格式儲存
至 EPM Cloud。

若要選取表單的格式設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表單中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套用。
2. 選取：
• 儲存格樣式：使用業務程序的格式設定
• 自訂樣式：使用儲存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格式設定

如需詳細資訊：
• 智慧型檢視和 Planning 支援的 Microsoft Excel 格式設定功能：
請參閱使用 Planning 中的關於規劃表單中的智慧型檢視格式。

• 關於儲存 Excel 格式：
請參閱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使用者手冊。

管理表單及資料夾
使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及「商業規則資料夾」頁面，管理資料夾及表單。若要存
取「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頁面，請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按一下建立及管理下
的表單。若要存取「商業規則資料夾」，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選取建立及管理
下的規則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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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4    任務

任務 主題
建立資料夾 建立資料夾
移動、刪除或重新命名資料夾 使用資料夾
建立表單 建立表單
指派表單與資料夾的權限 關於指派物件、規則及資料夾的權限
移動和刪除表單 移動、刪除和重新命名表單
若要檢視資料夾中的所有表單或商業規則，請在左側的資料夾區域按一下資料夾的名稱。若要
選取所有的表單，請選取表單清單上方的核取方塊。

建立資料夾
使用資料夾以階層方式組織表單及商業規則。您可在階層內移動資料夾，如其位於不同的階層
層級，還可給予資料夾相同的名稱。您無法：
• 刪除資料夾 (除非資料夾是空的)

• 選取多個資料夾
• 重新命名、移動或刪除最上層資料夾。表單的最上層資料夾稱為「程式庫」。商業規則的
最上層資料夾則稱為 CalcMgrRules。

• 將檔案新增至最上層的資料夾 (除非您是管理員)

若要建立資料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執行動作：
• 針對表單資料夾：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
• 針對 Calculation Manager 商業規則資料夾：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
理下方按一下規則安全性。

2. 選取要在其下建立資料夾的資料夾。
3. 在資料夾清單上方，按一下建立。
4. 輸入資料夾名稱。
5. 按一下確定。

使用資料夾
若要刪除或重新命名資料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針對表單資料夾：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
針對商業規則資料夾：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規則安全
性。

2. 選取要移動、刪除或重新命名的資料夾。
3.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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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移動，請按一下移動。選取要將所選資料夾移入的目標資料夾。

備註：
當您移動資料夾時，也會移動其內所有的巢狀資料夾、表單及
Calculation Manager 商業規則。

• 若要刪除，請按一下刪除。
• 若要重新命名，請按一下重新命名，然後輸入新名稱。

4. 按一下確定。

提示：
您知道資料夾名稱可以依據使用者瀏覽器地區設定而本地化嗎？若要本地化資
料夾名稱 (例如從英文變成日文)，您可以在工具叢集的物件標籤頁面中自訂資
料夾名稱。如需詳細資訊：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管理規則
• 關於規則
• 在表單中新增和移除規則
• 設定商業規則特性
• 檢視規則用法
• 關於執行時期提示
• 使用 Groovy 規則

關於規則
具有適當存取權的使用者可以透過應用程式啟動商業規則。規則還可以在啟動後提示使
用者輸入。
若要從資料表單內或獨立於啟動功能表之外啟動商業規則，必須從 Calculation
Manager 部署這些規則。若要取得最佳效果，在表單中啟動的商業規則應設計為在三分
鐘內執行。對於具有較長執行時間的規則，您可以排程批次程序或在非高峰期執行規
則。
您可以透過商業規則診斷效能問題，並利用活動報告來找出並解決任何問題。活動報告
識別哪些商業規則花費最長時間執行。然後您可以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開啟規
則，複查日誌，並將規則內的步驟最佳化，以改進效能。
若要瞭解下列的相關資訊，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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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更新及部署商業規則，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 Calculation Manager 來設計 中的從部署檢視部署商業規則和商業規則集

• 使用執行時期提示，請參閱關於執行時期提示
• 產生報表來詳述運用規則之處，請參閱檢視規則用法
• 有關檢視活動報告以診斷規則效能問題，請參閱檢視活動報表
• 有關將商業規則最佳化，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

Calculation Manager 來設計 中的將商業規則最佳化

在表單中新增和移除規則
您可以透過立方體使一個以上的規則與表單產生關聯。使用者可從表單啟動關聯的規則，以計
算和配置值。您可以設定每個與表單關聯的規則在開啟或儲存表單時是否自動啟動。您也可以
變更啟動規則的順序，或從表單中移除規則。
請注意下列事項：
• 您必須先將規則從 Calculation Manager 部署到業務程序中，才能將該規則新增至業務程
序表單。請參閱關於規則。

• 同樣地，如果刪除了 Calculation Manager 中的規則，就必須將規則重新部署到業務程
序，才不會再於業務程序中使用這些規則。您可以選擇性地使用本主題的程序，從表單中
手動移除規則。

• 設定成於載入或儲存表單時即自動執行的規則，絕不會在背景執行。
若要在表單中新增、更新或移除商業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執行動作：
• 若要更新目前表單，請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商業規則。
• 若要開啟表單進行編輯，以使規則產生關聯，請到首頁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
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選取表單，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商業規則。

2. 從立方體下拉功能表中選取立方體。
3. 從商業規則清單中選取要與表單產生關聯的規則，並將它們新增至所選的商業規則。若要
移除關聯的規則，請選取所選的商業規則下方的規則，並移除它們。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
器。
按照預設，已選擇「計算表單」和「計算幣別」規則。「計算表單」會自動為表單建立，
以計算小計。為列、欄或頁面包含多重幣別的表單建立「計算幣別」，以啟用可用幣別間
的價值轉換。如果您使用自訂的計算指令碼來計算幣別轉換，則可移除「計算幣別」。您
可以移除「計算表單」，以防止使用者計算表單中的資料。

4. 若要變更所選商業規則的順序 (規則顯示和啟動的順序)，請在所選的商業規則中選取商業
規則，然後按一下向上或向下鍵，將其在清單中上下移動。列在前面的規則會先顯示和啟
動；在清單底部的規則會最後顯示和啟動。

注意：
商業規則的啟動順序很重要，可能會影響資料。例如，應先轉換幣別，再進行小
計，這一點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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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設定商業規則特性，按一下特性。請參閱設定商業規則特性。
6. 按一下儲存，儲存您的工作並繼續建立或編輯表單，或按一下完成，儲存您的工作
並關閉表單。

設定商業規則特性
您可以指定與表單關聯的商業規則在使用者載入 (開啟) 或儲存表單時是否自動啟動。如
果商業規則具有執行時期提示，您可以設定執行時期提示中的預設成員是否與頁面和檢
視點軸中選取的成員相符。
若要設定商業規則的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執行動作：
• 若要更新目前的表單，請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商業規則。
• 若要開啟表單以進行編輯，請前往首頁並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
與管理下方按一下表單。選取表單，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商業規則。

2. 在表單中有四個階段，在此可以指派規則，而且每個都可能有與該階段相關的資
訊。從下列進行選取：
• 載入前執行
• 載入後執行
• 儲存前執行
• 儲存後執行

備註：
• 載入後執行與儲存前執行只會為 Groovy 規則啟用。您無法為計算指
令碼或圖形規則選取這些選項。如需有關 Groovy 規則的詳細資訊，
請參閱使用 Groovy 規則。

• 有些動作 (例如儲存方格、變更頁面或是啟動動作功能表項目) 也會在
作業完成後重新載入頁面。這將可確保方格包含最新的資料。當發生
此情況時，將會執行載入前和載入後動作，就如同它們在正常頁面載
入中所執行。

• 雖然隱藏的執行時間提示不支援在載入前和載入後選項上的計算指令
碼規則，但是 Groovy 規則支援它們。

• 相關 Groovy 規則：
– Groovy 隨附於 EPM Enterprise Cloud。您可以在所有的應用程式
類型 (自訂、模組及任意格式) 中建立及編輯 Groovy 規則。

– 您也可以將 Groovy 規則與 Enterprise PBCS 和 PBCS Plus One
搭配使用。

– 此外，您還可以將 Groovy 規則與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和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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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性：如果商業規則具有執行時期提示，請選取使用表單中的成員，讓執行時期提示視
窗中的預設成員選項與開啟的表單頁面和檢視點軸中的目前成員相符。
若要瞭解此選項與其他設定值和條件的互動方式，請參閱瞭解執行時期提示。

4. 選擇性：若要隱藏執行時期提示值，請選擇隱藏提示，它會自動選擇使用表單中的成員。
儲存表單後，下一次您返回此頁面時，使用表單中的成員會顯示為已選取。
在以下情況中，您可以隱藏執行時期提示：
• 全部執行時期提示成員值均已填滿 (適當維度成員可從表單的頁面/檢視點讀取)

• 執行時期提示中的維度沒有重複
5. 按一下確定。

檢視規則用法
下列物件中可以使用商業規則：
• 表單
• 規則集
• 功能表
• 任務清單
「服務管理員」可以產生稱為「規則用法報表」的報表，其中詳述運用規則之處。篩選條件可
讓您依規則名稱、規則類型和立方體來重新定義詳細資料。

備註：
只有已部署在業務程序中的規則才會列在「規則使用狀況報表」中。

若要檢視規則用法，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方按一下系統報表。
2. 按一下規則詳細資料頁籤。
3. 如果要篩選，請選取篩選準則，然後按一下套用篩選條件。
• 規則類型：選擇下列一或多個選項：全部、規則和規則集
• 立方體：從可用的立方體清單中選擇。
• 名稱篩選：輸入規則或規則集名稱。您可以選擇性地使用萬用字元。
規則清單會顯示已部署在業務程序中，且符合篩選準則的規則。

4. 在檔案格式中，選取下列其中一種格式：
• XLSX (預設值)

• PDF

• HTML

• X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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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選擇 XML 格式可讓您借助 Oracle BI Publisher Add-in for MS Office
來設定「規則用法報表」。您可以更充分掌控報表中顯示哪些欄、欄
的顯示順序、是否套用排序等等。

5. 按一下建立報表。
「規則用法報表」提供下列資訊：
• 規則名稱
• 規則類型
• 立方體
• 主要關聯 (類型和名稱)

• 次要關聯 (類型和名稱)

主要關聯是指與物件直接相關聯的規則；例如，連結至表單或任務的規則。次要關聯是
指與物件間接相關聯的規則；例如，連結至功能表項目的規則，而該功能表項目又連結
至表單，或者連結至給定任務清單之某項任務的規則。
產生的報表會依字母順序顯示規則，如下所示：
• 規則名稱
• 主要關聯類型
• 主要關聯名稱
範例 23-1    示範主要關聯的規則用法報表範例 (PDF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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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3-2    示範主要和次要關聯的規則用法報表範例 (PDF 格式)

關於執行時期提示
啟動後，商業規則可提示使用者該等變數為成員、文字、日期還是數字。提示應具體且告訴使
用者預計的資料類型。例如：
• 選取月份。
• 輸入預計每季度訪問的客戶數量。
• 您預計下個月的收入變化的百分比是多少？
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如果已經對商業規則選取建立動態成員選項並已啟用父成員來新
增動態子項，則使用者可以在執行時期提示中輸入成員名稱來建立新成員。
啟動具有執行時期提示的商業規則時，應用程式會驗證輸入的值，但不會驗證商業規則。若要
在執行時期提示設定預設成員選擇，請參閱設定商業規則特性。若要瞭解其他設定值及條件對
執行時期提示的影響，請參閱瞭解執行時期提示。

瞭解執行時期提示
執行時期提示的顯示和值受以下方面影響：
• 無論是否在設計時於規則或規則集層級上設定做為置換值特性
• 表單的「頁面」/「檢視點」上是否有有效成員，以及是否已選取商業規則特性頁籤上的使
用表單中的成員和隱藏提示選項 (請參閱設定商業規則特性)

• 是否在設計表單期間或者設計執行時期提示期間設定執行時期提示選項 (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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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在設計商業規則時設定使用最後一個值特性
• 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是否對商業規則選取選項建立動態成員以及啟用父成
員以新增動態子項。如果是，則使用者可以透過在執行時期提示中輸入名稱來建立
新成員。

備註：
在業務程序中，系統不會取代位於以雙引號括住之文字中的執行時期提示值。
或者，您可以使用 Groovy 規則來達成同樣的效果。然而，從 Calculation
Manager 啟動規則，將會取代以雙引號括住之文字內部的執行時期提示。

原則：
1. 如果做為置換值特性已在設計階段在規則或規則集層級設定，在規則層級或規則集
層級置換的值將優先於「頁面/檢視點」中的成員值和上次儲存的值。無論規則從哪
裡啟動 (從表單或從導覽器功能表上的規則連結)，而且無論執行時期提示在設計期
間是否隱藏，都會發生此情況。置換值可設為使用者變數，在這種情況下，可利用
變數的目前值啟動規則。

2. 從表單啟動時，如果已選取使用表單中的成員選項，則不論在設計過程中執行時期
提示是否隱藏，「頁面/檢視點」中的成員值都會優先於上次儲存的值。商業規則會
執行，但不向使用者顯示隱藏的執行時期提示，執行時期提示值則會從「頁面/檢視
點」成員取得。

3. 如果已在設計時間為執行時期提示選擇使用最後一個值，並且存在以下任何條件：
• 未選取使用表單中的成員
• 執行時期提示是透過導覽器功能表上的規則連結啟動
• 無法從環境定義預先填入值
執行時期提示值的優先順序的確定方式為：
a. 最後一個儲存的值優先。
b. 如果已啟動規則集，會使用在設計時間置換規則集層級的值。
c. 如果商業規則已啟動，會使用在設計時間置換規則層級的值。如果未在規則層
級置換，則會使用設計時期的執行時期提示值。

在設計時間隱藏的執行時期提示不得使用最後一個儲存值。在此類情況中，使用最
後一個值設定會忽略。

4. 使用表單中的成員和隱藏提示選項僅適用於「成員和跨維度」執行時期提示類型
(「跨維度」執行時期提示類型僅適用於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建立的商業規
則)。
當做為置換值特性在隱藏提示行為中已設定參與時，會在設計階段於規則或規則集
層級設定此值。

5. 對於「跨維度」執行時期提示：執行時期提示不會隱藏，直到執行時期提示中的所
有提示可以從置換值或「頁面/檢視點」預先填入為止。執行時期提示會顯示一些
值，其中部分從置換值或「頁面/檢視點」預先植入，其他則是根據原則 1、2 和 3
植入。

此表格描述了這些設定值和條件的執行時期提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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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5    成員可用性和其他設定值對執行時期提示的影響

置換值的可用性與
「頁面/檢視點」上的
成員

已選取使用表單中的
成員選項

隱藏執行時期提示特
性在執行時期提示設
計過程中設定

已針對表單選取隱藏
提示

執行時期提示的結果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而且置換值為可用狀
態，或在「頁面/檢視
點」上可使用成員以
做為執行時期提示
值。

是 是 是或否
設定會忽略

該商業規則會執行，
但不向使用者顯示執
行時期提示。相反
地，而是透過置換值
或「頁面/檢視點」成
員取得執行時期提示
值。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而且置換值為可用狀
態，或在「頁面/檢視
點」上可使用成員以
做為執行時期提示
值。

是 否 是 如果全部執行時期提
示均可透過置換值或
「頁面/檢視點」環境
設定預先填入，並且
是有效的而且不超過
限制，則執行時期提
示不會顯示。但是，
如果甚至一個執行時
期提示值都無法從置
換值或「頁面/檢視
點」環境定義預先填
入，則會顯示所有執
行時期提示，並盡可
能預先填入值。所有
其他值遵守原則 1 和
原則 3。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而且置換值為可用狀
態，或在「頁面/檢視
點」上可使用成員以
做為執行時期提示
值。

是 否 否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值，其中部
分從置換值或「頁面/
檢視點」預先植入。

做為置換值未設定，
而且無法在「頁面/檢
視點」上使用成員做
為執行時期提示值。

是 是 是或否
設定會忽略

商業規則會向使用者
顯示執行時期提示，
其值是根據原則 3 預
先填滿的。
例如，由於執行時期
提示的維度不在列或
欄上，造成無法傳遞
表單環境定義，因此
會忽略隱藏提示設定
並顯示執行時期提
示。

做為置換值未設定，
而且無法在「頁面/檢
視點」上使用成員做
為執行時期提示值。

是 否 是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根據原則 3
預先填滿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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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5    (續) 成員可用性和其他設定值對執行時期提示的影響

置換值的可用性與
「頁面/檢視點」上的
成員

已選取使用表單中的
成員選項

隱藏執行時期提示特
性在執行時期提示設
計過程中設定

已針對表單選取隱藏
提示

執行時期提示的結果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可使用置換值，以及
無法在「頁面/檢視
點」上使用成員做為
執行時期提示值。

是 否 否 如果全部執行時期提
示均可透過置換值預
先填入，並且是有效
的，而且不超過限
制，則執行時期提示
不會顯示。但是，如
果甚至一個執行時期
提示值都無法從置換
值預先填入，則會顯
示所有執行時期提
示，並盡可能預先填
入值。所有其他值遵
守原則 1 和原則 3。

做為置換值未設定，
而且無法在「頁面/檢
視點」上使用成員做
為執行時期提示值。

是 否 否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根據原則 3
預先填滿的值。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可使用置換值，以及
無法在「頁面/檢視
點」上使用成員做為
執行時期提示值。

是 否 否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根據原則 1
與原則 3 預先填入的
值。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而且置換值為可用狀
態，或在「頁面/檢視
點」上可使用成員以
做為執行時期提示
值。

否 是 不可用 該商業規則會執行，
但不向使用者顯示執
行時期提示。而是使
用設計時間的值。

做為置換值已設定，
而且置換值為可用狀
態，或在「頁面/檢視
點」上可使用成員以
做為執行時期提示
值。

否 否 不可用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根據原則 3
預先填滿的值。

做為置換值未設定，
而且無法在「頁面/檢
視點」上使用成員做
為執行時期提示值。

否 是 不可用 該商業規則會執行，
但不向使用者顯示執
行時期提示。而是使
用設計時間的值。

做為置換值未設定，
而且無法在「頁面/檢
視點」上使用成員做
為執行時期提示值。

否 否 不可用 執行時期提示會向使
用者顯示根據原則 3
預先填滿的值。

如果隱藏的執行時期提示很模糊，請注意：
• 如果不能傳入表單環境定義 (例如，由於維度位於列或欄上)，則會顯示隱藏的執行
時期提示。

• 使用隱藏的「跨維度」執行時期提示類型時，如果全部提示都無法從「置換值」或
環境定義傳入，則執行時期提示會顯示從置換值預先填入的值或環境定義值和設計
時期值。例如，如果「跨維度」具有 Period、Entity 與 Scenario 的執行時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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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Entity 已在列上定義，Scenario 具備置換值集合，則執行時期提示會依序顯示置換
Scenario、Entity 的設計時間值、頁面期間。

• 如果置換值存在，或可傳入環境定義做為執行時期提示值，但是超出限制，則執行時期提
示會顯示預先填入的環境定義值。

• 如果類型「成員」或類型「跨維度」的組合有多個執行時期提示，則執行時期提示會顯示
預先填滿的置換值或環境設定值。例如，如果有一個 Entity 維度的成員類型執行時期提
示，以及一個有一個 Entity 維度提示的跨維度類型執行時期提示，則兩個執行時期提示均
會顯示。此規則不適用於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集。

• 如果透過導覽器功能表上的規則連結啟動，則執行時期提示會隱藏，設計時間值 (在規則
或規則集層級置換) 會用於啟動商業規則。如果提供的設計時間值超出限制，則執行時期
提示會顯示預先填滿的設計時間值。

• 在設計期間隱藏的執行時期變數不得使用最後儲存的值。會忽略使用最後一個值，且該值
不會儲存至資料庫。

關於執行時期提示及核准安全性
服務管理員可以將執行時期提示設計成符合成員的「核准」安全性。這樣做可以防止使用者將
核准單位中的資料變更為他們沒有存取權的資料 (依據核准規則)。例如，服務管理員可能不想
讓使用者在將資料呈報相關核准單位之後變更資料。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服務管理員
可以為一或多個成員設定執行時期安全性：
• 核准：應用程式會在下列兩個條件同時為 True 時，允許使用者變更成員資料：
– 使用者擁有成員的寫入存取權 (已在應用程式中指派)。
– 如果成員屬於核准單位，使用者會擁有核准單位。
如果兩個條件都不符合，則使用者無法變更成員的資料。

• 寫入：啟動商業規則並擁有成員寫入存取權的使用者 (已在應用程式中指派) 可變更其資
料。成員的「核准」狀態會被忽略。

• 讀取：啟動商業規則並擁有成員讀取存取權的使用者 (已在應用程式中指派)。「核准」狀
態會被忽略。

• 使用預設值：只有在成員存取權沒有被設成「無」時 (亦即，為讀取或寫入)，才會將安全
性套用至執行時期提示。

請參閱設計安全執行時期提示。

設計安全執行時期提示
應用程式可依據執行時期提示的設計順序來對 Scenario、Version、Entity 和次要維度交集支援
執行時期安全性。對於套用核准安全性的商業規則，Calculation Manager 設計人員必須在
「實體」執行時期提示之前放置具有「寫入」或「核准」安全性之「案例」和「版本」的執行
時期提示。
當 Calculation Manager 中的安全性設成核准或寫入時，「版本」和「案例」成員的執行時期
提示會依據寫入存取權進行篩選。安全性設成核准之「實體」的執行時期提示則是依據「實
體」執行時期提示之前顯示的最後一個案例/版本進行篩選。如果「案例」或「版本」執行時期
提示都不存在，將會依據寫入存取權來篩選「實體」。
安全性設成核准之其他維度的執行時期提示會被視為次要維度，並依據在該執行時期提示之前
顯示的最後一個案例/版本/實體進行篩選。
因此，使用核准安全性的執行時期提示是以下列順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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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ario1: Version2: To_Entity1，Scenario2: Version1，To_Entity2，To_Product

執行時期提示的篩選方式如下所示：
• To_Entity1 依據下列組合篩選 - Scenario1: Version2

• To_Entity2 依據下列組合篩選 - Scenario2: Version1

• To_Product 依據下列組合篩選 - Scenario2，Version1，To_Entity2，To_Product

例如：
Fix (FY11, Jan,{EntitySalesByCountry},{MyScenario2},{MyVersion2})
 Fix ({MyProduct},{MyCountry})
   {ToAccount} = {FromAccount} * 2;
 ENDFIX
Endfix

備註：
如果商業規則設計人員從執行時期提示清單省略核准單位維度 (例如，執行時
期提示不包含「案例」或「實體」)，將不會套用「核准」安全性，並會依據
寫入存取權來篩選階層。

請參閱關於執行時期提示及核准安全性。

使用 Groovy 規則
建立以 Groovy 指令碼語言編寫的規則，用來解決一般商業規則無法解決的使用案例。
表格 23-26    在哪裡可以瞭解 Groovy 規則？

您的目標 進一步瞭解
瞭解 Groovy 規則的優點。 關於 Groovy 商業規則
檢視 Groovy 商業規則商務案例的範例。 Groovy 規則商業案例
觀看影片並完成實際操作教學課程，這些媒體
會指導您 Groovy 規則的最佳實作和操作方
法。

• Groovy 商業規則教學課程影片
• Groovy 商業規則教學課程
• 瞭解 Oracle EPM Cloud 中的 Groovy

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建立 Groovy 商業
規則和 Groovy 範本。

• 建立 Groovy 商業規則
• 針對 Planning BSO 立方體建立 Groovy
範本

連線到用於建立 Groovy 規則的 Java API 並檢
視 Groovy 指令碼範例。

• Groovy 規則適用的 Java API 參照
• Groovy 商業規則範例

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為 Groovy 商業規
則或範本編輯指令碼。

為 Groovy 商業規則或範本編輯指令碼
保護授權使用者的 Groovy 範本。 指派 Groovy 範本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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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Groovy 商業規則
Groovy 商業規則可讓您設計複雜的規則，以解決一般商業規則無法解決的使用案例；例如，
如果資料值高於預先定義的臨界值，則可設計防止使用者在表單上儲存資料的規則。

備註：
• Groovy 隨附於 EPM Enterprise Cloud。您可以建立和編輯所有應用程式類型 (自
訂、模組及任意格式) 的 Groovy 規則。

• 您可以搭配下列項目來使用 Groovy 規則：
– Enterprise PBCS 和 PBCS Plus One

–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和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和 Close On-Demand 規則

您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建立 Groovy 規則，然後在規劃應用程式中您可以執行計算指令
碼規則的任何位置執行那些挸則；例如，在「規則」頁面上、在表單的相關內容中、在工作排
程器中、在儀表板中、在任務清單中等等。
在規則集中也支援 Groovy 規則。您可以在規則集中將計算指令碼規則與 Groovy 規則組合在
一起。
複合表單中不支援 Groovy 規則。
您可以從 Groovy 規則同步執行類型規則、規則集和範本作業。
您可以編寫 Groovy 指令檔，在沒有於用戶端機器上安裝 EPM Automate 用戶端的情況下，直
接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執行精選的 EPM Automate 命
令。如需瞭解哪些 EPM Automate 命令可讓您藉由 Groovy 來執行，以及取得指令檔範例，請
參閱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中的在沒有
安裝 EPM Automate 的情況下執行命令和受支援的命令。
Oracle 支援兩種類型的 Groovy 規則：
• 可在執行時期根據執行時期提示以外的環境定義來動態產生計算指令碼的規則，而這種規
則會傳回針對 Essbase 執行的計算指令碼。
例如，您建立的規則可以只針對專案的持續時間 (開始和結束日期) 計算專案的費用。
另一個範例是趨勢型計算，限定只計算表單上的科目。此計算可運用於「收入」、「費
用」、「資產負債表」以及「現金流」中的各種表單。這將可達到最佳化和重複使用。

• 純 Groovy 規則，例如若輸入的資料違反公司政策，可以執行資料驗證並取消作業。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建立 Groovy 規則的訓練
選項。

 瞭解 Oracle EPM Cloud 中的 Groovy

第 23 章
管理規則

23-95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epma/epm_auto_groovy.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epma/epm_auto_groovy.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epma/epm_auto_groovy_supported_command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mAMAzoxwo


Groovy 規則適用的 Java API 參照
如果是企業版應用程式，有 Java API 參照供您建立 Groovy 規則時使用。
Java API 參照包含範例來示範 EPM Groovy 物件模型的語法和功能。
若要檢視 Java API 參考，請參閱位於雲端說明中心的 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您也可以從 Oracle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學院中存取此參照。若要前往學院，請登
入，然後按一下學院。

Groovy 商業規則範例
提供 Groovy 指令碼範例。
若要檢視 Groovy 指令碼範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請參閱 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
GROOV/。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在主頁面的 Groovy 指令碼範例下方，按一下「 這裡 」以檢視指令碼範例：

• 在左窗格的所有類別下方，按一下類別以檢視該類別的範例。
例如，若要查看「策略模型化」範例，請按一下左方面板中的 StrategicModel
類別。

Groovy 商業規則教學課程影片
請觀看這些教學影片，瞭解實作和使用 Groovy 商業規則的細節和最佳作法。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當我們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建立
Groovy 規則時，各種適用
的訓練選項：

 瞭解 Oracle EPM Cloud 中的 Groovy

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
發送，將資料從來源位置發
送到目標位置。

 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發送來移動修改過的資料

在業務程序中產生重點計算
指令碼，用於只計算已經過
編輯的資料，而不是整個資
料輸入表單。

 使用 Groovy 規則來計算修改過的資料

使用 Groovy 規則來計算
「資料管理」中增量載入的
資料。

 在資料管理中使用 Groovy 規則來計算增量載入的資料

第 23 章
管理規則

23-96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pbcs_common/docs.htm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
http://docs.oracle.com/cloud/latest/epm-common/GROOV/groovy-example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zmAMAzoxw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hJe-wq9Q&feature=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niSfmZUfiE&feature=youtu.be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26109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使用 Groovy 範本來提高使
用者動作的可用性和計算效
能。

 

 
使用 Groovy 範本來自訂動作以提高效能

Groovy 商業規則教學課程
請觀看這些教學課程，瞭解 Groovy 商業規則的實作範例。
實作 Groovy：基本任務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 Groovy 指令碼語言，以
及如何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中為業務程序建立
Groovy 指令碼。

 介紹 Groovy 商業規則

實作 Groovy 指令碼來使用資
料方格和資料方格迭代器。
• 使用條件邏輯在資料方格
中設定背景顏色

• 實作績效基準
• 在方格中設定預設資料值

 在 Groovy 中使用資料方格和迭代器

建立 Groovy 指令碼來處理業
務程序中繼資料；在本案例
中，我們會將父項的成員移到
另一個父項中。指令碼包括
RTP 來提示使用者輸入。
您也會瞭解如何利用功能表項
目建立滑鼠右鍵動作功能表來
呼叫指令碼，以及如何將動作
功能表與資料表單建立關聯。

 透過 Groovy 移動維度成員

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發
送，將資料從來源位置發送到
目標位置。  使用 Groovy 和智慧型發送來移動修改過的資料

實作 Groovy：進階任務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實作 Groovy 指令碼，根據儲
存在驅動程式立方體中的允許
範圍來驗證資料輸入。  透過 Groovy 驗證資料輸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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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embed/p4q18uCfG58?rel=0&autoplay=1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Introduction/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DataGrids/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MoveDimensionMembers/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SmartPush/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ValidateEmployeeData/index.html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建立 Groovy 指令碼來處理業
務程序中繼資料；在本案例
中，我們會為維度新增成員。
指令碼包括 RTP 來提示使用者
輸入。
您也會瞭解如何利用功能表項
目建立滑鼠右鍵動作功能表來
呼叫指令碼，以及如何將動作
功能表與資料表單建立關聯。

 透過 Groovy 新增維度成員

在業務程序中產生重點計算指
令碼，用於只計算已經過編輯
的資料，而不是整個資料輸入
表單。

 使用 Groovy 來計算修改過的資料

瞭解策略模型化概念，並瞭解
如何使用 Groovy 指令碼整合
策略模型與業務程序應用程式
之間的資料。

 使用 Groovy 整合 Planning 和戰略模型之間的資料

使用互動式設計時期提示
(DTP) 建立 Groovy 範本。  建立 Groovy 範本
瞭解如何在業務程序中使用
Groovy 商業規則，從 EPM
Cloud 匯出維度中繼資料，然
後將中繼資料匯入業務程序。

 使用 Planning 並搭配 Groovy 規則來整合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Cloud 的維度中繼資料

實作 Groovy：REST API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呼叫資料管理 REST API 來
執行資料載入規則，以便將
使用者實體的最新產品數量
載入業務程序。

 使用 Groovy 呼叫內部 REST API

從業務程序的 Groovy 指令
碼呼叫外部 Rest API。
您也會瞭解如何利用功能表
項目建立滑鼠右鍵動作功能
表來呼叫指令碼，以及如何
將動作功能表與資料表單建
立關聯。

 使用 Groovy 呼叫外部 REST API

Groovy 規則商業案例
本節提供可使用 Groovy 商業規則的商業案例範例。
下列主題包含幾個案例，說明如何使用 Groovy 規則來執行聚焦資料移動，以及根據業
務程序資料來進行智慧型計算：
• 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發送來移動修改過的資料
• 使用 Groovy 規則來計算修改過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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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AddDimensionMembers/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CalculateProductRevenue/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IntegrateModels/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Templates/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EDMC/GroovyIntegration/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EDMC/GroovyIntegration/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InternalRESTapi/index.html
https://www.oracle.com/webfolder/technetwork/tutorials/obe/cloud/epm/Groovy/ExternalRESTapi/index.html


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發送來移動修改過的資料
在本主題中，我們將說明如何使用 Groovy 規則和智慧型發送，將修改過的資料移至報表立方
體的最佳作法。
在資料表單上，使用者可以修改員工薪資並指派報表管理員。儲存表單資料後，將會執行智慧
型發送，將資料複製到報表立方體來分析。然後，在複製資料時，如有必要也會整合維度。
如果表單包含數百列的資料，則會根據已設定的資料對映來檢查所有資料、先行處理以準備整
合維度 (若有設定)，然後發送至報表立方體。視表單上的資料數量而定，此程序可能需要一些
時間才會完成。
您可以設計 Groovy 規則來識別和隔離已修改的資料，且只將隔離的資料發送至報表立方體，
以改善輸入立方體與報表立方體之間的資料同步化效能。
例如，我們為智慧型發送設定一個簡易資料對映，將維度成員從輸入立方體對映至報表立方
體。

然後，我們準備表單來顯示輸入立方體和報表立方體中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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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輸入資料的表單已啟用智慧型推送，且使用表單環境定義，以針對表單上定義的維
度所選取的所有成員，發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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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 Groovy 規則的整個指令碼。

指令碼首先識別智慧型推送的相關聯資料對映。

這段指令碼使用 dataCellIterator 方法來識別並隔離已編輯的儲存格。

第 23 章
管理規則

23-101



然後，這一段取得隔離資料，並使用表單已設定的相關聯智慧型推送和資料對映，以執
行聚焦資料移動。當修改過的資料移至報表立方體時會顯示訊息。

如果沒有修改，當沒有變更且資料未移至報表立方體時會顯示訊息。

我們建立此 Groovy 規則之後，就以部署商業規則時的同樣方式部署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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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表單管理中，將它與表單建立關聯。儲存表單資料之後會執行 Groovy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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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執行 Groovy 規則，請在輸入立方體中開啟表單，進行一些變更，然後按一下儲
存。

更新的資料儲存之後會顯示在報表立方體中。
使用 Groovy 規則來計算修改過的資料

在本主題中，我們將說明如何使用 Groovy 規則只計算修改過的資料，以改善業務程序
計算效能。
在表單中更新資料後，資料需要計算。當您使用商業規則來計算標準計算指令碼時，表
單的所有資料都會經過計算。如果有大型表單或計算會影響資料庫的廣大範圍，計算效
能可能變慢。
您可以用滑鼠右鍵按一下列，手動每次計算一列。這樣可以加快計算效能，但在變更很
多列的資料時，就不是很好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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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ovy 規則可以動態聚焦於您更新的儲存格。
在表單上使用 Groovy 規則有兩種方式：
• 當您在儲存時計算資料，Groovy 規則會根據您更新的儲存格，產生含有 FIX 陳述式的計
算指令碼。然後會在伺服器上對修改過的資料執行計算，而不是表單上的所有記錄。最佳
作法是對您要更新大量資料的大型表單使用此選項。

• 當您在儲存之前計算資料時，Groovy 規則會在記憶體中計算修改過的資料，而且在將結果
儲存至資料庫之前，先在表單上顯示結果。當您只要執行很少的計算時，或當您想要執行
很複雜的程序式計算，而難以內建到大綱時，最佳作法是使用此選項。

在此範例中，以薪資百分比來計算獎金。

讓我們看一下儲存時計算。請注意，此表單已定義 Groovy 規則在儲存時計算。

在表單上更新部分薪資資料和部分電話號碼之後，電話號碼會儲存，但不影響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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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儲存表單來執行相關聯的 Groovy 規則時，計算的獎金資料會顯示在表單上。

檢視工作詳細資料，此處為 Groovy 規則建立的計算指令碼。請注意，FIX 陳述式只包
含修改過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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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開啟 Calculation Manager 來查看 Groovy 規則。此第一段反覆檢查表單中的方格，尋
找已編輯的薪資儲存格，並收集相關的員工名稱。

這一段產生計算指令碼；它從表單中尋找 POV 成員，然後針對 POV 成員和已編輯的員工建立
FIX 陳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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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讓我們看一下儲存之前計算。
這是相同的表單，但現在定義另一個 Groovy 規則在儲存之前計算。

再次更新部分薪資資料和部分電話號碼之後，儲存表單來執行相關聯的 Groovy 規則。
已計算的獎金資料會顯示在表單上，但當您查看工作詳細資料時，您可以看到部分獎金
資料已更新，但這次沒有產生計算指令碼。

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開啟 Groovy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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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第一個規則，指令碼會反覆檢查表單中的方格，尋找已編輯的薪資儲存格，並收集相關
的員工名稱。然後只針對已編輯的員工計算獎金資料。請注意，沒有產生 Essbase 計算指令
碼。

Groovy 規則也適用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規劃表單。智慧型檢視提供 Microsoft
Excel 的完整功能讓您大規模調整資料，而表單上設為儲存之前或之後執行的任何 Groovy 規
則會在您提交資料時執行。

管理規則安全性
另請參閱：
• 指派規則的存取權
• 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的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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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 Groovy 範本的存取權

指派規則的存取權
服務管理員可以指派商業規則的存取權。
若要指派 Groovy 商業規則範本的存取權，請參閱指派 Groovy 範本的存取權
若要指派規則的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規則安全性。
2. 在商業規則資料夾下，選取包含規則的資料夾，然後選取規則。
3. 按一下 。
4. 新增、編輯或移除存取權。
請參閱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的存取權。

新增、變更和移除規則的存取權
您可以指定哪些使用者與群組可存取選取的規則。

備註：
規則從包含在規則集中的規則繼承啟動權限。

若要指派、編輯或移除規則的存取權限，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規則安全性。
2. 在商業規則資料夾下，選取包含規則的資料夾，然後選取規則。
3. 按一下 。
4.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新增存取權，按一下 ，然後從可用使用者和群組的清單中進行選取。
針對存取權類型：
– 選取啟動以允許選取的使用者與群組啟動選取的規則。
– 選取未啟動以禁止選取的使用者與群組啟動選取的規則。

• 若要編輯存取權，按一下 ，然後選取適用的存取權類型。
• 若要移除存取權，選取要移除其存取權的使用者或群組，然後按一下 。

指派 Groovy 範本的存取權
若要指派 Groovy 範本的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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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中，依序按一下規則及篩選，然後選取一個立方體和物件類型。
2. 在規則或範本旁邊，按一下權限，然後按一下指派權限。
3. 在指派權限中，按一下權限，然後指派權限。請參閱設定存取權限以取得更多資訊。

管理智慧型列示
「智慧型列示」是使用者從表單儲存格存取的自訂下拉清單。
另請參閱：
• 使用智慧型列示
• 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
• 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
• 定義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
• 預覽智慧型列示
• 使用智慧型列示顯示 #MISSING

使用智慧型列示
服務管理員可使用「智慧型列示」，建立供使用者從表單儲存格存取的自訂下拉清單。按一下
其成員與「智慧型列示」(做為成員特性) 關聯的儲存格，使用者即可從下拉清單中選取項目，
而無需輸入資料。使用者無法在包含「智慧型列示」的儲存格中鍵入資料。「智慧型列示」在
儲存格中顯示為向下箭頭，在使用者按一下儲存格時即會展開。
執行下列任務以建立與管理智慧型列示：
• 定義智慧型列示。
• 將智慧型列示與成員關聯。
• 選取要顯示其智慧型列示的維度。
• 選擇性：
– 在成員公式中使用智慧型列示值。
– 設定「缺少資料」儲存格如何與表單中的智慧型列示顯示關聯。
– 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

備註：
若要使表單中的智慧型列示為可檢視狀態，智慧型列示類型成員所屬的維度必須在評
估順序中的第一個。請參閱管理維度。

若要建立或使用智慧型列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智慧型列示。
2. 執行以下動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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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建立智慧型列示，請按一下 ，然後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請參閱設定智
慧型列示特性。

• 若要編輯智慧型列示，請選取智慧型列示，按一下 ，然後設定智慧型列示
特性。請參閱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

• 若要刪除「智慧型列示」，請選取該功能表，按一下 ，然後按一下確定。
刪除智慧型列示也會一併刪除所有與維度成員和報告應用程式相關聯的對映。
資料儲存格只能顯示一個智慧型列示。如果有多個智慧型列示在儲存格中相
交，請設定優先顯示的智慧型列示。

• 選擇性：按一下 ，以在報表應用程式中同步化「智慧型列示」。請參閱在
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

備註：
當智慧型列示中的某個成員在被刪除後又再次新增時，新成員將採用新的唯一
ID。任何與已刪除之成員有關的資料都會顯示為已刪除之成員的數值 ID。

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智慧型列示
這樣報告應用程式中的「同步化智慧型列示」可識別報告應用程式中的維度，對映至哪
些「智慧型列示」，並且將選取維度中做為新「智慧型列示」項目之層級 0 的成員，新
增至選取的「智慧型列示」。若要定義資料對映，請參閱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的定義資料對映。
若要同步報告應用程式中的「智慧型列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檢視智慧型列示清單頁面。
請參閱使用智慧型列示。

2. 按一下您要同步化的「智慧型列示」，然後選取

。
在同步化期間，所有現有對映中來自報告應用程式中的值，都會附加在適當「智慧
型列示」中的最後一個「智慧型列示」項目。如果「智慧型列示」對映至兩個維
度，則第一個對映中的所有成員會先行插入，再插入第二個對映中的成員。如果成
員已經存在於「智慧型列示」中，則不會再次新增。即使位於 Reporting 應用程式
的對應維度成員已刪除，Planning「智慧型列示」中的「智慧型列示」成員亦不會
遭到刪除。

備註：
如果 Account 維度對映為智慧型列示，則當同步化智慧型列示時，所有
Account 維度中的層級 0 成員都會帶入為智慧型列示項目。例如，智慧型
列示可能包含如 HSP_Average 和 HSP_Ending 等項目。如果發生此情
況，請從智慧型列示刪除額外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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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指出「智慧型列示同步化順利完成」的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備註：
「智慧型列示」名稱不可以包含空格。如果您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同步化「智慧型列
示」，請確定所有新成員的名稱都不含空格。

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
在特性頁籤上定義智慧型列示特性。

備註：
若要使表單中的智慧型列示為可檢視狀態，智慧型列示類型成員所屬的維度必須在評
估順序中的第一個。請參閱管理維度。

表格 23-27    智慧型列示特性

特性 描述
智慧型列示 輸入僅含有英數字元與底線字元 (如 Position) 且不

含特殊字元或空格的唯一名稱。在公式運算式中可
以參考智慧型列示名稱。

標籤 在選取智慧型列示時輸入要顯示的文字。可使用空
格及特殊字元。

顯示順序 智慧型列示在下拉清單中的排序方式：依 ID、名稱
或標籤

#MISSING 下拉清單標籤 輸入要顯示為智慧型列示中的輸入項目，且其值為
#MISSING 的標籤 (如「無對齊」)。
請注意下列事項：
• 它在「智慧型列示」下拉清單中會顯示為第一
個選項，並允許將 #MISSING 做為表單中的選
項。

• 當該儲存格不在焦點中時，只有在下一個選項
中選取了下拉清單設定才會顯示此標籤。否則
會顯示 #MISSING 或空白儲存格 (視是否為表
單選取將缺少的值顯示為空白而定)。

• #MISSING 標籤僅決定含 #MISSING 的資料儲
存格之顯示；#MISSING 仍保持為儲存的值。

#MISSING 表單標籤 決定在與智慧型列示關聯的儲存格中如何表示
#MISSING 值。選項：
• 下拉清單設定：顯示在 #MISSING 下拉清單

標籤中設定的標籤。
• 表單設定：視您是否為該表單選取將缺少的值
顯示為空白而定，顯示 #MISSING，或是讓儲
存格空白。此選項將決定當儲存格不是焦點
時，該儲存格中要顯示的內容。當儲存格在焦
點中時，就會顯示從下拉清單中選取的智慧型
列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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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27    (續) 智慧型列示特性

特性 描述
自動產生 ID 為每個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產生數值 ID。如果不選

取此選項，您可以自訂智慧型列示 ID 值。
從成員建立 根據維度階層建立智慧型列示。智慧型列示值將隨

成員更新而動態更新。
請注意，從維度階層建立的智慧型列示可確保維度
的使用者安全性。

成員選擇 手動選取要在智慧型列示中使用的成員。
使用項目頁籤定義智慧型列示中的選項。請參閱定義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

定義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
若要定義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輸入項目頁籤中，定義下拉清單項目：
• 僅限第一個項目：在第一列中輸入資訊。
• 若要新增項目，請按一下 ，然後輸入資訊。
• 若要刪除項目，請選取該項目，然後按一下 。
• 若要編輯輸入項目，請變更其列中的資訊：
表格 23-28     智慧型列示項目

項目特性 描述
ID 設定所示輸入項目順序的唯一號碼。只有

在未選取特性頁籤上的自動產生 ID 時，才
可自訂 ID。

名稱 包含英數字元與底線字元 (如
Customer_Feedback)，但不含特殊字元
或空格的唯一英數字元名稱。

標籤 下拉清單中智慧型列示輸入項目的顯示文
字 (如客戶回饋)。

備註：
以紅色醒目提示顯示的項目是重複項目。

2. 按一下儲存。
使用預覽頁籤來預覽定義的智慧型列示。請參閱預覽智慧型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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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覽智慧型列示
在預覽頁籤上預覽已定義的智慧型列示。該頁籤所顯示的智慧型列示與下拉清單或表格中的顯
示相同。
若要預覽「智慧型列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智慧型列示。
2. 選取智慧型列示，然後按一下 。
3. 按一下儲存。

使用智慧型列示顯示 #MISSING
服務管理員可設定在智慧型列示與資料儲存格中顯示的值，包括儲存格中無資料時的顯示。儲
存格中可以不顯示任何值，也可以顯示 #MISSING 或指定的值 (對於與智慧型列示關聯的儲存
格)。
使用以下選項可控制儲存格不在焦點中時是否顯示 #MISSING：
表格 23-29    #MISSING 的顯示選項

選項 準則
空白 設計表單時，請選取將缺少的值顯示為空白。

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時，請選取表單設定。
#MISSING 設計表單時，請勿選取將缺少的值顯示為空白。

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時，請選取表單設定。
自訂標籤，如「無變更」 設定「智慧型列示」特性時，請在 #MISSING 下

拉標籤欄位中輸入自訂標籤 (如無變更)。選取下拉
清單設定。

管理任務清單
透過任務清單引導使用者完成規劃程序。
「任務清單」透過列出任務、指示和結束日期，引導使用者完成規劃程序。服務管理員和超級
使用者會建立和管理任務和任務清單。

備註：
建立應用程式時，系統會向您顯示兩個任務流程類型選項：任務清單與 EPM 任務管
理程式。EPM 任務管理程式是新應用程式的預設選項。如需有關管理「任務管理程
式」的資訊，請參閱使用任務管理程式來管理任務。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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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設計表單及管理任務清單。

 在 Planning 中設計表單以及管理任
務清單

相關主題
• 使用任務清單
• 新增指示至任務清單
• 新增任務至任務清單
• 編輯任務清單
• 指派任務清單存取權

使用任務清單
任務清單為使用者組織了任務群組。您必須在建立任務之前建立任務清單。
若要建立並重新命名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建立任務清單，請按一下 。
• 若要重新命名任務清單，請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 若要移動任務清單，請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 若要移除任務清單，請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3. 按一下確定。
若要定義任務清單，請參閱：
• 新增指示至任務清單
• 新增任務至任務清單

新增指示至任務清單
若要新增指示至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針對任務清單，選取要修改的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3. 按一下指示頁籤。
4. 輸入任務清單指示。
5.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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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任務至任務清單
您可以設定使用者在執行時間執行任務的完成日期與警示。您也可以設定電子郵件訊息，例
如，以結束日期警示使用者還有任務未完成。警示訊息會在您設定的「警示日期」後傳送，並
且會重複傳送直至到達任務的結束日期為止。
若要新增任務至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按一下 ，然後輸入名稱來定義任務清單。
•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來修改任務清單以新增任務。

3. 按一下 。
4. 對於任務，請輸入任務名稱。
5. 從類型中，選取您要建立的任務類型，以及該類型可讓使用者執行的內容。例如，如果您
要建立一個可讓服務管理員在執行時期修改所有維度的任務，請選取維度編輯器。
利用此表格指定任務類型所需的資訊：
表格 23-30    任務資訊

任務類型 動作
URL 開啟指定的 URL

輸入完全符合規定的 URL 以與此任務建立關
聯，如 http://www.company_name.com，然
後前往步驟 6。

表單 開啟表單
選取表單以供使用者完成，然後前往步驟 6。
選擇性：選取設定頁面成員預設，從每個維度選
取成員，以便第一次開啟任務時顯示為預設。選
取此選項之後，您可以為該頁面維度選取成員。
使用者更新表單並返回另一個階段作業中的任務
時，才會套用頁面成員預設。在設定頁面成員預
設值的位置中，這些預設值會置換最近在每個階
段作業中使用的設定值。

儀表板 開啟儀表板
選取供使用者使用的儀表板，然後前往步驟 6。

商業規則 啟動商業規則
執行下列任務：
• 從立方體中，選取要執行的商業規則關聯立
方體。

• 從商業規則中，選取要執行的商業規則。
• 前往步驟 6。

管理核准 使用指定的案例和版本開始複查程序
只定使用者可在其中起始核准程序的案例與版
本，然後前往步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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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30    (續) 任務資訊

任務類型 動作
描述性 可讓服務管理員新增不含任務特性的任務。
複製版本 針對指定來源和目標版本，複製目前表單中的資

料，包括輔助明細、儲存格文字，及儲存格文件
選取案例、複製來源及複製到的值，然後前往步
驟 6。

備註：
「超級使用者」及「使用者」無法使
用複製版本。

工作主控台 開啟「工作主控台」，讓使用者能夠依類型 (例
如複製資料和發送資料) 及依完成狀態檢視其工
作的清單
執行下列任務：
• 在工作類型中，選取要在主控台中顯示的工
作類別。

• 在狀態中，選取要在主控台中顯示的任務狀
態。

• 前往步驟 6。
維度編輯器 可讓服務管理員在執行時期檢視並修改維度

執行下列任務，然後前往步驟 6：
• 若要讓服務管理員檢視並修改所有維度，請
從維度中選取全部。

• 可讓服務管理員檢視並修改特殊維度，請選
取之。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可讓服務管理員在執行時期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以擷取目前變更。啟用之後，前往步驟 6。

匯入及匯出 可讓服務管理員使用純文字檔匯入和匯出資料與
中繼資料。
從載入方法中，指定使用者必須執行的匯入或匯
出任務，例如，將資料匯出至檔案，或從檔案匯
入中繼資料，然後前往步驟 6。

備註：
「安全管理」、「程序管理」及「表單管理」任務類型無法新增至任務清
單或在簡易介面中進行編輯。這些任務類型僅能在應用程式的桌面模式下
存取。
在桌面模式下，「儀表板」任務類型無法新增至任務清單或編輯。只有在
「簡易介面」中才能存取此任務類型。

6. 針對期間，輸入您預計完成任務的時間。請在第一個欄位中輸入數字，然後在第二
個欄位中輸入時間單位；例如，假設您認為這任務需要花 2 個星期的時間，請在第
一個欄位中輸入 2，然後在第二個欄位中輸入 w 或 W，以便選取Week (週)。下列為
第二個欄位的時間單位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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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輸入 h 或 H 即可選取此選項。
• 天：輸入 d 或 D 即可選取此選項。
• 週：輸入 w 或 W 即可選取此選項。
• 月：輸入 m 或 M 即可選取此選項。
• 年：輸入 y 或 Y 即可選取此選項。

備註：
時間單位選項是沒有區分大小寫的。如果您使用的語言不是英文，這些項目都會
是經過本地化的。只要輸入本地化後之字詞的第一個字，即可選取欄位中顯示的
整個字詞。

7. 若要確保任務會在某日期起始，然後在某日期完成，請執行下列任務：
a. 針對開始日期，按一下 ，然後使用任務曆指定任務必須開始的年度、月份、日期和
時間。

b. 針對結束日期，按一下 ，然後使用任務曆指定任務應完成的年度、月份、日期和時
間。
若要傳送電子郵件訊息以提示使用者完成未完成的任務，請選取重複週期，然後指定
傳送這些電子郵件的頻率，例如，一天一次。

8. 若要傳送電子郵件訊息以提示使用者必須完成任務的日期即將到期，請選取警示，然後：
a. 按一下 ，以使用工作曆指定開始傳送警示提示的日期與時間。
b. 按一下重複週期，並指定電子郵件提示的頻率。
例如，如果任務結束日期為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 5 點，而您希望在任務到期之前，事先
提醒使用者在一週開始時每天發送一次，請選取 2014 年 6 月 9 日下午 5 點，輸入 1，然
後選取「週」。

9. 若要將任務完成與否設為取決於其他主要 (或父項) 任務的完成，按一下相依性旁邊的
，選取主要任務，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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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任務完成與否不能取決於完成另一個主要任務的子任務。當任務有子項
時，不支援跨任務清單階層的相依性。例如，假設任務 3 取決於任務 2，
而任務 4 又取決於任務 3。任務 3 未完成時，任務 4 會自動變成未完成。
不過，當任務 2.1 未完成時，其父項任務 (任務 2) 會變成未完成，但這不
會遞迴下去 (任務 3 和任務 4 不受影響)。
• Task1

• Task2

– Task2.1

– Task2.2

• Task3

• Task4

10. 在右側的指示窗格中，輸入說明如何完成任務的資訊。使用格式按鈕以自訂資訊。
例如，您可以修改字型、字型大小，以及版面配置 (例如做為項目符號或編號步
驟)。

11.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確定。

編輯任務清單
另請參閱：
• 編輯任務
• 複製與移動任務
• 移動與重新排序任務清單
• 清除任務清單
• 刪除任務與任務清單

編輯任務
使用「編輯任務」對話方塊修改任務類型、其說明、結束日期與警示日期，以及電子郵
件提醒訊息。
若要編輯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選取 。
3. 選取任務，然後選取 。
4. 在編輯任務中：
• 修改任務名稱。
• 選取其他任務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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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性：修改期間、開始日期、結束日期、「警示」及「相依性」選項的值。
如需各種選項的描述，請參閱新增任務至任務清單。

5. 針對任務 - 指示，請修改指示以完成任務。
6. 按一下儲存。

複製與移動任務
若要複製或移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執行動作：
若要複製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選取 。
b. 選取要複製的任務，然後按一下另存新檔。
c. 輸入新任務清單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若要移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選取 。
b. 選取任務，然後按一下 。
c. 選取將成為另一項任務之子項的任務，然後選取 。
d. 選取將成為父項的任務，然後選取 。
e. 按一下儲存。
若要剪下並貼上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b. 選取任務，然後按一下 。
c. 若要將任務移至新位置，請選取出現在其上方的任務。
d. 按一下 。
e. 按一下確定。

移動與重新排序任務清單
若要移動或重新排序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若要移動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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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選擇目標資料夾。
c. 按一下確定。
若要重新排序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任務清單。
b. 按一下 或 。

清除任務清單
任務清單完成之後，您可以清除所選任務清單內所有任務的完成狀態、結束日期及警
示。這可讓任務重新使用於之後的規劃期間。
只有在任務清單包含結束日期時，才會啟用警示。清除任務清單會清除結束日期的核取
方塊而因此停用警示。這樣不會刪除日期。
若要清除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選取您要清除的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3. 在清除下拉清單中，選取一個選項：
• 完成狀態：僅清除完成狀態
• 到期日與警示：根據您為任務所設定的到期日，清除任何已啟用的警示
• 兩者：清除完成狀態、結束日期及警示

4. 按一下 。
5. 按一下確定。

刪除任務與任務清單
若要刪除任務與任務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刪除任務，請選取含有要刪除之任務的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選取
要刪除的任務，然後按一下 。

• 若要刪除任務清單，請選取要刪除的任務清單，然後選取 。
3. 按一下確定。

指派任務清單存取權
您可決定能夠檢視及修改任務清單的人員。依預設，服務管理員可管理及指派任務清單
的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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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指派給任務清單表示可以存取和完成任務清單中的任務，但並不表示可以將任務指派
給其他人。

• 新增任務清單存取權
• 變更與移除任務清單存取權

新增任務清單存取權
若要指派任務清單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選取要修改的任務清單。
3. 按一下 。
4. 按一下 。
5. 選取要存取任務清單的使用者或群組。
• 按一下使用者以顯示所有使用者名稱；按一下群組以顯示所有群組。
• 如果有多頁使用者和群組，則會在頁面底端顯示分頁列，以協助您導覽頁面以及跳到
特定頁面。

6. 若為存取權類型，請選取使用者或群組使用任務清單的方式：
• 已指派：檢視及使用
• 管理：修改
• 管理與指派：檢視、使用及修改
• 無：沒有存取權

7. 按一下新增。
8. 按一下關閉。

變更與移除任務清單存取權
若要變更或移除任務清單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建立與管理下方按一下任務清單。
2. 選取要修改的任務清單，然後按一下 。
3.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若要變更任務清單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使用者或群組，然後按一下 。
b. 若為存取權類型，請選取：
• 已指派：檢視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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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修改
• 管理與指派：檢視、使用及修改
• 無：沒有存取權

c. 按一下設定。
若要移除任務清單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使用者或群組，然後按一下 。
b. 按一下確定。

4. 按一下關閉。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您可清除立方體的下列儲存格詳細資料：科目註釋、輔助明細、儲存格文字及儲存格層
級的文件。如需建立及檢視科目註釋、輔助明細、儲存格文字及儲存格層級文件的資
訊，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

備註：
您無法刪除核准單位註釋。
因為此函數係供服務管理員及超級使用者使用，所以應用程式會假設您對自己
所刪除的詳細資料有完整的存取權。

若要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動作下方按一下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2. 針對立方體，選取立方體。
3. 若要選取立方體中的所有維度，請按一下新增所有維度。
選取已顯示維度的成員。

4. 透過從清除選項選取至少一個選項，來指定要刪除的資訊類型。
5. 選取資料交集的成員：

a. 在維度中，至少選取一個具有詳細資料可刪除的維度。
b. 針對顯示的維度，按一下 。請在成員選擇頁面中，選取含有要刪除之詳細
資料的成員。

備註：
您必須為每一個選取的維度，至少選取一個成員。對於未選取的維度，在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時，應用程式會包括其所有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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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若要正確清除您想清除的資料，請至少選取一個「科目」成員以及從所有其他維
度選取多個成員。如果您未至少選取一個 Account 成員，即使您選取是，將值設
定為 #Missing 選項，也不會清除任何資料。如果未從其他維度選取成員，將會
在所有其他維度中清除所選 Account 成員的所有資料。

6. 選擇性：若要選取其他維度以便選取其成員，請按一下 。
7. 按一下清除。
「確認」頁面會顯示您的選擇。

8. 按一下完成繼續，或按上一步變更選擇。
若「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成功，即會從立方體中刪除資料。若未能成功刪除資料，則會
顯示訊息。您也可以檢查日誌檔案。

9. 選擇性：若要檢視「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的執行狀態及複查刪除的資訊，請檢視「工
作」。請參閱管理工作。

10. 若要清除其他立方體的儲存格詳細資料，請在步驟 2 選取其他立方體，並重複程序。

複製資料
您可在維度交集間往來複製計畫，包括關聯式資料及輔助明細。例如，可將 Budget, FY10,
Final 複製到 Forecast, FY11, First Draft。

備註：
• 僅會為目前的階段作業保留已選取的複製資料設定值。
• 複製的維度成員必須出現在已選取的立方體中。
• 資料必須要複製到能接受資料的儲存格。例如，資料無法複製到唯讀或動態儲存
格中。

• 您可複製科目註釋、輔助明細及儲存格文字。您無法複製核准單位註釋。
• 此功能無法搭配屬性使用，所以請勿選取屬性加以複製。
• 因為此為管理函數，所以應用程式假設您對自己複製的資料有完整的存取權。您
可以複製到已核准的核准單位。

• 此功能不計算資料。若要執行計算，如預測增加 5%，請在複製資料後套用商業
規則。

• 您至少必須為 Scenario、Account、Entity、Period 及 Version 維度選取一個成
員，「複製資料」才會成功。

若要複製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動作下方按一下複製資料。
2. 在立方體中選取立方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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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會顯示此立方體的維度。您一次只能從一個立方體複製。
3. 在複製資料選項中，選取要複製的資訊類型。
4. 在靜態維度下方選取資料交集的成員：

a. 若為維度，請選取要複製的維度。
b. 針對成員，按一下 ，來從複製來源進行選擇。您可選取多個成員，您至少
必須為 Scenario、Account、Entity、Period 及 Version 維度選取一個成員。

5. 選擇性：若要將其他靜態維度新增到清單中，請按一下 ，並選取維度成員。

備註：
若要移除維度，請選取選取維度。該維度會移至具有來源與目標的維度區
域。

6. 在具有來源與目標的維度中，輸入維度以複製資料。
在來源和目標中按一下 。

7. 按一下複製資料。
資料會從一個交集複製到另一個交集。若未成功複製資料，則會顯示訊息。您也可
以檢查日誌檔案。

8. 若要複製其他立方體的資料，請在步驟 2 選取其他立方體，並重複程序。

複製資料版本
複製版本是很實用的功能，可讓管理員將一個版本的資料複製到另一個版本。
例如，當您想要達成下列目的時可使用複製版本：
• 快速為新版本的計畫建立起點。
• 使用多重版本的資料。
• 建立資料複本做為記錄和未來分析之用。例如，您可以將資料的底線版本與未來版
本進行比較。

• 根據反映新商業假設的更新資料，啟動新的「核准」週期。例如，您要將「最差情
況」版本中的部分資料複製到「最佳情況」版本。同樣地，您可以建立後續版本的
起點。例如，將「已通過第一輪審核」版本複製到「已通過第二輪審核」版本，然
後進行變更。

複製複本可將您選取的資料從所選案例之某自下而上式版本或目標版本，複製到相同案
例內其他自下而上式版本或目標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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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超級使用者」及「使用者」無法使用複製版本功能。只有「服務管理員」可以
使用複製版本。

• 複製版本並不會將資料複製到已核准的核准單位。

若要複製版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首頁上的導覽器。
2. 在動作下，按一下複製版本。
3. 選取要複製的案例。
4. 在複製表單中選取要複製資料的來源版本。
5. 在複製到中選取資料要複製到的目標版本。
6. 按一下 。
7. 使用箭頭將實體從可用實體移動至所選實體。
為成功複製資料，必須在 Scenario、Account、Entity 與 Version 維度中至少選取一名成
員。可用的實體會顯示您有寫入權限且屬於您的實體 (核准單位)。您可以複製「核准」狀
態為未開始或已通過第一輪審核的實體。

8. 選擇性：
• 按一下複製註解。
• 按一下複製附件。
• 按一下複製輔助明細。

9. 按一下複製資料。

備註：
等候複製版本完成再開始其他工作。

管理應用程式診斷
另請參閱：
• 關於應用程式診斷
• 假設
• 應用程式診斷的運作方式
• 使用應用程式診斷圖表
• 啟動應用程式診斷
• 修改物件以求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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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應用程式診斷
應用程式診斷可讓服務管理員在設計階段先找出設計錯誤並解決，再將應用程式投入生
產 (隨著新成員參與和資料加入應用程式持續進行)，以及將應用程式提供給一般使用者
使用。服務管理員可以使用應用程式診斷來評估下列項目：
• 整個應用程式
• 物件類型，例如表單及核准單位
• 「做出最有利選擇」的個別物件
應用程式診斷會找出服務管理員可在設計期間做出的變更，以解決有設計缺陷的物件；
它還讓服務管理員可輕鬆存取修改物件所需的編輯器。在執行時期，內部處理程序會檢
查物件是否需要修改而可能拒絕系統要求的情況。應用程式診斷會根據服務管理員選取
的使用者，評估您的應用程式和物件。這樣做可讓您依據個別使用者的變數和安全性存
取做為分析的一部分，來判斷執行時期可能發生的潛在問題。

假設
Oracle 僅提供如何設計可確保合理效能的應用程式與物件的一般準則。Oracle 無法指
定物件與作業的精確值範圍。

應用程式診斷的運作方式
應用程式診斷會在下列時機評估應用程式：
• 在設計階段：分析應用程式或特定物件，找出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若要判斷這種
可能的最差狀況，隱藏選項 (例如和表單搭配使用的選項) 會被忽略。應用程式診斷
會提供如何修正所發現之設計錯誤的相關資訊。

• 在執行時期：內部控管員檢查是否發現設計錯誤未獲解決而導致使用者無法執行特
定動作的情況。

使用應用程式診斷來分析下列項目：
• 區塊儲存立方體
• 維度
• 表單
• 獨立商業規則
• 核准單位階層
• 報表對映
• 匯出資料功能

使用應用程式診斷圖形
可能會造成效能問題，並且應該修改的物件會以黃色呈現，而可能會造成效能問題，並
且應該重新設計的物件會以紅色呈現。使用圓餅圖，如下所示：
• <業務程序> 物件分佈：描述應用程式中有多大的部分，是由各種物件類型組成的。
只要將滑鼠游標停留在圖表的各個部分，即可檢視應用程式診斷針對每個物件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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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分析的物件數量。如果您將滑鼠移至表單上而快顯值為 55，則表示分析了 55 個表單。
按一下圖表的每個部分以檢視每個物件類型的相容性狀態。此時會顯示另一個圓餅圖，表
示每個類型的物件有多少是處於可接受、警告或錯誤狀態。
物件分布圖表範例：
 

 

• 篩選目標 <物件>：按一下代表物件狀態的圖表部分，只檢視和向下鑽研具有該特定狀態的
物件。例如，若只要檢視處於錯誤狀態之核准單位階層的資訊，請按一下圖表的紅色部
分。
已篩選圖表：
 

 

啟動應用程式診斷
如何啟動應用程式診斷：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方按一下應用程式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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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選取使用者中，按一下 ，以選取您要使用其設定值以執行分析的使用者，然
後按一下 。

3.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圓餅圖說明應用程式中的物件分布。底下的方格表示所有應用程式物件的完整
性。尚可或較差的狀態表示您應該或必須為了最佳化效能而修改的物件。

• 若要分析特定類型的物件 (例如表單或核准單位階層)，請選取圓餅圖中該類型
的切片。例如，為了確保商業規則設計完好，並且不會造成效能問題，請按一
下圓餅圖的「商業規則」片段。若圖表大部分是尚可或較差，您應修改您的規
則。該類型之臨界值的詳細資訊顯示在底下的方格中。

• 若要對某個特定物件做出最有利選擇並進行分析，請展開搜尋，透過指定其名
稱、開始日期、結束日期和類型以尋找物件，接著選取物件，然後按一下 。
物件的相關資訊顯示在底下的方格中。

提示：
如需圓餅圖顯示的內容及如何向下鑽研以存取詳細資訊的相關資訊，請參
閱使用應用程式診斷圖形。

4. 按一下 ，或選取動作，然後選取執行應用程式監視。
5. 如果方格中未顯示檢視詳細資料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和檢視詳細資料。您也可
以藉此顯示或取消不同物件類型的資料。

6. 若要顯示如何修正物件的相關資訊，請按一下檢視詳細資料中的 。然後按一下
物件以啟動可讓您進行修改的編輯器。

修改物件以求最佳效能
複查應用程式診斷提供的詳細資料，了解如何修改物件之後，依照下列指示編輯物件：
• 表單：只要按一下表單物件名稱，即可在新的頁籤中啟動表單設計程式。編輯表
單，如管理表單中所述。

• 商業規則：只要按一下商業規則名稱，即可啟動系統檢視，其中顯示您可以存取的
所有應用程式物件。您可以執行的任務如下：
– 使用上方的規則設計工具檢視規則的個別元件，例如條件、命令和指令碼。按
一下每個元件，在頁面的底端部分進行修改。您也可以藉由從規則選盤和現有
物件窗格拖放至左邊，來插入和移除公式、系統範本及指令碼等的元件。

– 從設計工具選取編輯指令碼，然後藉由執行插入函數、編輯範本、插入變數、
插入成員範圍、使用備註以及驗證語法等的任務來修改和格式化指令碼。

– 建立、開啟、刪除和重新整理物件、頁面及其他文件。
– 匯入、匯出商業規則和其他物件。
– 決定如何及在何處使用物件。
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和瞭解執行時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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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單位階層：只要按一下核准單位階層物件名稱，即可在新的頁籤中啟動核准單位階層
設計工具。編輯核准單位，如建立核准單位階層中所述。

• 立方體：只要按一下立方體物件名稱，即可在新的頁籤中啟動維度編輯器的效能設定值頁
籤。編輯維度大綱或維度的稀疏度，如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中所述。

• 報表對映：只要按一下報表對映物件名稱，即可在新的頁籤中啟動報表對映設計工具。依
照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中定義資料對映所
述的指示編輯報表對映。

管理核准
透過建立核准單位、設定呈報途徑、追蹤預算及複查狀態、程序問題和所有權來管理核准程
序。
另請參閱：
• 關於核准程序
• 定義核准程序
• 開始和支援複查程序
• 使用核准群組來管理提交階段
• 列印核准單位註釋
• 建立核准狀態報表
• 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 管理核准單位階層

關於核准程序
您可以使用核准單位追蹤預算和複查狀態、程序問題和核准單位所有權。預算週期時間會縮
短：
• 核准路徑獨立於組織結構
• 例外和問題區域會醒目提示顯示
• 稽核資訊包含註釋和程序狀態
• 複查包含註釋和註解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 Planning 中設定核准。

 簡介：在 Enterprise 或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設定核准

教學課程
教學課程透過系列影片和文件提供說明，協助您瞭解某個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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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 Planning 中管理核准。

 在 Planning 中管理核准
為準備計畫選擇預算編列方法：自下而上或自
上而下。  執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規劃
相關主題
• 關於核准單位
• 核准程序
• 資料驗證規則
• 任務清單
• 設定執行核准通知的電子郵件

關於核准單位
核准單位是準備、加註、複查及核准計畫資料的基本單位核准單位是案例、版本和實體
或部分實體的組合。每個核准單位可以具有一個案例/版本組合。案例和版本是複查週期
的基礎。核准單位會提交案例與版本的規劃資料。例如，核准單位可能由版本 (最佳案
例)、案例 (預測) 和實體 (紐約) 所組成。核准單位也可以包含任何實體中的次要維度，
以精簡核准單位的精細度。

核准程序
核准單位會從某個複查者移至另一個複查者，直到完成預算處理。除非某個事件觸發變
更呈報途徑，否則當您為核准單位選取擁有者與複查者時，複查程序會遵循您所設定的
呈報途徑來進行。會影響呈報途徑的事件包含：
• 超過或未達到預算項目 (例如薪資、新進人員或資產設備) 的費用界限
• 傳回預算給舊擁有者以取得其他資訊的目前擁有者
• 對不一定位於呈報途徑的授權使用者要求提供協助的目前擁有者
選取的核准範本會決定要複查預算的第一個使用者 (請參閱設定核准單位階層名稱、範
圍及範本)。第一個使用者會完成指派的任務，然後再呈報 (自下而上式範本) 或提交 (分
佈範本) 預算，這將會提醒下一個擁有者預算需要其注意。每當將預算從某個使用者傳
遞到另一個使用者時，也可能會通知其他使用者。
每個複查者都必須先驗證核准單位，才能將預算傳送給下一個複查者。驗證會執行為複
查者正在使用之核准單位所定義的所有資料驗證規則，並報告核准單位呈報途徑中的任
何資料錯誤或變更。請參閱修改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提示：
若要在「核准」中顯示使用者的全名 (而非其使用者 ID)，請選取顯示使用者
的全名選項，如我可以指定哪些應用程式和系統設定值？所述。

第 23 章
管理核准

23-132

http://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112:0::::P112_CONTENT_ID:28247
http://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112:0::::P112_CONTENT_ID:28241


資料驗證規則
若要實作商業原則與做法，服務管理員可以建立當表單中的條件符合時要檢查的資料驗證規
則。如果輸入的資料違反驗證規則，規則可以產生驗證訊息，針對提交的核准單位資料建立限
制，並指定複查者或擁有者來複查符合部分條件的資料。
例如：
• 條件化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 避免呈報包含無效資料的核准單位
設計的規則會影響核准單位的呈報途徑時，您需要瞭解這些規則的評估與套用順序。如需設計
資料驗證規則與預期結果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資料驗證。

任務清單
任務清單可藉由列出任務、指示和結束日期，協助使用者完成業務程序。服務管理員和超級使
用者會建立和管理任務和任務清單。請參閱管理任務清單。

設定執行核准通知的電子郵件
當核准狀態或核准所有權發生變更時，如果擁有者和複查者想要收到電子郵件通知，他們必須
啟用核准通知。核准通知是在使用者偏好設定頁面上啟用。
核准通知電子郵件包含下列資訊：
• 用於檢查狀態的 URL

• 應用程式名稱
• 核准單位
• 目前擁有者
• 舊擁有者
• 最後一個動作
• 目前狀態
• 時間
• 註釋標題
• 註釋文字
若要啟用核准通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使用者偏好設定。
2. 選取通知，接著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並選取核准，然後按一下儲存。
另請參閱管理應用程式及系統設定值。

定義核准程序
另請參閱：
• 預算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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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作業與資料驗證

預算程序
應用程式支援自下而上式、分布式或任意格式預算編列。通常，高階使用者會啟動包含
載入資料的核准單位，然後將最低層級成員的資料項目委派給其直屬部下，再分散給其
部下的直屬部下，依此類推。必須等到預算分配之後，使用者才能存取預算。
若要定義預算程序，服務管理員會定義下列項目：
• 核准單位階層
• 核准單位階層的擁有者與複查者
• 評估提交資料的驗證規則
當使用者提交預算資料時，資料會受限於驗證規則。如果資料通過驗證，預算即會呈報
給下一位擁有者，除非再次授與所有權，否則原始使用者便無法編輯資料。提交程序會
鎖定資料，以免除了目前擁有者之外的其他人加以編輯。

核准作業與資料驗證
在呼叫資料驗證的核准作業期間，表單上的使用者變數和環境定義使用者變數會被取代
為所有可能之輸入的不同結果集合的聯集。POV 上的使用者變數和環境定義使用者變數
會被視為頁面。

備註：
若要檢視使用者變數替換的結果，請瀏覽至資料驗證報表任務清單。您可能要
故意造成表單驗證失敗然後再執行核准單位的驗證作業，它才會顯示在報表
上。

開始和支援複查程序
在服務管理員開始複查程序之後，核准單位會從某個複查者移到另一個複查者，直到完
成預算程序為止。選取的核准範本會決定要複查預算的第一位使用者。
您可以使用核准狀態報表，來檢視並提供核准程序的詳細狀態。請參閱建立核准狀態報
表。
若要開始複查程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管理核准。
2. 在案例中，選取一個案例。
3. 在版本中，選取一個版本。
4. 按一下執行，以顯示與選取的案例和版本組合相關聯的核准單位。
顯示的核准單位會針對核准啟用。
如果沒有核准單位使用所選的案例和版本起始，則會顯示此訊息：您未指派「核准
單位階層」至所選的「案例」和「版本」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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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檢視的右上角頁面上，選取樹狀檢視，然後在計畫週期中，按一下開始以開始複查程
序。

備註：
如果核准單位階層使用「自下而上式」範本，則選取開始可啟動核准單位，而且
也會執行「起始」動作。這些動作會將核准單位階層中定義為核准單位擁有者的
使用者，設定為目前的擁有者，而且核准單位狀態會變更為複查中。

6. 選擇性：選取排除將核准單位從複查程序或系統追蹤中移除。

注意：
當您排除核准單位之後，所有相關的註釋及歷史記錄皆會予以捨棄。核准單位狀
態會返回未開始，擁有者會設定為無擁有者。資料值會加以保留。

使用核准群組來管理提交階段
建立核准群組以將核准單位分割成更細微的資料子集，之後即可分階段提交這些子集以供核
准。
相關主題
• 瞭解核准群組
• 定義核准群組
• 核准群組的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 編輯、複製及刪除核准群組
• 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

瞭解核准群組
核准群組可讓您先提交一部分資料以供複查，而其他資料則可稍後再複查。在複查程序中，您
可以呈報核准單位的各個階段﹐而不是呈報整個核准單位。
例如，您的複查程序需求可能因期間而異。每月結算週期可能需要針對一月和二月的資產負債
表與損益資料，進行單一階段的複查程序。對於季度月份如三月，每季關閉迴圈複查程序可能
需要資產負債表、損益資料和補充資料經過多個階段的提交迴圈。
此外，您的複查程序需求也可能因案例而異。例如，「實際」案例可能只需要提交「資產負債
表」和「損益」帳戶以供複查。「預算」案例可能需要所有的帳戶，而「預測」案例則可能只
需要「損益」帳戶和補充資料。
使用核准群組進行分階段提交將可讓您滿足這些不同核准需求，而無需執行其他案例。
您可以為應用程式建立的核准群組沒有數目限制，不過，您可以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的核准群
組數目則限制為 20 個。
您可以執行下列任務，以使用核准群組來設定提交階段：
1. 定義核准群組，然後將核准群組指派給維度成員。請參閱定義核准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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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請參閱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

定義核准群組
管理員可在應用程式叢集內的核准群組卡中為其業務程序定義核准群組。
若要定義核准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核准群組。
2. 建立核准群組：

a. 按一下建立。
b. 輸入新核准群組的名稱，並視需要輸入描述。
c. 若要選取核准群組的錨點維度，請按一下新增維度，或按一下選取錨點維度旁
邊的 ，然後從清單中選取維度。
如需錨點維度的說明，請參閱核准群組的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d. 選擇性：依預設，核准群組規則中未指定的錨點維度成員會標記為有效。若要
清除此選項，請按一下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取消選取的成員有效。

e. 若要選取其他維度 (稱為非錨點維度)，請按一下新增維度。
f. 選擇性：依預設，非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的。若要將非錨點維度設定為必要，請
按一下非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必要。

3. 定義核准群組：
a. 按一下新增規則。
b. 若要選取應用程式群組中要包括、排除或移除的成員範圍，請按一下新規則中
維度旁邊的 ：
• 按一下編輯以開啟選取成員頁面，然後選取要包括在應用程式群組規則中的
成員、替代變數和屬性。請參閱使用成員選取器。

• 按一下新增排除項，以定義規則中的排除項。您可以排除該維度所包含的子
集合。

• 按一下清除以清除選擇。
若要刪除規則，請按一下 。

4.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新核准群組隨即會新增至核准群組清單結尾。若要重新排序群組中的規則，請按一下應
用程式群組旁邊的 ，然後選取上移或下移。

Tip:

您也可以拖曳核准群組，在清單中上下移動這些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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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群組的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錨點和非錨點維度：
• 錨點維度在用於核准群組評估的立方體中一律為必要維度。
• 非錨點維度可以是必要或者非必要：
– 如果非錨點維度為必要維度，任何不使用該維度的立方體在評估核准群組時，都將忽
略將該維度標記為必要維度的任何核准群組。

– 如果非錨點維度為非必要維度，任何不使用該維度的立方體仍將評估包含該維度作為
非必要維度的任何核准群組，以及評估立方體內使用中核准群組的任何其他維度群
組。

• 根據預設，未選取的錨點維度成員屬有效，但您可以藉由清除未選取的成員是有效的選項
來標示為無效。此選項會將具有此規則中未選取之錨點維度成員的所有群組標記為無效。

編輯、複製及刪除核准群組
即使核准群組已被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您仍然可以編輯該核准群組。在核准程序中，會套用
並驗證最新的核准群組定義。
如果核准群組已被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並經過編輯，則在儲存時，系統會顯示警告訊息，通知
您該核准群組已被指派，而修改過的定義將用於所有後續的核准程序活動。
如果核准群組已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您便無法刪除該核准群組。
若要編輯、刪除或複製核准群組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核准群組。
2. 按一下核准群組旁邊的 ，然後選取編輯、複製或刪除。
3. 如果您編輯在核准單位階層中使用的核准群組定義，則受影響的核准單位階層必須與變更
進行同步。請參閱同步核准單位階層。

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
您可以在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上，將現有的核准群組指派給階層並設定其順序。如果沒有任何核
准群組存在，您也可以從指派核准群組頁籤建立核准群組。
您最多可以將 20 個核准群組指派給一個核准單位階層。

Note:

本主題中所述的選項適用於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如需有關核准維度頁籤
上所有選項 (包括用於定義主要與次要維度成員的選項) 的完整詳細資料，請參閱設
定核准單位階層名稱、範圍及範本。

若要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請參閱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2.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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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成核准維度頁籤詳細資料：
• 針對延伸的核准流程，選取核准群組。
• 若要將核准群組選項套用至核准單位階層中的所有層級，請選取在所有層級套
用延伸的核准流程。

• 若要要求根據您在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上定義的項目順序提交核准工作流程，請
選取階段相依性。
階段相依性意謂著必須先呈報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上清單中的第一個項目，再呈
報第二個項目。請注意，這兩個項目可在相同的層級，但第二個項目的呈報順
序不可在第一個項目之前。因此，項目順序十分重要。您可以使用向上箭頭與
向下箭頭來重新排列順序。請參閱步驟 4。

4. 在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上，將核准群組指派給階層並設定其順序：
a. 建立核准群組或選取現有的核准群組：
• 若要建立核准群組，請按一下 ，然後參閱定義核准群組。
• 若要選取現有的核准群組，請按一下 ，然後選取您要新增的核准群組
或按一下全部。

b. 若要重新排序清單中的核准群組，請選取群組並按一下  或 。如果在前一
個頁籤上已選取階段相依性選項，您就必須依所需的呈報順序排列群組。

5. 在選取主要成員頁籤上，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6. 在指派擁有者頁籤上指派核准單位所有權。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

Note:

在指派擁有者頁籤上，選取的核准群組會顯示在實體名稱旁邊；例如
Sales East: Revenue Accounts (其中 Sales East 是實體，Revenue
Accounts 是所建立的核准群組名稱)。

7. 將核准單位階層指派給預算程序中所含的案例與版本組合。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階
層案例與版本組合。

Note:

如果您已在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中輸入資訊，然後將延伸的核准流程選項變更為
核准群組選項以外的選項，指派核准群組頁籤就會隱藏。不過，必須等到您按
一下儲存或取消之後，系統才會捨棄已輸入的資訊。
例如，如果您將「群組 A」、「群組 B」及「群組 C」新增至指派核准群組頁
籤，然後將延伸的核准流程選項從核准群組變更為無，當您按一下儲存或取消
時，系統就會捨棄核准群組資訊。
不過，如果您將延伸的核准流程選項從核准群組變更為無，然後在儲存前又接
著選取核准群組，則在指派核准群組頁籤中輸入的資訊會保留，因此您不需要
再次從頭開始。按一下儲存或取消會捨棄任何不適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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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核准單位註釋
服務管理員可以報告一組案例、版本和核准單位成員的註釋，藉此檢查核准單位的狀態。報表
可以用程序狀態為基礎。應用程式名稱、選取的案例、版本，以及實體、核准單位標題、狀
態、作者、初始日期，以及註釋隨即顯示。註釋文字會按時間順序顯示，最近的實體會排在最
前面。
若要為核准單位註釋建立和列印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方按一下系統報表。
2. 按一下核准單位，然後按一下註釋。
3. 在選取報表選項下方選取您要產生報表的案例、版本及實體組合。如果選取自訂，請按一
下 ，以選取自訂案例、版本和實體。

4. 在核准狀態之下，選取狀態。
5. 按一下建立報表。
6. 按一下 Adobe Acrobat 工具列上的列印 。

建立核准狀態報表
您可以使用核准狀態報表來檢視核准程序的詳細狀態。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存取此報告，不過您
只能看到您有寫入權的核准單位。
篩選條件可讓您產生更聚焦的報表。您可以依據下列項目篩選：
• 核准狀態
• 案例
• 版本
• 核准單位階層
• 目前位置的層代
• 核准群組
核准狀態報表提供下列資訊：
• 核准單位
• 父項
• 狀態
• 子狀態

備註：
子狀態會追蹤對核准單位執行動作時發生的失敗。失敗通常包含缺少安全性存
取、驗證規則失敗，或其他讓動作無法成功完成的系統失敗。

• 舊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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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擁有者
• 下一個擁有者
• 目前的位置
• 總計值
• 上次狀態變更日期

您可以用下列格式產生核准狀態報表：
• XLSX (Excel)

• PDF

• HTML

• XML

若要建立核准狀態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監視與瀏覽下方按一下系統報表。
2. 按一下核准單位，然後按一下核准狀態。
3. 請選取：
• 在選取核准狀態下，選取您要在報表中檢視的狀態，或是選取全部。
• 在篩選條件下，選取案例，然後選擇下列選項：
– 版本：按一下  開啟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並選取您要的選項。
– 核准單位階層：此選擇性的篩選條件會新增一個核准單位階層的子集。
– 目前位置的層代：此選項會將該層代的所有成員新增至報表。您可以輸入層
代號碼、層代範圍或輸入兩者，並以逗點分隔，例如 1,4, 6-9。

– 核准群組：此選項會顯示您在報表中選取的核准群組。
• 在選取格式下方，選擇某個檔案格式 (XLSX、PDF、HTML 或 XML)。

4. 按一下建立報表，然後選取要儲存報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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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根據您指派給每個核准單位的擁有者與複查者，及其在核准單位階層中的父項，核准單位會在
人員和部門之間移動。
有兩種方式會影響核准單位階層的呈報途徑：
• 使用核准動作 (例如「呈報」或「拒絕」)，修改核准單位及其子代的擁有者與複查者
• 使用資料驗證規則，以判斷是否需要變更規劃單位呈報途徑
• 修改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 核准單位呈報途徑資料驗證規則的設計考量。

修改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當您選取核准單位及其父項的擁有者和複查者時，您要設定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請參閱核准單
位呈報途徑)。不過，有時候預算計算結果會變更下一個複查預算的人員。例如，如果銷售群組
的薪資比前一個預算年度高出 10%，則可能需要由下一個複查者以外的人員來進行核准。若要
自動重新導向這些案例的預算，請將條件與動作新增至資料驗證規則，以測試這些例外，然後
視需要修改呈報途徑。當核准單位中存在資料錯誤時，您也可以使用資料驗證規則來停止核准
單位傳遞至下一個複查者。
若要修改核准單位呈報途徑，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建立或選取資料驗證規則 (請參閱管理資料驗證)。
2. 在資料驗證規則建置器中，按一下 ，以建立提升途徑條件，並指定預算計算不符合這
些條件時要執行的動作。

3.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動作︰
• 更新呈報途徑，建立呈報途徑條件，這些條件會在觸發您設定的條件時，將複查者或
擁有者新增至呈報途徑。

• 不呈報，防止將核准單位呈報至下一個複查者。這項動作通常會指出預算中無效的資
料。

4. 在程序儲存格對話方塊的核准下方，按一下新增以新增提升途徑條件。
呈報途徑條件會依列出的順序來處理。請使用 與 在清單中向上或向下移動。

5. 選擇性：若要複製呈報途徑條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a. 選取提升途徑條件，然後按一下複製。
b. 選取優先順序高於清單中已複製之條件的提升途徑條件，然後按一下貼上，以新增複
製的提升途徑條件。

6. 選擇性：按一下刪除以移除呈報途徑條件。
7. 在核准單位階層與核准單位中按一下 ，來選取提升途徑條件影響的核准單位階層與核
准單位。

8. 在呈報途徑條件中，針對在「呈報途徑條件」中選取的核准單位，指定呈報途徑變更之
處。選取：
a. 在位置中，針對在核准單位中選取的核准單位，指定呈報途徑變更之處。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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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在所有權達到在呈報途徑條件中指定的核准單位之前，插入替代擁有
者或複查者。

• 之後，在所有權達到在呈報途徑條件中指定的核准單位之後，插入替代擁有
者或複查者。

• 之前與之後，在所有權達到在呈報途徑條件中指定的核准單位之前與之後，
插入替代擁有者或複查者。

b. 在提升途徑條件的核准單位欄中按一下 ，來選取位置中所選動作影響的核
准單位。

備註：
選取的核准單位必須是上一個步驟中選取之核准單位的祖代。如果您
選取的核准單位不是祖代，則不會在驗證核准單位階層時，對呈報途
徑條件進行評估。

9. 在指派欄中，針對每個替代的擁有者、複查者及使用者，指定規則例外發生時要通
知的角色、使用者類型和使用者或 UDA

a. 在角色中選取：
• 擁有者可選取替代擁有者
• 複查者可選取替代複查者
• 通知使用者可選取要通知的使用者

b. 在類型中選取：
• 使用者名稱可指定替代使用者
• 從 UDA 可選取維度並輸入指派至 UDA 的字首

c. 在使用者中指定：
• 適用於使用者名稱，替代使用者的名稱或從使用者選取器中選擇的名稱
• 適用於從 UDA，來自選取維度下拉清單的維度，然後指定用於 UDA 的字
首以指出 UDA 包含使用者名稱 (例如 ProdMgr:)

備註：
請確定指定的字首與建立 UDA 時所指派的字首相同，包含任何空
格。例如，如果字首與使用者名稱之間有空格 (ProdMgr Kim)，
請確定 ProdMgr 之後有空格。

10. 選擇性：提供訊息給涉及核准單位呈報途徑變更的使用者：
a. 按一下位於以下位置中的 ：
• 寄件者訊息，輸入電子郵件訊息文字，以傳送給呈報途徑變更時提示核准單
位的使用者。

• 在複查者訊息中，輸入電子郵件訊息文字以傳送給因規則例外而接收核准單
位以進行複查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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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按一下確定儲存訊息。
核准單位變更狀態時，會將您輸入的文字新增至傳送的訊息。

11. 按一下確定儲存呈報途徑條件，然後返回建立資料驗證規則。

核准單位呈報途徑資料驗證規則的設計考量。
設計的規則會影響核准單位的呈報途徑時，您需要瞭解這些規則的評估與套用順序。如需設計
資料驗證規則與預期結果的相關資訊，請參閱管理資料驗證。

管理核准單位階層
另請參閱：
• 關於核准單位階層
• 使用核准單位階層
• 指派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組合

關於核准單位階層
核准單位階層包含屬於複查程序一部分的核准單位與實體。
核准單位階層成員之間的父項/子項關係會影響複查程序：
• 呈報或拒絕父項後，其子項會被呈報或拒絕，直至其獲得核准。父項的擁有者成為子項的
擁有者。

• 核准父項後，其子項亦獲得核准。
• 全部子項被呈報至同一擁有者後，父項會呈報至該擁有者。
• 當所有的子項狀態變更成同一個狀態 (例如「暫時核准」) 時，父項狀態會變更成相同的狀
態。

如果子項具有不同的擁有者，則不能變更其父項的狀態。如果其他使用者將子項呈報、提交或
暫時核准，且父項無擁有者，則僅服務管理員可變更其狀態。

使用核准單位階層
使用核准單位階層，讓預算編列程序適用於組織要求的所有類型。
• 核准單位是實體與其他維度的組合。例如，如果應用程式包含所有公司的產品，則北美的
核准單位階層便可包含在北美銷售產品的適用維度和成員。同樣的，歐洲部門的核准單位
階層也可包含歐洲銷售產品的維度和成員。在相同的核准階層中，拉丁美洲實體可強制使
用 Account 維度，建立核准單位，如 Entities by HR、Entities by Capital Expenditures 和
Entities by Revenue。

• 使用預設的預算編列模式範本，以建立由下而上、已分配或任意格式的階層。
• 包含根據所使用之 Entity 維度和次要維度的層代編號的動態維度連結。例如，自動在實體
中將層代 0 增加至 3，或將區段維度新增到核准單位階層。如果維度中發生變更，核准單
位階層可以更容易更新。

• 匯入和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 建立與案例及版本不同的核准單位階層。例如，當「預測」具備包含較少核准層級的簡單
程序安排時，「預算」案例可具備由部門、科目和產品所組成的大型核准單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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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
•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 選擇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
• 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 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
•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途
• 同步核准單位階層
• 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 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
若要檢視核准單位階層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在核准單位清單頁面上，執行動作：
• 若要建立核准單位階層，請按一下 。請參閱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 若要編輯核准單位階層，請按一下 。請參閱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 若要刪除核准單位階層，請按一下 。請參閱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
層。

• 若要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請按一下 。請參閱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
階層。

• 若要同步化核准單位階層的變更，請按一下

。請參閱同步核准單位階層。
• 若要重新整理清單，請按一下

。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Entity 為每一核准單位階層的主要維度。當成員新增至 Entity 維度時，您所建立的包含
規則可決定新的成員是否為核准程序的一部分。服務管理員也可以讓成員視為核准單位
階層結構的例外，將該成員其新增至階層。
若要建立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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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核准維度會設定為 Entity。此處沒有其他選項。

3. 建立定義將哪些實體成員加入核准程序中的通用規則 (請參閱設定核准單位階層名稱、範
圍及範本)。

4. 選取要加入核准程序中的主要成員和子階層成員 (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5. 指派核准程序各階段的擁有者和複查者，並建立核准單位呈報途徑 (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
擁有者與複查者)。

6. 按一下儲存。
設定核准單位階層名稱、範圍及範本

若要設定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執行動作：
• 若要建立新的階層，請按一下 。
• 若要編輯現有的階層，請選取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 。

3. 完成核准維度詳細資料：
• 階層名稱
• 描述 (選擇性)

• 針對啟用核准，選取一個選項：
– 無：根據預設，核准程序不包含任何核准單位
若要新增核准單位群組或個別核准單位到核准程序，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
員。

– 全部：將所有的核准單位新增至核准程序
– 自訂：新增欄位，讓您可以根據父項成員和層代準則新增個別核准單位和核准單
位。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 針對核准範本，選取一個選項：
– 自下而上式：請參閱自下而上式預算編列。
– 分佈：請參閱分配式預算編列。
– 任意格式：請參閱任意格式預算編列。

• 立方體：選取衍生聚總核准單位值的來源立方體。
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

• 針對延伸的核准流程，選取一個選項：
– 無：核准工作流程只會使用 Entity 維度，不會使用次要維度或核准群組。您將在
選取主要成員頁籤上選取「實體」成員。

– 次要：核准工作流程會使用次要維度。您將在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上選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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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群組：讓您可以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工作流程。您可以在指派核准群
組頁籤上，建立核准群組或選取現有核准群組。請參閱使用核准群組來管理
提交階段。

• 在所有層級套用延伸的核准流程：(只有當已選取次要或核准群組選項時，才可
使用此選項。)這會將延伸的核准流程選項套用至核准單位階層中的所有層級。

• 階段相依性：(只有當已選取次要或核准群組選項時，才可使用此選項。)這需要
根據您在步驟 4 中定義的項目順序，分階段提交核准工作流程。
例如，清單中第一個項目的呈報順序必須在第二個項目之前。請注意，這兩個
項目可在相同的層級，但第二個項目的呈報順序不可在第一個項目之前。因
此，項目順序十分重要。您可以使用向上箭頭與向下箭頭來重新排列順序。

4. 執行動作：
• 如果您已針對延伸的核准流程選取無，請在選取主要成員頁籤上選取核准單位
階層成員。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選取主要成員頁籤。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
層成員。

• 如果您已針對延伸的核准流程選取次要，則您將在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上選
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請參閱
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 如果您已針對延伸的核准流程選取核准群組，則您將在指派核准群組與選取主
要成員頁籤上，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核准群組與成員。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指
派核准群組頁籤。請參閱將核准群組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

•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確定來儲存變更並關閉核准單位階層。
自下而上式預算編列

資料輸入於分葉成員階層 (例如，「預算群組」的子項)，並透過組織階層的彙總資料整
合。啟用預算時，資料會個別植入每一個案例和使用者。所有權會依照自下而上模式的
核准階層。使用者可根據核准單位所定義的存取權限來檢視或編輯資料。最高階「預算
群組」用有者會將核准的預算個別整合至最終整合的預算。

分配式預算編列
預算資料會在組織的分葉層級中輸入，而且所有權會從組織的最高層級開始。然後將所
有權向下分配至組織階層。當所有權達到最低層級之後，預算會透過核准程序提交回最
高層級。最高的預算群組擁有權會針對預算控制、異動控制和報表來複查、核准和載入
預算。

任意格式預算編列
使用任意格式預算編列時，會在分葉成員輸入資料，而且使用者可從下拉清單選取下一
個擁有者。任意格式預算編列模式允許使用者從下拉清單選取下一個擁有者。若您並非
使用建立核准單位階層中所述的核准功能，請選取此預算範本。

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視您在先前核准維度頁籤上為延伸的核准流程選擇的選項而定，您會在選取主要成員頁
籤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上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若要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執行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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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核准維度中，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選取主要成員頁籤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
以繼續定義核准單位階層。

•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選取核准單位階層，
按一下 ，然後選取選取主要成員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以編輯成員。

備註：
• 每次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期間，您可以按一下重設為預設階層，將核准單
位階層重設為它在核准維度頁面中所定義的預設成員資格。

• 共用成員不會顯示在核准單位階層中。

2. 定義如何顯示核准單位階層：
• 所有實體：顯示所有潛在的核准單位
• 核准單位：只顯示已啟用的核准單位
• 搜尋：依名稱、別名或兩者來搜尋核准單位。
在搜尋輸入名稱的任何部分或全部以尋找實體，然後在核准單位階層中按一下 或
。

• 若要在多重頁面的核准單位階層中於頁面間移動，請在頁面中輸入頁碼，按一下執
行，或按一下開始 (第一頁)、上一頁 (上一頁)、下一頁或結束 (最後一頁)。

3. 選擇性：對於不包括在核准程序預設設定值中的核准單位，請勾選核准單位名稱左側的方
塊，以在核准程序中包括核准單位。

4. 選擇性：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核准單位名稱以定義核准程序的子階層成員，然後選取一個選
項：
• 包括子項以包括核准單位的子項。
• 包括成員僅包括核准單位，但不包括其子代。
• 包括所有子代以包括核准單位的所有子代。
• 包括層代以包括一或多個核准單位層代。指定提示時要包括的層代。
• 排除子項以排除核准單位的子項。
• 排除成員僅排除核准單位，但不包括其子代。
• 排除所有子代以排除核准單位的所有子代。
• 排除層代以排除核准單位層代。指定提示時要排除的層代。

5. 如果您在先前的核准維度頁籤上為延伸的核准流程選擇次要，則請將次要維度新增至包含
在核准程序中的核准單位，以提供更精細的資料粒度：
a. 從維度選取一個維度。
b. 在父成員中，按一下 ，以顯示成員選擇視窗，然後選取一個成員做為該維度的父
成員。

c. 在相關層代中，指定要包含的父成員層代。
新增層代會將該層代的所有成員新增至核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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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請檢查自動包含以自動包含新增成員至符合所選準則的核准單位階層。
e. 選擇性：針對要精確設定所含成員的核准單位，在選取的成員下方按一下

。清除您要移除的任何成員旁邊的核取方塊。
6. 執行動作：
• 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指派擁有者以指定核准單位所有權 (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擁
有者與複查者)。

•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確定來儲存變更並關閉核准單位階層。
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

核准單位所有權是繼承自核准單位父項。也會繼承核准單位複查者。您也可以明確地指
定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以指派非核准單位所繼承的擁有者與複查者。
若要指派核准單位複查者與擁有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執行動作：
• 從選取主要成員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中，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指派擁有
者，以繼續定義核准單位階層。

•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選取核准單位
階層，按一下 ，然後選取指派擁有者頁籤以指定核准單位所有權。

2. 選取核准單位，然後在擁有者下方按一下 ，來選取擁有者。
一個核准單位只能有一個擁有者。使用者或群組都可以是擁有者。選取使用者頁
籤，將個別使用者指派為擁有者。選取群組頁籤，將群組指派為擁有者。請參閱關
於群組式核准。

3. 在複查者下方按一下 ，並選取核准單位複查者。
複查者可為個別使用者、一個或多個群組。選取使用者頁籤，將個別使用者指派為
複查者。請選取群組頁籤，以指派一個或多個群組為複查者。請參閱關於群組式核
准。

備註：
使用「自下而上式」或「分布」範本時，如果複查者是個別使用者，請以
您希望複查者複查核准單位的順序，來選取複查者。清單中的第一個複查
者會是第一個處理核准單位的使用者。第一個複查者呈報或提交核准單位
後，選取的第二個複查者會成為該核准單位的擁有者，依此類推您建立的
複查者清單。

4. 若要啟用在核准期間檢視核准單位的聚總值，請在值定義成員下方按一下 ，來
定義非核准單位維度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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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針對非核准單位維度：若要檢視聚總核准單位值，您必須在成員選擇上，為
核准維度頁籤上所選立方體中的每個非核准單位維度選取一個成員。如果您
未選取非核准單位維度的成員，聚總的核准單位值會保留空白。

• 針對核准單位維度：為核准單位階層中的父成員指定的值定義成員會由該成
員的子代繼承。如果針對核准單位維度的父項與子成員選取值定義成員，則
會優先採用子項的選擇。例如，您為父項 US 及其子項 Western Region 選
取值定義成員；則會優先採用 Western Region 的值定義成員。執行時期，
會選取核准單位階層中指定的 Entity、Scenario、Version 以及次要維度成
員。

• 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在偏好設定中，使用者可設定顯示聚總核准單
位所用的報表幣別。請參閱 使用 Planning 。若要確保總計正確無誤，請提
醒使用者啟動「幣別轉換」商業規則。
請注意，在標準多重幣別應用程式中已假設報表幣別，因此您不必選取幣別
的值定義成員。

5. 在提升途徑下方按一下 ，來顯示核准單位提升途徑，驗證該項目正確，然後修正任何錯
誤。

6. 在通知這些使用者下方按一下 ，來選取每次將核准單位從一個使用者移到另一個使用
者時要通知的使用者。

7. 選擇性：針對其他核准單位重複步驟 2 到步驟 6，以變更其繼承的擁有者或複查者。
8.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您的工作並繼續，或按一下確定以儲存您的工作並關閉核准單位階層。

關於群組式核准
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時，您可以指派個別使用者，也可以指派群組。指派核准單位複查者時，
您可以指派個別使用者、一個或多個群組。
請參閱下列主題以瞭解詳細資訊：
• 將群組指派為擁有者
• 指派一個或多個群組做為複查者

將群組指派為擁有者
只可將一個使用者或一個群組指派為核准單位的擁有者。在群組中，任何使用者都可以成為擁
有者，但一次只能由一名使用者擔任擁有者。只有被指派為擁有者的使用者可以執行動作。其
他群組成員可以從目前的擁有者處得到所有權。如果未指派任何人做為擁有者，則群組中的任
何成員都可以代表該群組執行動作，而不需先聲明所有權。

指派一個或多個群組做為複查者
如果您選取個別使用者做為複查者，則所有使用者都必須核准，而且必須遵循輸入使用者的順
序進行核准。如果您選取一個或多個群組做為複查者，群組內的任何使用者都可以是複查者而
且可呈報至下一個層級。
以下是數個您可以輸入多個複查者的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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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23-3    範例 1

North America - Bill
     USA - Nick, Sandy, Kim
          CA - John

核准路徑為 John，Nick，Sandy，Kim，Bill。
範例 23-4    範例 2

North America - Bill
     USA – {Group A}
          CA - John

核准路徑為 John，群組 A 中的任何使用者，Bill。
範例 23-5    範例 3

North America – {Group B}, Bill
     USA – Susan, {Group A}
          CA - John

核准路徑為 John，Susan，群組 A 中的任何使用者，群組 B 中的任何使用者，Bill。
範例 23-6    範例 4

North America – {Group B}, Bill
     USA – Susan, {Group A}
     CA - John
**A validation rule indicates that if New Hires > 4, then before USA, 
set {Group HR} as reviewer.

如果 CA 核准單位的條件為真，則路徑為：John，群組 HR 中的任何使用者，Susan，
群組 A 中的任何使用者，群組 B 中的任何使用者，Bill。

選擇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
若要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管理核准。
2. 在案例中，選取一個案例。
3. 在版本中，選取一個版本。
4. 按一下執行，以顯示為選取的案例與版本所定義的核准單位階層。
管理核准頁面會顯示兩個窗格。上方窗格根據您在窗格右上角選取的檢視選項 (處
理狀態、層級狀態、群組狀態或樹狀檢視) 顯示一個圖表或階層。檢視窗格右下角
有一個切換開關可以收合和展開上方窗格。
下方窗格顯示階層詳細資料：
• 核准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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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週期 (僅限樹狀檢視)，可顯示核准單位是否已起始，以及是否包含於預算程序
中。

• 核准狀態，例如已通過第一輪審核。
• 子狀態，追蹤對核准單位執行動作時發生的失敗。失敗通常包含缺少安全性存取、驗
證規則失敗，或其他讓動作無法成功完成的系統失敗。

• 目前擁有者
• 位置
• 總計值
• 在途徑中，按一下 ，以檢視潛在的提升途徑。
• 按一下詳細資料以顯示核准單位詳細資料及新增或編輯核准單位註釋。

5. 選擇性：如果您擁有此階層的核准單位，請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顯示我的核准單位以
進行選取。

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若要編輯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選取您要處理的核准單位階層。
3. 按一下 。
4. 選取適當的頁籤，視您想要的變更而定 (例如，選取指派擁有者以編輯階層中核准單位的
所有權)：
• 選取核准維度頁籤來修改核准單位階層描述或核准預設範圍。請參閱設定核准單位階
層名稱、範圍及範本。

• 選取主要階層和子階層選擇頁籤來從核准選取或移除成員。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
成員。

• 選取指派擁有者頁籤來修改核准單位擁有者或複查者。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與
複查者。

• 選取用途頁籤來檢視參照核准單位階層的應用程式物件 (表單或案例與版本組合)。請
參閱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途。

5. 完成時按一下儲存。
若要選取要處理的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請參閱選擇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

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
您可以刪除其他應用程式物件 (例如表單或案例與版本組合) 未參照的核准單位階層。用途頁籤
會顯示參照所選取之核准單位階層的物件，並將您連結至物件，讓您可以取消這些物件與階層
的關聯。
您也可以變更核准單位階層的名稱。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不會影響參照此階層的應用程式物
件。
若要刪除或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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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執行動作：
• 若要刪除，請選取要刪除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 。
• 若要重新命名，請選取要重新命名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 。在對話方
塊中輸入核准單位階層的新名稱。

3. 按一下確定。
如果您選取未被其他應用程式物件參照的核准單位階層，會出現錯誤訊息。請參閱檢視
核准單位階層用途來檢視和編輯參照核准單位階層的應用程式物件。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途
核准單位階層可能具備相依性，如核准單位指派，或表單中所定義的資料驗證規則。如
果核准單位階層存在相依性，除非移除相依性，否則無法刪除階層。用途頁籤可讓您檢
視核准單位階層相依性，並將您連結至表單或案例與版本組合，因此，您可以視需要移
除相依性。
若要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選取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 ，接著選取用途頁籤來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相依
性。

3. 選取表單以檢視相關的資料驗證規則：
• 如果資料驗證規則是相關的，則會顯示訊息。
• 如果資料驗證規則是相關的，則會依據表單列示。請按一下規則超連結，以在
新的頁籤中以編輯模式顯示表單。然後您可以更新或刪除資料驗證規則，取消
其與核准單位階層之間的關聯。請參閱建立和更新資料驗證規則。

4. 選取核准單位指派以檢視關聯的案例與版本組合：
• 如果沒有關聯的案例與版本組合，則會顯示訊息。
• 如果有關聯的案例與版本組合，則會依案例列示。請按一下版本超連結，以在
新的頁籤中顯示組合。然後您可以移除核准單位指派，取消其與核准單位階層
之間的關聯。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組合。

5. 如果相依性在步驟 3 或 4 期間被移除，請按一下用途頁籤上的重新整理頁籤，以檢
視剩餘的相依性。

6. 如果您要刪除核准單位階層，請重複步驟 3、4 和 5，直到移除相依性。
一旦從核准單位階層移除所有相依性，您即可刪除階層。請參閱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
位階層。

同步核准單位階層
當您新增、刪除或修改在核准單位階層中使用的維度成員時，受影響的核准單位階層必
須與變更同步。當您顯示核准單位階層的清單時，每個核准單位階層的項目都會指定是
否在核准單位階層中反映最近的變更。請使用此程序將維度成員變更與核准單位階層同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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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當您新增維度成員時，只有在新成員符合核准單階層之包含規則中的準則時，才會將
它們新增為核准單位。例如，如果新增的項目是第四層代的實體，而包含規則指定層
代一到三做為核准單位，則不會將新實體新增為核准單位。不過，如果實體是第三層
代的成員，就會在下次編輯、儲存或同步核准單位階層時，將該實體新增為核准單
位。

若要同步核准單位階層的變更，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2. 在同步化欄中，核准單位階層的標示如下：
• 同步化：變更會與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
• 未同步化：變更不會與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
• 被使用者鎖定：使用者正在編輯或同步化核准單位階層

備註：
如果在您顯示核准單位階層清單後，使用者開始編輯或同步某個核准單位階層，
則核准單位階層清單不會針對該核准單位階層顯示「已鎖定」。如果您嘗試同步
此核准單位階層，則同步不會發生，而且會出現說明正在編輯該規劃單位階層的
錯誤訊息。

3. 選取列為未同步化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

。
變更會套用至核准單位階層，而且會根據針對核准單位階層所定義的包含規則來更新核准
單位清單。

備註：
您無法將變更同步到其他使用者正在編輯或同步的核准單位階層。

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當您匯出核准單位階層時，可以建立含有核准單位階層資訊的檔案。在您建立此檔案後，您可
以將其內容複製到現有核准單位階層 (請參閱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若要匯出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匯出與匯入。
2. 選取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3. 在現有核准單位階層名稱中選取要匯出的核准單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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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確定。
5. 顯示儲存對話方塊時，將匯出檔案儲存至您所選擇的位置。
6. 按一下匯出或完成。匯出會執行動作，而完成會關閉對話方塊。

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核准單位階層可以植入核准單位階層匯入檔案的內容。匯入檔案是匯出現有核准單位階
層的結果。請參閱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匯入核准單位階層資訊並不會建立核准單位階層。從匯出檔案植入的核准單位階層必須
存在，而且至少必須有一個名稱，才能執行匯入作業。載入的準單位階層首先會刪除所
有核准單位階層的成員，然後在每個輸入檔中新增每個指定的成員做為新成員。

備註：
如果輸入檔未指定成員，核准單位階層載入會從階層中刪除現有的成員及其子
項。

若要匯入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匯出與匯入。
2. 選取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3. 在現有核准單位階層名稱中，選取收到已匯出資訊的核准單位階層。

備註：
您匯入的核准單位階層包括定義的擁有者、複查者以及判斷呈報途徑的規
則

4. 針對具有所有權的核准單位階層，按一下瀏覽以選取要匯入的核准單位階層匯出檔
案。

5. 按一下確定。
6. 按一下匯入或完成。匯入會執行動作，而完成會關閉對話方塊。
如果顯示匯入成功訊息，表示匯出檔案中的核准單位階層資訊已成功地複製到現有
核准單位階層名稱中選取的核准單位階層。
如果顯示匯入不成功。未匯入某些項目訊息，請按一下詳細資料以檢視日誌檔案。
請修正錯誤並重新嘗試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指派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組合
在預算程序期間，會為各種案例執行計算 (例如 Q1 或 FY10)。對於每個案例，可以針
對各種版本執行計算 (例如「初始」或「最後」)。在開始預算程序之前，請先將核准單
位階層指派至包括在預算程序中的案例與版本組合。
若要指派核准單位階層案例與版本組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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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指派。
2. 新增核准單位指派。

a. 在動作欄中針對核准單位按一下 。
b. 按一下案例欄中的選取，然後選取該案例，以便與核准單位階層產生關聯
c. 按一下版本欄中的選取，然後選取一或多個版本，以便與選取的案例產生關聯。
d. 按一下確定。
此時會顯示新指派列。

3. 選擇性：按一下 來移除核准單位指派。
4. 按一下儲存來儲存核准單位指派並繼續，或按一下取消來復原上次儲存後所做的任何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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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命名限制

另請參閱：
• 應用程式與資料庫的命名限制
• 維度、成員和別名的命名限制
• 計算指令碼、報表指令碼、公式、篩選器及替代變數中的維度與成員名稱
• 使用者與群組名稱的限制

應用程式與資料庫的命名限制
命名應用程式時，請遵循下列規則：
• 對於應用程式名稱，所用字元不能超過八個。
• 請不要使用空格或定位點。
• 請勿使用以下特殊字元：
表格 A-1    應用程式名稱中的限制字元

字元 意義
* 星號
\ 反斜線
[ ] 方括號
: 冒號
, 逗號
" 雙引號
= 等號
> 大於符號
< 小於符號
. 句號
+ 加號
? 問號
; 分號
' 單引號
/ 斜線
| 垂直線

• 對於關聯式資料庫環境下的應用程式名稱，請勿使用延伸字元 (底線除外)。
• 對於聚總儲存資料庫，請勿使用 DEFAULT、LOG、METADATA 或 TEMP 做為應用程式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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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偏好的大小寫格式輸入名稱。建立的應用程式名稱將與您輸入的完全一致。

維度、成員和別名的命名限制
為維度、成員及別名命名時，請遵循以下規則：
• 針對維度、成員或別名，請不要使用超過 80 個字元。
• 維度、非共用成員及別名的名稱並不區分大小寫。請勿使用只有大小寫不同的相同
名稱；例如，請勿分別將兩個成員命名為 "zzz" 和 "ZZZ"，或是將一個基礎成員命名
為 "zzz"，並將另一個共用成員命名為 "ZZZ"。

• 請勿使用與成員特性名稱或中繼資料載入檔案欄標頭相同的維度名稱；例如，資料
類型。

• 成員名稱、維度名稱、別名和描述中不能使用 HTML 標記。
• TAB 鍵受限制，而且無法用於維度、成員和別名中。
• 下列字元清單受限制，而且無法用於維度、成員和別名中：
表格 A-2    維度、成員和別名中的限制字元

字元 意義
" 引號
[ ] 方括號
\ 反斜線
/ 斜線

備註：
在區塊儲存大綱中允許但不建議使用方括號 [ ]，因為在轉換為聚總儲存大
綱時，它們會導致錯誤。

• 下列字元清單無法用於維度、成員和別名開頭：
表格 A-3    維度、成員和別名開頭的限制字元

字元 意義
@ 位置符號
& & 符號
\ 反斜線
[ ] 方括號
, 逗號
- 虛線、連字號或減號
= 等號
< 小於符號
( ) 括號

附錄 A
維度、成員和別名的命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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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A-3    (續) 維度、成員和別名開頭的限制字元

字元 意義
. 句號
+ 加號
" 引號
/ 斜線
_ 底線
| 垂直線

備註：
您無法在業務程序資料匯出工作中，使用有前置字元的成員名稱。

• 名稱前後不能放置空格。
• 對於自訂工作曆中的期間，請勿在字首中使用空格。
• 共用成員的名稱必須與其基礎成員相同。此外，基礎與共用成員名稱有區分大小寫。
• 下列不能用作維度、成員或別名：
– 計算指令碼命令、運算子及關鍵字
– 函數名稱與函數引數
– 其他維度和成員的名稱 (除非成員為共用)

– 如果啟用動態時間序列，請勿使用 History、Year、Season、Period、Quarter、
Month、Week 或 Day。

– 在包含屬性維度的唯一成員大綱中，您無法使用 Sum、Count、Min、Max 和 Avg 作
為成員或維度名稱。使用這些名稱將導致複製名稱衝突。

備註：
在屬性計算維度中建立的成員 (Sum、Count、Min、Max 和 Avg) 不會被視
為保留字，原因是您可以在屬性計算維度中變更這些名稱，然後在屬性或標
準維度中使用標準名稱。
如果大綱標示為唯一的成員大綱，請避免使用 Sum、Count、Min、Max 和
Avg 做為成員名稱。例如，如果您在標準維度中使用 Max，然後建立屬性維
度，則將在屬性計算維度中建立 Max 成員，而會偵測到重複名稱並傳回下列
錯誤訊息︰
"Analytic Server Error(1060115): Attribute Calculations
dimension/member name already used."
如果大綱標示為重複成員大綱，且在您使用 Sum、Count、Min、Max 和
Avg 做為基礎成員之前，屬性維度 (與屬性計算維度) 就已存在，則會允許重
複名稱。但是，如果您在建立屬性維度之前使用 Sum、Count、Min、Max
和 Avg 做為基礎成員，則不允許重複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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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字組清單受限制，而且無法用於維度、成員和別名中：
表格 A-4    維度、成員和別名中的限制字組

限制字組 限制字組 限制字組
ALL AND ASSIGN

AVERAGE CALC CALCMBR

COPYFORWARD CROSSDIM CURMBRNAME

DIM DIMNAME DIV

DYNAMIC EMPTYPARM EQ

EQOP EXCEPT EXP

EXPERROR FLOAT FUNCTION

GE GEN GENRANGE

GROUP GT ID

IDERROR INTEGER LE

LEVELRANGE LOCAL LOOPBLOCK

LOOPPARMS LT MBR

MBRNAME MBRONLY MINUS

MISSING MUL MULOP

NE NON NONINPUT

NOT OR PAREN

PARENPARM PERCENT PLUS

RELOP REQUEST SET

SKIPBOTH SKIPMISSING SKIPNONE

SKIPZERO STATUS TO

TOLOCALRATE TRAILMISSING TRAILSUM

TYPE UMINUS UPPER

VARORXMBR XMBRONLY $$UNIVERSE$$

#MISSING #MI

計算指令碼、報表指令碼、公式、篩選器及替代變
數中的維度與成員名稱

在以下情況，對於替代變數值、計算指令碼、報表指令碼、篩選器定義、分割區定義或
公式中的成員名稱，若是用於 MDX 陳述式中，必須為其加上方括號 ([])；若是用於區塊
儲存資料庫，則必須為其加上引號 (" ")：
• 名稱以一個或多個數字開頭 (如 100)。
• 名稱包含空格或以下字元：
– & 符號 ( & )

– 星號 ( * )

– @ 符號 ( @ )

附錄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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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斜線 ( \ )

– 大括號 ( {} )

– 冒號 ( : )

– 逗號 ( , )

– 破折號、連字號或減號 ( - )

– 驚嘆號 ( ! )

– 等號 ( = )

– 大於符號 ( > )

– 小於符號 ( < )

– 括號 ( )

– 百分號 ( % )

– 句號 ( . )

– 加號 ( + )

– 分號 ( ; )

– 斜線 ( / )

– 波狀符號 ( ~ )

在計算指令碼與公式中，對於區塊儲存資料庫，請給同時為 Essbase 關鍵字的以下成員名稱加
上引號 (" ")；對於包含以下成員名稱的聚總儲存資料庫，請給成員名稱加上方括號 ([])：
BEGIN DOUBLE ELSE END FUNCTION GLOBAL IF MACRO MEMBER RANGE RETURN STRING THEN

以雙引號括住內含或以空格或下列字元開頭的名稱、計算指令碼、報表指令碼或公式：+ - * /
( ) : , @ ; ) { } [ ] <

也可以雙引號括住以數字為開頭的名稱。例如：
@SUM(ac1, "12345");

使用者與群組名稱的限制
使用者與群組名稱最多可包含 80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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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表單公式函數

另請參閱：
• 關於表單公式函數
• 使用公式
• 公式函數

關於表單公式函數
建立公式列或欄之後，請使用區段特性窗格定義公式。公式包含方格參照、數學運算子，以及
數學函數 (選擇性)。如需完整清單，請參閱公式函數。

備註：
應用程式要求「動態計算」的層級 0 成員具備成員公式。對於沒有公式的「動態計
算」成員，應用程式會在重新整理時插入分號 (;)。

使用公式
另請參閱：
• 建立公式
• 編輯公式
• 刪除公式

建立公式
若要建立公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要與公式建立關聯的列或欄。
2. 如果未自動展開，請選取區段特性。
3. 在公式中，輸入公式名稱，然後按一下 。
4. 在已顯示的公式方塊中，選取公式將執行的運算子或函數，例如 COUNT()、MAX() 以及

IfThen()。請參閱公式函數。
5. 按一下驗證以確保公式未包含任何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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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公式
若要編輯公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含公式列或欄的表單。
2. 在版面配置中，選取已編號的公式列或欄。
3. 使用區段特性以修改公式特性。
4. 按一下 ，以變更執行的運算子或函數。
5. 儲存表單。

刪除公式
若要刪除公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公式列或欄。
2. 按一下刪除。
3. 若要驗證公式刪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公式列中的勾選記號。
b. 按一下方格中另一個儲存格來重設公式列。
c. 按一下要刪除公式的儲存格以驗證刪除。

公式函數
本章節定義的數學函數，可供您在為表單公式列與欄建立公式時使用。若要在表單中插
入公式列與欄，請參閱新增公式列與欄。
數學函數的語法如下：
FunctionName(arguments)

如需引數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引數。
表格 B-1    數學函數語法

變數 描述
FunctionName 數學函數的名稱
arguments 一種數值、列、欄或儲存格參照，或是一種內

嵌函數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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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函數
表格 B-2    數學函數

函數 描述
Abs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的絕對值。請參閱 Abs。
Average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的群組平均值。請參閱

Average。
AverageA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的群組平均值。只有未隱藏的列

或欄，其計算才會包括 #MISSING 儲存格。請參閱
AverageA。

Count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群組中的值數目。請參閱
Count。

CountA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群組中的值數目。只有未隱藏的
列或欄，其計算才會包括 #MISSING 儲存格。請參
閱 CountA。

Difference 會傳回從其他數值或參照減去的數值或參照之絕對
值。請參閱 Difference。

Eval 會評估表示式。Eval 對於將表示式內嵌為函數引數
非常有用。請參閱 Eval。

IfThen, If 如果條件等於 True，則會傳回一個值；如果指定
的條件等於 False，則會傳回另一個值。請參閱
IfThen, If。

Max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的群組最大值。請參閱 Max。
Min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的群組最小值。請參閱 Min。
Mod 會從除法公式中傳回餘數、模數。請參閱 Mod。
PercentOfTotal 會傳回將數值或參照除以另一個數值或參照，再乘

以 100 的結果。請參閱 PercentOfTotal。
Pi 會傳回多達 15 位數的數字 3.14159265358979。

請參閱 Pi。
Product 會將所有的數字或參照相乘並傳回乘積。請參閱

Product。
Random 會傳回 0.0 到 1.0 之間的隨機數字。請參閱

Random。
Round 會以指定的位數將數字四捨五入。請參閱 Round。
Sqrt 會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的平方根。請參閱

Sqrt。
Sum 會傳回數值或參照之群組的總計。請參閱 Sum。
Truncate / Trunc 會從數值中移除指定的位數。請參閱 Truncate/

Trunc。
Variance / Var 會依據目前科目的科目類型來評估指定值之間的差

異。請參閱 Variance/Var。
VariancePercent / VarPer 會依據目前科目的科目類型來評估指定值之間的百

分比差異。請參閱 VariancePercent/Var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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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數
數學函數接受數值、列、欄或儲存格參照，或是做為引數的內嵌函數。共有四種引數類
型：
• 數值
請參閱數值引數。

• 特性
請參閱特性引數。

•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請參閱列、欄或儲存格參照引數。

• 內嵌函數
請參閱做為引數的內嵌函數。

數值引數
數值引數的語法為

            (numeral1, numeral2,...numeraln) 
         

其中數字 1 到 n 為任何包含小數與負值的數字。例如，表示式 Average(10,20,30) 會傳
回值 20。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引數
列、欄或儲存格引數可識別方格中的列、欄或儲存格，語法：
FunctionName(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operty)

表格 B-3    引數元件

引數 描述
GridName 表單名稱。例如：

Difference (grid1.row[5], grid1.row[6]) 會傳
回表單網格 1 上兩列的差值。
選擇性。如果未指定 GridName，則預設值為
目前表單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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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3    (續) 引數元件

引數 描述
GridElement 為下列其中一個關鍵字：列 (row)、欄 (col)、

欄 (column) 或 儲存格 (cell)。
例如，Max(row[1], row[2], row[3]) 會傳回三
列的最大值。GridElement 為選擇性項目。不
過，儲存格參照需要列與欄的區段 ID。例如，
cell[2, A] 與 [2, A] 都會參照列 2 與欄 A 間交集
的儲存格。關鍵字儲存格為選用。儲存格參照
可使用 [row, col] 語法或 [col, row] 語法。
選擇性。如果未指定 GridElement，則字母代
表欄，而數字代表列，例如：Max ([1, A], [2,
A], [3, A]) 參照欄 A 的列 1、2 和 3。

segment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號碼。若為展開的列或
欄，您必須指定區段，例如，row[2] 指向列區
段 2 的位置，區段會以方括弧 [ ] 括住。
必要。

range 從指定區段展開的列、欄或儲存格。如果已指
定範圍，則系統只會使用指定的範圍來計算公
式。例如，row[2(3:5)] 只會使用展開區段 2 的
第三列到第五列。
選擇性。未提供 range 時，會使用所有展開的
儲存格。

備註：
如果區段僅展開
為一列或一欄，
請勿使用範圍引
數。

特性 為下列其中一個關鍵字：average、
averageA、count、countA、max、min、
product 或 sum。特性可指定如何聚總指定之
展開的列、欄或儲存格。
Oracle 建議您，當參照為引數時，請不要指定
特性。未指定特性時，函數會以最合適的方式
計算參照。例如，下列的表示式會傳回列 1 與
2 的儲存格平均值：
Average(row[1], row[2])
相較之下，下列的範例會先計算 row[1] 的平均
值，再計算 row[2] 的平均值，然後將這兩個結
果相加後除以 2：
Average(row[1].average,
row[2].average)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的預設特性是 sum。例
如，row[2] 等於 Sum(row[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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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區段是參照唯一需要的部分，因此下列參照皆為相同：
Grid1.row[1].sum

[1]

在計算中，AverageA 與 CountA 包含 #MISSING 儲存格。例如，如果列 1 此區段列展
開至 Qtr1 = 100、Qtr2 = 200、Qtr3 = #MISSING 及 Qtr4 = 400，則下列函數傳回的值
將為四 (4)：
row[1].CountA

所有其他的函數會排除 #MISSING 資料儲存格。例如先前範例，列 1 展開至 Qtr1 =
100、Qtr2 = 200、Qtr3 = #MISSING 及 Qtr4 = 400，在此範例中會傳回三：
row[1].Count

特性引數
特性引數會將展開的參照整合為單一值，而此值會用於計算。使用特性引數在聚總列、
欄或儲存格上執行計算。特性引數有兩種類型：
• 聚總
請參閱聚總特性引數。

• 參照
請參閱參照特性引數。

聚總特性引數
聚總列、欄或儲存格中分別包含多個列、欄或儲存格。
聚總特性引數是下列數學函數語法中的最後一個引數：
FunctionName(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operty)
         

您可以將下列聚總特性套用至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表格 B-4    聚總特性

特性 描述
Average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的平均。計算會排除

#MISSING 與 #ERROR 的值。
AverageA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的平均。計算會包含

#MISSING 與 #ERROR 的值。
Count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之值的數目。計算會排除

#MISSING 與 #ERROR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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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4    (續) 聚總特性

特性 描述
CountA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之值的數目。計算會將

#MISSING 與 #ERROR 的值視為零 (0)。
Max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的最大值
Min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的最小值
Product 傳回列或欄的產品
Sum 傳回列、欄或儲存格的總計
做為數學函數的引數使用時，特性的預設與函數相同。在下列範例中，預設的特性為
Average：
Average(row[2])

不做為數學函數的引數使用時，特性的預設為總計。在下列範例中，預設的特性為聚總列的總
計：
row[2]

參照特性引數
參照特性引數可指定公式參照結果的處理方式，並可用於連結其他特性。
此處即為一個參照特性引數：
IfNonNumber/IFFN

IfNonNumber 會指定將 #MISSING 與 #ERROR 值取代為特定的數值。語法為：
AXIS[segment(range)].IfNonNumber(arg).AggregateProperty

表格 B-5    參照特性引數

引數 描述
AXIS 下列其中一個關鍵字：列、欄或儲存格

選擇性
Segment(range) 指示任何有效的軸參照，例如列的號碼與欄的字母

等
IfNonNumber 指示在 Axis Ref 中缺少資料或錯誤資料的處理方式
(arg) 指示在 AxisRef 中遇到缺少資料或錯誤資料時，所

要使用的數字為何
AggregateProperty 聚總函數適用於聚總區段

選擇性
範例：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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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cell[1,A] = 3 and

cell[1,B] = #MISSING,

表示式：
cell[1,A] / cell[1,B] 

傳回 #ERROR。
表示式：
cell[1,A] / cell[1,B].ifNonnumber(1) 

以 1 取代 cell[1,B] 並傳回 3。

備註：
如果您對方格中的 #MISSING 使用隱藏，而該方格包含使用 IfNonNumber 特
性的公式列或欄，則 #MISSING 會保持隱藏。

做為引數的內嵌函數
您可在函數中內嵌做為引數的函數。
範例：
在下列範例中，函數 Average 內嵌於函數 Sum 中：
sum(row[3:5], avg(row[4:6], 40, 50), row[7; 9], 70, 80)

• 列區段 3、4 與 5

• 列區段 4、5 與 6 及數值 40 與 50 的平均
• 列區段 7 與 9

• 數值 70 與 80

Abs
Abs 是一種數學函數，可傳回某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的絕對值。數字的絕對值為沒有
負號的數字。負數會成為正數，而正數則不會變更。函數語法為：
Abs (argument)

其中 argument 為下列其中一個值：

附錄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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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6    Abs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為一數值。例如，Abs (- 20) 會傳回值 20。數值可

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下列的表示式包含一數值引數，並會傳回 30 一值：

Abs ( -30 )

• 下範例會傳回列 1 之值的絕對值：
Abs(row[1])

• 下列範例將計算欄 E 總計的絕對值：
Abs( column[E].sum )

• 下列範例指向表單網格 1 的設計區段 3 中展開的列 1 到 3：
Abs( Grid1.row[3(1:3)])

Average
Average 為一數學函數，可傳回一組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的平均。取得平均時，平均值會排
除 #MISSING 與 #ERROR 儲存格。

備註：
不論缺少資料是否已隱藏，計算皆不會包含缺少值。

函數語法為：
Average(arguments) or Avg(arguments)

其中的引數為下列一或多個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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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7    Average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Average (10, 20, 30) 會傳回

值 20。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例如，Avg(Grid1.row[4(3:5)]) 會傳回表單網
格 1、列 4、範圍 3 到 5 的平均值。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下列的表示式會傳回 20 一值：

Avg( 10, 30, 20)

• 下列的表示式會傳回 3 個聚總列中所有數字的平均值：
Average( row[1], row[6], row[8] )

• 下列範例將計算 3 個聚總欄的平均；E、G 與 I。計算將產生三個數字，並計算這三
個數字的平均：
Avg(column[E].avg, column[G].avg,column[I].avg)

• 下列範例將計算聚總列 3 的平均，並將平均值除以 100：
Avg(row[3])/100

AverageA
AverageA 為一數學函數，可傳回一組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的平均。AverageA 包含
#MISSING 與 #ERROR 儲存格，並會在取得平均時將其視為零值。

備註：
僅在未隱藏的列或欄才包含 #MISSING 與 #ERROR。

函數語法為：
AverageA(arguments) or AvgA(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附錄 B
公式函數

B-10



表格 B-8    AverageA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AverageA (10, 20, 30) 會傳回

20 一值。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式指定

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例如，AvgA(Grid1.row[4(3:5)]) 會傳回表單網格
1、列區段 4、範圍 3 到 5 的平均值。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在下列的範例中，方格中包含 4 個列，其值分別為 10、20、30 和 #ERROR。則以下第五列
的公式會傳回 15 一值：
AverageA([1:4])

Count
Count 為一數學函數，可傳回一組數值、列、欄或儲存格之值的數目。取得計數時，Count 會
排除 #MISSING 與 #ERROR。函數語法為：
Count (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9    Count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Count (10, 20, 30) 會傳回值 3。

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列 1、6 與 8 這三個列的計數：

Count(row[1], row[6], ro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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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範例會傳回 3 個欄的計數：
Count( column[E], column[G], column[I] )

• 下列範例會計算位於列 4、欄 D 之儲存格的計數：
Count(cell[D,4]) 

• 下列範例會計算位於方格 5 之聚總列 3 的計數：
Count(grid1.row[3])

CountA
CountA 為一數學函數，可傳回一組數值、列、欄或儲存格之值的數目。只有在取得未
隱藏之列或欄的計數時，CountA 才會包含 #MISSING 與 #ERROR 儲存格。函數語法
為：
CountA(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0    CountA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CountA(10,20,30,50) 會

傳回值 4。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CountA(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
range)]).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在下列的範例中，如果方格中包含 4 個列，其值分別為 10、20、30 和 #ERROR。
則以下第五列的公式會傳回四個列的計數：
CountA([1:4])

• 下列範例會傳回四個列的計數：
CountA(row[1], row[6], row[8] row[where data yields #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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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Difference 為一數學函數，可傳回一數值、列或欄，從其他數值、列或欄減去後的差額絕對
值。此函數又稱為差異函數。函數語法為：
Difference(arg1, arg2)

其中的 arg2 會從 arg1 中減去，並且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1    Difference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Difference (3, 5) 會傳回絕對值

2。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下列範例會傳回表單網格 1 中兩列的差值：
Difference( grid1.row[1], grid1.row[6] )

函數 內嵌函數

備註：
Difference 函數會傳回 arg2 從 arg1 減去之後的絕對值，減法中的減號會消去一數。

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 8 的絕對值：

Difference(3, -5)

• 下列範例將計算兩個聚總欄的差值：
Difference( column[E], column[G] )

備註：
您可輸入文字標籤「差值」或「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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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
Eval 為一數學函數，可用來評估表示式。您可使用 Eval 做為內嵌函數引數，以將多個
表示式整合彙算為一個表示式。函數語法為：
Eval(expression)

其中 expression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2    Eval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運算子 使用任何支援的算術運算子 (+、-、*、/、^、%

等等)。
範例：
下列範例將把列 1 除以列 2，然後將資料四捨五入至小數點第四位：
Round(Eval([1]/[2]),4)

IfThen, If
IfThen 為條件函數，在條件為 True 時，會傳回某值，並在條件為 False 時傳回另一個
值。
函數語法為：
IfThen(Condition, TrueParameter, FalseParameter)

• Condition 為邏輯表示式，用以評估為 True 或為 False，完整的條件邏輯也可做為
複雜的布林運算子 (And、Not 及 Or)。Condition 也可測試 #MISSING 與 #ERROR
值。請參閱下表的有效條件運算子清單。

• TrueParameter 及 FalseParameter 為根據條件結果評估的任一有效表示式。
下表描述受完整支援的條件運算子，替代語法會列於受條件運算子支援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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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3    條件運算子

條件運算子 語法 邏輯
等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等於右表示式。

評估條件的常式不會考慮任何進位，
若需要進位，請使用 Round 函數。
範例：
1= 4
傳回 False

大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大於右表示式。
範例：
1 > 4
傳回 False

大於或等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大於或等於右表示
式。
正確語法為 ">="。不支援 "=>" 的語
法。
範例：
1 >= 4
傳回 False

小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小於右表示式。
範例：
1 < 4
傳回 True

小於或
等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小於或等於右表示
式。
正確語法為 ">="。不支援 "=<" 的語
法。
範例：
1 <= 4
傳回 True

不等於 expression <> expression

expression != expression

測試左表示式是否不等於右表示式。
評估條件的常式不會考慮任何進位，
若需要進位，請使用 Round 函數。
範例：
1 <> 4
傳回 True
1 != 4
傳回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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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3    (續) 條件運算子

條件運算子 語法 邏輯
IsMissing IsMissing ( reference )

IsMiss ( reference )
測試參照是否包含 #MISSING 的結
果。
如果參照是展開的列或欄，則所有產
生的儲存格都必須是 #MISSING，才
能讓條件為 True。
範例：
IsMissing([1])
如果列 1 具有 #MISSING 值，則傳回
True。

IsError IsError ( reference )
IsErr ( reference )

測試參照是否包含 #ERROR 的結果。
如果參照是展開的列或欄，則所有產
生的儲存格都必須是 #ERROR，才能
讓條件為 True。只有公式列與公式欄
會產生 #ERROR。
範例：
IsError([2])
如果列 2 具有 #ERROR 值，則傳回
True。

IsNonNumeric IsNN ( reference )
IsNonNumerid ( reference )
IfNN ( reference )
IfNonNumber ( reference )

測試參照是否包含 #MISSING 或
#ERROR 的結果。
如果參照是展開的列或欄，則所有產
生的儲存格都必須是 #MISSING 與/
或 #ERROR，才能讓條件為 True。
範例：
IsNN([3])
如果列 3 具有 #MISSING 或 #ERROR
值，則傳回 True。

括弧 ( condition ) 用來將條件分組，多半用於讓陳述方
式更清楚。
範例：
(1 > 4)
傳回 False

表格 B-14    條件運算子

複雜條件 語法 邏輯
And ( condition AND condition )

( condition & condition)

此複雜條件用於比較兩項條件，如果
所有條件結果為 True，則傳回
True。
範例：
(1 > 4 AND 5 > 2)
傳回 Fa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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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4    (續) 條件運算子

複雜條件 語法 邏輯
Not NOT ( condition )

! ( condition )
用來反轉條件結果，以否定結果。
範例：
Not (1 > 4)
傳回 True

Or ( condition OR condition )
( condition | condition )

此複雜條件用於比較兩項條件，如果
任一條件結果為 True，則傳回
True。
範例：
(1 > 4 OR 5 > 2)
傳回 True

條件備註
• Expression：任何有效的公式運算式。表示式可以是任何一種包含常數 (整數或實數)、參
照或其他函數的組合。

• Reference：任何有效的參照；因此您可以將 IFNN 參照特性當作參照的一部分。
• Condition：任何可套用至複雜條件 And、Not 及 Or 的有效條件。那些運算子可具有內嵌
條件。

備註：
And、Not 及 Or 運算子須以括弧包圍。

• 當條件中有任何 expression 傳回 #ERROR 或 #MISSING 值時，If 函數會傳回
#MISSING 或 #ERROR。在您使用 IsMissing、IsError 或 IsNonNumeric 條件時，則不適
用此情況。

複雜條件
複雜條件 And、Or 及 Not 受完整支援，但須以括弧包圍。
有效範例：
If ( ([A] > [B] and [A] > 1000), [A], [B])

無效範例：
If ( [A] > [B] and [A] > 1000,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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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ax 為數學函數，可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群組中的最大值。函數語法為：
Max (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5    Max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Max (10, 20, 30) 會傳回值

30。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列 1、6 及 8 內的最大值：

Max(row[1], row[6], row[8])

• 下列範例會計算聚總列總計的最大值：
Max(row[1].sum, row[2].sum, row[3].sum)

Min
Min 為數學函數，會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群組內的最小值。函數語法為：
Min (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6    Min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Min (10, 20, 30) 會傳回值

10。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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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 1、6 及 8 內的最小值：

Min (row[1], row[6], row[8])

• 下列範例會計算聚總列總數的最小值：
Min(row[1].sum, row[2].sum, row[3].sum)

Mod
Mod 為數學函數，會將除法得出的餘數或模數傳回。函數語法為：
Mod (arg1, arg2)

其中 arg2 為除數，而 arg1 和 arg2 為下列其中一個引數：
表格 B-17    Mod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Mod (6, 4) 會傳回值 2。數值可

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下列範例將 10 除以 5，並傳回餘數 0：
Mod (10,5) = 0

PercentOfTotal
PercentOfTotal 為數學函數，會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被其他乘以 100 之數值、列、欄
或儲存格所除的結果。函數語法為：
PercentOfTotal (arg1, arg2)

• 其中 arg1 為執行總計 (arg2) 的元件，通常是列或欄參照。
• 其中 arg2 為與 arg1 相對的執行總計。通常是包含總計的儲存格參照。
• arg1 會除以 arg2，結果再乘以 100。arg1 與 arg2 為以下一或多個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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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18    PercentOfTotal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 PercentofTotal (100, 20) 會

傳回值 500。
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
數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備註：
此函數需要兩項引數。

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百分之五的值。

PercentofTotal(20, 400)

• 下列範例會將欄 A 中每個儲存格的值除以儲存格 A5 內的 Total Mkt 值，然後將結果
乘以 100，並將結果 PercentOfTotal 顯示在欄 B。公式為：
PercentOfTotal ([A], [A,5]),

PercentOfTotal 函數的結果
下表會使用上方範例，將 PercentOfTotal 結果顯示在欄 B 中：

提示：
您可以在欄 B 的標題上按一下，使用公式列來輸入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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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
Pi 為數值函數，會傳回數學常數 3.14159265358979，並可精準至 15 位數。Pi 為圓周率與直
徑的比值。函數語法為：
PI()

範例：
下列語法可傳回列 3 除以 Pi 和 2 的乘積的結果：
row[3] / (PI() * 2)

Product
Product 為數學函數，會乘以所有的數字或參照，並傳回乘積。函數語法為：
Product(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19    Product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Product(2, 20) 會傳回值 40。數

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 40：
Product(2,20)

Random
Random 為數學函數，會傳回 0.0 和 1.0 間的隨機數字。函數語法為：
Random()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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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範例會傳回 0.0 和 1.0 間的隨機數字，並乘以 1000：
Random() * 1000

Round
Round 為數學函數，依據指定位數四捨五入數字。函數語法為：
Round (arg1, integer)

其中 arg1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20    Round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Round(81.3987,3) 會傳回值

81.399。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

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整數會指定您想將數字四捨五入到哪位數：
• 如果整數大於零，數字會四捨五入到指定的小數位數。
• 如果整數為零，數字會四捨五入為最接近的整數。
• 如果整數小於零，數字會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左方的位數。
範例：
下列範例會四捨五入到小數點後三位：
Round(3594.5567,3) = 3594.557

下列範例會四捨五入為最接近的整數：
Round(3594.5567,0) = 3595

下列範例會四捨五入到千位，也就是進位：
Round(3594.5567,-3) = 4000

Sqrt
Sqrt 為數學函數，會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的平方根。Sqrt 函數的語法為：
Sqrt(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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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argument 為下列其中一個值：
表格 B-21    Sqrt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Sqrt(100) 會傳回值 10。數值可

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下列範例會傳回 4 的值：
Sqrt(16) 

Sum
Sum 為數學函數，會傳回數值、列、欄或儲存格群組的總計。
Sum 函數語法為：
Sum (arguments)

其中 arguments 為下列一或多個引數：
表格 B-22    Sum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一個數值。例如，Sum(10, 20, 30) 會傳回值 60。

數值可包含小數與負值。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數種方

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pr
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範例：
• 下列範例會傳回值 30：

sum(10,20)

• 下列範例會傳回三列的總計：
sum(row[1],row[6],row[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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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範例會計算三個聚總欄的總計：
sum(column[E], column[G], column[I])

當公式列包含 IDESC 時，總和會包含所有父項及其子代。
例如，使用以下的列建立的表單 (每個成員都有子項)：
IDESC("Mem1"), IDESC("Mem2"), IDESC("Mem3"), IDESC("Mem4")

如果使用以下公式新增公式列：
SUM(ROW[1],ROW[2],ROW[3],ROW[4])

當開啟表單以進行資料輸入時，公式列會傳回所有父項及其子代的總和。

Truncate/Trunc
Truncate 為數學函數，會將數值內的指定位數移除。
語法：
Trunc (arg1, integer)

• 其中 arg1 為下列其中一個引數：
表格 B-23    Truncate/Trunc 函數的引數

引數 描述
數值 數值；例如，234.567。
列、欄或儲存格參照 指向方格中列、欄或儲存格的指標。您可以

數種方式指定參照。參照的語法為：
GridName.GridElement[segment(range
)].property

函數 內嵌函數
• 其中整數會指定您想移除的位數：
– 正值整數會判斷保留在小數點右方的有效位數。
– 零 (0) 整數會傳回位於小數點左方的整數。
– 負值整數會指出小數點左方應截斷的指定位數。

範例：
下列陳述式使用正整數 2，會保留小數點右方前兩位數，並移除隨後的位數：
Trunc(234.567, 2) = 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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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陳述式使用零 (0) 整數，會移除小數點右方的所有位數：
Trunc(234.567, 0) = 234

下列陳述式使用負整數 -2，會移除小數點右方的所有位數，截斷整數的最後兩位數。
Trunc(234.567, -2) = 200

備註：
您使用 Trunc 函數時，可保持之前套用至儲存格、欄或列的格式化。下列範例會顯示
Trunc 函數的結果，其中儲存格值之前格式化為顯示三位小數：Trunc(234.567, 0)
= 234.000

Variance/Var
Variance 是一種財務函數，可根據目前科目之科目類型，來評估指定值之間的差額。例如，對
於「支出」或「負債」科目，正結果代表減少，因此結果會以負數顯示。您可以將此函數與這
些 UDA 科目類型搭配使用：「資產」、「負債」、「權益」、「收入」、「支出」。
語法：
Var (reference1, reference2)

其中 reference1 與 reference2 是對應至相同 Account 維度 (需要計算其 Variance 結果) 的成
員之列、欄或儲存格的參照。
預期結果
下表描述使用 VariencePercent 函數搭配 Account 時，所產生的預期結果。

表格 B-24    使用 Variance 函數的預期結果

欄 A 欄 B Var ([A] , [B])=0 Var ([A] , [B])>0 Var ([A] , [B])<0

資產 資產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負債 負債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權益 權益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收入 收入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費用 費用 0 傳回負值 傳回正值

Variance 行為
• Variance 函數預期比較相同科目類型，當您比較兩個不同科目類型時，像銷售和支出，

Variance 函數會直接執行數學，而不套用科目類型邏輯，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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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B-25    比較兩個不同的科目類型時，Variance 函數的結果

銷售 支出 結果
-400 100 -500

• 當 Variance 函數套用至未標示為 Account 類型的維度時，執行時會導致
#ERROR。

• 除非使用 ifnonnumber 特性做不同指定，否則 #MISSING 會被視為零 (0)。
範例
Variance 函數僅接受儲存格、欄或列參照，
表格 B-26    Variance 函數的語法範例

語法 範例
參照欄的範例語法： Var ([A], [B])
參照列的範例語法： Var ([3], [4])
參照儲存格的範例語法： Var (Cell [3,A], [3,B])

在此範例中，欄 A (實際) 與欄 B (預算) 間的差異計算如下：
Var([A],[B]) 

此範例會產生下列報表：
                               Year   Product Market 

                      Actual   Budget Variance 

                    ======== ======== ======== 

Sales(Income)       400,855  373,080    27,775 

COGS (Expense)      179,336  158,940   -20,396 

VariancePercent/VarPer
VariancePercent 是一種財務函數，可根據目前科目之科目類型，以百分比來評估指定
值之間的差異。例如，對於「收入」、「流程」、「資產」或「餘額」科目，正結果代
表增加，因此結果會以正數顯示。對於「支出」或「負債」科目，正結果代表減少，因
此結果會以負數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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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VarPer (reference1, reference2)

其中 reference1 與 reference2 是對應至相同 Account 維度 (需要計算其 VariancePercent 結
果) 的成員之列、欄或儲存格的參照。
預期結果
下表描述使用 VariancePercent 函數搭配以下 UDA 標示的 「科目」時，所產生的預期結果。

表格 B-27    使用 VariancePercent 函數的預期結果

Col A Col B VarPer ([A] , [B])=0 VarPer ([A] , [B])>0 VaPer ([A] , [B])<0

資產 資產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負債 負債 0 傳回負值 傳回正值
權益 權益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收入 收入 0 傳回正值 傳回負值
費用 費用 0 傳回負值 傳回正值

VariancePercent 行為
• VariancePercent 函數需要相同科目類型的比較。比較兩個科目類型 (例如「銷售額」及
「費用」) 時，VariancePercent 函數會執行直接算術，而不會套用科目類型的邏輯。例
如：
表格 B-28    比較兩個科目類型時，VariancePercent 函數的預期結果

銷售 費用 結果
-400 100 -5.

• 當 VariancePercent 函數套用至不是 Account 類型的維度時，在執行時期會導致
#ERROR。

• 除非使用 ifnonnumber 特性進行不同指定，否則 #MISSING 會被視為零 (0)。
範例
VariancePercent 函數只接受儲存格、欄或列參照。
表格 B-29    VariancePercent 函數的語法範例

語法 範例
參照欄的範例語法 VarPer ([A], [B])
參照列的範例語法 VarPer ([3], [4])
參照儲存格的範例語法 VarPer (Cell [3,A],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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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範例中，介於欄 A (實際) 和欄 B (預算) 之間的 VariancePercent 的計算如下：
VarPer([A],[B]) 

比較欄時，VariancePercent 函數的範例結果
此範例會產生下列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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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佳化應用程式

另請參閱：
• 最佳化效能

最佳化效能
使用以下方法最佳化績效：
• 策略性指派維度為密集或稀疏，並從最密集到最不密集來加以排序 (請參閱關於稀疏及密
集維度、關於重新排序維度及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設定隱藏無資料的區塊選項 (請參閱設定表單方格特性)。
另請參閱：
• 寫入 #MISSING 值
• 其他效能最佳化提示

關於重新排序維度
維度的順序對應用程式的結構與效能極為重要。排序維度時，請執行以下動作將效能最佳化：
• 使 Period 與 Account 密集，並將維度從最密集者排序至最不密集者。最密集的維度通常
為 Period，其次為 Account。密集維度的計算速度較稀疏的維度來得快。

• 將稀疏的維度區分為聚總與非聚總的維度。將聚總的維度放置於非聚總維度前。將稀疏的
維度從最密集者排序至最不密集者。聚總維度 (如 Entity) 會將其子項整合至父項，以建立
新的資料。非聚總維度 (如 Scenario) 則不會整合子項來建立新的資料。

寫入 #MISSING 值
儲存格中的 #MISSING 表示儲存格不含任何資料，而儲存格中的零則為資料值。#MISSING 可
降低資料庫大小，進而改善效能。
若要將 #MISSING 寫入儲存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要變更的儲存格。
您可以在範圍左上角儲存格，按住 Shift 再按一下滑鼠，以選取範圍右下角儲存格，來選取
連續範圍的儲存格。此外也可按一下列與欄的標題，以選取列與欄。若要選取連續的列與
欄，可以使用 Shift 鍵，然後點選所需的列或欄。
若設計人員設定表單隱藏無資料的部分，而整列中只含有 #MISSING (無資料)，該列將不
會顯示在表單上。

2. 執行動作：
• 按 Delete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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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 #missing。
您也可以使用「智慧型列示」輸入 #MISSING。

3. 按一下儲存。
儲存表單時，會將這類儲存格設定為 #MISSING。

其他效能最佳化提示
• 將密集維度中較高層級成員設定為「動態計算」。
• 清除非必要或記錄資料。例如，將記錄資料移至個別的立方體，以減少您目前立方
體中的資料庫大小。

• 將大型表單分割為多個具備較少列與欄的小型表單。將相關表單整理至資料夾。
• 使用科目註釋會影響效能，請盡量少用註釋。
• 第一次啟用應用程式，然後開啟表單時，會載入快取記憶體，這會比後續階段作業
更耗時。因此，在使用者開始使用應用程式之前，請先啟動應用程式並開啟最常用
的表單，以減少使用者的載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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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瞭解應用程式物件

此附錄描述規劃中元件的物件。對於每個物件，將會顯示下列資訊：
• 物件：物件名稱
• 描述：物件描述
• 上次修改時間：若支援此參數，會反映物件的匯入時間。部分物件不支援上次修改時間參
數。

• 上次修改者：若支援此參數，會反映上次修改物件的使用者。部分物件不支援上次修改者
參數。

• 可編輯：如果是，您可以透過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物件然後選取匯出物件供編輯，將物件下
載至桌面。修改之後，您可以透過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物件，然後選取編輯之後匯入物件，
將物件匯回至規劃。

• 相依性：列出物件相依性

規劃物件
規劃物件列在移轉的類別頁籤上的「規劃」節點之下。

組態物件
表格 D-1    組態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改時
間

上次修改者 可編輯 相依性

特設選項 影響 Web 方格中資料的隱藏選項、精
確度選項、取代選項以及其他雜項選項

否 否 是：XML 特設表單
資料載入設定值 使用者可設定的參數，讓資料直接載入

至 Essbase 資料庫
否 否 是：XML 相關聯的維度

特性：應用程式定
義與應用程式設定
值

可讓使用者設定電子郵件通知、別名表
及顯示選項等方面之偏好設定的功能

否 否 是：XML 無

使用者偏好設定 使用者可為應用程式、顯示、列印及使
用者變數設定的偏好設定

否 否 是：XML 使用者變數
使用者變數 根據使用者成員選擇動態呈現表單，並

只顯示指定的實體，例如，名為
Department 的使用者變數會顯示特定
的部門與員工

否 否 是：XML 相關聯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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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sbase 資料物件
備註：
只有在將應用程式從生產環境移轉至生產/測試 (複製) 環境時，才需匯入
Essbase 資料。進行增量更新時，您不可以匯入 Essbase 資料物件。

表格 D-2    Essbase 資料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改時間 上次修改者 可否在檔案系統
中編輯？

相依性

Essbase 資料 規劃 Essbase 資
料

否 否 否 無

全域物件
表格 D-3    全域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
改時間

上次修改
者

可編輯 相依性

屬性維度 其類型根據維度成員的屬性或品質啟用分
析的維度

是 否 是：CSV 無
自動預測 「自動預測」預測定義 是 是 否 相關聯的維度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
集

包含可以同時或循序計算之規則及其他規
則的物件

是 是 是：XML 無

自訂功能表 服務管理員專門為公司或應用程式建立的
功能表。使用者可在成員上按一下滑鼠右
鍵，然後選取功能表項目，以開啟 URL、
資料表單或工作流程。

是 否 是：XML 若功能表的類型是
「工作流程」，即為
「核准單位」

儀表板 提供以對商業需求有意義的方式組織和呈
現的重要資訊總覽。

是 是 是：XML 關聯的資料表單
匯率 將一種幣別轉換成另一種幣別的數值，例

如，將 1 USD 轉換成 EUR 時，美元要乘
上 0.8936 的匯率。則 $1 就等於 0.8936
歐元。

是 否 是：CSV 幣別、期間及年度

工作 自訂動作 是 是 是：XML 相關聯的維度
核准單位階層 指定哪些應用程式核准單位與成員是預算

程序的所屬內容
是 是 是：XML Entity、Scenario、

Version 及其他關聯
的維度

報表對映 在規劃應用程式和報告應用程式之間對映
維度可協助完成在報告應用程式中建立規
劃資料的報告、在「智慧型列示」上進行
聚總和查詢，以及將規劃資料連結至多個
報告應用程式來進行整合

是 是 是：XML 關聯的維度與智慧型
列示

排程 排定設定成依間隔執行之動作的資訊。 是 是 是：XML 關聯的商業規則、報
表對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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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D-3    (續) 全域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
改時間

上次修改
者

可編輯 相依性

智慧型清單 使用者可從資料表單儲存格存取 (而非輸入
資料) 的自訂下拉清單

否 否 是：CSV 無
分攤模式 決定資料從父系分配到其子系的自訂分攤

模式。「大量分配」及「按方格分攤」功
能表均會提供此模式。

否 否 是：XML 無

標準維度 與單一立方體關聯的維度 是 否 是：CSV 無
替代變數 定期變更之資訊的全域佔位符 否 否 否 無
任務清單 特定使用者任務的詳細狀態清單 是 否 是：XML 若任務的類型是「資

料表單」，即是相關
聯的「資料表單」。
若任務的類型是「工
作流程」，即為「核
准單位」。

立方體物件
表格 D-4    立方體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改時
間

上次修改者 可編輯 相依性

屬性維度 可根據維度成員的屬性或品質進行分
析的維度清單

是 否 是：CSV 無
Calculation
Manager 規則

可包含範本及計算，並將其依元件分
組的物件

是 是 是：
XML

無

資料表單 可讓使用者將資料從任何介面 (例如
Web 瀏覽器) 輸入至資料庫的方格顯
示，並且可檢視及分析資料或相關文
字。某些固定的維度成員值可提供使
用者特定的資料檢視。
表單可以包括預先定義資料驗證規
則，以協助實作商業原則與作法。如
果輸入的資料違反驗證規則，就會在
資料表單上產生錯誤或警告。

是 否 是：
XML

相關聯的功能
表、使用者變數
及維度

標準維度 與單一立方體關聯的維度清單 是 否 是：CSV 屬性維度 (若有)

替代變數 定期變更之資訊的全域佔位符 否 否 否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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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式資料物件
表格 D-5    關聯式資料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改時
間

上次修改者 可編輯 相依性

科目註釋 科目相關聯的註解，可以是純文字或
URL 連結

否 否 是：
XML

Account、
Entity、
Scenario 及
Version 維度

公告 通常為表示公司資訊、示範等的公告 否 否 是：
XML

無
儲存格文字 儲存格相關聯的文字註釋 否 否 是：

XML
無

核准單位 案例、版本、和實體交集上的資料切
面；同時也是準備、檢閱、註釋以及
核准計畫資料時使用的基本單位

否 否 是：
XML

Entity、
Scenario 及
Version 維度

輔助明細 為取得儲存格值所進行的計算和假設 否 否 是：
XML

無
平板電腦存取 為行動裝置啟用的規劃物件 否 否 是：

XML
無

文字值 以資料形式儲存在儲存格中，且類型
為文字的文字

否 否 是：
XML

無

安全性物件
備註：
存取權限是使用者可以對資源執行的一組作業。

表格 D-6    安全性物件

物件 描述 上次修改時
間

上次修改者 可編輯 相依性

存取權限：使用者 佈建為有效系統使用者的公司員工 否 否 是：XML 無
存取權限：群組 可將相似存取權限指派給多個使用者

的容器
是 否 是：XML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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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使用智慧型檢視管理應用程式

另請參閱：
• 關於管理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
• 安裝應用程式管理的智慧型檢視和管理擴充功能
• 控制應用程式管理選項在智慧型檢視中的顯示方式
• 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 建立應用程式
• 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 在智慧型檢視中更新應用程式
• 刪除應用程式
• 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和 Office 自動校正

關於管理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
適用於：任意格式 Planning、Planning 模組
「服務管理員」可以使用 Excel，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和瀏覽器) 中，建立及管理 Planning、Planning 模組和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透過使用可下載的 Excel 範本活頁簿，您可以在智慧型檢視中快速建立、模型化和管理應用程
式。透過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修改工作表，您可以定義應用程式特性、維度與成員特性、
安全性 (存取權限) 以及符合您需求的替代變數。您也可以從範本活頁笭載入資料。
應用程式建立後，使用者即可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和 Web 應用程式中使用應用程式。服務管理員可以視需要在智慧型檢視中進
一步更新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您也可以從智慧型檢視中刪除應用程式。
在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管理是在您的業務程序環境中啟動和執行應用程式最快且最容易的
方式。
首先，請參閱安裝應用程式管理的智慧型檢視和管理擴充功能。
安裝完成之後，首先下載並編輯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範本工作簿。或者，從業務程序的下
載功能表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範本 zip 檔案包含適用於 Planning、Planning 模組及任
意格式應用程式的入門工作簿，以及範例 Planning 應用程式工作簿。請參閱下載應用程式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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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從 22.03 開始，單個 Excel 範本工作簿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FreeForm.xlsx 允許您為自己的任意格式建
立一個多立方體應用程式 (最多 12 個 ASO 和 BSO 立方體的任意組合) 業務
程序。
多立方體自由格式範本取代了之前兩個範本，允許您建立單個立方體自由格式
ASO 或 BSO 應用程式。

然後繼續建立應用程式，並根據需求，使用 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中的資訊來修
改範本。

備註：
如需在 Web 建立應用程式的相關資訊，請參閱業務程序的說明文件：
• 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 管理 Planning 模組 中的設定應用程式
• 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智慧型檢視中建立應用程式。
本影片示範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的程序，但這
些概念也適用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以及任意格式和
Planning 模組業務程序。

 簡介：使用智慧型檢視建立和管理
Planning Cloud 應用程式

安裝應用程式管理的智慧型檢視和管理擴充功能
此附錄中描述的大部分程序都在智慧型檢視中執行，但控制應用程式管理選項在智慧型
檢視中的顯示方式和從網頁介面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除外。

備註：
下列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業務程序支援應用
程式管理：Planning、Planning 模組和任意格式。

開始之前，視您計畫使用 Windows 版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或是兩者兼用，分別確認以下事項：

附錄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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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版智慧型檢視：安裝智慧型檢視。
在 Windows 版的智慧型檢視中，不需要「管理擴充功能」即可使用應用程式管理功能。
請參閱安裝 Windows 版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 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部署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 並選取「維度編輯器」選
項。
您必須選取「維度編輯器」選項才能使用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 中的應用程式範本。
請參閱部署具有管理擴充功能的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安裝 Windows 版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若要使用智慧型檢視的 Windows 用戶端版本，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中的下載與安裝用戶端，瞭解智慧型檢視的安裝指
示。

備註：
在使用應用程式管理時，Windows 版智慧型檢視不需要使用「管理擴充功能」。

安裝完成之後，首先下載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範本工作簿然後進行編輯，或從 Web 中的
範本下載 zip 檔案著手。
• 根據預設，您可以從智慧型檢視直接下載 Planning 應用程式工作簿範本。
• 或者，從 Planning、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業務程序的「下載」頁面，下載應用程式範
本 zip 檔案。範本 zip 檔案包含這些業務程序的入門應用程式範本工作簿，以及一個
Planning 應用程式工作簿範例。

部署具有管理擴充功能的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若要使用 Mac 或瀏覽器版本的智慧型檢視，您必須在啟用「維度編輯器」選項的情況下部署
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 資訊清單檔案。
請參閱 部署和管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下列主題，以取得如何
在已啟用「維度編輯器」選項的情況下，部署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 的指示：
• 建立以及儲存資訊清單檔案
• 啟用管理擴充功能
• 側載和登入 或將資訊清單檔案部署至 Office 365 使用者

控制應用程式管理選項在智慧型檢視中的顯示方式
在 Web、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建
立新的應用程式時，預設會在任一智慧型檢視版本中向服務管理員顯示所有應用程式管理選
項。
您可以選擇隱藏或顯示其中兩個選項 (更新應用程式和刪除應用程式)，方法是使用 Planning、
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中的隱藏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管理選項選項。
此設定以及應用程式管理選項的顯示方式僅適用於服務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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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控制更新應用程式和刪除應用程式選項在智慧型檢視中的顯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
2. 選擇隱藏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式管理選項的設定：
• 是：應用程式選項不會顯示在智慧型檢視中。
• 否：預設值。應用程式選項顯示在智慧型檢視中。

3. 按一下儲存。

備註：
每次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時，無論是在 Web、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隱藏智慧型檢視中的應用程
式管理選項設定值預設為否，而且將自動顯示更新應用程式和刪除應用程式選
項。若要隱藏選項，請執行上述程序。

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另請參閱：
• 在智慧型檢視中下載範本
• 從網頁介面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

在智慧型檢視中下載範本
當您以服務管理員的身分登入智慧型檢視時，Windows 上的智慧型檢視面板以及 Mac
和瀏覽器中的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都會有下載範本命令。
您下載的預設範本可以立即使用，以開始建立規劃應用程式。或者，您可以修改範本以
建立自己的自訂應用程式。
若要從智慧型檢視下載預設應用程式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智慧型檢視中適用的資料來源。
2. 執行動作：
•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 (Windows) 中，按一下面板底端的下載範本命令。
• 在「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板 (Mac 和瀏覽器) 中，按一下 ，然後從下拉
功能表中選取下載範本。
提示時，允許在雲端儲存庫中建立檔案。

這時會開啟預設應用程式範本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xlsx。預設的範本
包含開始建立標準規劃應用程式所需的基本元素。
您可以依照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中所述來編輯預設範本以建立自訂應用程
式。
若要下載 Planning 模組、任意格式，或範例 Planning 範本，請從 Web 下載應用程
式範本 Zip 檔案，如從網頁介面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中所述。

附錄 E
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E-4



從網頁介面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
當您以服務管理員的身分登入 Planning、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時，您可以下載包含下列應
用程式範本工作簿檔案的 zip 檔案：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xlsx：會建立 Planning 應用程式。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epbcs.xlsx：會建立 Planning 模組應用程式。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FreeForm.xlsx：會建立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sample.xlsx：會建立 Planning 範例應用程式「範例」。

備註：
從 22.03 開始，單個 Excel 範本工作簿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FreeForm.xlsx 允許您為自己的任意格式建立一個
多立方體應用程式 (最多 12 個 ASO 和 BSO 立方體的任意組合) 業務程序。
多立方體自由格式範本取代了之前兩個範本，允許您建立單個立方體自由格式 ASO
或 BSO 應用程式。

若要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要安裝或部署用戶端軟體的電腦中存取業務程序例項。
2. 在 Planning、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首頁中，按一下畫面右上角的使用者名稱來存取設
定值與動作。

3. 選取下載。
4. 在下載頁面的「規劃擴充功能」區段，按一下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5. 將 zip 檔案儲存至本機或您可以存取的伺服器位置，然後解壓縮內容。
您現在應該儲存這些檔案：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xlsx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epbcs.xlsx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FreeForm.xlsx
• PlanningApplicationTemplate_sample.xlsx

6. 開啟要在 Excel 中使用的範本檔案，並繼續建立應用程式，方法是根據需求，使用使用應
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中的資訊來修改範本。

建立應用程式
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服務管理員
可以根據未修改的下載範本或是修改後的範本來建立新的應用程式。不論是哪種情況，範本都
必須遵循範本規則與準則。
建立應用程式之後，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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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立方體
• 定義維度
• 新增有限的資料量
• 定義安全性與存取權限
• 定義替代變數
僅服務管理員可以建立應用程式，而且只有在雲端業務程序中沒有應用程式的情況下。
建立應用程式後，智慧型檢視面板或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中就不會顯示該選項。
在您開始之前，您應該啟動 Excel，並且從智慧型檢視中登入適用的資料來源。
若要在智慧型檢視中建立新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如果您尚未這樣做，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按照在智慧型檢視中下載範本的描述，下載 Planning 的應用程式範本。
下載應用程式範本會直接開啟在智慧型檢視中的範本。

• 依照在從網頁介面下載應用程式範本 Zip 檔案中所述下載和解壓縮應用程式範
本 zip 檔案，然後開啟其中一個範本檔案。

• 開啟已儲存的範本檔案。
建立應用程式時，必須開啟 Excel 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

2. 選擇性：視需要編輯和儲存應用程式範本。
請參閱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以瞭解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修改工作表的
資訊。

3. 在智慧型檢視中開啟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後，選取建立新應用程式：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Windows)：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選取伺服器名稱來存取面板底部的建立新應
用程式命令。您也可以在伺服器名稱按滑鼠右鍵，以存取建立新應用程式命
令。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在「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板中，按一下「動作」按鈕 ，然後選取下拉
功能表中的建立新應用程式。

此應用程式的建立狀態會出現在 Excel 的左下角。
4. 完成應用程式建立程序時，請確認應用程式出現在智慧型檢視面板 (Windows) 或智
慧型檢視首頁面板中 (Mac 與瀏覽器)。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Windows)：
應用程式名稱顯示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展開應用程式名稱來檢視
資料夾和立方體。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在「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板中，會顯示應用程式資料夾和立方體。不會
顯示應用程式名稱。

請注意，每個雲端業務程序僅允許一個應用程式。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建立新的應
用程式命令不會再出現在「應用程式管理」彈出視窗中。
此應用程式現在可供適用的使用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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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步驟包括更新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您也可以刪除應用程式並建立新的應用程
式。請參閱：
• 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 在智慧型檢視中更新應用程式
• 刪除應用程式

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另請參閱：
• 關於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 應用程式定義
• 維度定義
• 屬性維度定義
• 資料定義
• 替代變數定義
• 安全性定義
• 進階設定值定義

關於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編輯應用程式範本需要在應用程式活頁簿中編輯 Excel 工作表。
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包含工作表，用以定義應用程式特性、立方體、維度和成員特性、替代變
數和安全性。您也可以使用範本載入資料。

應用程式定義
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定義」工作表可定義您的應用程式與立方體。使用範本 zip 檔案
中提供的應用程式定義工作表作為起點，即可編輯提供的工作表，使其符合您的需求。您也可
以把「範例」應用程式範本檔案，當作您建立標準應用程式的準則，或調整該範本檔案，以建
立 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資料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3. 定義應用程式特性
4. 定義立方體
定義工作表名稱
工作表名稱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在活頁簿中的第一個頁籤適用於應用程式定義工作簿。請
確保將應用程式定義工作表命名為 Definition。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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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應用程式工作表中的儲存格 A1 中，為工作表類型輸入 Application Definition。
在圖 1 中，儲存格 A1 包含工作表類型 Application Definition。

圖 E-1    在應用程式定義工作表中所顯示的工作表類型與應用程式特性

定義應用程式特性
應用程式特性是建立應用程式時必備的基本資訊。一般而言，只有「應用程式名稱」
「應用程式描述」和「應用程式類型」是必要特性。對於所有其他特性，若未指定，在
建立應用程式期間將會提供預設值。

備註：
您可以在工作簿中建立只有應用程式特性而沒有維度、屬性維度、安全性 (存
取權限) 或替代變數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表 1顯示支援的特性、其預設值以及有效值。
表格 E-1    應用程式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應用程式名稱 是 文字 規劃應用程式

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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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1    (續) 應用程式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描述 是 文字 應用程式描述
應用程式類型 是 文字 標準 標準：進階應

用程式，具有
兩個立方體以
及稍後新增更
多立方體的選
項。
企業：又稱為
「EPBCS 進
階」
任意格式：任
意格式應用程
式

類似於網頁介
面上的選擇

規劃頻率 否 文字 每月 每月
每週
每季
自訂

週分佈 否 文字 445 均分
445
454
544

適用於每月規
劃頻率

每年的期間數 否 數值 13 僅限於自訂規
劃頻率

字首 否 文字 TP 僅限於自訂規
劃頻率

起始年度 否 數值 2010 年度為 4 位數
字

結束年度 否 數值 2019 年度為 4 位數
字
已計算為 (開始年度 + 年度數目 + 1)

會計年度的第
一個月

否 文字 1 月 1 月到 12 月 僅限於每月規
劃頻率

第一個會計年
度開始日期

否 日期 僅限於每季或
自訂規劃頻率

累計預測 否 布林 是 True | False
是 | 否

僅適用於月工
作曆

累計預測期間
持續時間

否 數值 6 1 至 36 僅累計預測為
True

主要幣別 否 文字 美元 任何支援的幣
別代碼

多重幣別 否 布林 是 True | False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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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1    (續) 應用程式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多重幣別類型 否 文字 標準 標準

簡易
標準：可在標
準版與簡易版
之間選擇。預
設為簡易版
企業：預設類
型為「簡易
版」

沙箱
又稱為「已啟
用沙箱」

否 布林 是 True | False
是 | 否

任務流程類型 否 文字 EPM 任務管理
程式

EPM 任務管理
程式
任務清單

如果未輸入或
輸入不正確，
則會預設為
「EPM 任務管
理程式」。
備註：此選項
不適用於任意
格式應用程
式。

定義立方體
在應用程式工作表中 (就是您定義應用程式特性的那張工作表)，會列出所有的立方體。
若要定義應用程式工作表中的立方體，請在應用程式定義區段之後新增含此標籤 Cubes
的行。例如，在表格 2中，會將含文字 Cubes 的 1 行新增至工作表的第 18 行。
在下一行中，請將 Name 標籤新增至欄 A，並將 Type 標籤新增至欄 B。

圖 E-2    應用程式定義工作表的立方體定義區段

表格 2顯示與立方體定義相關的特性。只需要立方體名稱。對於「類型」欄，請使用
BSO 或是 ASO。請注意如果類型保留空白，預設會使用 BSO。
所有應用程序類型，Planning、Planning 模組和任意格式都支援多重立方體以及 BSO
和 ASO 立方體的任意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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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2    立方體特性

標題名稱 必要 註解
名稱 是 立方體的名稱
類型 BSO

ASO
BSO 是預設值。如果將儲存格保
留空白，會使用 BSO。

維度定義
在範本活頁簿中，為您應用程式中的每個維度建立新的工作表。您可以使用範本提供的工作
表，包括範例應用程式，協助您上手。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維度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3. 定義維度名稱
4. 定義維度特性
5. 定義成員
定義工作表名稱
定義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的工作表名稱。對於維度工作表名稱，請使用以 “ Dim. ”開頭的
維度名稱。例如，對於 Scenario 維度，您將工作表命名為 Dim.Scenario。例如：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維度工作表的儲存格 A1 中，為工作表類型輸入 Dimension。在圖 1中，儲存格 A1 包含工
作表類型 Dimension。

圖 E-3    在應用程式範本之維度工作表中所顯示中的工作表類型與維度名稱

定義維度名稱
在維度工作表中，輸入維度名稱。在圖 1 中，儲存格 B3 包含維度名稱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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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提供的維度名稱不存在，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會自動建立新自訂類型維度。
定義維度特性
您可以直接在維度工作表上定義維度特性。使用「類型」特性，您可以為「科目」、
「年度」和「實體」維度指定使用者定義的名稱，然後將它們對映至「科目」、「年
度」或「實體」維度類型。您也可以視需要定義任何其他自訂維度。範本 zip 檔案中的
範本包括 Account、Year 和自訂維度範例，以及這些維度的特性，以便引導您建立應用
程式。

備註：
您可以在工作簿中建立不含維度或任何其他應用程式特性 (例如屬性維度、安
全性 (存取權限) 和替代變數) 的任意格式應用程式。

表格 E-3    維度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名稱 是 文字 維度名稱
類型 否 文字 科目

期間
實體

如果省略此特
性，或未提供
任何值，則會
將此維度解譯
為自訂維度。

描述 否 文字 選擇性的維度
描述。

別名 否 文字 無 維度的別名 別名是維度成
員的另一個名
稱。

別名表 否 文字 否 別名表 應用程式的預
設別名表。

階層類型 否 文字 未設定 未設定
已儲存
動態
多個

適用於繫結至
聚總儲存立方
體的維度。聚
總儲存維度會
自動啟用，以
支援多個階
層。必須儲存
多個階層維度
中的第一個階
層。

密度 否 布林 稀疏 密集|稀疏 稀疏維度缺少
多數成員組合
的資料值。密
集維度則具有
多數成員組合
的資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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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3    (續) 維度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二次計算 否 布林 否 是 | 否 根據父成員或

其他成員的值
重新計算成員
值。適用於具
有「動態計
算」或「動態
計算和儲存」
特性的「科
目」與「實
體」成員。

套用安全性 否 布林 否 是 | 否 允許根據應用
程式範本的
「安全性」工
作表中所設定
的安全性，以
在維度成員上
設定安全性。

部分共享 否 布林 否 是 | 否 「實體」維度
支援替代階
層。一個實體
可以有多個父
項，而且以不
同的方式貢獻
給每個父項。
這些成員稱為
局部共用實
體，而所有實
體例項之間只
共用一部分的
輸入資料。

資料儲存 否 文字 儲存 動態計算和儲
存
動態計算
儲存
不共用
已共用
僅限標籤

資料儲存特性
定義在何處和
何時儲存整
合。例如，預
設會將成員標
記為「存放
區」。

績效順序 否 數值 無 正數或負數；
例如：
1
-1

應用程式中的
維度評估順
序。

評估順序 否 數值 無 正數或負數；
例如：
1
-1

維度順序可決
定將如何執行
資料計算。評
估順序可讓您
指定當交集與
資料類型有衝
突時，要使用
何種資料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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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3    (續) 維度特性

特性 必要 值類型 預設值 有效值 註解
顯示選項 否 文字 成員名稱或別

名
成員名稱或別
名，以顯示成
員或別名。
成員名稱：別
名會在左側顯
示成員並在右
側顯示別名。
別名：成員名
稱會在左側顯
示別名並在右
側顯示成員。

設定應用程式
預設顯示選
項。

定義成員
在維度工作表的 Planning 應用程式範本中的儲存格 A5 內，於成員標題下，新增成員和
其特性。您的成員清單應與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中所述的格式一致。您可能只會
為必要的特性新增欄。任何缺少的特性都會根據應用程式、立方體以及維度預設值來新
增。

圖 E-4    標準 Planning 應用程式中案例維度的範例維度工作表

屬性維度定義
在範本活頁簿中，為您應用程式中的每個維度的屬性維度建立新的工作表。您可以使用
為 Vision 應用程式的範本所提供的屬性維度工作表做為您的準則。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屬性維度的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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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義屬性維度名稱
4. 定義屬性維度類型
5. 定義基礎維度
6. 定義屬性成員
定義工作表名稱
定義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的工作表名稱。對於工作表名稱，請使用以 " Attribute. " 開頭的
維度名稱。例如，對於 Location 屬性維度，您將工作表命名為 Attribute.Location。例如：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屬性維度工作表的儲存格 A1 中，為工作表類型輸入 Attribute。在圖 1中，儲存格 A1 包
含工作表類型 Attribute。

圖 E-5    顯示在應用程式範本之屬性維度工作表中的工作表類型與屬性維度特性

定義屬性維度名稱
在屬性維度工作表中，輸入維度名稱。在圖 1中，儲存格 B3 包含屬性維度名稱 Location。
定義屬性維度類型
在屬性維度工作表中，輸入屬性維度類型。在圖 1中，儲存格 B4 包含屬性維度類型 Text。
有效的屬性維度類型為：
• 文字
• 數值
• 布林
• 日期
定義基礎維度
在屬性維度工作表中，輸入屬性維度的基礎維度。在圖 1中，儲存格 B5 包含基礎維度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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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屬性成員
在維度工作表的儲存格 A5 中於成員標題下，新增屬性成員及其特性。您的屬性成員清
單應與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中所述的格式一致。您可能只會為必要的特性新增
欄。任何缺少的特性都會根據應用程式、立方體以及維度預設值來新增。

資料定義
透過應用程式建立範本，您可以使用 Essbase 資料格式載入多達 1,000 列的資料。
在範本活頁簿中，使用為範例應用程式的範本所提供的資料工作表做為您的準則。或是
編輯範本中所提供的工作表。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資料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3. 定義立方體名稱
4. 定義資料
定義工作表名稱
定義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的工作表名稱。對於工作表名稱，請使用將載入資料的立方
體名稱並以 Data. 開頭。例如，若要將資料載入 Plan1 立方體，您可以將工作表命名為
Data.Plan1，以指出您要將資料載入 Plan1。在必要的 Data. 開頭後，您可以新增任何
其他指標至名稱中，以協助您識別資料。例如，為了顯示您要載入實際資料與歷史資料
至 Plan 1，您可以將工作表命名為 Data.Plan1.Actual。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資料工作表的儲存格 A1 中，輸入 Cube 以指出在此工作表中的該資料將會載入立方
體。在圖 1 中，儲存格 A1 包含 Cube 以指出工作表將會包含載入立方體的資料。

圖 E-6    顯示在應用程式範本之資料工作表中的工作表類型與多維度資料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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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立方體名稱
在資料工作表中，輸入要載入資料的立方體名稱。在圖 1中，儲存格 B3 包含多維度資料庫名
稱 Plan1。
定義資料
在 Essbase 單欄式格式中定義資料。使用 "Dimension" 做為每個成員交集的標題。

替代變數定義
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包括替代變數的工作表，使用範例應用程式的範本中提供的替代變
數定義工作表做為您的準則。
您可以針對「標準」、「企業」和「任意格式」應用程式來定義替代變數。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替代變數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3. 定義替代變數
定義工作表名稱
定義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的工作表名稱。將替代變數定義工作表命名為變數。例如：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資料工作表中的儲存格 A1 中，輸入 Substitution Variables，以指出在此工作表中的該資料
將會載入立方體。在圖 1 中，儲存格 A1 包含 Substitution Variables，以指出該工作表將
包含替代變數資訊，用以載入應用程式中的指定立方體。

圖 E-7    顯示在應用程式範本之變數工作表中的工作表類型與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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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替代變數
在「變數」工作表中，使用圖 1 做為參考，以便運用下列格式為每個替代變數新增資
訊：
• 在 立方體欄中，輸入替代變數將套用的立方體名稱。例如：
– 如果一個變數將套用至所有立方體，請輸入 All Cubes
– 如果一個變數將套用至特定立方體，請輸入立方體的名稱；例如，輸入 Plan3
– 如果一個變數將套用至多個立方體，而不是套用至所有立方體，請在自己的列
上個別列出每個立方體名稱；例如，如果僅將變數套用至 Plan2 與 Plan3，請
在某一列上為 Plan2 新增項目，然後在另一列為 Plan3 新增項目。

• 在名稱欄中，輸入替代變數名稱。在圖 1 中，替代變數名稱為 CurrYr、NextYr 以
及 CurVersion。

• 在值欄中，輸入要用於替代變數的值。

安全性定義
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包括使用者權限的工作表，使用 Vision 應用程式的範本中提
供的安全性定義工作表做為您的準則。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使用者權限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類型
3. 定義安全性特性
定義工作表名稱
定義在 Excel 工作表頁籤中的工作表名稱。將您定義使用者權限的安全性工作表命名為
安全性。例如：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資料工作表的儲存格 A1 中，輸入安全性以指出在此工作表中的該資料將會載入立方
體。在圖 1 中，儲存格 A1 包含 Security 以指出工作表將會列出應用程式的所有使用
者存取權限。

圖 E-8    在應用程式範本的安全性工作表中顯示的工作表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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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安全性特性
安全性特性包括使用者名稱以及其他使用者存取資訊。
表 1顯示支援的安全性特性。
表格 E-4    安全性特性

特性名稱 描述
名稱 使用者或群組的名稱
物件名稱 物件名稱
存取模式 已授與的權限。預設值為 NONE。有效值：

• READ
• WRITE
• READWRITE
• LAUNCH (當「物件類型」為「規則」時有效)
• NOLAUNCH (當「物件類型」為「規則」時有

效)
• NONE：預設值

旗標 套用存取時，要使用的成員功能。預設值為
MEMBER。有效值：
• MEMBER：預設值
• CHILDREN
• @ICHILDREN
• @DESCENDANTS
• @IDESCENDANTS

物件類型 物件類型預設值為 SL_DIMENSION (維度/成員)。
有效值：
• SL_FORM - 表單
• SL_COMPOSITE - 複合表單、Infolet 或儀表

板
• SL_TASKLIST - 任務清單
• SL_CALCRULE - 規則
• SL_FORMFOLDER - 表單資料夾
• SL_CALCFOLDER - 規則資料夾
• SL_DIMENSION - 維度/成員：預設值
• SL_CALCTEMPLATE - 範本
• SL_REPORT - 管理報表
• SL_REPORTSSHOT - 管理報表快照

進階設定值定義
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包括進階設定值的工作表，為範例應用程式使用在範本中提供的進
階設定工作表做為您的準則。
進階設定值為：
• 評估順序
• 效能設定值
• 階級類型、兩段計算以及資料儲存選項等維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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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度 (僅適用於聚總儲存應用程式)

• 維度指派至立方體
請遵循此工作流程，以便在應用程式範本活頁簿中設定進階設定值的工作表：
1. 定義工作表名稱
2. 定義工作表名稱
3. 定義評估順序
4. 定義效能設定值
5. 定義維度設定值
6. 定義密度設定值
7. 指派維度到立方體
定義工作表名稱
將進階設定值定義工作表命名為進階設定值。例如：

定義工作表類型
在資料工作表的儲存格 A1 中，輸入進階設定值以指出此工作表包含應用程式的進階或雜
項設定值。在圖 1 中，儲存格 A1 包含進階設定值工作表類型，以指出工作表將包含應
用程式的進階設定值。

圖 E-9    在應用程式範本的進階設定值工作表中顯示的工作表類型

定義評估順序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中，於「評估順序」區段中定義維度的評估順序。維度會列在「維
度」標題下的第一欄中。立方體會列在後續欄中。在每個立方體中的維度都有不同的評
估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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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效能設定值
僅適用於規劃應用程式。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效能設定值」區段中，為每個立方體定義每個維度的維度儲存特性。
有效值為「密集」或是「稀疏」。每個立方體都需要至少一種密集維度。維度會列在「維度」
標題下的第一欄中。立方體會列在後續欄中。每個維度的稀疏或密集值會隨立方體而異。
 

 

定義維度設定值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維度設定值」區段中定義維度特性。維度會列在「維度」標題下
的第一欄中。在後續欄中會列出維度特性。如需維度特性的清單，請參閱表 1

表格 E-5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維度設定值區段中所使用的維度特性

維度特性 描述或有效值
描述 選擇性描述性文字
別名表 選擇性別名表
階層類型 • 動態

• 儲存
二次計算 是 | 否
套用安全性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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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E-5    (續)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維度設定值區段中所使用的維度特性

維度特性 描述或有效值
資料儲存 • 儲存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動態計算
• 不共用
• 僅限標籤
• 已共用

顯示選項 為「成員選擇」對話方塊設定應用程式預設顯示選
項。選取成員名稱或別名，以顯示成員或別名。成
員名稱：別名會在左側顯示成員並在右側顯示別
名。別名：成員名稱會在左側顯示別名並在右側顯
示成員。
• 成員名稱
• 別名
• 成員名稱：別名
• 別名：成員名稱

您也可以使用圖 2，以參考如何將資訊新增至「維度設定值」區段。

圖 E-10    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維度設定值區段

定義密度設定值
僅適用於規劃模組應用程式。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密集」區段中，為每個立方體定義每個維度的維度儲存特性。
每個立方體都需要至少一種密集維度。維度會列在「維度」標題下的第一欄中。立方體
會列在後續欄中。每個維度的稀疏或密集值會隨立方體而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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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維度到立方體
在進階設定值工作表的「維度有效項目」區段中，將維度指派至立方體。維度會列在「維度」
標題下的第一欄中。立方體會列在後續欄中。
對於每個維度與立方體交集：
• 輸入 Yes 以包括立方體中的維度。
• 輸入 No 或是將儲存格保留空白，可將維度從立方體排除。
 

 

在智慧型檢視中更新應用程式
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服務管理員
可以根據下載的範本或其中一個修改後的範本來更新 Planning、Planning 模組或任意格式。已
修改的範本必須遵守範本準則 (描述於使用應用程式範本中的物件)。
更新應用程式之後，您可以：
• 定義或修改現有維度
• 新增或修改有限的資料量
• 定義新的或修改現有的存取維度
• 定義新的或修改現有的替代變數
• 修改進階的應用程式設定值
僅服務管理員可以更新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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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開始之前，您應該啟動 Excel，並且從智慧型檢視中登入適用的資料來源。
若要在智慧型檢視中更新應用程式：
1. 如果您尚未這樣做，請開啟已修改的應用程式範本檔案。
2.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 (Windows) 或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 (Mac 與瀏覽器) 中，執行下
列任一任務：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選取應用程式名稱，並在「動作面板」中選取應
用程式管理。
應用程式名稱顯示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在「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
板中，按一下「動作」按鈕 ，然後在下拉清單中選取應用程式管理命令。
您可以從程式庫樹狀結構的任何資料夾中按一下「動作」按鈕 。

3. 在彈出對話方塊中，選取更新應用程式。
此應用程式的更新狀態會出現在 Excel 的左下角。

4. 當應用程式更新程序完成時，請在網頁應用程式或在智慧型檢視中存取應用程式，
並確認您的變更。

刪除應用程式
服務管理員可以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刪除應用程式。
在您開始之前，您應該啟動 Excel，並且從智慧型檢視中登入適用的資料來源。
若要從智慧型檢視中刪除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 (Windows) 或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 (Mac 與瀏覽器) 中，執行下
列任一任務：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選取應用程式名稱，並在「動作面板」中選取應
用程式管理。
應用程式名稱顯示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在「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
板中，按一下「動作」按鈕 ，然後在下拉清單中選取應用程式管理命令。
您可以從程式庫樹狀結構的任何資料夾中按一下「動作」按鈕 。

2. 在彈出對話方塊中，選取刪除應用程式，並在後續的對話方塊中確認。
3.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 (Windows) 或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 (Mac 與瀏覽器) 中，驗證應
用程式是否已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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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和 Office 自動校正
備註：
本主題中的資訊適用於 Window 版本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上的規劃管理擴
充功能；此資訊不適用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規劃管
理擴充功能。

在 Windows 版 Excel 的規劃管理擴充功能中，Office AutoCorrect 會影響智慧型檢視的成員編
輯。
編輯成員特性時，例如「文字」資料類型的成員名稱、成員描述、別名或成員公式時，您可能
有字首為兩個大寫字母的名稱，例如
DGreen

Excel 會將此名稱自動校正為一個字首大寫字母；例如：
Dgreen

在 Excel 中，您可以設定自動校正選項來保留名稱中的兩個字首大寫字母。
若要保留名稱中的兩個字首大寫字母，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Excel 中，存取 Excel 選項對話方塊。
2. 選取拼字檢查，然後按一下自動校正選項按鈕。
3. 在自動校正對話方塊中，清除更正前兩個英文字母大寫的錯誤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以關閉自動校正對話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以關閉 Excel 選項對話方塊。
變更會立即生效。不需要重新啟動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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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使用智慧型檢視匯入和編輯應用程式中繼資料

另請參閱：
• 關於使用 Smart View 處理應用程式中繼資料
• 安裝智慧型檢視和管理擴充功能以進行維度編輯
• 使用 Smart View 方格匯入和編輯應用程式中繼資料
•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 在智慧型檢視中編輯成員
•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應用程式成員
• 在智慧型檢視中移動成員
• 使用屬性維度
• 在智慧型檢視中指定共用成員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和 Office 自動校正

關於使用 Smart View 處理應用程式中繼資料
適用於：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任意格式 Planning、
Planning 模組、Tax Reporting

「服務管理員」可以使用規劃管理擴充功能搭配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來快速匯入和編
輯維度與成員中繼資料。

備註：
此附錄中描述的所有程序都是要使用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在智慧型檢視中執行。
• 若要使用智慧型檢視的 Windows 用戶端版本，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以瞭解擴充功能的安裝
指示。

• 若要使用 Mac 版或瀏覽器版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請
參閱部署和管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以取得擴充功能
的部署指示。

安裝智慧型檢視和管理擴充功能以進行維度編輯
開始編輯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維度前，視您計畫使用 Windows 版智慧型檢視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或是兩者兼用，分別確認以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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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dows 版智慧型檢視：安裝智慧型檢視和「規劃管理擴充功能」。
請參閱安裝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規劃管理擴充功能」

• 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在啟用「維度編輯器」選項的情況下，部署智慧型檢
視 (Mac 與瀏覽器)。
請參閱部署具有管理擴充功能的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安裝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和「規劃管理擴充功能」
若要使用智慧型檢視的 Windows 用戶端版本，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下載與安裝用戶端，瞭解智慧型檢視的安
裝指示。
然後安裝「管理擴充功能」。

Note:

22.07 版之前的「管理擴充功能」檔案格式為 MSI。從 22.07 開始，「管理擴
充功能」檔案的格式為 SVEXT。
如果您安裝的是 22.07 版之前的「管理擴充功能」，必須先從「Windows 控
制台」、「程式」然後「功能」解除安裝 MSI 版的擴充功能。如果您在機器
上保留 MSI 版本，同時又安裝 SVEXT 版本，智慧型檢視擴充功能更新處理
程序將無法辨識 SVEXT 版的「管理擴充功能」更新。您可以繼續使用先前安
裝的 MSI 版「管理擴充功能」。但未來系統將不會更新 MSI 版的擴充功能，
因此擴充功能中將不會包含任何未來的錯誤修正和增強功能。基於此原因，
Oracle 建議您移至 SVEXT 格式的「管理擴充功能」。

Tip:

• 在繼續安裝「管理擴充功能」之前，Oracle 建議您先清除瀏覽器快取。
• 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從 Smart View 22.100 起開始支援「管理擴充功
能」。

若要安裝「管理擴充功能」，請執行下列動作：
• 從業務程序的「下載」頁面下載擴充功能。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的下載與安裝用戶端，以瞭解「規劃
管理擴充功能」的安裝指示。

• 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擴充功能安裝與更新處理程序，進行下載及安裝。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安裝擴充功能。

上述兩種方法都會下載及安裝 SVEXT 格式的「管理擴充功能」。
部署具有管理擴充功能的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若要使用 Mac 或流覽器版本的智慧型檢視，您必須在啟用「管理擴展」選項的情況下
部署智慧型檢視資訊清單檔案。

附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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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 部署和管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以下主題，瞭解如何利
用「管理擴充」功能來部署智慧型檢視。
• 建立以及儲存資訊清單檔案
• 啟用管理擴充功能
• 側載和登入 或將資訊清單檔案部署至 Office 365 使用者

使用 Smart View 方格匯入和編輯應用程式中繼資料
智慧型檢視方格能讓您快速新增、編輯以及移動維度的成員。
• 關於智慧型檢視方格
• 智慧型檢視方格和功能區顯示
• 使用智慧型檢視方格的準則
• 預設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

關於智慧型檢視方格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及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方格由
兩個維度組成：
• 一個軸上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維度 (Planning、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Tax Reporting)

• 另一個軸上的中繼資料維度
中繼資料維度表示中繼資料成員的簡單列表。針對每個維度，將預設顯示一組預先定義的維度
中繼資料成員。每個中繼資料成員會對應至特定成員特性，這些特定成員特性對匯入方格的維
度而言是有效的。中繼資料方格資料儲存格會保留特定的特性值，而不包含數值。若要新增依
預設方格上沒有的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請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成員選擇對話方塊。

智慧型檢視方格和功能區顯示
智慧型檢視方格會顯示維度，其中成員名稱位於列中，成員特性位於欄中。當您初次匯入維度
進行編輯時，將預設在方格中顯示一組預先定義的成員特性。
智慧型檢視中的維度方格
在圖 1 中，您可以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看到 Vision Account 維度的預設成員特性
範例。

圖 F-1    維度匯入至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方格並顯示規劃特設功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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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圖 1 顯示「規劃特設」功能區。視您所連線的資料來源而定，系統會顯示該資
料來源的提供者特設功能區。例如，如果連線至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資料來源，系統會
顯示 EPCM 特設功能區。
所顯示的特設功能區和傳統智慧型檢視特設方格顯示的提供者特設功能區相同，只是啟
用的選項較少。
對於所有維度 (包括屬性維度)，以下是提供者特設功能區中有效的選項：
• 放大
• 縮小
• 僅保留
• 僅移除
• 成員選擇
• 重新整理
• 提交資料
下列選項可能看似已啟用，但對於中繼資料方格而言無效：保留格式、重疊、插入屬
性、POV 以及調整。
您可以使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 (從功能區來存取，或者透過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方格中的
特性來存取)，接著選取智慧型檢視，然後選取成員選擇，來新增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
性。
如需在智慧型檢視中使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的相關資訊，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22.100 中的從成員選取器選取成員。
智慧型檢視中的維度方格 (Mac 與瀏覽器)

在圖 2 中，您可以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看到 Vision Account
維度的預設成員特性範例 (在 Chrome 瀏覽器中執行)。

圖 F-2    維度匯入至智慧型檢視 (Mac 與瀏覽器) 方格並顯示智慧型檢視功能區

請注意，圖 2 顯示智慧型檢視功能區。這是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
器) 部署的預設功能區名稱。您可以為功能區指定其他名稱。將維度匯入方格時，所有
功能區選項都將顯示為啟用狀態，但只有少數選項適用於維度方格。
對於所有維度 (包括屬性維度)，以下是功能區中有效的選項：
• 放大
• 縮小

附錄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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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保留
• 僅移除
• 成員選擇
• 重新整理
• 更新
您可以使用功能區的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來新增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
如需瞭解如何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的成員選擇對話方塊，將中繼
資料成員特性新增至方格，請參閱 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從
智慧型檢視成員選取器選取成員。

使用智慧型檢視方格的準則
下列準則可協助您使用智慧型檢視方格來編輯維度中繼資料：
• 使用「規劃管理擴充功能」來新增維度成員，以及編輯和更新維度與成員特性。
• 「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可用來執行下列作業：
– 刪除或移除維度 (即維度根成員) 或成員。
– 編輯維度或成員名稱。

• 資料儲存格值可以是文字或列舉或數字。
• 父成員用來指定或修改父項/子項關係。
• 方格中成員的位置不一定代表大綱中同層級的實際位置。
• 每一個中繼資料方格必須連結至對應的維度。
• 每一個維度的欄是以維度編輯器中可用的一組對應成員特性為基礎。
當您初次匯入維度時，將顯示一組預先定義的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有關這些成員特性
的清單，請參閱預設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

• 中繼資料方格開啟後，將無法重新連結至其他維度。
• 這組對應的有效中繼資料成員是每一個維度的特定成員。
• 維度成員僅對對應維度有效。
• 對於期間維度而言，「資料儲存」是唯一可編輯特性。
• 在包含維度中繼資料的智慧型檢視方格中無法使用以下功能：
– 樞紐分析
– 旋轉至 POV

– 儲存格文字
– 儲存格備註
– 輔助明細

預設中繼資料維度成員特性
當您初次在規劃管理擴充功能中匯入維度時，將預設顯示一組預先定義的維度中繼資料成員特
性。請使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來為方格新增其他的中繼資料成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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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節列出規劃維度的預設成員特性。
如需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使用「成員選擇」對話方塊為方格新增其他成員
特性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使用者手冊 中的「從成員選取
器選取成員」。
Account 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科目類型
• 差異報表
• 時間平衡
• 預設別名表
• 預設公式
Entity 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本幣幣別
• 預設別名表
自訂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預設別名表
Scenario 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起始年度
• 結束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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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始期間
• 結束期間
• 預設別名表
• 預設公式
Version 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類型
• 預設別名表
• 預設公式
Period 和 Years 維度
• 保留原樣，或限制為「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請注意，對於期間維度，「資料儲存」是唯一可編輯特性
• 資料類型
• 預設別名表
Currency 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符號
• 預先定義的符號
• 小數位數
• 精確度
• 三角套利幣別
• 報表幣別
• 千位數分隔符號
• 小數分隔符號
• 負號
• 負數顏色
• 預設別名表
• 預設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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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P_View 維度 (沙箱維度)

• 父成員
• 預設資料儲存
• 資料類型
• 適用於所有立方體的主控台作業
• 預設別名表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將維度匯入智慧型檢視方格是指將維度與其成員及其各自的特性放到方格上準備編輯。
將維度匯入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
器) 後，您就可以快速新增、編輯以及移動維度的成員。

備註：
您必須具備服務管理員權限，才可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請參閱：
•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匯入維度
•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Mac 與瀏覽器)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匯入維度
備註：
您必須具備服務管理員權限，才可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匯入維
度。

若要將維度匯入智慧型檢視方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面板。
2.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中，按一下「共用連線」或「專用連線」，並且在登入視窗
中提供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若您選擇「專用連線」，請選取連線下拉清單中的專用連線，然後提供您的登入認
證。

3. 從智慧型檢視面板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業務程序 (例如，Planning) 或 EPM
Cloud。

4.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展開維度資料夾，然後檢視資料夾中的應用
程式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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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屬性維度已定義，它們會顯示在屬性維度資料夾中。
若期間維度已定義，它會顯示在維度資料夾中。請注意，對於期間維度而言，「資料儲
存」是唯一可編輯特性。
在下面的範例中，維度資料夾已展開且包含 10 個維度。

5.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維度名稱，然後選取編輯維度。
或者，選取一個維度，然後在「動作面板」中選取編輯維度。
請參閱智慧型檢視中的維度方格，瞭解 Account 維度的初始方格圖例。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Mac 與瀏覽器)
在開始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維度之前，您必須在您的環境中
側載或部署智慧型檢視。 部署和管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提供相
關操作方法：
• 側載和登入
• 將資訊清單檔案部署至 Office 365 使用者
若要將維度匯入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方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首頁。
在首頁面板中，維度會顯示在維度資料夾中。若屬性維度已定義，它們會顯示在屬性維度
資料夾中。
若期間維度已定義，它會顯示在維度資料夾中。請注意，對於期間維度而言，「資料儲
存」是唯一可編輯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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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按一下維度資料夾加以展開，然後檢視資料夾中的應用程
式維度。
在下面的範例中，「維度」資料夾將展開並顯示 Vision 應用程式的 8 個維度 (總共
有 1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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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維度名稱，將維度匯入方格。
請參閱智慧型檢視中的維度方格 (Mac 與瀏覽器)，瞭解 Account 維度的初始方格圖例。

4. 選擇性：按一下面板頂部路徑中的提供者連結，返回首頁面板的主頁面
例如，您在步驟 2 的圖表按一下 Planning 以返回首頁面板的主頁面。

在智慧型檢視中編輯成員
智慧型檢視方格可讓您快速地編輯維度成員的特性。
若要在智慧型檢視中編輯成員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內，將維
度匯入智慧型檢視方格中 (請參閱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2. 醒目提示方格中的成員特性。
請注意，對於期間維度而言，「資料儲存」是唯一可編輯特性。

3. 在下拉功能表中，選取一個值。

備註：
修改的儲存格會以不同顏色顯示。

4. 若要儲存方格，請執行一件任務：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在「規劃特設」功能區中，按一下提交資料。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於「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
下更新。

備註：
您可以利用相同的提交資料或更新作業，將變更儲存至多個成員與特性。如果某
一成員的作業失敗，應用程式伺服器將停止作業且不會儲存任何變更。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應用程式成員
智慧型檢視允許您快速新增成員至維度。
•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成員
•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成員的準則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新增
Entity 維度成員。  在 Oracle®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管理

Entity 維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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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 Account 維度成員。

 在 Oracle®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管理
Account 維度成員

瞭解如何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 Scenario 維度成
員。  在 Oracle®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管理

Scenario 維度成員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成員
智慧型檢視允許您快速新增成員至維度。
若要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內，將維度匯入智慧型檢視方格中 (請參閱 在智慧型檢視中匯入維度)。
請注意，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不支援將成員新增至 Time Period 維度。

2. 在名稱欄中輸入新成員的名稱。

備註：
若要新增具有數值名稱的成員，請在數值成員名稱前方加上單引號 (')，以
通知系統數字為成員名稱而不是資料。例如，若要新增名為 123 的成員，
請輸入 '123。

3. 從功能區，按一下重新整理。
執行「重新整理」後，新成員在方格中會以星號 (*) 標示。特性的預設集合會自動
套用至新成員。預設「父成員」是維度的根成員。

4. 選擇性：若要從預設值 (根成員) 變更任何特性，請在方格中醒目提示適當的儲存
格，然後從下拉功能表選取其他值。(請參閱在智慧型檢視中編輯成員。)

備註：
在新成員中修改任何特性之前，執行「重新整理」。「重新整理」作業會
以伺服器的預設值取代任何變更的值。

5. 若要儲存方格，請執行一件任務：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在「規劃特設」功能區中，按一下提交資料。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於「智慧型檢視」功能區
中按一下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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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 若要修改新成員的特性，請參閱在智慧型檢視中編輯成員。
•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成員特性 (包含成員名稱) 可根據智慧型
檢視增益集設定的特定地區設定加以本地化。

• 您可以利用相同的提交資料或更新作業，將變更儲存至多個成員與特性。如
果某一成員的作業失敗，應用程式伺服器將停止作業且不會儲存任何變更。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成員的準則
• 新成員新增為指定父項之下最後一個同層級成員。
• 父項-子項關係取決於「父項名稱」欄特性。
• 方格中新成員的相對位置沒有意義。
• 執行提交資料或更新作業之後，方格中新成員的相對位置將不會改變。若要查看特設方格
中反映之大綱中新成員的實際位置，請執行縮小，然後執行放大。

• 新成員名稱的完整驗證檢查 (包含檢查無效字元與檢查重複名稱) 會在提交資料或更新作業
期間執行。

• 應用程式會將預設特性自動套用至新成員。指定預設特性是以維度特性為基礎。
• 將新幣別成員新增至簡化應用程式中的 Currency 維度時，新維度的父成員預設值為

"Currency" 維度成員。它應預設為 " Input Currencies " 成員。您可以執行下列動作以更
正此值：
1. 為您新增的每個幣別成員，在 Parent Member 欄中將 "Currency" 更換成 "Input

Currencies"。
2. 執行提交資料或更新。
3. 按一下重新整理。
4. 請為您已新增的每個新幣別確認，為 Parent Member 欄輸入的值為 " Input

Currencies"。

在智慧型檢視中移動成員
Smart View 方格可讓您在維度中快速地將成員從一個父項移至另一個父項。
若要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移動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智慧型檢視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將維度匯入智慧型檢視
方格中 (請參閱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匯入維度。)

2. 醒目提示方格中父成員欄中的成員。

備註：
空白的父成員特性會造成父成員值預設為根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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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成員名稱與父項欄的交集處輸入父項名稱。
4. 按一下提交資料以儲存方格。

備註：
您可以儲存多個成員的移動或相同提交資料作業中的子樹狀結構。如果某
成員的提交資料作業失敗，應用程式伺服器會停止作業，且不會儲存變
更。

在智慧型檢視中移動成員的準則
• 方格中空白的「父成員」表示維度中的根成員。
• 「父項成員」的值會遵循適用於 Smart View 所使用之中繼資料載入檔案中的對應
值的規則。

使用屬性維度
另請參閱：
•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 建立屬性維度成員與維度成員的關聯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在 Web 介面中建立屬性維度。您可以接著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管理擴充，將成員新增至屬性維度。
•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Mac 與瀏覽器)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在 Web 介面中建立屬性維度。您可以接著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管理
擴充來將成員新增至屬性維度。
若要將成員新增至屬性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面板。
2.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中，按一下「共用連線」或「專用連線」，並且在登入視窗
中提供您的使用者名稱和密碼。
若您選擇「專用連線」，請選取連線下拉清單中的專用連線，然後提供您的登入認
證。

3. 從「智慧型檢視面板」中，選取 EPM Cloud。
4.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的樹狀結構中，展開「屬性維度」節點。
在下列範例中，「屬性維度」節點包含四個屬性維度，每個屬性類型分別是：文
字、日期、布林或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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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一個屬性維度，然後選取編輯維度。
為了說明，我們選取 AttText 屬性維度來編輯。將顯示屬性維度初始方格的範例。此維度
沒有任何成員，只有兩個特性：「父成員」與「預設別名表」。
 

 

6. 輸入要新增的屬性成員名稱；例如：
 

 

7.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提交。
屬性成員會提交至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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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擇性：透過直接在方格中輸入的方式繼續編輯屬性成員、輸入其他特性的資料，
然後提交變更。

在智慧型檢視中新增屬性維度成員 (Mac 與瀏覽器)
開始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新增屬性維度成員之前，您應該在
您的環境中側載或部署智慧型檢視。 部署和管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
瀏覽器) 中提供相關操作方法：
• 側載和登入
• 將資訊清單檔案部署至 Office 365 使用者
若要將成員新增至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方格中的屬性維度，請
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首頁。
在首頁面板中，維度會顯示在維度資料夾中。若屬性維度已定義，它們會顯示在屬
性維度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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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智慧型檢視首頁面板，按一下屬性維度資料夾加以展開，然後檢視資料夾中的屬性維
度。
在下面的範例中，屬性維度資料夾已展開並顯示 Vision 應用程式的 1 個屬性維度 - Market
Size。
 

 

3. 選取要匯入方格中的屬性維度。
為了說明，我們選取 Market Size 屬性維度來編輯。將顯示屬性維度初始方格的範例。此
維度沒有任何成員，只有兩個特性：「父成員」與「預設別名表」。
 

 

4. 在屬性名稱下方的屬性名稱欄，輸入要新增的屬性成員名稱。
 

 

5.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提交。
屬性成員會提交至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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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性：透過直接在方格中輸入的方式繼續編輯屬性成員、輸入其他特性的資料，
然後提交變更。

建立屬性維度成員與維度成員的關聯
本主題中的圖例來自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但這些概念也適用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1. 在「智慧型檢視面板」(Windows) 或智慧型檢視首頁 (Mac 與瀏覽器) 的樹狀結構
中，展開維度節點，選取要使用的維度。
在下列範例中，「維度」節點會顯示 Vision 應用程式中的標準維度和一些自訂維
度，例如 AltYear 與 Channel。已選取 Product 維度。
 

 

2. 選取編輯維度，注意表中方格的初始配置。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只要按一下維度即可將維度匯
入方格。
若表中未顯示屬性維度，則使用「成員選取器」新增它們。在「規劃特設」功能區
(Windows) 或智慧型檢視功能區 (Mac 與瀏覽器) 中，選取成員選擇，然後新增屬性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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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方格中，展開維度以檢視其成員。
4. 使用以儲存格為基礎的成員選取器，將屬性成員值與維度成員建立關聯，如圖 1 所示。

圖 F-3    將屬性值與維度成員建立關聯

5. 針對其他任何維度和您想定義的屬性值關聯重複上述步驟。
6. 隨時按一下「規劃特設」功能區 (Windows) 中的提交資料，或智慧型檢視功能區 (Mac 與
瀏覽器) 中的提交，都會將您的變更提交至資料庫。
您可以執行中介提交，或一次提交所有變更。

在智慧型檢視中指定共用成員
Smart View 方格可讓您快速地指定維度中的共用成員。

備註：
在智慧型檢視中，Currency 維度或任何屬性維度的成員無法使用「共用資料儲存」
選項。

若要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指定共用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驗證基礎成員存在。
2. 醒目提示方格中 Parent Member 欄中的基礎成員。
3. 變更基礎成員的父項名稱值。
4. 在資料儲存欄中醒目提示基礎成員。
5. 在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共用。
6. 按一下提交資料 (Windows) 或提交 (Mac 與流覽器) 來儲存方格。
提交作業將會重新整理基礎成員，包含其原始父項成員與資料儲存特性。共用成員將新增在伺
服器的指定父項之下。您必須放大父項來查看新增的共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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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的共用成員將不會自動新增至智慧型檢視方格。方格中顯示的成員清單保持
不變。

重新整理資料庫
另請參閱：
•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重新整理資料庫
• 在智慧型檢視中重新整理資料庫 (Mac 與瀏覽器)

在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重新整理資料庫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方格可讓您快速重新整理資料庫。
若要在智慧型檢視中重新整理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面板。
2. 從智慧型檢視面板中，選取規劃。
3. 展開維度資料夾以檢視資料夾中的應用程式維度。
若屬性維度已定義，它們會顯示在屬性資料夾中。

4. 在根維度或屬性資料夾按滑鼠右鍵，然後選取重新整理資料庫。
隨即顯示智慧型檢視重新整理資料庫對話方塊。

提示：
當規則類型工作正在執行或進行中時，無法完成資料庫重新整理。請使用
網頁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檢查「工作主控台」
是否有任何正對資料庫執行的工作。當所有工作都完成後，再重新整理資
料庫。

5. 按一下重新整理。
進度列已顯示，指出重新整理或建立作業之完成步驟的百分比。

在智慧型檢視中重新整理資料庫 (Mac 與瀏覽器)
智慧型檢視方格可讓您快速地重新整理資料庫或建立新的資料庫。
若要重新整理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
作：
1. 從「智慧型檢視」功能區中，按一下首頁。
2. 從「智慧型檢視」的「首頁」面板中，導覽至根應用程式維度資料夾。
如果在應用程式中定義屬性，若要重新整理屬性維度，請導覽至屬性維度資料夾。

附錄 F
重新整理資料庫

F-20



3. 選取根 維度或屬性維度資料夾，並按一下動作按鈕 ，然後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重新整理
資料庫。
隨即顯示重新整理資料庫對話方塊。
在下列範例中，選取維度資料夾，然後在動作下拉功能表中選取重新整理資料庫。
 

 

提示：
當規則類型工作正在執行或進行中時，無法完成資料庫重新整理。請使用網頁或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檢查「工作主控台」是否有任何正
對資料庫執行的工作。當所有工作都完成後，再重新整理資料庫。

4. 選取資料庫核取方塊，然後按一下重新整理。
在下列圖例中，資料庫和共用成員核取方塊已選取。其他可以選取的重新整理選項包括：
• 更新自訂函數
• 安全性篩選條件
• 驗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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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度列已顯示，指出重新整理或建立作業之完成步驟的百分比。

5. 按一下完成以關閉對話方塊。

規劃管理擴充功能和 Office 自動校正
備註：
本主題中的資訊適用於 Window 版本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上的規劃
管理擴充功能；此資訊不適用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規劃管理擴充功能。

在 Windows 版 Excel 的規劃管理擴充功能中，Office AutoCorrect 會影響智慧型檢視的
成員編輯。
編輯成員特性時，例如「文字」資料類型的成員名稱、成員描述、別名或成員公式時，
您可能有字首為兩個大寫字母的名稱，例如
DGreen

Excel 會將此名稱自動校正為一個字首大寫字母；例如：
Dgreen

在 Excel 中，您可以設定自動校正選項來保留名稱中的兩個字首大寫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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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保留名稱中的兩個字首大寫字母，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Excel 中，存取 Excel 選項對話方塊。
2. 選取拼字檢查，然後按一下自動校正選項按鈕。
3. 在自動校正對話方塊中，清除更正前兩個英文字母大寫的錯誤核取方塊。
4. 按一下確定以關閉自動校正對話方塊，然後按一下確定以關閉 Excel 選項對話方塊。
變更會立即生效。不需要重新啟動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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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設計應用程式的最佳作法

遵循這些基本步驟，以根據符合您業務需求的最佳作法來設計應用程式。
1. 快速入門的最佳作法
2. 規劃應用程式的最佳作法
3. 套用設計的最佳作法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收集設計文件。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收集設計文件

瞭解如何設計應用程式。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設計 Planning 應用程式
瞭解如何設定維度。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設定維度

瞭解如何設計表單。
 設計 Cloud EPM Planning 中的表單

瞭解如何建立快速高效的計算。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建立快速高效的計算
瞭解如何監視系統活動。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監視系統活動

快速入門的最佳作法
建立您的應用程式之前，請先收集關於目前程序的資訊。這是確保應用程式符合您業務需求的
最佳作法。
• 分析目前的程序。
– 看看正在目前的程序中運作的項目，並規劃如何將其建置到應用程式。考慮藉此機會
改善目前的程序。

– 複查貴公司的財務報表。判斷佔 80% 損益的主要收入與支出方面。
– 聚焦於商業的主要動因。針對帳戶的這個子集，瞭解商業動因和必要的維度。例如，
員工薪酬通常佔支出的 50-60% 或更多。

– 決定是否需要詳細的模型設定，或是否存在另一種方法。針對損益表中的每個主要帳
戶，瞭解如何為帳戶衍生適當的值。商業邏輯可能包含像是「單位 x 匯率」的簡單計
算或其他方法。

– 對於帳戶剩餘的 20%，計畫或預測使用某些簡單邏輯，例如百分比成長或簡單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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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任何現有試算表。根據您目前的程序，收集輸入來源並了解其用途。複查來源
以決定商業邏輯、關係和其他計算。
– 分析試算表以瞭解目前的程序。瞭解資訊的來源和它們支援的商業邏輯。瞭解
您的商業程序邏輯是否適用於所有組織。

– 瞭解您的商業程序邏輯是否適用於其他業務單位與部門。如果程序不同，請決
定您是否想讓程序一致。

• 收集目前報表的需求。因為報表用於呈現財務結果以供管理複查與分析使用，所以
這些報表是設計期間的重要考量因素。
– 瞭解目前程序的商業邏輯、關係和計算。
– 瞭解您的商業程序邏輯是否適用於其他業務單位與部門。如果程序不同，請決
定您是否想讓程序一致。

• 複查目前的財務報表。複查報表並考慮要包含的資訊類型。
– 識別報表中的維度，例如，報表是依成本中心、部門、帳戶或客戶完成。決定
是否需要增加維度，例如 Product。

– 複查財務報表並檢查交集。瞭解報表是依帳戶和實體或其他切面完成。
– 瞭解帳戶的商業動因，包括涉及的維度。逐行複查損益以確定是否涉及模型設
定，或資訊是否只是由使用者所新增。

– 注意報表的配置，包括列與欄中有哪些元素。
– 決定唯一報表格式的數目，例如依「成本中心」或依「部門」。針對您需要的
每個報表類型指定報表格式。

• 收集規劃和預測需求。收集產生年度計畫和預測的需求。進行分析，並瞭解所有處
理程序是否相同。
– 決定幣別需求。識別您規劃和報告所使用的幣別，以及您是否以多重幣別進行
規劃或預測。確認外幣需求。確認是否執行任何幣別敏感度分析。

– 決定計畫期間。瞭解您規劃的未來年數，例如未來一年、兩年、三年或五年。
規劃要載入多少歷史資料到應用程式。通常會包含一或兩年的歷史資料。

– 識別規劃和預測程序。瞭解是否準備年度預算和預測。瞭解您重新瀏覽預測的
頻率，例如每月或每季。
決定您想支援的規劃程序，例如計畫或預測。確定計畫和預測程序是否相同。
瞭解您是否想準備累計預測。
決定是否將朝目標規劃。如果您針對計畫或預測設定高層級目標，請在帳戶層
級上決定要做為目標的對象。
決定是否需要多個重複。確定您是否需要儲存計畫或預測的多個提交。決定要
維護多少個預測。決定是否要執行比較，例如比較預測。
協助您規劃程序的其他問題：
* 您的商業支出動因是什麼，例如薪酬、物料、差旅，或資本和設備費用?

* 您的商業收入動因是什麼，例如產品、專案或服務？
* 若產品是主要的收入動因之一，您擁有多少產品？
* 您擁有多少業務單位或實體？追蹤的主要量測標準和 KPI 為何？財務規劃
涉及多少使用者？誰是主要使用者？

* 決定應合併至應用程式的核准程序。計畫和預測的核准程序是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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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您的資料來源。瞭解檔案格式和每個資料來源的內容。這有助於您規劃維度和資
料整合的需求。
* 決定維度來源，例如 Account、Entity，以及自訂維度。
* 決定「實際」結果的來源與頻率。

– 決定您接下來的方向。確認程序改良結果，注意哪些要合併至您的應用程式。規劃未
來可合併的優勢，找出日後需要改進的任何弱點及領域。

規劃應用程式的最佳作法
重要的最佳作法是建立應用程式的目標、關鍵目標和範圍。實作經常分成數階段進行，以維持
目標的重點。在確認您的需求之後，您可以著手設計您的應用程式。
您先前所收集的資訊可依下列方式包含在應用程式中：
• 維度
• 表單
• 報表
• 計算
• 使用者
• 設計維度。識別支援程序所需的維度。您的應用程式隨附下列幾個維度：Account、

Entity、Version、Scenario、Years、Period 以及 Currency (如果適用的話)。
– 識別應用程式中要包含的成員，以及這些維度的來源。瞭解每一個維度的大小。
– 以書面記載計算過程是最佳作法。針對計算的每個部分，以文件證明結果是如何決定
以及數字的來源。確認來源是資料輸入或來自其他系統的資料。

• 設計計算。逐行複查公司的損益表，確認如何規劃或預測帳戶。對於需要計算的科目，您
可以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要建置邏輯。
瞭解計算，並提出任何必要的問題。對於基礎帳戶，確認如何規劃每個帳戶。問題範例:

– 此計算適用於所有實體？
– 此計算是否有任何其他維度方面？
– 計算是依產品或客戶？
– 計畫和預測的計算是否相同？

• 決定收入計算。建立收入及其動因的需求是最佳作法。
– 瞭解您使用的動因，並瞭解收入是否受產品或服務驅動。決定是否要在模型中衍生收
入。識別要擷取的任何其他資訊。

– 建立收入動因。決定是否需要其他維度。
– 決定用於收入規劃的邏輯。識別為支援程序而要建置的計算，例如單位 x 價格。規劃
收入計算背後的邏輯。

– 決定表單與配置，以收集來自一般使用者的資訊與輸入。
• 決定支出需求。複查支出科目以識別您的業務的重要領域。
聚焦於占大部分支出的領域以確定主要動因。您可以極簡單和明確的方式規劃其餘的次要
支出，例如藉由使用趨勢或僅輸入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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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定支出動因。著重在此科目群組，並判斷這些科目的業務動因以及所需維度。
複查支出科目以識別您的業務的重要領域。聚焦於占大部分支出的領域以確定主要
動因。您可以極簡單和明確的方式規劃其餘的次要支出，例如藉由使用趨勢或僅輸
入值。
– 複查員工薪酬。確認將如何規劃員工薪酬，例如依員工、工作或薪等。
– 瞭解哪些科目包含在規劃中，並瞭解支援薪酬的資料來源。識別您針對薪酬所
做的報告類型。

– 評估其他支出帳戶需求。規劃為支援您的程序而必須建置的計算。瞭解支出計
算背後的邏輯。

– 以文件證明計算。針對計算的每個部分，以文件證明結果是如何決定以及數字
的來源。確認來源是資料輸入或來自其他系統的資料。

– 決定表單與配置，以收集來自一般使用者的資訊與輸入。
決定核准程序。決定驅動計畫和預測核准程序的維度。核准程序的基礎維度是
Entity、Scenario 和 Version。決定是否要包含其他維度，例如 Product、Project 或
Market。
以文件證明應用程式應支援的核准程序。

套用設計的最佳作法
複查本節中的設計準則和最佳作法之後，即可用自己的方式設計符合您業務需求的成功
應用程式。您現在可以快速且輕鬆地設定應用程式。
使用您收集的資訊來設定應用程式。應用程式設定精靈會根據您對簡單問題的回答，建
立應用程式的基礎。
舉例來說，以下介紹一些您收集的資訊如何與您的應用程式關聯。
表格 G-1    套用設計到應用程式

研究需求 應用程式精靈設定
要包含的歷史年數 應用程式的「開始年份」
您的計畫期間 為應用程式所選擇的年數
要支援的規劃處理程序 應用程式中包含的案例。您可以在應用程式精

靈中新增案例，或可在稍後新增。
無論您是否需要儲存計畫或預測的多個提交 與應用程式中的版本關聯的提交數目。您可以

在應用程式精靈中新增版本，或可在稍後新
增。

無論您是否要以多重幣別規劃 若您以多重幣別規劃，請在應用程式精靈中回
答「是」。稍後將新增幣別。在精靈中選取報
表幣別。

期間 如果您需要每週分佈，例如 445、454 或
544，請選取基本期間為「12 個月」，然後選
取適當的「每週分佈」選項。即使預設為每月
分佈。

設計逐步解說的最佳作法
使用這些最佳作法來執行設計逐步解說，以幫助您建立和推展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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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應用程式
從建立基礎開始—貴公司的帳戶和組織結構。接下來，新增案例以支援內部程序，例如「計
畫」、「實際」與「預測」。新增您報告的差異成員，例如 Actual 與 Plan。
建立將會用以從使用者收集資料的表單，並執行複查、分析和報告。為了支援商業邏輯，您可
以運用 Calculation Manager 來建立計算。您也可以在向使用者推展應用程式之前，先建立報
表和套用存取權限。
建立應用程式結構
新增帳戶、實體和其他維度以支援商業程序。
維度會分類資料值。規劃包括這些維度：Account、Entity、Scenario、Version、Period 及
Years。如果您規劃使用多重幣別，您的應用程式也會有 Currency 維度。
您也可以使用自訂維度來定義自己的值，例如 Product、Customer 或是 Market。您最多可建
立 32 個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然而，最佳的作法建議是包括少於 12。可使用載入檔案新增
維度，或內建於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本影片
瞭解如何在應用程式中匯出和匯入資料。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匯出和匯入資料

瞭解如何使用檔案來載入維度。
 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中匯入中繼資料
關於 Entity 維度
Entity 維度表示公司的組織結構，例如成本中心、部門、業務單位、部門等等。
您可以建立累加成員、呼叫的成員以反映如何檢視您的組織，從而分組「成本中心」。例如，
累加可依據業務單位、部門或其他功能結構來進行。例如，您可以建立會累加至「業務單位」
(會累加至「部門」) 的「成本中心」。
您可以建立多個報告結構。例如，您可以建立替代結構以支援區域報告。如果您規劃使用多重
幣別，應該設定每個實體的本幣幣別。
Entity 維度是為預算程序所使用的其中一個主要維度。與 Scenario 及 Version 維度搭配使用
時，Entity 維度可用以定義規劃單位，這是個可由使用者的同儕升級或降級以進行核准或複查
的分散式元件。
在規劃單位之外的所有維度成員將會隨著規劃單位本身一起升級和降級。例如，當升級規劃單
位時，將會一起升級所有的十二個月。無法個別升級個別月份。
如需使用載入檔案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在載入或更新每個維度之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是最佳作法。
關於 Account 維度
Account 維度是供會計科目表使用的位置。它應該包括您規劃或預測的成員。圖表中並不需要
包括每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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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的「科目」維度可以包括「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和「現金流」的科目。
或是，它可以包括 KPI 與比率的科目。在某些情況下，您的科目有子科目，但這並不常
見。
Account 維度包括財務智慧。支援下列科目類型：
• 費用：營運成本
• 營收：收入來源
• 資產：公司資源
• 負債和權益：剩餘權益或對債權人的義務
• 已儲存假設：集中式的規劃假設，以確保整個應用程式中的假設都能一致
科目類型設定值用以報告每季和「年度總計」值並用於差異分析。
規劃使用階層結構來建立「科目」群組小計與總計。會為每個科目群組指派整合運算
子，以決定它累加至其父項的方式。
範例：淨收入 = 收入總額 - 費用總計
在這個範例中，「收入總計」的整合運算子是「加總」，而且費用總計的整合運算子為
「減去」。
可透過載入資料或使用智慧型檢視在 Account 維度中移入資料。若要從檔案載入資料，
檔案格式必須符合特定需求。
如需使用載入檔案來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在載入或更新每個維度之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是最佳作法。
最佳作法：
• 應該將上層成員設定為「動態計算」。
• 對於用以計算比率和其他類型的 KPI 或百分比的成員公式，請將它們設為「動態計
算」、「兩段式計算」。「兩段式」設定會在上層適當計算「百分比」。

關於 Version 維度
您可以使用版本來保留規劃程序的不同重複。它們對於控制資料的「讀取」或「寫入」
存取權非常有用。
有兩種版本可供使用：
• 標準目標：在上層可輸入輸入資料。
• 標準自下而上式：只能在層級 0 輸入資料。
只能為「自下而上式」版本啟用核准和工作流程功能。
最佳作法是建議使用下列版本：
• 工作中：使用者在此執行任務，包括複查「實際結果」，以及開發「計畫」與「預
測」。

• 已通過第一輪審核：如果您要維護「計畫」的多個重複項目，可以保留此版本的審
核。如果您需要超過一個儲存的重複，可以建立其他成員。您可以利用「複製資
料」功能將資料移到這個版本。「複製資料」會複製資料和文字輸入。

• 假設情況：提供佔位字元，可供使用者用來變更假設及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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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使用載入檔案來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在建置程序載入或更新每個維度之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是最佳作法。
關於 Currency 維度
如果您為應用程式啟用多個幣別，可以新增用以規劃和報告的幣別。
您可以透過要在轉換中使用的案例與年度來定義匯率。會建立計算指令碼，可讓你執行幣別轉
換。若要輸入匯率，請按一下或點選「計畫」並開啟「主要報告幣別的匯率」表單。
最佳作法：
• 限制報告幣別的數目。通常客戶只會有一個幣別。如果您還有其他幣別，請參閱設定幣別
取得詳細資訊。

• 為每個有效的案例與年組合輸入匯率。
• 從這點開始，透過執行預設與每個表單關聯的「計算幣別」商業規則，可以計算幣別轉
換。

• 科目的匯率類型已修改，例如從「結束」到「平均」。
在執行以下動作之前先執行幣別轉換計算指令碼：
• 複查在報表幣別中的任何更新本機資料
• 執行可能與報告幣別資料相依的某些計算。
關於匯率
每個應用程式在建立時都有您指定的預設幣別。當您設定匯率表格時，您輸入所有來源幣別到
預設值的匯率。三角用以轉換至所有其他的「報告」幣別。
針對「平均匯率」與「結束匯率」，會依「案例」和「年度」設定匯率。如需使用載入檔案來
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關於 Period 維度
使用 Period 維度以建立在指定年度內工作曆的範圍，例如，依月份。
最佳作法：
• 為這個維度使用替代變數以支援報告和計算。可能的替代變數為：‘CurrMo’、
‘CurrQtr’、‘PriorMo’。這些變數必須每個月更新。

• 若要使用像是「年累計」(Y-T-D) 或是「季累計」等「期間」，請選取在 Period 維度中的
動態時間序列圖示。接著您可以選取支援程序所需的期間計算。

• 例如，季總計與年總計等摘要期間應該設定成動態計算，才能減少計算時間。
如需使用載入檔案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在載入或更新每個維度之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被視為是最佳作法。
關於年度
年度會納入到應用程式的許多地方，包括表單、計算、報告和智慧型檢視。因為您將會在未來
的許多年都使用此應用程式，參照這個維度的最佳作法是使用替代變數。
替代變數用作定期變更的資訊的通用占位符。變數與值會與年度一致，而值可能會隨時變更。

附錄 G
設計逐步解說的最佳作法

G-7



替代變數的值會以佔位字元顯示在表單和報表上。這將會減少應用程式的維護。透過依
序前往「管理」、「管理」和「變數」來設定替代變數。
如需使用載入檔案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最佳作法是為程序中所包括的每年建立替代變數。例如：
替代變數，描述
CurrY，目前年度
NextYr，預算 (計畫) 年度
PriorYr，上一年度
關於自訂維度
您可以使用自訂維度進一步為您的資料分類。例如，自訂維度可能包含 Product 或
Markets。
在維度層級 (又稱第一代) 無法授予存取權限。例如，無法將存取權限直接指派給所有子
代的 Product 成員。如果您為自訂維度啟用安全性，建議您為將套用安全性存取權指派
的所有自訂維度來設計第二代，同時要留意安全性存取權指派。
如需使用載入檔案來新增維度和成員的詳細資訊，請參閱匯入與匯出資料和中繼資料。
在載入或更新每個維度之後，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是最佳作法。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無論何時變更應用程式結構，均必須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在重新整理應用程式之前，對應用程式的變更不會向執行資料輸入和核准任務的使用者
反映。
例如，當您修改 Entity 成員的特性、新增 Scenario 或變更存取權限時，在您重新整理
應用程式後，會向使用者反映這些變更。
載入歷史資料
在您載入所有的結構後 (例如，科目和實體)，即可載入歷史資料。這可包括來自前年實
際結果與目前年度之計畫與預算的資料。
載入歷史資料會提供使用者分析結果、複查趨勢與進行有意義比較的方法。
它也可協助確認您已內建至應用程式的結構。例如，您可以確認資料是否已繫結至之前
建立的報表。如果資料不一致，您必須確認這是由真正的資料問題所造成或是結構有問
題。
您將需要建立聚總規則，才能在應用程式中查看整合的資料。請參閱聚總選項以深入瞭
解如何建立聚總規則。
關於有效的交集
有效交集可讓服務管理員定義規則 (稱為有效的交集規則)，以便在使用者輸入資料或選
取執行時期提示時針對使用者篩選維度交集。例如，您可以指定某些程式僅對特定部門
有效。運用有效交集以控制僅對有效交集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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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單設計而言，如果在頁面上找到有效交集中設定的維度，在成員選取器中只會對使用者顯
示有效的組合。如果在欄或列上找到以有效交集設定的維度，表單設計工具可以完全隱藏有效
的交集。未選取隱藏選項時，無效的交集會設定成唯讀。
若要深入瞭解，請參閱定義有效交集。
關於表單
您將會建置一些表單以支援資料輸入和摘要層級報表。表單內容與您用以收集和計算資料的範
本類似。配置可能與您目前習慣的試算表配置不同。
您可以在「收入」、「計算薪酬費用」、「其他費用」等主要分類中群組表單。您可以建立一
些表單以支援資料輸入，並建立其他表單以供摘要和複查。您也可以包括圖表以協助使用者分
析結果。
使用者可以輸入文字和資料。它們也可以在表單中選取適當的交集以輸入輔助明細，然後按一
下「輔助明細」來開啟新的輸入表單，以利為該交集輸入其他詳細資料。
表單效能是根據數項因素來決定，包括網路與環境因素、結構、配置等等。
最佳作法：
• 將 Account 與 Period 等密集維度放在表單的列和欄上。將 Entity 等稀疏維度放在 Page 軸
上。

• Scenario 或 Version 與 Year 等維度可以在 POV、欄或列上。請務必正確判斷使用者開啟
表單時，欄或列的傳回方式。

建置輸入表單
建立表單，以允許使用者輸入像是收入、費用和假設等的資訊。
最佳作法：
• 將科目以邏輯方式分組，但是在單一表單上不要包括太多科目。
• 將輸入表單的數目限制為一般使用者可接受的數量。在單一表單上的科目數目與支援程序
所需要的表單數目之間需要達到一個恰當的平衡。

• 使用明細表單讓使用者輸入所有相關的資訊。在表單上應該可以找到需要輸入的所有科
目。這些科目可以細分成數個不同的表單。

• 建置表單時，請確保您選取所有適當的選項以加強表單的設計。例如，請使用設定值以控
制精確度、顯示和功能表，並將正確的規則與表單關聯。

• 使用替代變數參照如 Years 等維度。
• 隱藏無效的「案例/期間」選項，在表單的列或欄中將「期間」設成針對「案例」所設定的
「開始期間」和「結束期間」。可以運用這個功能，以取代 Years 的替代變數。

• 考慮設定有效的交集，以便在不同的維度之間設定關係。在列或欄中可以設定隱藏無效的
組合，僅提供有效的交集給一般使用者。依預設，在「頁面」選擇中設定維度時，只能提
供有效的交集給使用者。

• 使用關係將成員合併至表單，而非個別挑選成員。
• 考慮為 Entity 與 Scenario 等維度使用「使用者變數」，以協助減少一般使用者的維度選
擇。

• 如果您的應用程式支援多個幣別，請考慮設定「使用者」變數，讓使用者可以定義其基礎
幣別。

• 將表單組織至資料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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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代變數」可以減少對表單的維護。
建置詳細的收入與費用表單
明細表單應該允許使用者輸入所有與收入和費用相關的資訊。在表單上應該可以找到需
要輸入的所有科目。
最佳作法：
• 將科目以邏輯方式分組，但是在單一表單上不要包括太多科目。
• 將輸入表單的數目限制為一般使用者可接受的數量。在單一表單上的科目數目與支
援程序所需要的表單數目之間需要達到一個恰當的平衡。

• 使用明細表單讓使用者輸入所有與收入相關的資訊。在表單上應該可以找到需要輸
入的所有科目。這些科目可以細分成數個不同的表單。

• 建置表單時，請確保您選取所有適當的選項以加強表單的設計。例如，請使用設定
值以控制精確度、顯示和功能表，並將正確的規則與表單關聯。

• 建置表單作業可以重覆進行以支援所需的使用者和程序。
將規則與表單關聯
與表單關聯的使用者可讓具有適當存取權限的使用者，從表單啟動關聯的商業規則，以
計算和衍生值。
您可以依立方體將多個商業規則與表單建立關聯。
開啟或儲存表單時，您可以設定與表單關聯的商業規則以自動啟動。啟動規則時，您可
以選取在「表單」上的「使用成員」，從目前表單植入執行時期提示，而非提示使用者
輸入。
最佳作法：
• 對於需要較長執行時間的規則，請將它們設定成從「動作」功能表或是直接透過與
表單的關聯來啟動。

• 如果商業規則有執行時期提示，請限制提示的數目，讓使用者的工作能夠精簡確
實。

新增功能表至表單
您可以將功能表與表單建立關聯。「動作」功能表可讓使用者按一下表單中的列或欄，
並選取功能表項目以執行下列動作：
• 無論有無執行時期提示皆啟動商業規則
• 移至其他表單
• 移至具有預先定義案例及版本的「管理核准」
功能表會依內容顯示。顯示的功能表會隨表單設定值以及使用者在表單中按一下滑鼠右
鍵的位置而異。
最佳作法：
• 設計表單時，請使用「其他選項」選取可供「表單」功能表項目類型使用的功能
表。

• 在您更新應用程式時，請一併更新適當的功能表。例如，若刪除功能表所參照的商
業規則，請將其自功能表中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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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資料驗證表單
資料驗證可以做為已符合商業原則之使用者的視覺線索。您可以將條件色彩編碼新增至表單，
如果輸入的資料違反驗證規則或是如果符合條件，則可以產生驗證訊息。
定義資料驗證規則包含以下主要任務：
• 識別符合條件時要用驗證訊息或不同顏色顯示的資料儲存格或位置。
• 識別在規則評估期間需要參與的儲存格、欄或列，並依此定義規則。
• 在識別的位置建立資料驗證規則。
將表單組織至資料夾中
使用資料夾做為在應用程式中組織表單的方法。表單可依程序或使用者類型在資料夾中群組表
單，或是協助使用者輕鬆找到表單。您可以將表單移到資料夾中，而且您可以建立資料夾階
層。建立資料夾也可簡化指派存取，因為在資料夾中的所有表單都會繼承指派的存取權限。
建立儀表板
儀表板可讓您以圖形方式顯示資訊，或是同時顯示數個表單。您也可以設計互動式的多重圖表
儀表板，讓使用者分析其計畫或預測資料。另一個選項是，您可以一起顯示方格和圖形，或是
您可以結合多個方格。
若要建立儀表板，請執行下列動作：
• 將表單拖放至儀表板。使用設定值輪選取每個方格所需的圖表類型。
• 您可以視需要拖放多個表單，透過設定元件的高度或寬度，以設定顯示的大小。
• 設定儀表板設定值，將維度結合至通用 POV。
• 最佳作法是平衡儀表板上的元件數目，以確保在視覺上能取悅使用者。
建置摘要層次表單
摘要層級表單通常會將使用者所有的計畫或預測整合在一起。它們可讓使用者複查和分析其結
果。
使用儀表板也是協助使用者分析其結果非常有效的方法。
建置財務報表
財務報表可讓使用者分析績效並確認其假設。財務報表可包括「損益表」、「資產負債表」以
及「現金流」。
財務報表通常包括比較資訊，以利使用者分析其差異。摘要層級資訊通常會內建在財務報表
中，還讓使用者可藉由功能表連結表單來檢視詳細資料。
合併商業邏輯
若要將商業邏輯納入到應用程式中，可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建立計算。這可讓您建立、
驗證、部署和管理可解決商業問題的複雜計算。
建立商業規則和規則集一般是為了：
• 執行收入模型化
• 執行支出模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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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算 KPI

• 執行配置
Calculation Manager 包括這些物件：
• 規則：包含元件和範本
• 元件：協助您建立規則
• 規則集：包含可同時或循序計算的規則
若要進一步瞭解如何建立計算，請參閱 Calculation Manager 說明文件。
建置聚總
聚總會將應用程式向上彙整至維度中的摘要層級成員，例如 Entity 或是任何其他稀疏維
度。
Calculation Manager 包括範本來協助您建立聚總。「系統範本聚總」有一些頁籤。以
下是如何使用範本的一些建議。
設定檢視點
設定檢視點時，只會針對所選的成員執行規則。為維度使用執行時期提示，將可讓使用
者在啟動規則時為這些維度指定成員值。如此一來，使用者就可以針對不同年度、案例
和版本啟動規則數次，而不必在 Calculation Manager 中修改規則。
完整密集聚總
如果在密集維度中的父項值未設定為動態計算，請完成此區段。通常此頁籤會保留空
白。
完整稀疏聚總
請選取需要聚總的稀疏維度。選取維度的順序不相關。
局部維度聚總：密集
如果在密集維度中的父項值未設定為動態計算，請完成此區段。通常此頁籤會保留空
白。
建議設定值：
將資料聚總至當地幣別：否
聚總資料庫中缺少的值：是
最佳化「稀疏」維度上的計算：關閉
選取計算器快取的值：預設值
您是否要啟用此精靈的除錯模式？：「除錯精靈開啟」或「除錯精靈關閉」。如果您想
要查看產生的指令碼，以顯示在此範本中某些設計階段提示的選擇，請選取「偵錯精
靈」。
最佳作法：
• 為成員運用執行階段提示，例如 Entity、Scenario 與 Version。這可讓您的規則變
成動態並且根據使者輸入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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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不需要將 Account 與 Period 等密集維度聚總。如果是這樣，您可以將父成員設定為
動態計算。然而，如果您在密集維度上有成員公式，而且未將它們設為動態計算，則會需
要 Calc Dim 規則。

建置詳細計算
您可以使用 Calculation Manager 來建立、驗證、部署和管理可解決商業問題的複雜計算。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可計算的物件類型有三種：
• 規則集：包含可同時或循序計算的規則 (請參閱管理規則。)

• 規則：包含元件和範本 (請參閱管理規則。)

• 元件：包含公式元件、指令碼元件、條件元件、範圍元件，以及固定迴圈元件 (請參閱管
理規則。)

最佳作法：
• 建置規則的第一步，是確保您瞭解商業邏輯以及此規則會套用至哪些實體或部門。例如，
瞭解在規則中所包含的科目。

• 請務必瞭解來源與目標科目。
• 在您完全瞭解計算的動因後，請使用適當的物件元件或是範本以建置規則。元件和範本會
協助成員選擇以協助部署規則。

為成員運用執行階段提示 (例如 Entity、Scenario 與 Version)，可讓您的規則變成動態並根據
使用者輸入執行。
建置報表
建置報表可讓您報告財務以進行管理。在此步驟中，您將建置「損益表」及其他您的管理團隊
習慣複查之適當格式的詳細報告。
報表格式可指定報表的配置，例如在列與欄中有哪些元素。報表格式可用以建立不同的報表，
例如依「成本中心」或是「依部門」。
最佳作法：
• 在建置報表之前，請先決定需要多少不同的報表格式。
• 若要簡化建置報表的程序，請針對您需要的每個報表類型指定報表格式。
• 透過適當排列維度以開始建置報表。接下來，取得報表以擷取資料。最後，套用格式設
定。

建置任務清單
任務清單透過列出任務、說明和到期日為執行計畫程序的使用者提供手冊。任務清單可協助引
導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以確保遵循程序並且已收集所有適當的資料。
應該開發任務清單才能支援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和處理流程。任務可協助使用者執行許多類型的
任務，例如：
• 開啟表單
• 啟動您指定的商業規則
• 使用指定的案例和版本開始複查程序
• 複製目前表單資料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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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指定的 URL

任務可引導使用者完成規劃程序。任務可協助使用者執行許多類型的任務。他們可協助
引導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以確保遵循程序並且已收集所有適當的資料。
建置任務以支援不同類型的使用者和處理流程。
設定導覽流程
「導覽流程」可設定在使用者畫面頂端提供使用叢集或卡。卡通常會與商業程序中的動
作關聯，例如「計畫收入」與「計畫費用」。在每張卡中，可以建立垂直頁籤以引導使
用者完成該業務區域的程序。可以將表單連結至垂直頁籤，以便在程序中引導使用者。
垂直頁籤可以有一或多個水平頁籤連結至表單或儀表板。
您的應用程式具有預設導覽流程。若要為組織自訂卡與流程，請複製預設值，即可使用
它來建立自己的卡與流程。
依序點選或按一下「設定值」和「導覽流程」。依序點選或按一下「動作」和「建立複
本」。
您可以建立叢集以代表整個商業程序，此程序可以包含適用於動作的卡，或是您可以直
接建立新卡。卡可以設計成單一頁面或是可以有多個頁籤。如需設定成表格式的卡，您
可以有多個頁籤，可讓一般使用者以水平頁籤的方式看見內容。您可以為每個頁籤指定
內容類型並連結至物件。
例如，您可以將卡和下列項目關聯：
• 儀表板
• 表單
• 規則
• 核准
設定存取權限
存取權限可在產品啟動後決定使用者的權限。最常見的是，建立群組以協助組織使用
者。根據定義，使用者群組是一組具有類似存取權限的使用者。
群組和個別使用者的存取權限可以指派給這些應用程式元素：
• 案例
• 版本
• 科目
• 實體
• 自訂維度成員
• 表單
• 商業規則
使用者可以在群組中：
• 服務管理員
• 超級使用者
• 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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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者
最佳作法：
• 對於預設所保護的維度，請視需要修改存取權限。
• 將存取權指派給應用程式元素，例如維度成員、表單和規則。使用者可以檢視或使用他們
有存取權的這些應用程式元素。

關於使用者和群組
在獲得應用程式中任何元素的存取權限之前，必須將您公司的使用者新增至 Oracle Identity
Management System。存取權限可在產品啟動後決定使用者的權限。
根據定義，使用者群組是一組具有類似存取權限的使用者。使用群組來組織使用者和指派存取
權限，是最佳作法。
新增使用者
您必須將使用者新增至您的環境、指派的權限以及授予的應用程式存取權中。
您必須將使用者的角色定義為以下其中一個類型：
• 服務管理員：建立及管理應用程式，包括維度、表單、計算等等。服務管理可管理存取權
限並起始預算程序

• 超級使用者：建立及維護表單、智慧型檢視工作表，以及財務報告報表。可以執行所有的
使用者任務。

• 使用者：輸入及提交計畫以供核准、執行商業規則、使用其他人建立的報表，以及檢視和
使用任務清單。運用智慧型檢視來輸入資料及執行特設分析。

• 檢視者：透過資料表單，以及已獲授權的任何資料存取工具來檢視和分析資料。檢視者無
法在應用程式中修改任何資料。「檢視」使用者通常是需要在預算程序期間與結束時檢視
業務計畫的主管階層。

使用者、超級使用者以及檢視者可以根據服務管理員指派的權限來存取表單、任務清單以及商
業規則。
建立群組
強烈建議您在指派存取權限給使用者時運用群組。持續建立類似使用者的群組可使安全性維護
更輕鬆。將使用者新增至群組時，他們會繼承群組的存取權限。將群組存取權限指派給元素時
(例如維度成員、表單以及任務清單)，表示您不必為每個使用者個別指派這些存取權限。
最佳作法：
• 如果將個別使用者指派給某個群組，而該個別使用者的存取權限與該群組中的使用者衝
突，則個別使用者的存取權限具有優先權。

• 為具有類似存取權限的使用者集合使用群組，應該在實作使用者存取權之前充分定義。
• 個別的權限會置換群組權限。
• 如果將個別使用者指派給多個群組，則具有最高存取權限的群組具有優先權。
指派給使用者的存取權限可直接置換從使用者所屬群組所繼承的存取權限。例如，如果您已從
群組繼承 Plan 的讀取存取權，但是已直接指派 Plan 的存取權給該群組，則您將獲得 Plan 的
寫入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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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使用者指派至群組
運用群組為最佳作法，可減少維護並指派類似的存取權給使用者。提供使用者存取權給
適當的群組。
指派維度的存取權
為了讓使用者可以讀取或寫入資料，必須指派下列維度的存取權限：
• 科目
• 實體
• 案例
• 版本
如果在自訂維度上啟用安全性，您必須將使用者的安全性也指派給那些維度。對於預設
所保護的維度，請視需要修改安全性存取權。
指派 Account 維度的存取權
僅提供使用者允許查看之科目的讀取或寫入存取權給使用者。您可以將存取權限指派為
「讀取」、「寫入」或是「無」。
最佳作法：
• 只要可以持續減少安全性維護，應該也可以運用關係功能。關係函數為：

Member、Children、iChildren、Descendant 及 iDescendant。例如，將寫入存取
權指派給某個群組之「淨收入」的子代，可讓該群組的所有使用者擁有「淨收入」
子代所有科目的寫入存取權。如此一來，您不需要將存取權個別指派給每個科目。

• 若要充分利用優先順序與繼承的規則，請使用以例外為基礎的方法來管理安全性。
安全性的主要指派應該依群組和關係來進行。將群組權限指派給父項層級成員，然
後使用關係將指派向下發送至子項或子代。只有在例外情況下，才會將個別使用者
權限指派給子項。

指派 Entity 維度的存取權
僅提供使用者允許查看之實體的讀取或寫入存取權給使用者。您可以將存取權限指派為
「讀取」、「寫入」或是「無」。
指派 Scenario 維度的存取權
通常會將對 Scenario 的存取權設定為「讀取」或「寫入」。例如，您可能會指派
Actual 與 Variance 案例的「讀取」存取權，以及指派 Plan 和 Forecast 的「寫入」存
取權。
指派 Version 維度的存取權
通常會將對 Version 的存取權設定為「讀取」或「寫入」。例如，您可能會指派 Final
Version 的「讀取」存取權，以及指派 Working 的「寫入」存取權。
指派自訂維度的存取權
如果在任何自訂維度上啟用安全性，您必須將安全性指派給維度，使用者才能擁有存取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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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表單的存取權
在使用者可以開啟表單之前，他們必須先獲得存取權限的指派。
除非為其指派更具體的存取權，否則已指派表單資料夾存取權的使用者可存取該資料夾中的表
單。
使用者與超級使用者只能針對其擁有存取權的表單加以檢視或為其輸入資料。使用者只能與擁
有存取權的成員合作。
提示：
• 若要簡化指派存取權給表單的程序，請將表單組織至資料夾中，並在資料夾層級指派存取
權，而非在個別表單層級指派。您可以將存取權設定為「讀取」、「寫入」或「無」。

• 在您將存取權指派給資料夾時，其中的所有資料夾都會繼承該存取權。
• 如果您將特定存取權 (例如「無」或「寫入」) 指派給表單資料夾，該存取權限將優先於其
父資料夾的存取權限。例如，如果使用者具有 Folder1 的「寫入」存取權，但對於其中包
含的 Folder2 只有「無」存取權，該使用者將可以開啟 Folder1，但看不到 Folder2。

• 如果使用者對稱為 Folder1 的表單資料夾 (含有使用者具有「寫入」存取權的表單 (稱為
Form1)) 具有「無」存取權，該使用者將可看到 Folder1 與 Form1。

指派商業規則的存取權
在使用者啟動商業規則之前，他們必須先獲得規則的存取權限。
最佳作法是將商業規則組織到具有類似使用者權限的資料夾中，以及將安全性套用至資料夾。
您也可以提供存取權限給個別的商業規則，雖然這有一點比較耗時。
除非使用者獲指派更具體的存取權，否則，他們對其獲指派存取權之資料夾內的 Calculation
Manager 商業規則具有「啟動」存取權
指派任務清單的存取權
為了能夠在應用程式中導覽，使用者必須獲得個別任務清單的存取權指派。
最佳作法是使用群組指派存取權。將存取權套用至個別任務清單，會更有效率。
指派報表的存取權
在使用者可以使用它之前，必須先指派報表的存取權給使用者。
與其他物件一樣，建議您將報表組織成資料夾並在資料夾層級指派存取權。這將可限制維護安
全性所需的作業。將報表新增至資料夾時，會從資料夾繼承存取權。
建置核准
使用核准以追蹤預算和複查狀態、規劃單位所有權以及程序問題。這將會減少規劃週期所需的
時間。
設定獨立於組織結構的核准路徑，以反映計畫或預測為了獲得核准而必須遵循的路徑。
使用者可以為其提交提供註釋和註解。
設定規劃單位階層
設定規劃單位階層可定義用於核准中的呈報途徑。規劃單位階層的基礎是 Entity 或是 Entity 維
度的任何部分與任何次要維度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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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您在工作流程的位置而定，次要維度可以是數個維度之間的混合。例如，您可以在呈
報途徑中為某些實體將 Entity 維度與 Products 維度結合，同時為其他實體在呈報途徑
中使用 Channels 維度。
擁有者與複查者可以直接指派給規劃單位。可以建立驗證規則以處理與資料條件相依的
條件呈報路徑。您會建立不同的規劃單位階層，以支援組織中的檢閱程序
接著會將規劃單位階層指派至適當的 Scenario 與 Version 組合。
規劃單位是案例、版本和實體或部分實體的組合。案例和版本是複查週期的基礎。規劃
單位階層包含規劃單位以及任何屬於複查程序一部分的其他維度。
關於核准所需知道的一切：
• 除非某個事件觸發變更呈報途徑，否則當您為規劃單位選取擁有者與複查者時，複
查程序會遵循您所設定的呈報途徑來進行。

• 規劃單位階層成員之間的父項/子項關係會影響複查程序
• 呈報或拒絕父項後，除非父項的子項獲得核准，否則將會呈報或拒絕子項。父項的
擁有者成為子項的擁有者。

• 使用者核准父項後，其子項亦獲得核准。
• 全部子項被呈報至同一擁有者後，父項會呈報至該擁有者。
• 當所有的子項狀態變更成同一個狀態 (例如「暫時核准」) 時，父項狀態會變更成相
同的狀態。

• 如果子項具有不同的擁有者，使用者不能變更其父項的狀態。
• 如果其他使用者將子項呈報、提交或暫時核准，且父項無擁有者，則僅服務管理員
可變更其狀態。

• 規劃單位會從某個複查者移至另一個複查者，直到完成預算處理。
測試
測試是應用程式開發的關鍵步驟。所有的計算、存取權限和報告都必須加以測試，才能
確保它們正常運作。
關於單位測試
單位測試是正式測試的第一個步驟，而且是測試環境的主要建置區塊。單位測試需要以
獨立的單位來測試應用程式的每個功能區域，從而確保它能夠依預期執行。
例如，測試可以確認資料載入從執行到完成都沒有錯誤。其他測試可確認表單和報表可
存取、計算已完成等等。
建置或設定應用程式的人通常會執行單位測試。
關於系統測試
系統測試會驗證系統在沒有錯誤的情況下操作，並提供所需的功能。
主要的焦點在於測試已設定應用程式的方式，以及查看團隊如何建構商業程序與報表。
系統測試會聚焦在測試整個系統，包括唯一的參數組態、將使用的所有功能以及任何增
強功能。
系統測試也會測試軟體更進一步的功能，並驗證手動程序、表單和控制的有效性。它是
一組完整的正式功能測試，涵蓋所建系統內功能的所有層面。
這種類型的測試通常會與下列項目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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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測試：測試系統安全性及資料庫安全性對於整體系統及每個特定使用者而言是否適
當。

• 整合測試：測試整體的商業解決方案，包括與其他整合系統之間的資料傳輸情況。當已結
合系統的所有層面時，這將會確認功能是否仍然有效。

• 使用者驗收測試：使用者驗證系統是否運作正常，以及是否符合需求。如果使用者未包含
在正式系統測試中或是他們要求特定測試，可能需要進一步的接受測試。然而，在大部分
的情況下，這個類型的測試將會在「系統測試」和「整合測試」中執行，但使用者必須承
認這些測試足以令人接受。

推展
在推展期間，您可以訓練在系統上的一般使用者，並說明如何導覽和使用功能。最佳作法是記
錄您的系統，以便在需要時，可讓別人接管管理。
訓練
此系統的所有使用者都應該接受使用此應用程式的訓練。使用者需要瞭解如何在此應用程式中
舒適地導覽，並瞭解指派給他們的任務。訓練應包括登入應用程式、導覽整個任務清單、輸入
資料、執行規則、使用智慧型檢視，及使用應用程式內的工具。訓練通常是使用者第一次接觸
應用程式，而且充分計畫與執行的訓練課程可協助建立良好第一印象。
文件系統與管理資訊
在建置應用程式後，建議您為應用程式建立系統管理說明文件。
最佳作法：
• 當有新的資訊時，請在「建置程序」的結尾建立這個說明文件。
• 包括資料來源、應用程式結構、計算的運作方式以及應用程式所需的維護資訊。
列出以時間範圍劃分的維護任務，例如每月和每年的維護。這使得日後若有需要，可讓別人便
於接管系統。
為使用者啟用應用程式
若要為一般使用者啟用應用程式，您必須開啟系統啟用。除此之外，啟動規劃單元以啟用核
准。
開始規劃單位
在使用者可以存取系統以開始複查程序之前，必須先啟動規劃單元。規劃單位啟動之後會從某
個複查者移到另一個複查者，直到完成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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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常見問題集

相關連結
• 什麼是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
• 如何為我的環境設定品牌以輕鬆辨識？
• 是否可以變更「我的業務程序」中的標誌？我可以自訂什麼圖形元素？
• 我可以自訂我的 EPM Cloud 業務程序外觀和變更背景嗎？
• 哪裡可以找到 Groovy 商業規則的說明文件和範例？
什麼是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
如果您在 2019 年 6 月 4 日之前購買 EPM Cloud，除了 Standard PBCS 與 Enterprise PBCS
授權之外，Oracle 提供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當您購買 Enterprise PBCS
授權或是 PBCS Plus One Business Process 選項授權」時，視您授權的特定選項而定，您可
以建立 Enterprise 類型的應用程式或是將 Standard 應用程式轉換至 Enterprise 應用程式類
型，然後選擇設定 Enterprise 商業程序：「財務」、「策略模型化」、「人力」、「專案」或
是「資本」。
只有當您的應用程式是「企業」應用程式類型時，產品中的某些功能才會啟用。這類功能中有
一個是使用 Groovy 規則 (請參閱使用 Groovy 規則)。
如何為我的環境設定品牌以輕鬆辨識？
請參閱自訂顯示。
是否可以變更「我的業務程序」中的標誌？我可以自訂什麼圖形元素？
是，您可以變更標誌。請參閱自訂顯示。
我可以自訂我的 EPM Cloud 業務程序外觀和變更背景嗎？
是，您可以自訂外觀和變更背景。請參閱自訂顯示。
如何以多種語言顯示成員名稱？
別名表可讓您以多種語言顯示成員名稱。首先，為每種語言建立別名表。將每種語言的成員名
稱載入各種別名表。然後建議特定區域的使用者選取其對應的別名表做為使用者偏好設定。請
參閱管理別名表與設定成員名稱或別名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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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裡可以找到 Groovy 商業規則的說明文件和範例？

備註：
• Groovy 隨附於 EPM Enterprise Cloud。您可以在所有的應用程式類型 (自
訂、模組及任意格式) 中建立及編輯 Groovy 規則。

• 您也可以將 Groovy 規則與 Enterprise PBCS 和 PBCS Plus One 搭配使
用。

• 此外，您還可以將 Groovy 規則與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和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搭配使用。

如需有關使用 Groovy 規則的基本資訊，請參閱使用 Groovy 規則。
如需使用 Groovy 建立商業規則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使用 Oracl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Service 的計算管理員設計 中的建立 Groovy 商業規則。
若要檢視有關設計 Groovy 規則的技術參照和範例指令碼，請參閱雲端說明中心的 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
您也可以從 Oracle Enterprise Planning and Budgeting Cloud 學院中存取此參照。若要
存取學院，請登入業務程序例項，然後按一下學院。
API 參照包含範例來示範 EPM Groovy 物件模型的語法和功能。
若要檢視 Groovy 指令碼範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 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Java API Reference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Groovy Rules。

2. 請執行下列其中一項作業：
• 在主頁面上，向下捲動至 Groovy 指令碼範例。若要檢視範例，請按一下

Groovy 指令碼範例相關句子中的「這裡」。
• 在左窗格的所有類別下方，按一下主題來檢視 Groovy 指令碼的詳細資訊和範
例。例如，按一下 StrategicModel 可檢視從規劃載入資料並發送至策略模型化
的指令碼範例，以及從策略模型化載入資料並發送至規劃的指令碼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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