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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ax Reporting 概觀

Tax Reporting 是全方位的整體納稅準備金解決方案，適合需要依據 GAAP (一般公認會計原
則) 或 IFRS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進行報告的跨國公司。此解決方案包含公司備付稅款程序的所
有階段，包括稅務自動化、資料收集、備付稅款計算、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稅務報告與分
析，以及國別報告 (CbCR)。

備註：
本手冊專為管理員設計，可實作與維護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

Tax Reporting 提供實作新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的起始點。
Tax Reporting 可計算公司的整體備付稅款、有效稅率及備付稅款目的之遞延稅捐。本應用程
式遵循 US GAAP 和 IFRS 規定的所得稅會計準則。
Tax Reporting 可為您的公司使用相同的平台作為關帳程序，因此可利用相同的中繼資料直接
整合。作為一套解決方案，可依據法人報告整合的稅前收入，以計算整合的所得稅備付稅款。
當公司會計確定期末結算時，系統中會輸入所有必需的金額 (例如永久性和暫時性差異、稅率
和外匯匯率)，Tax Reporting 會根據法人與管轄區，自動計算目前和遞延所得稅準備金。
在備付稅款計算中，Tax Reporting 會產生日記帳分錄並製作所得稅財務報表揭露的草稿，再
加上支援的費率表。支援的費率表會在財務報表的所得稅註腳中提供必要揭露的詳細資料，包
括：
• 依國外與國內實體計算稅前收入
• 依目前和遞延稅額整合備付稅款
• 整合與法定稅率調節
• 組成遞延稅項資產、負債和計價備抵 (若需要)

請觀看概觀影片：  Tax Reporting Cloud 入門。

備付稅款程序
Tax Reporting 程序可讓您根據年累計數字準備完整的納稅準備金。全域備付稅款程序從法人
層級開始，採用所需的報告標準 (例如 US GAAP 或 IFRS) 和當地幣別。
下面的流程圖詳細說明了 Tax Reporting 的稅務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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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開始程序，管理員須依法人將試算表資料匯入至 Tax Reporting。
載入資料後，管理員執行「稅務自動化」程序將試算表的資料載入和植入備付稅款排程
(例如：「稅前淨收入」，以及選取的永久性和暫時性差異)。
「稅務自動化」程序完成後，使用預建的資料表單輸入其餘的資料，或透過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提交。此資料包括：
• 稅率
• 稅前收入調整或重新分類的未自動化金額
• 永久性和暫時性差異的未自動化金額
• 任何其他備付稅款項目
• 申報與預提差異金額
• 「稅務科目前推」內的手動活動 (例如支付、退款、重新分類)

• 對自動化金額進行的任何調整，以移除試算表內可能存在的差異 (例如包含在「餐
飲和娛樂」中的差旅費)

輸入自動和手動金額後，系統將計算：
• 目前備付稅款
• 遞延備付稅款
• 遞延稅收前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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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務科目前推
• 報表幣別和當地幣別中的「有效稅率」調節
下列表單和報表可於此應用程式中使用：
• 目前備付稅款
• 暫時性差異前推
• 遞延稅收前推
• 有效稅率調節 - 已整合
• 有效稅率調節 - 法定
• 稅務科目前推
• 稅務日記帳分錄 (使用「智慧型檢視」並以「稅務科目前推」為基礎)

• 稅務註腳 (使用「智慧型檢視」並以「目前備付稅款」和「稅務科目前推」為基礎)

我應該先執行哪一個任務？
在使用 Tax Reporting 執行任一個任務之前，請仔細閱讀此主題。
• 充分瞭解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or

Administrators 手冊的內容。您可能還要閱讀使用者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入門 手冊。

• 滿足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入門 中的「使用
EPM Cloud 元件」列出的瀏覽器以及其他需求。

•  存取「學院」觀看下列影片，以熟悉 Tax Reporting：
– 簡介：Tax Reporting Cloud 快速入門
– 簡介：輕鬆瞭解 Tax Reporting Cloud

– 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建立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
– 簡介：設定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
– 簡介：瞭解 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安全性
– 簡介：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使用中繼資料
– 簡介：將資料載入 Tax Reporting Cloud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設定實體與管轄區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設定永久性差異
– 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設定暫時性差異
– 簡介：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使用補充資料
– 簡介：使用 Oracle EPM Cloud 的國別報告.

管理員適用：
請熟悉下列額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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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每日備份與維護時間動作。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入門 中的「使用維護快照備份和還原環境」。

• 設定 Oracle Cloud 電子郵件的「寄件者原則架構」(SPF) 記錄。請參閱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or Administrators
中的〈Configuring SPF Record for Oracle Cloud Email Verification〉。

• 瞭解安全性與建立使用者和指派角色。請參閱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入門 中的「保護 EPM Cloud 的安全性」。

• 複查整備資訊：Tax Reporting 的 Oracle Cloud Readiness 網站連結，您可以從中
複查有關每個版本最新動向的資訊。

• 結合 Customer Connect：Oracle Applications Customer Connect 網站的連結，您
可以從中加入討論、提出問題，以及分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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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應用程式

相關主題
• 瞭解應用程式
• 建立應用程式的必備條件
• 建立應用程式的工作流程
• 建立應用程式
• 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 設定管轄區和實體
• 移除應用程式

瞭解應用程式
當您開始使用 Tax Reporting 時，您必須建立應用程式來管理資料、維度和表單。每個環境僅
可建立一個應用程式。
只有經過授權的「服務管理員」可以建立應用程式。服務管理員也可執行下列任務：
• 執行持續的維護，例如建立、編輯或移除維度和成員
• 匯入及匯出資料
建立應用程式時，您需要配置設定值，以管理顯示與程序。您可從您的 ERP 或財務系統匯入
中繼資料，或是從現有的中繼資料儲存庫載入預先格式化的中繼資料純文字檔，將維度植入您
的應用程式。
建立應用程式後，可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來檢視與管理應用程式。
選取下列頁籤來檢視應用程式的詳細資料：
• 應用程式概觀頁籤
• 應用程式立方體
• 應用程式維度
• 應用程式活動報表與存取日誌

應用程式概觀頁籤
「應用程式概觀」顯示應用程式特性和應用程式統計，例如應用程式和相關立方體中的任務、
資料項目、規則與核准階層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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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立方體
「立方體」頁籤顯示與應用程式相關的立方體名稱和類型。依預設，在多重幣別應用程
式中有三個立方體：
• Consol -- 整合
• Rates -- 外匯匯率
• CbCR -- 國別
• Config – 組態

應用程式維度
「維度」頁籤顯示此應用程式中包含的維度和下列特性：
• 在立方體下拉清單中，選取要檢視的立方體，或選取全部以檢視所有立方體的維
度。

• 維度類型與名稱
• 順序
• 密集維度 -- 只有「帳戶」維度可設為「密集」且無法修改。所有其他維度均設為
「稀疏」。若需要，您可以修改新「資料來源」維度的綪效設定值，如變更資料來
源維度的效能設定值中所述。

• 評估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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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經過修改，會顯示上次修改維度所的使用者，以及修改的日期。
 

 

應用程式活動報表與存取日誌
活動報表
「活動報表」提供自上次自動維護間隔以來，應用程式所執行任何動作的摘要與詳細資料。
每天自動產生的活動報表可讓服務管理員瞭解應用程式使用狀況。它也會藉由識別影響應用程
式效能的計算指令碼和使用者要求，幫助簡化應用程式設計。此報表中包含的資訊包括：
• 使用者資訊，例如每天、每小時、過去 7 天，以及過去 30 天登入應用程式的使用者數目
• 花費 10 秒以上完成之要求的百分比
• 依持續時間排列要求
• 耗時超過 10 秒鐘才完成的要求排名
• 在報告期間所發生的應用程式設計變更數

備註：
「應用程式活動報表」使用管理員的時區，該時區在「維護視窗」畫面中設定。

 

第 2 章
瞭解應用程式

2-3



 
關於存取日誌
您也可以下載「逗點分隔值」(CSV) 檔案，該檔案提供有關存取商業程序及執行活動之
IP 位址的詳細資訊。每天都會產生存取日誌。存取日誌可讓您瞭解 Financial Reporting
活動，包括日期與時間、使用者存取的資源、使用者活動的持續時間、使用者連線到商
業程序的 IP 位址，以及使用者在商業程序中執行的動作。
若要檢視「活動報表」與下載「存取日誌」，請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選取概
觀，然後按一下活動報表頁籤。
活動報表與存取日誌保留原則
Oracle 僅保留過去 60 天的活動報表和存取日誌。
如果您需要活動報表與存取日誌以進行稽核用途，請使用 downloadfile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命令以將活動報表與存取日誌從寄件匣下載至本機電腦。請參閱使
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中的〈命令
參照〉。
檢視活動報表並下載存取日誌
若要檢視「活動報表」並下載「存取日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以及活動報表。
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若要開啟活動報表，請在指示您要下載日誌之日期的列中，按一下活動報表下
的檢視。

• 若要下載存取日誌，請在指示您要下載日誌之日期的列中，按一下存取日誌下
的下載

自動執行活動報表下載
活動報表是稽核應用程式使用狀況及診斷當天可能發生之服務問題的便利工具。此外，
報表可用於將使用狀況和效能與過去報表中可用的使用狀況與效能進行比較。
Oracle 提供指令碼可供您用於在預設排程中下載活動報表。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Automate 中的下列主題：
• 案例 11：自動下載活動報表至本機電腦
• 自動執行指令碼
• 安裝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
• 執行 EPM Automate 公用程式
檢視活動報表並下載存取日誌
若要檢視「活動報表」並下載「存取日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概觀以及活動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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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若要開啟活動報表，請在指示您要下載日誌之日期的列中，按一下活動報表下的檢
視。

• 若要下載存取日誌，請在指示您要下載日誌之日期的列中，按一下存取日誌下的下載

使用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
「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可讓您將檔案上傳至伺服器/寄件匣，也可將檔案從伺服器下載至
本機電腦。它還可讓您檢視「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中的檔案，然後利用這些檔案來排定匯
入和匯出工作。您可以依名稱篩選、重新整理清單，以及從伺服器上傳檔案。
若要檢視「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中的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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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動作中，選取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
3. 選擇性：若要篩選檔案清單，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套用。
4. 選擇性：若要重新整理檔案清單，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若要上傳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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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動作中，選取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
3. 在「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中，按一下上傳。
4. 在上傳檔案方塊中，按一下瀏覽來選取檔案。
5. 選擇性：按一下覆寫檔案。
6. 按一下上傳檔案。

建立應用程式的必備條件
為了建立應用程式，必須滿足下列條件：
• 分析可用的歷史資料之後，您已建立一組需求並開發可支援需求的應用程式設計。
• 已設定安全性元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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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少一個使用者被授予應用程式例項的「服務管理員」角色。
相關主題：
如需瞭解存取控制概觀、管理群組和將單一使用者指派到多個群組，請參閱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存取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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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應用程式的工作流程
表格 2-1    建立應用程式的工作流程

任務 描述 請參閱
建立應用程
式。

建立應用程式。 建立應用程式
設定應用程式
設定值

設定應用程式設定值
• 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 數字格式
• 設定核准
• 設定通知
• 設定報表幣別
• 設定日期與時間顯示
• 設定別名
• 選取重新整理資料庫選項

請參閱管理應用程式與系統設定值

匯入中繼資料 匯入中繼資料
執行稅務自動
化

瞭解稅務自動化
匯入資料 從載入檔案將維度及其成員載入

至應用程式。
匯入資料

指派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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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期續用 執行轉期續用和複製組態

建立應用程式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可讓您計算與報告全國與地區層級的目前及遞延稅捐。在單一
環境中只能建立一個應用程式。
在開始之前，請考慮應用程式的範圍；決定應該包含的資料，以及組織的方式。建立應
用程式時，您需要指定開始與結束年度。將以您在設定時選取的選項，以預建的內容來
建立應用程式。
您可以使用下列其中一個選項來建立應用程式：
• 建立新的應用程式。應用程式會提供您需要的表單與計算。建立應用程式時，您需
要定義年數與主要幣別，並指定應用程式是否將使用多重幣別。然後您可以手動方
式，或使用純文字檔載入您的中繼資料與資料。請參閱建立新應用程式。

• 建立範例應用程式。範例應用程式提供預先載入的範例中繼資料、資料及相關的物
件，讓您可以立即嘗試不同的作業、執行計算或輸入資料。運用立即可用的環境，
您可以探索 Tax Reporting 的各種功能與效能、熟悉表單與操作，讓您可以更輕鬆
地使用範例作為參照，在就緒時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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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有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工作區才提供「範例應用程
式」選項。

建立新應用程式
建立新應用程式時，您需要定義應用程式的開始和結束年份，選取應用程式的預設幣別，然後
選取要啟用的功能。
作為建立應用程式的一部分，會自動套用以下強制功能：
• 追蹤多重來源資料輸入 -- 補充資料與管理的資料
• 公司間 -- 公司間資料與追蹤公司間排除
• 報告標準 -- 多重 GAAP 報告
您可選擇啟用下列其他功能：
• 選取 IFRS 以計算未認列遞延稅項 (DTNR)，並在整合有效稅率 (CETR) 上以 IFRS 格式申
報。

• CbCR (CBC 資料輸入表格、摘要表格和申報報表) 用來計算分析，以評估轉移訂價策略造
成的風險。

• 期中備付稅款可啟用期中備付稅款，以使用按年計算的預估有效稅率 (AEETR) 加上離散稅
額來計算每月或每季備付稅款。

• 加權平均值可啟用加權平均值以計算每個基礎實體或父實體之稅前淨收入的平均外幣轉換
匯率。

• 所有權管理可用來對每個「案例」、「年份」和「期間」組合的每個實體父項/子項組合指
派所有權百分比和整合方法。

備註：
如果您在建立應用程式時未選取選擇性功能，但之後想改變心意，您可以在建立應用
程式啟用該功能。一旦啟用，則無法停用功能。請注意，動態計算管轄區只能夠在
「啟用功能」畫面上啟用。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請觀看此概觀影片以瞭解如何建立應用程式：  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中建立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
若要建立新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使用為此例項提供的 URL，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登入 Tax Reporting。
2. 在 Tax Reporting 畫面的建立新應用程式下，選取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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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建立應用程式：一般中，輸入新應用程式的名稱和說明，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4. 在建立應用程式：詳細資料中，執行下列任務：
a. 在期間和年度之下，複查應用程式將包含的期間：
• 12 每月期間 (P1-P12)

• 預設 RTA 期間 (P13) - 申報與預提差異
• 預設 稽核期間 (P14)

這些值無法修改。
b. 在開始和結束年度下，選取所需的範圍。
c. 在幣別之下，選取應用程式的主要幣別以進行報告。
d. 依預設，已選取多重幣別選項。如果您未規劃使用多重幣別，請清除是核取方
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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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多重幣別在應用程式建立之後即無法變更。

e. 按一下下一步。
 

 

5. 在建立應用程式：功能上，針對每個您想要搭配應用程式一起使用的選擇性功能按一下啟
用：
• 為應用程式選取 IFRS 報告標準。您可選取一或兩個下列功能：
– 未認列遞延稅項 (DTNR) 可根據損益或非損益金額的有效稅務來輸入未認列金額的
遞延稅項。

– 整合有效稅率調整，以計算備付稅款總計的全國和地區 ETR。如果您選取整合有
效稅率調節，下列表單會在應用程式中自動啟動：
* 整合 ETR IFRS 稅率 - 依實體
* 「整合 ETR IFRS - 依實體」顯示使用實體 CETR IFRS 稅率計算的科目

• 選取 CbCR 可啟用「國別報告 (CbCR)」以計算可評估轉移訂價策略所造成之風險的
分析。

• 選取期中備付稅款來啟用期中備付稅款，以計算使用按年計算預估有效稅率 (AEETR)
加上離散稅額的每月或每季備付稅款。

• 選取加權平均值可啟用加權平均值以計算每個基礎實體或父實體之稅前淨收入的平均
外幣轉換匯率。

• 選取所有權管理可用來對每個「案例」、「年份」和「期間」組合的每個實體父項/子
項組合指派所有權百分比和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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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選取「所有權管理」，請確定「資料來源」維度設定為「稀
疏」。若要驗證或修改您的應用程式的效能設定，請移至變更資料來
源維度的效能設定值。

 

 

6. 按一下下一步。
7. 在建立應用程式：複查中，複查應用程式結構與功能的所有輸入項目。在功能下，
會顯示強制功能。IFRS、CbCR、期中備付稅款、加權平均值和所有權管理這些選
項必須選取才會顯示。
 

 

8. 若所有項目均正確，按一下建立。
應用程式建立程序已起始。這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因此，在顯示成功的應用程
式「建立狀態」訊息之前，請勿關閉瀏覽器視窗。
將根據您在設定時選取的選項，以標準維度和中繼資料來建立應用程式。

9. 在完成訊息上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從「首頁」上開始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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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範例應用程式
Tax Reporting 提供您建立範例應用程式的選項，包含預先載入的中繼資料、資料及相關的人
工因素。藉由嘗試與測試此立即可用的環境，您可以探索 Tax Reporting 的各種功能與效能，
然後使用範例應用程式作為參照，更輕鬆地使用您的中繼資料和資料建立自己的商業程序。

備註：
只有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工作區才提供「範例應用程式」
選項。

作為建立範例應用程式的一部分，會自動套用以下強制功能：
• 追蹤多重來源資料輸入 -- 補充資料與管理的資料
• 公司間 -- 公司間資料與追蹤公司間排除
• 報告標準 -- 多重 GAAP 報告
• IFRS 適用於應用程式的報告標準，包含下列功能：
– 未認列遞延稅項 (DTNR)

– 整合有效稅率調節
• CbC (國別報告) 提供完整的表格 1、2 和 3 來計算分析，以評估轉移訂價策略造成的風
險。

備註：
如果您不想針對應用程式使用 IFRS 或 CbC，您必須建立一個不啟用這些功能的新
應用程式，如建立新應用程式中所概述。
如果您想要在應用程式中使用期中備付稅款，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功能以啟用該功
能。

若要建立範例應用程式，請執行下列的動作：
1. 使用為此例項提供的 URL，以系統管理員的身份登入 Tax Reporting。
2. 在 Tax Reporting 畫面的建立範例應用程式下，選取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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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建立範例應用程式畫面上，為下列每個角色選取使用者：
• 超級使用者 -- 選取要指派為範例應用程式「超級使用者」的使用者。必須為選
取的超級使用者指派明確的「超級使用者」角色。此角色可以授予讀寫權限，
還能為實體執行自動稅務核算，以及將資料匯入實體。

• 服務管理員 -- 選取要指派為範例應用程式「服務管理員」的使用者。此角色可
以授與讀寫權限，還能更新商業程序資料，包括所有實體的中繼資料。

備註：
請勿對「超級使用者」與「服務管理員」角色使用相同的使用者，即
使已指派給使用者「服務管理員」與「超級使用者」角色。每個角色
都必須指派給不同使用者。

 

 

4. 按一下確定來起始應用程式的建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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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這可能需要幾分鐘的時間。在顯示完成訊息之前，請勿關閉瀏覽器視窗。

5. 在完成訊息上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從「首頁」上開始探索，並使用範例應用程式建立自己的應用程式。

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您可以在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啟用報告與其他選擇性功能；不過，一旦啟用，即無法停用這些
功能。若要移除功能，您必須建立新的應用程式。
若要在應用程式中啟用功能：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從設定畫面，按一下啟用功能。
3. 選取您想要針對應用程式啟用的一或多個功能：
• IFRS 適用於應用程式的報告標準。您可選取一或兩個下列功能：
– 未認列遞延稅項 (DTNR) 可根據損益或非損益金額的有效稅務來輸入未認列金額的
遞延稅項。

– 整合有效稅率調整，以計算備付稅款總計的全國和地區 ETR。如果您選取整合有
效稅率調節，下列表單會在應用程式中自動啟動：
* 整合 ETR IFRS 稅率 - 依實體
* 「整合 ETR IFRS - 依實體」顯示使用實體 CETR IFRS 稅率計算的科目

• 國別報告 (CbCR)，以計算分析，進行評估轉移訂價策略造成的風險。
• 期中備付稅款 (在 18.08 前建立的應用程式)- 此選項已不再可供選取。如果您有在

18.08 版之前的版本中啟用「期中備付稅款」，您可繼續使用此選項來手動輸入資料，
並計算使用按年計算預估有效稅率加離散稅額的每月或每季備付稅款。歷史資料會儲
存在針對「期中備付稅款」所指定的「預測」或其他案例中。

備註：
除了期中備付稅款 (在 18.08 前建立的應用程式) 之外，功能啟用之後即無法
停用。如果您想要移除功能，您必須建立新的應用程式。
如果您已啟用期中備付稅款 (在 18.08 前建立的應用程式)，但不再想要使用
該版本，您可選取列於期中備付稅款下方的其中一個選項，或兩者同時選
取，而不需要建立新的應用程式。在 18.08 版之前所建立之應用程式的任何
歷史資料，都會根據用於「期中備付稅款」的「預測」或其他案例來進行儲
存。

• 期中備付稅款，以計算使用「按年計算預估有效稅率 (AEETR)」加上離散稅額的每月
或每季備付稅款。資料會自動儲存在供預測之用的 TRCS_Interim Forecast 案例成員
中。您可選取一或兩個下列功能：
– 總計 AEETR，以從「預測案例」的「整合有效稅率」取得「稅額總計 AEETR」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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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 AEETR (目前與遞延)，以透過新增「目前稅額」與「遞延稅項」來顯
示「稅額總計」。

• 加權平均值可啟用加權平均值以計算每個基礎實體之稅前淨收入的平均外幣轉
換匯率。

• 動態計算管轄區 啟用此功能會將 Jurisdiction 維度的立即可用父成員 (例如
TRCS_AllNational、TRCS_AllRegion) 的資料儲存類型更新為動態計算。

注意：
啟用此功能可能會改善「整合」效能；但是，也可能會對「整合」效
能造成負面影響，例如，在涉及廣泛自訂成員公式的情況下。建議在
生產中啟用此功能之前，在測試環境中評估對效能的影響。

• 所有權管理可用來對每個「案例」、「年份」和「期間」組合的每個實體父項/
子項組合指派所有權百分比和整合方法。另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權管
理

備註：
如果啟用「所有權管理」，請確定「資料來源」維度設定為「稀
疏」。若要驗證或修改您應用程式的效能設定，請移至變更資料來源
維度的效能設定值。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會啟用自動化功能，允許使用者對映日曆年損益 (CY P&L)
計費自動化、權益/OCI 自動化，以及 RTA(P&L) 自動化並輸入調整值。此功能
也提供「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和「目前應付稅款明細」表單。明細表單能協
助使用者追蹤付款、退款和轉移。請參閱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管理目前應
付稅款自動化和明細表單和管理已自動化地區目前應付稅款和明細表單。

備註：
啟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功能後，就會建立新的「組態」立方
體。所有與「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有關的對映會儲存至「組態」立
方體。請參閱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的對映。

• NOL 自動化：可讓您設定規則，用來定義系統該如何自動遞延、使用稅收損
失，或如何讓稅收損失到期，還有系統該如何簿記相對應的沖銷金額。請參閱
使用淨營業損失 (NOL)/抵免

• RTA Bifurcate：隨附新的中繼資料，可用來自動提取被標記為「權益回轉目標
科目」的所有「永久性」和「暫時性」科目的資料。假設您已在應用程式中啟
用「RTA 自動化」，此功能可協助您避免在「目前備付稅款」表單中進行任何
手動調整。請參閱 使用 RTA Bifurcate

• 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可讓您輕易地依照到期年度，將各種期末轉結資
料分組。現在，您可以在「稅收損失/抵免」表單上，依照「到期年度」來檢視
稅收損失/抵免排程的「期末結轉」詳細資料。請參閱使用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
失/抵免

4. 按一下啟用，以啟用選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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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當系統顯示訊息指出功能已啟用時，按一下確定。
6. 登出，然後重新登入，以查看啟用的功能。

設定管轄區和實體
管轄區會以全國或地區等級分類所得稅備付稅款。您必須為您的應用程式建立管轄區，然後建
立相關的幣別與實體。此任務可在系統設定、實作期間或隨業務擴充而執行。
「Jurisdiction 維度」定義每個法人的主要業務地點。此維度用於定義備付稅款適用的「國家」
和「地區」。
您可建立下列層級的管轄區：
• 全國管轄區代表聯邦或國家級稅區。
• 地區管轄區可代表州、省或其他細分稅區。若為扣除用途，可將「地區」稅額設定為自動
流入全國計算中。地區備付稅款可依法人單獨計算。

針對每個具有相關地區的全國管轄區，您必須在 TRCS_AllRegions 下建立一個對應的
<jurisdiction_name>_Regions 父成員。

備註：
若該「國家」與其地區沒有其他稅項，就不一定要為每個國家設定單獨地區。

請參閱下列章節，使用「維度編輯器」為應用程式設定必要的管轄區、實體和幣別：
• 建立全國管轄區
• 建立地區管轄區
• 建立實體
• 新增幣別
• 設定管轄區與實體後重新整理資料庫
表格 2-2    影片

您的目標 觀看此影片
設定實體與管轄區

 在 Tax Reporting 中設定實體與管轄區

表格 2-3    教學課程

您的目標 操作方法
瞭解如何在 EPM Cloud Tax Reporting 中設定實
體與管轄區。  

設定實體與管轄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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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全國管轄區
全國管轄區會以聯邦或國家等級分類所得稅備付稅款。
如需有關 Jurisdiction 維度的資訊，請參閱 Jurisdiction 維度。
若要建立管轄區：
1. 從「首頁」依序選取導覽器 和維度。
2.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 Jurisdiction。
3. 展開 TRCS_TotalJurisdiction，然後選取並展開 TRCS_AllNational。

4. 按一下新增子項 ，然後為「全國」管轄區輸入下列資訊：
a. 在名稱下方，為管轄區輸入兩個字元的名稱，例如 "CA" 或 "US"。建議使用兩
個字元的 ISO 代碼 (例如 ISO-3166 Alpha 2 國碼) 作為管轄區名稱。

注意：
如果名稱使用兩個以上的字元，例如 "CAN" 或 "USA"，則名稱將不適
用於在實體屬性中建立住所。

b. 輸入要為管轄區顯示的別名。
c. 將資料儲存設定為儲存或永不共用。

備註：
因為這是稀疏維度，請勿將「資料儲存」欄位設定為動態計算。

d. 將計畫類型設定為主控台，然後選取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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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按一下儲存。
按照建立地區管轄區的說明，繼續建立「地區管轄區」。

建立地區管轄區
地區管轄區會以聯邦或國家等級分類所得稅備付稅款。
地區管轄區可代表州、省或其他細分稅區。若為扣除用途，可將「地區」稅額設定為自動流入
全國計算中。地區備付稅款可依法人單獨計算。
如需有關 Jurisdiction 維度的資訊，請參閱 Jurisdiction 維度。
若要建立地區管轄區：

1. 從「首頁」依序選取導覽器 和維度。
2. 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 Jurisdiction。
3. 展開 TRCS_TotalJurisdiction，然後選取並展開 TRCS_AllReg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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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必須針對每個具有地區的全國管轄區，在 TRCS_AllRegions 下方建立
對應的 <jurisdiction_name>_Regions 父成員。
使用下列命名慣例：
• 「地區」的父成員應該以兩個字母的「住所」代碼開頭，並以
「_Region」結束。例如，假設 US 是住所 (全國管轄區)，則父成員
應該是 US_Regions。

• 父成員下方的每個成員都應該要以兩個字母的「住所」代碼開頭，然
後是底線 (「_」)，最後以州名結束。例如：US_AL

下列是 Jurisdiction 維度階層的範例：

4. 按一下新增子項 ，然後為您所需的每個「地區」管轄區輸入下列資訊：
a. 輸入管轄區的名稱和描述 (選擇性)。例如 CA_ON 代表加拿大安大略省。
b. 輸入要為管轄區顯示的別名，例如 Ontario。
c. 將資料儲存設定為儲存或永不共用。

備註：
因為這是稀疏維度，請勿將「資料儲存」欄位設定為動態計算。

d. 將計畫類型設定為主控台，然後選取新增。
e. 按一下儲存

 

第 2 章
設定管轄區和實體

2-18



 

5. 按一下儲存。
6. 按照建立實體的說明，繼續建立相關的實體。

建立實體
應用程式提供的中繼資料檔案包含範例實體結構。維度是階層式的，而且以您組織的法人結構
為基礎。您必須修改「實體」階層以反映您應用程式的適當實體成員。
若要建立實體：

1. 從「首頁」選取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選取維度。
2. 從維度下拉功能表中，選取 Entity，然後展開 FCCS_TotalGeography，再展開至所需的
實體 (例如 EasternUSA)。

備註：
您可以新增替代階層，例如法人結構，基礎實體則可在不同階層之間共用。請參
閱建立替代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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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新增子項 ，然後完成下列步驟：
a. 在名稱中，輸入新實體的名稱。
b. 輸入要為實體顯示的別名。
c. 在本幣幣別中，選取實體的幣別。
d. 將資料儲存設定為儲存或「永不共用」。

備註：
因為這是稀疏維度，請勿將資料儲存欄位設定為動態計算。

e. 在計畫類型下，設定所有立方體 (Consol、Rates 與 CbCR) 要忽略的聚總類
型。由於 Entity 維度是作為「整合」程序的一部分來進行聚總，因此對於原生
Essbase 計算，必須將其設為忽略。如果已選取其他選項，當重新整理資料庫
時，其會預設為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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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從屬性值頁籤完成下列步驟，以指派實體在其全國管轄區可減免的地區稅額：
i. 選擇性：僅適用基礎實體，若實體在其全國管轄區可減免實體的地區稅款，請新增
地區扣除屬性值。

ii. 選擇性：若實體將參與公司間交易，請新增公司間屬性。
iii. 新增住所屬性以指派全國管轄區，然後醒目提示住所。此屬性僅可指派至基礎實
體，而且僅允許一個住所。

g. 按一下儲存
建立所有的實體後，按照新增幣別的說明新增幣別。

新增幣別
Tax Reporting 中繼資料檔案使用三個字元的 ISO 幣別代碼定義全球多數的幣別。Tax
Reporting 預設轉換將根據實體的預設幣別進行處理。
在決定幣別之前，您應該完成實體與其必要幣別的修改。依預設，幣別將以其建立的先後順序
顯示。若您刪除了任何幣別，您必須檢查所有的幣別，確保刪除的幣別未作為預設幣別使用。

備註：
Oracle 建議您在最終中繼資料檔案的 Currency 維度中僅保留目前所需的幣別，以及
預期未來將用到的幣別。保留不必要的幣別代碼可能會導致效能降低。請注意，
Currency 維度僅適用於實體的幣別。

如需有關 Currency 維度的資訊，請參閱 Currency 維度。
若要新增幣別：

1. 從「首頁」依序選取導覽器  和維度。
2. 從維度中，選取 Currency，然後展開輸入幣別。

3. 按一下新增幣別 。
4. 在建立幣別中，執行下列步驟：

a. 在選取標準幣別中，選取您要用於該管轄區的「ISO 幣別代碼」。例如 CAD 代表加拿
大幣，USD 則代表美元。

b. 選擇性：在報表幣別中勾選核取方塊，將該幣別新增至「報表幣別」成員下。
c. 將資料儲存設定為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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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儲存。
6. 按照設定管轄區與實體後重新整理資料庫的說明，重新整理資料庫來擷取所有更
新。

設定管轄區與實體後重新整理資料庫
完成組態後，您必須重新整理資料庫來納入所有更新，並將實體和管轄區新增至您的有
效交集。
只有全國和地區住所管轄區成員可以輸入實體資料。
若要重新整理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畫面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
2.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依序按一下動作和重新整理資料庫。
3. 在重新整理資料庫畫面上，按一下建立。
4.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5. 請在繼續進行前備份您的大綱檔案，並從所有資料庫匯出資料，以確保資料不會遺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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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重新整理將根據此應用程式的規劃中的目前的中繼資料定義，重新建立用於此應
用程式的所有 Essbase 立方體的大綱。請在繼續進行下一步的「重新整理」前
備份您的大綱檔案，並從所有資料庫匯出資料。

6. 按一下重新整理。
7. 從「首頁」畫面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有效交集，然後選取管轄區和實體組合。

 

 

8. 按兩下管轄區和實體組合來檢視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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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應用程式
移除應用程式會刪除該應用程式及其所有內容。應用程式的任何排程工作也會一併刪
除。此動作無法還原。

注意：
Oracle 建議您在移除應用程式之前，先備份應用程式。

若要移除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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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動作中選取移除應用程式。
3. 在警告訊息上按一下是來刪除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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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安全性

相關主題
• 安全性概觀
• 管理物件與資料存取
•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備註：
當使用者執行下列作業時，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在 Tax Reporting 中並不適用：
– 轉期續用
– 複製/清除資料
– 複製組態
– 任何業務規則 - 例如整合或轉譯

安全性概觀
Tax Reporting 實作數個安全性階層以確保安全性。基礎架構安全性元件，由 Oracle 實作和管
理，可為商業程序建立更高的安全環境。此商業程序透過受密碼保護的單一登入，以及對於資
料和物件的角色型存取權來確保安全性。
如果您要設定安全性，就必須執行下列任務：
表格 3-1    安全性的元素

名稱 執行者和描述 連結
建立使用者，並指派應用程式的
存取權

「識別網域管理員」建立使用
者，並指派應用程式的存取權。

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
的建立使用者

將應用程式的預先定義角色存取
權指派給使用者

「識別網域管理員」會把應用程
式的下列角色存取權指派給使用
者：服務管理員、超級使用者、
使用者、檢視者。

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
的瞭解預先定義的角色和 Tax
Reporting

建立及管理群組 管理員可以使用存取控制下方的
管理群組，來定義群組及植入使
用者。

若要瞭解如何建立及管理群組，
請參閱 管理員適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快速入門 中
的管理群組

3-1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gsad/4_managing_epm_cloud_users_roles_manage_security_create_users.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gsad/4_managing_epm_cloud_users_roles_predefined_roles.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gsad/4_managing_epm_cloud_users_roles_trcs.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gsad/4_managing_epm_cloud_users_roles_trcs.html
https://docs.oracle.com/pls/topic/lookup?ctx=en/cloud/saas/account-reconcile-cloud/adarc&id=PAPPM-GUID-EE110263-1117-4ED7-87EA-8C72DB835945


表格 3-1    (續) 安全性的元素

名稱 執行者和描述 連結
為使用者指派物件的存取權 為使用者指派在應用程式中存取

物件的權限。這些物件包含表
單、任務清單，以及報表。此存
取權由物件的建立者或服務管理
員提供給使用者。

請參閱為使用者指派物件的存取
權。

為使用者指派資料的存取權 管理員透過存取維度成員來指派
資料的存取權。已指派使用者對
於維度成員的「修改」、「檢
視」或「無」存取權。

請參閱為使用者指派資料的存取
權

觀賞下列影片，以瞭解安全性簡介：  瞭解 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安全性

管理物件與資料存取
身為「服務管理員」，您可以對這些應用程式元素設定安全性：
• 表單
• 任務清單
• Financial Reporting 報表
• 維度
• 整合
–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 移轉
– 資料管理
– Oracle Hyperion Financial Close Management

使用者指派「系統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角色可以存取「資料管理」，即使他們未
被明確指派下列權限：
• 執行整合
• 鑽研
• 建立整合
獲指派「檢視者」或「使用者」角色的使用者，可以存取「資料管理」中的「工作流
程」和「設定」頁籤，如果他們已明確獲指派下列權限：
• 執行整合
• 鑽研
• 建立整合
下表顯示每個角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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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3-2    功能 - 依角色

功能 檢視者 使用者 超級使用者 服務管理員
透過表單檢視資料 是 是 是 是
透過「資料分析」工
具 (FR、表單、智慧
型檢視、特設方格) 檢
視資料

是 是 是 是

透過表單輸入資料 是 是 是
透過 FDMEE 載入資
料

是 是
提交資料以進行核准 是 是 是
鑽研至來源系統 是 是 是 是
整合資料 是 是 是
建立及維護表單 是 是
建立智慧型檢視工作
表

是 是 是
建立和啟動「程序控
制」單元的核准程序

是 是 是
對程序控制核准單位
執行動作

是 是 是
為應用程式執行所有
功能活動 (除了建立與
指派使用者角色以外)

是

維度管理 是
成員公式管理 是

為使用者指派物件的存取權
身為管理員，您可以將安全性指派給物件，包含表單、任務清單，以及「財務報告」報表。您
可以指派下列存取權：
• 修改
• 讀取
• 無
例如，若要檢視表單，唯一的需求是讀取存取權。修改權限可將修改表單的權限提供給使用者
(僅限「超級使用者」或「管理員」)。
任何物件的預設安全性存取權是無。

為使用者指派資料的存取權
安全性存取權 (無、讀取、寫入) 已指派至維度成員。身為管理員，您可定義具有安全性的維
度。
根據預設，系統只會啟用 Tax Reporting 中 View 維度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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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勿停用 View 維度的安全性。指派給 View 維度成員的安全性存取權限可確
保具有「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擁有所有資料的讀取存取權，而具有其他角色
的使用者擁有立即可用的寫入存取權。

您可以為其所有子代在父項層級指派安全性，而且您不需要個別為每個維度成員指派安
全性。請注意，您可以停用任何維度的安全性，但至少必須為一個維度提供安全性。
資料層級安全性是根據每個維度之安全性存取權的交集。最嚴格的安全性存取權是系統
使用的安全性存取權。
表格 3-3    所有成員的 View 維度存取權

群組存取權 存取權 關聯
超級使用者 寫入 成員
使用者 寫入 成員
檢視者 讀取 成員
提示
系統會保留 Data Source 的成員 FCCS_Supplemental Data 和 FCCS_Managed
Data，以供使用者分別透過「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或「資料管理」來提交資料。您可以
設定資料存取安全性，以便禁止非管理使用者以互動性方式來修改與這些成員相關聯的
資料。例如，您可以把 FCCS_Supplemental Data 和 FCCS_Managed Data 成員的
「讀取」存取權指派給所有非管理使用者。

啟用或停用維度的安全性
您可以啟用維度的安全性，包括使用者定義的自訂維度。如果您未在維度上啟用安全
性，則所有使用者都可以存取該維度的成員。
根據預設，會針對「檢視」維度啟用安全性。您也可以選擇為任何其他維度 (例如實體)
啟用安全性。

備註：
請勿停用 View 維度的安全性。指派給 View 維度成員的安全性存取權限可確
保具有「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擁有所有資料的讀取存取權，而具有其他角色
的使用者擁有立即可用的寫入存取權。

您可以為使用者與群組指派安全性給維度成員。您可以在成員層級或在父項層級指派安
全性。
若要為維度啟用或停用安全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從維度中，選取維度，然後按一下編輯。
3. 從編輯維度特性頁面中，選取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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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啟用安全性，請按一下套用安全性。

備註：
如果您不選取此選項，維度就沒有安全性，使用者將可無限制地存取其成
員。

• 若要停用安全性，請清除套用安全性。
4. 按一下儲存。

將安全性指派給維度成員
您必須先選取維度特性頁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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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將安全性指派給成員層級或父項層級的維度成員。
若要將安全性指派給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選取成員。
4. 按一下指派存取權。
5. 按一下新增存取權。
6. 選取要存取選取成員的使用者與群組。
按一下使用者以顯示所有使用者；按一下群組以顯示所有群組。

7. 從存取權類型，選取選項：
• 讀取
• 寫入
• 無

8. 選擇性：選取成員層級：
例如，選取子項，將存取權指派給選取成員的子項。
• 成員
• 子項
• 子項 (包含)

• 子代
• 子代 (包含)

9. 按一下新增。
10. 按一下關閉。
若要修改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編輯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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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於選取的成員，請為顯示的使用者或群組選取存取權類型。
3. 選擇性：選取成員層級：
例如，選取子項，將存取權指派給選取成員的子項。
• 成員
• 子項
• 子項 (包含)

• 子代
• 子代 (包含)

4. 按一下設定。
5. 按一下關閉。
若要移除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要移除其對選取成員之存取權的使用者與群組。
2. 按一下移除存取權，然後按一下確定。
3. 按一下關閉。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定義安全性規則，限制使用者和群組檢視表單中特定儲存格交集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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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匯入與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 重新排序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

瞭解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關於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儲存格若屬於一般安全性而且使用者可以正常存取時，套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的服務管
理員可以拒絕存取此類的儲存格。因此，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被定義為現有成員安全性的
例外。例如，部門管理員要求能存取所屬部門中的所有帳戶，但只能存取所有其他部門
中的特定帳戶。使用常規的中繼資料安全性時，管理員可以存取所有部門中的所有帳
戶，不過要是使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服務管理員便能控制所有帳戶與管理員部門之間
的交集，以及所有其他部門中的特定帳戶。
儲存格層別安全性使用與有效交集規則類似的規則，當使用者檢視的特定儲存格交集
(例如、表單、執行時期提示、智慧型檢視、儀表板、infolet) 出現某一儲存格時，便能
拒絕對方讀取或寫入。套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時，擁有讀取存取權限的使用者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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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儲存格中的資料值，但是該儲存格不可編輯。如果使用者被拒絕讀取某個儲存格，則儲存格
中顯示的值為 #noaccess。
如果您是服務管理員，則可以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並將其指派給任何使用者或群組。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對您無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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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於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中所使用的立方體，錨點維度一律是必要的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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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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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如果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維度，則任何不使用該維度的立方體，仍將評估包含該不必要
維度的任何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並評估該立方體中使用之定義中任何其他維的定
義。

– 預設情況下，非錨點維度不是必要維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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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預設情況下，規則中未指定的錨點維成員是包括在安全定義中，但是您可以清除此選項，
方法是按一下錨點維度旁邊的 ，然後按一下僅套用至選取的成員。

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若要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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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定義名稱和描述。
c. 依預設會選取已啟用核取方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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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定義立方體特有安全性，請按一下立方體，然後從立方體清單中做選擇，或選取
全部。

e. 錨點維度是必要的。若要選取錨點維度，請按一下選取錨點維度。如需有關錨點和非
錨點維度的資訊，請參閱瞭解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f. 選擇性：依預設，規則中未指定的錨點維度成員不會包括在安全性定義中。若要清除
此選項，請按一下錨點維度旁的 ，然後按一下僅套用至選取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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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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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使用者群組欄，按一下 來尋找要包括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規則中的使用
者和群組。

c. 至於限制，請選擇拒絕讀取 (預設) 或拒絕寫入。拒絕讀取是預設選項，因為它
的限制最嚴格。如果使用者被拒絕讀取某個儲存格，則儲存格中顯示的值為
#noaccess。具備拒絕寫入存取權限的使用者可以看到儲存格中的資料值，但是
該儲存格不可編輯。

d. 在新規則中按一下維度旁邊的 。
• 按一下編輯來開啟選取成員頁面，然後選取要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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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已新增至清單的最後。定義是按照它們在清單中出現的順序進
行評估。若要重新排序定義清單，請參閱重新排序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
建立定義後，您可以在表單中進行測試，以從使用者的角度查看表單的外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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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檢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若要在整個清單中搜尋某些定義，請在搜尋方塊中輸入搜尋條件，然後按一下

，然後只顯示符合搜尋條件的定義。
3. 若要篩選要清單，使其僅顯示滿足篩選條件的定義，請指定以下篩選條件選項：
• ：按一下以顯示篩選條件頁面，您可以在這個頁面提供的強大篩選條件選項
清單中進行選擇。如需篩選條件選項和相關說明的完整清單，請參閱篩選儲存
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按一下以清除有效指派、已啟用和限制的所有篩選條件。
• 有效指派：篩選清單，僅檢視會對特定使用者或群組造成影響的定義。
• 已啟用：篩選清單，僅檢視已啟用 (是)、未啟用 (否) 的定義，或選取全部。
• 限制：篩選清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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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您也可以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頁面上執行這些任務。
• 動作功能表：若要匯入與匯出定義，請參閱匯入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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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章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3-8



• 建立：請參閱建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 重新整理：按一下以重新整理定義清單。

5. 至於定義頁面上的每個清單，您可以執行以下任務：
• 已啟用欄：指出是否已啟用定義。按一下定義旁邊的核取方塊來停用或啟用它。綠色
核取方塊表示已啟用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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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按照某些條件 (例如按照立方體、限制或日期)，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篩選
時，只有符合篩選條件的定義才會顯示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頁面中。
若要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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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指定篩選條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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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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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之後、之前或介於，然後按一下  來指定日期和時間條件。

• 修改者：僅檢視由所選使用者修改的定義。
• 有效指派：僅檢視會對所選使用者或群組造成影響的定義。

3. 按一下更多，進一步縮小篩選條件：
• 維度
• 錨點維度
• 錨點維度：僅套用至選取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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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與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關於匯入與匯出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您可以將篩選後的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從清單頁面匯出至本機電腦上的某個位置，也
可以將其匯出至伺服器。如果未在清單頁面上定義篩選條件，則將會匯出所有儲存格層級安全
性定義。
使用「匯入」動作將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從本機電腦上的某個位置匯入至應用程式，或者
從伺服器中匯入。當執行匯入時，系統會測試匯入檔案中是否有任何可能違反定義的內容。例
如，如果沒有立方體，或者錨點維度不存在，或者找不到子規則時，則將錯誤記錄在錯誤檔案
中。只有匯入未發生任何錯誤，匯入工作便算大功告成。
根據您選擇的匯出或匯入位置，會以 Excel 檔案格式 (XLSX) 或 zip 檔案格式匯出或匯入應用
程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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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匯入檔案
Excel 匯入檔案必須有兩張工作表，第一張和第二張工作表的名稱如下：
1. 規則
2. 子規則
規則表有以下的欄標題：
• 名稱
• 位置
• 描述
• 已啟用
• 有效的立方體 - 此欄可以包含全部或以逗號分隔的立方體清單，例如 Plan1, Plan2
• 錨點維度名稱
• 錨點維度套用至未選取的成員
• Dim1

• Dim1 必要的
• Dim2

• Dim2 必要的
• Dim X

• Dim X 必要的
子規則表必須要有以下的欄標題：
• 名稱 - 此欄必須包含第一張表的規則名稱
• 使用者
• 使用者群組
• 限制 此欄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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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以及匯入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若要匯出以及匯入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必要時，將篩選條件套用至清單。請參閱篩選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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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匯出，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出，接下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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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可以立即下載，或
是稍後用來排定匯出工作。如果選擇此選項，請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作。
若要從寄件匣下載匯出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b. 在最近的活動下，按一下匯出 CLS 工作。
c. 在 工作詳細資料頁面，按一下  來選取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匯出檔案的下載位
置。

4. 如果在 Excel 中編輯匯出檔案，請注意 Excel 檔案有兩張表：規則和子規則。
5. 若要匯入，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接下來選取匯入來源檔案的位置：
• 本機：從您電腦上的位置載入匯入檔案。至於來源檔案，按一下瀏覽來選取電腦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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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檔案必須是 zip 檔案格式。在來
源檔案中輸入檔案名稱，按一下儲存並執行工作，然後在另存為工作對話方塊指定名
稱和錯誤檔案。錯誤檔案提供尚未匯入之定義的相關資訊。您可以從收件匣/寄件匣
Explorer 為您的業務程序下載錯誤檔案。

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定義儲存格層級安全性並啟用之後，您可以對其進行測試，以此瞭解受影響的使用者在查看表
單時會看到的內容。測試能確定使用者只會看到他們被允許看到的儲存格值，而且沒有人能看
到他們未被授權查閱的內容。若要測試某個定義，您必須啟用它。
若要測試儲存格層級安全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啟用要測試的定義。
3. 按一下測試，然後選取要測試的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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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表單會將每個儲存格的使用者存取權限顯示為「讀取」、「寫入」或「無」。

重新排序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清單
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會按照它們在定義清單中出現的順序進行評估。例如，應用程式會評估
清單中的第一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然後評估第二個定義，以此類推。
若要變更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在清單中的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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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儲存格層級安全性。
2. 在儲存格層級安全性定義的右側，按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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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單中上下移動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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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理應用程式與系統設定值

相關主題
• 指定應用程式設定值
• 管理應用程式所有權
•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傳字型
• 自訂應用程式外觀
• 設定通知的電子郵件
• 使用變數
• 發表公告
• 指定物件標籤

指定應用程式設定值
您可以使用「應用程式設定值」頁面來設定商業程序的偏好設定。
若要設定商業程序設定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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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定下列應用程式設定值的預設值：
表格 4-1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別名設定 選取別名表。在將成員標籤顯示為中，選取可讓

您透過應用程式顯示在「成員選取器」之成員資
料種類的選項，然後輸入您要顯示的標籤：
• 預設 — 由表單、方格或維度設定值決定的
資料

• 成員名稱 — 僅限成員名稱
• 別名 — 僅成員別名 (如果已經定義的話)
• 成員名稱：別名 — 名稱之後是別名 (如果已
經定義的話)

• 別名：成員名稱 — 別名之後是名稱 (如果已
經定義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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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1    (續)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數字格式化 設定下列項目的格式化選項：

• 千位數分隔符號 (無、逗號、點或空格)
• 小數分隔符號 (點或逗號)
• 負數顯示 (於數字前後加上負號，或將數字
括以括號)

• 負數的顯示顏色 (黑色或紅色)
您可以在「應用程式設定值」中變更數字格式。
您的選擇會套用至您在目前應用程式中，有權存
取之所有表單的各種幣別。這些選擇會置換服務
管理員所設定之個別幣別的設定值。

核准 選取是否要顯示別名、是否要顯示未啟動的核准
單位，以及是否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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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助理設定值 指定 Oracle EPM Digital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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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gital Assistant。您必須先完成組態
步驟，再使用 Digital Assistant。請參閱 Oracle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的數位助理入門中的實作 EPM Digital Assistant
(管理員)。
• 通路 ID - 輸入您已為 Digital Assistant 建
立 Oracle Web 通路時產生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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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請參閱 Oracle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的數位助理入門 中
的開始使用 EPM Digital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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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頁面下拉清單上的項目數選項可讓您
縮短成員清單，以輕鬆找到搜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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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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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1    (續) 應用程式設定值

應用程式設定值 描述
其他選項 • 日期格式—選取日期格式，或者選取自動偵

測來使用您的系統地區設定設定值。
• 屬性維度日期格式—選取屬性維度的日期格
式。

• 部分方格提取大小—如果大型表單需要大量
時間來開啟，選取此選項可開啟部分表單。
輸入要開啟的列數和欄數，並以逗號 (,) 分
隔。

• 在智慧型檢視中隱藏應用程式管理選項—在
建立新應用程式時，根據預設，將會針對管
理員將所有應用程式管理選項顯示在「智慧
型檢視」中。您可以選擇隱藏或顯示應用程
式管理選項。如果您選取是，應用程式選項
不會顯示在「智慧型檢視」中。如果您選取
否，應用程式選項會顯示在「智慧型檢視」
中。

• 對特設唯讀角色啟用資料載入 — 預設為
否。選取是即可為擁有特設唯讀角色的使用
者啟用資料載入功能。

• 啟用整合規則記錄 — 選取後即可啟用整合
規則的記錄功能。

• 設定幾秒後讓規則在背景中執行 — 輸入介
於 0 到 600 之間的值。

• 用戶端日誌層級 — 設定日誌所需的詳細資
料層級。請選擇下拉清單中的無、資訊、警
告、錯誤或一般。預設值為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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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指定下列系統設定值的選項：
表格 4-2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顯示使用者的全名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系統會顯示使用者的完整名

稱 (例如，Victo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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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用成員會繼承指派給基礎成員的安
全性存取權。
清除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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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組合，繼承最高的安全性
存取權限。

在「資料庫重新整理」顯示「自動更正錯誤」選
項

如果您勾選此核取方塊，當系統重新整理資料庫
時，需要花額外的時間來執行自動更正程序。

電子郵件字元集 例如，UTF-8 或區域設定。
商業規則通知 設定為是時，系統會在 (已於 Calculation

Manager 中啟用通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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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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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2    (續)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允許在特設表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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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否會停用在特設方格中向下鑽研共用成員。
系統並不支援多儲存格放大共用成員的功能。另
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
放大 EPM Cloud 中的共用成員。

鑽研至所有基底層級 允許特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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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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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大基底階層
的各個層級，但一次放大一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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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傳送給單位的新擁有者。
對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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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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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還原為
所有使用者都可存取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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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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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顯示顯示所有替代變數。不顯示不顯
示替代變數。啟用篩選僅顯示執行時期提示有效
的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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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2    (續) 系統設定值

系統設定值 描述
智慧型檢視隱藏行為 針對列和欄包含遺漏資料或零的情況，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選擇隱藏行
為。
• 選取舊版可隱藏包含「無資料/遺漏」或
「零」(但不是兩者) 的列、或欄、或兩者。

• 選取標準可隱藏包含「無資料/遺漏」和
「零」兩者的列、或欄、或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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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增強
特設功能及行為：
• 原生 (預設) — 不啟用增強特設功能。
所有智慧型檢視版本皆支援。

• 標準 — 啟用增強特設功能。
智慧型檢視版本 11.1.2.5.900 及更高版本支
援。

如需可在標準模式中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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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art View 行為選項。

每日維護期間針對增量資料匯入進行匯出「EPM
Cloud 智慧型列示」文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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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值）- 執行完整匯出，使該資料
（包括智慧型列示資料）可遞增地匯入至應
用程式（此選項可能延長維護程序期間）

• 否 - 在維護程序期間建立應用程式備份，使
資料可用作為完整還原的一部分。

連結帳戶 - 依預設 對於區塊儲存 (輸入) 立方體，選取是否預設要交
叉參照已連結的科目成員：
• 是 (預設)—將對科目成員建立交叉參照，而
且商業程序將以舊版相同的方式運作。

• 否—將不對科目成員建立交叉參照，這可以
提升商業程序的效能。如果選取否，在執行
立方體重新整理之後，科目成員的所有現有
交叉參照將會被刪除，而且非來源立方體將
不會顯示來源立方體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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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報表設定。在「報表設定值」中，您可以
上傳要用來產生報表的 TrueType 字型。請參閱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傳字型。

4. 按一下儲存來儲存應用程式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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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應用程式所有權
應用程式擁有者功能會自動指派給建立應用程式的服務管理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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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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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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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應用程式設定值

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
傳字型

Oracle 建議您，讓報表設計者上傳您公司使用的任何 TrueType 字型來產生報表。您可
以透過應用程式設定值，將個別的字型檔案或包含多個 TrueType 字型的壓縮檔案上傳
至字型資料夾。
字型檔案必須是 TrueType 字型，且字型資料夾結構中不能已經有該字型。如果您真的
上傳了重複的字型，就會收到指出有重複 (或無效) 字型檔案的錯誤訊息。如果您是利用
Zip 檔案上傳了多個字型，系統會載入所有其他有效的檔案。
如何在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部署中上傳字型：
1. 在某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服務中，按一下應用程
式，然後按一下設定值。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指定應用程式設定值。

2. 若要指定報告選項，請按一下設定報告選項的報表設定值。
3. 按一下「設定值」對話方塊中的管理字型。
4. 在「字型」對話方塊中，按一下

，然後選取上傳檔案。
5. 按一下「上傳檔案」對話方塊中的瀏覽，並瀏覽到您要上傳的 TrueType 字型，然
後按一下確定。

備註：
如果您要上傳的字型不只一個，請建立 Zip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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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請注意，視字型檔案的大小而定，上傳作業可能得花點時間才會完成。
 

 

自訂應用程式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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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Redwood 體驗不僅可以提供新的應用程式外觀，而且它還有某些功能 (例如動
態頁籤)，而其他主題則沒有這些功能。如果您選擇不使用 Redwood 體驗，則可以從背景顏
色，圖示樣式五花八門的預先定義經典主題清單中進行選擇。您也可以將品牌標誌和背景影像
新增至首頁並隱藏業務程序名稱。

備註：
• 若要自訂商業程序的外觀，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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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
Reporting 中的設定您的設定檔圖片。

若要自訂顯示外觀，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外觀。
2. 請從下列自訂選項中進行選擇：
• 啟用 Redwood 體驗 - 選擇此選項即可享受我們最新的使用者體驗，並使用 Redwood
體驗獨家才有的功能。如果停用此選項，則會顯示主題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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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 - 清除啟用 Redwood 體驗選項後才可使用。從預先定義的經典主題清單
中選取一個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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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t檔案來選擇儲存在本機的自訂影像檔，或選取 URL 來選擇一個
自訂影像 URL。支援的圖形格式為 .jpg、.png 或 .gif，檔案上傳有 5MB 的限
制。選取已預先定義來選擇主題式標誌和背景影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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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標誌旁邊，另
外當瀏覽器頁籤開啟時，也會顯示在頁籤上。如果選取否，則業務程序名稱不
會顯示在首頁上，而且 Oracle 應用程式會顯示在瀏覽器頁籤上。

備註：
• 您無法編輯或刪除預先定義的主題或建立自訂主題。
• 標誌與背景影像都可以自訂。小於寬度 125px 和高度 25px 的任何標
誌影像都合適，不必縮放。如果影像標誌較大，Oracle 建議維持 5:1
的比例，影像縮放時才不會變形。
背景影像的預設大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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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要讓背景影像同時適合瀏覽器與行動裝置，Oracle 建議將影像
大小調整為適合您的最大螢幕 (或最高解析度裝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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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一下儲存。
4. 若要查看您的更新，請登出商業程序，然後重新登入。

設定通知的電子郵件
您可以設定通知，在任務清單、核准及工作主控台中發生變更時寄送電子郵件以通知使
用者。系統會在觸發通知的事件次日，以批次方式傳送任務管理程式通知給使用者。設
定電子郵件並且啟用通知後，當使用者成為核准單位的擁有者，或已命名為通知審核動
作的使用者時，系統會通知使用者。
系統會在下列情況下傳送通知：
• 延遲通知 — 系統會在任務到期日的次日，傳送延遲通知給使用者。
• 狀態變更通知 — 任務狀態變更時，系統會傳送可準備處理任務的通知。
• 到期日提醒 — 系統會在任務到期日之前的指定天數，傳送提醒給使用者。
若要停用通知，請清除「通知」核取方塊，然後在「通知我」下方選取「永不」。
若要設定和啟用電子郵件通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使用偏好設定。
2. 按一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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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性：如果您是管理員，可以選取使用管理員設定值。
4. 在電子郵件地址中，輸入您的電子郵件地址。
5. 在通知下，選取您要傳送通知的應用程式更新：
• 任務清單
• 核准
• 工作主控台

6. 選取電子郵件開始時間和電子郵件結束時間。
7. 在通知類型下，選取通知的類型，然後展開商業程序以選取誰應收到通知的選項，例如
「您是任務核准者而且任務核准者已延遲」。

8. 在通知我下，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傳送通知的頻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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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適用於「狀態變更通知」和「到期日提醒」)

9.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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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變數
建立使用者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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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時段
或科目。「使用者變數」是由「管理員」建立。
若要建立使用者變數
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工具、變數。
2. 選取使用者變數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表格中會新增一個新列。
4. 在使用者變數頁籤中，在維度下方，選取您要建立使用者變數的維度。
5. 在使用者變數名稱下方，輸入新使用者變數的名稱。

6. 在使用者變數定義下方，按一下成員選取器 ，以選取使用者變數所需的成員。
7. 選擇性：選取使用環境定義以允許在「檢視點」中使用使用者變數。使用此設定，
使用者變數值可根據表單內容進行動態變更。

8. 按一下確定。現在，您可以將使用者變數與表單建立關聯。

建立替代變數
替換變數用作佔位字元存放經常變更的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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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更新月份值。
若要建立替代變數
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工具、變數。
2. 選取替代變數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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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新增」 。表格中會新增一個新列。
4. 在立方體下方，選取您用來建立變數的立方體。
5. 在名稱下方，輸入替代變數的名稱。
6. 在值下方，輸入替代變數的值。
7. 按一下儲存。

發表公告
管理員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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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顯示於應用程
式首頁上的公告區。
1. 在「首頁」頁面，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公告。
2. 按一下建立。
3. 輸入公告資訊：
• 主旨 - 公告的目的。
• 開始日期 - 何時傳送公告。
• 結束日期 - 選擇性。
• 內容。您可能需要在輸入文字之前先選取編輯模式 (RTF 或原始程式碼)。

4. 若要儲存公告，請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指定物件標籤
「物件標籤」頁面根據地區設定定義物件標籤。您可以從其他檔案匯入及匯出物件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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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若要處理物件標籤，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

若要指定物件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物件標籤。
3. 選擇性：若要篩選物件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篩選條件 。
b. 在篩選對話方塊中，為物件與特性選取篩選條件，然後按一下套用。

4. 若要為物件新增語言，請選取物件，並從新增語言下拉清單，選取語言。
5. 按一下儲存。
若要匯入物件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物件標籤。
3. 從物件標籤頁面，按一下動作圖示，然後選取匯入。
4. 在匯入物件標籤頁面中，選取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 - 從您的電腦位置上匯入檔案。
• 收件匣 - 從伺服器匯入匯入檔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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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
• 若您選取收件匣，請在來源檔案中輸入檔案名稱。

6. 按一下匯入。
若要匯出物件標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物件標籤。
3. 從物件標籤頁面，按一下動作圖示，然後選取匯出。
4. 在匯出物件標籤頁面中，選取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 - 從您的電腦位置上匯入檔案。
• 收件匣 - 從伺服器匯入匯入檔案。

5. 按一下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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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應用程式

相關主題
• 應用程式概觀
• 維度、成員、別名及表單的限制
• 匯入中繼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資料整合
• 複製資料
• 清除資料
• 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定義有效交集
• 管理無效交集報表

應用程式概觀
建立應用程式之後，您可以從「首頁」存取應用程式來檢視和管理它。
若要管理應用程式，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
「應用程式概觀」顯示應用程式特性和應用程式統計，例如應用程式中的任務、表單、規則和
核准階層的數目。它還列出應用程式使用的維度。
若要管理維度，請參閱使用維度。
若要檢視「應用程式概觀」，請在「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選取概觀。

5-1



維度、成員、別名及表單的限制
為維度、成員及別名命名時，請遵循以下規則：
• 對於維度、成員或別名，所用字元不能超過 80 個。

備註：
對於「實體」成員，名稱長度不可以超過 76 個字元或者包含逗號。

• 請勿在成員名稱、維度名稱、別名及描述中使用 HTML 標籤。
• 請勿使用引號、方括號、反斜線或 T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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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勿使用以下字元作為維度或成員名稱的開頭：
– 位置符號
– 反斜線
– 方括號
– 逗號
– 虛線、連字號或減號
– 等號
– 小於符號
– 括號
– 句號
– 加號
– 引號
– 底線
– 垂直線

• 請勿在名稱的開頭或結尾留有空格。這些空格會被忽略。
• 請勿在成員名稱中使用斜線。
• 對於自訂工作曆中的期間，請勿在字首中使用空格。
• 請勿將以下單字用作維度或成員名稱：
– 計算指令碼命令、運算子及關鍵字。
– 請勿在物件名稱前方加上下列作為首碼：OEP_、OFS_、OCX_、OWP_、

OPF_、FCCS_、TRCS_、ARCS_、OQP_、OGS_。例如，首碼 "TRCS_A"
無效。不過，您可以在物件名稱內使用縮寫；例如，A_TRCS、BTRCS 或
TRCS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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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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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啟用了動態時間序列，請勿使用 History、Year、Season、Period、Quarter、
Month、Week 或 Day。

– 以下單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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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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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T

* MBR

* MBRNAME

* MBRONLY

* MINUS

* MISSING

* MUL

* MULOP

* NE

* NON

* NONINPUT

* NOT

* OR

* PAREN

* PARENPARM

* PERCENT

* PLUS

* RELOP

* SET

* SKIPBOTH

* SKIPMISSING

* SKIPNONE

* SKIPZERO

* STATUS

* TO

* TOLOCALRATE

* TOP

* TRAILMISSING

* TRAILSUM

* TYPE

* UMINUS

* UPPER

* VARORXMBR

* XMBRONLY

* $$UNIVERSE$$

* #MISSING

*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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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中繼資料
您可以從逗號分隔、Tab 分隔或其他格式的檔案匯入中繼資料。
Tax Reporting 會在系統中執行驗證，以確保計算有效。例如，「目前備付稅款」和「遞延備
付稅款」應該等於「有效稅率 (ETR)」的總合。
匯入支援這些物件：
• 維度
• 智慧型列示
• 匯率
考慮用來匯入中繼資料的格式時，請考慮下列資訊：
• 使用 CSV 檔案
– 您可以在 MS Excel 中輕鬆地編輯 csv 檔案。
– 所有中繼資料設定都可以設定於該檔案中。
– 屬性值擁有自己的欄。
– 維度匯入之後，會顯示執行「資料庫重新整理」的提醒。

備註：
.csv 格式很難維護階層，因為父項/子項組合而且沒有階層的圖形概觀。

• 從導覽器使用維度編輯器
– 階層可以進行檢視，這樣可以輕鬆地放置成員。
– 不需要擷取或載入中繼資料

備註：
維度更新之後，因為沒有提醒，所以您必須記得執行「資料庫重新整理」。

• 使用整合式維度編輯器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並選取「維度」頁籤，然後挑選您要編輯的「維度」。在
「編輯成員特性」頁籤上，您可以編輯所有維度，以及維護所有特性，包括「屬性值」。
– 所有 Excel 功能都可以用於複製、貼上、插入列，依此類推。
– 不需要擷取或載入中繼資料。
– 可以檢視維度階層。
– 下拉方塊適用於所有特性。
– 可以維護「屬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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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維度更新之後，因為沒有提醒，所以您必須記得執行「資料庫重新整
理」。

• 使用整合式維度編輯器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並選取維度頁籤，然後挑選您要編輯的維度。在編輯成
員特性頁籤上，您可以編輯所有維度，以及維護所有特性，包括「屬性值」。
– 所有 Excel 功能都可以用於複製、貼上、插入列，依此類推。
– 不需要擷取或載入中繼資料。
– 可以檢視維度階層。
– 下拉方塊適用於所有特性。
– 可以維護「屬性值」。

備註：
維度更新之後，因為沒有提醒，所以您必須記得執行「資料庫重新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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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載入匯入檔案或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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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瞭解如何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中繼資料。
 概觀：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中繼資料

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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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頭記錄下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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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號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其他分隔符號字元)。
檔案由下列區段組成：
• 標頭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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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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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頭記錄之後，是您要匯入的中繼資料記錄清單。每個中繼資料記錄包含符合標頭記錄中
指定的順序的特性值區隔清單 (逗號、定格或其他)。中繼資料記錄可以略過標頭記錄中指
定的特性；在此情況下，會假設使用預設特性。

其他支援的分隔符號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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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繼資料」和「資
料分隔符號例外」章節的例外列於下方。

除了逗號和定位，Tax Reporting 在匯入與匯出檔案中還支援下列分隔符號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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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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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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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支援使用一個字元作為分隔符號。例如，支援一條垂直線 ( | )，但不支援兩條垂直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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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造成錯誤

備註：
與成員名稱中的字元衝突的任何字元都會造成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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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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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您要匯入的每一個物件 (維度、智慧型列示，以及匯率表) 建立匯入檔案。請參閱
建立中繼資料匯入檔案。

2. 在「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
3. 依序按一下概觀、維度頁籤及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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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匯入中繼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5. 選取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 — 在您的電腦上載入匯入檔案的來源位置。針對匯入檔案，按一下瀏覽，在電腦
上為您要匯入的物件選取匯入檔案。

• 收件匣 — 從伺服器載入匯入一或多個檔案。輸入匯入檔案中的檔案名稱。

第 5 章
匯入中繼資料

5-9



6. 在檔案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逗號分隔
• Tab 分隔
• 其他。輸入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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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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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注意下列指導方針：
• 匯入維度之後，任何未指定的成員會從大綱刪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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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載入中繼
資料檔案時不要選取「清除成員」，以確保成功載入檔案。接著，選取清除成
員，並再次執行匯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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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可以進行排程，以立即執行或在以後執行該工作。
將匯入作業儲存為工作對於批次載入順序是有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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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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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匯入程序成功，「重新整理資料庫」對話方塊會提示您重新整理資料庫。若要
重新整理，請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在「工作」主控台中檢視匯入狀態。請參閱檢視擱置中的工作與最近活動
在複製環境期間執行中繼資料載入或使用移轉或 EPM Automate 匯入快照時，EPM
Cloud 會使用多重傳送解決方案。若先前的中繼資料載入產生拒絕的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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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逗號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其他分隔符號字元) 格式將中繼資料匯出
至檔案。匯出程序支援這些物件：
• 維度
• 智慧型列示
• 匯率
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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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要使用檔案作為匯入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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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將中繼資料匯出至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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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按一下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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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匯出中繼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建立以顯示下一個匯出中繼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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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對於位置，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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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選取您想要匯出的維度。
6. 在檔案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逗號分隔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逗點分隔的 .csv 檔案。
• Tab 分隔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 Tab 分隔 .txt 檔案。
• 其他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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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匯出資料的動作：
• 如果選取的位置是寄件匣，請按一下另存為工作，將匯出作業儲存為工作，您
就可以進行排程，以立即執行或在以後執行該工作。

• 如果選取的位置是本機，請按一下匯出，然後指定要將資料匯出檔案儲存在何
處。

8. 儲存包含所選取維度的 zip 檔案。
9. 選擇性：開啟 .csv 檔案，並進行任何必要編輯。尋找正確父科目成員，並確認成員
位於正確位置，例如，作為 FCCS_Income Statement 子項。

10. 儲存任何變更。
11. 將修改過的 .csv 檔案匯入至 Tax Reporting。

資料整合
「資料整合」是 Tax Reporting 中用來執行整合程序的機制。您可以定義以檔案為基礎
的整合和直接整合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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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常見的整合任務使用易於導覽的介面完成，該介面支援
並符合您的運作方式。
您可以從「應用程式」下的 Tax Reporting 首頁直接存取「資料整合」，或從「導覽
器」選取「應用程式」下的「資料交換」。您可以從「資料整合」頁面建立整合。您也
可以執行現有的整合，以根據任何篩選準則從來源擷取資料，然後將其載入目標。
請參閱下列手冊：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整合
•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移至「使用

Tax Reporting 的客戶」一節。
若要存取「資料整合」，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
若要存取「資料整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 Data Exchange。
即顯示資料整合頁面。

2. 若要搜尋整合，請按一下搜尋，並依「名稱」、「位置」、「來源」或「目標」搜
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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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要排序整合的清單，請指定條件。排序結果可以遞增順序 (A 至 Z) 或遞減順序 (Z 至 A)
來列示。

4. 若要建立整合，請按一下  建立整合，然後使用「建立整合」精靈指定整合詳細資
料。

5. 若要編輯整合，請按兩下此清單中的整合，並視需要編輯整合詳細資料。
6. 若要執行整合，請選取此清單中的整合，並按一下執行 。

複製資料
您可以從來源 POV 將資料複製到目標 POV。這可讓您執行資料的大量複製作業。這可讓使用
者藉由篩選成員 (例如藉由篩選 Account、Multi-GAAP、Movement、Intercompany、
Jurisdiction 或 Data Source 的成員)，在較細微的層級複製資料。您可以複製多個案例、年度
及期間的資料。
若要複製資料，您必須是具有資料寫入存取權的服務管理員。來源與目標 POV 規則如以下所
示：
• Entity 維度可讓您選取多位成員，例如 Region 1、Region 2。而其他維度 (例如 Data

Source、Account、Movement、Intercompany、Multi-GAAP 及 Jurisdiction) 就跟 Entity
維度一樣，也允許您在「來源」選取多個項目。

• 對於 Entity 維度來說，如果使用者在「來源 POV」中選取多個項目，則系統會把相同的值
從來源複製到「目標」中。目標成員和在「來源」進行的選擇相同。
當您選取「排除組態」時，除了 Scenario、Year 和 Period 以外的所有其他維度都會有已
鎖定的目標，且目標的選取項目會和來源的相同。

• 您無法複製資料至已鎖定的目標實體。來源實體可能會發生鎖定；不過，如果目的地發生
鎖定，則「複製」作業不會成功。

• 系統也會把與資料相關的所有比率 (例如，「稅率」、「外匯匯率」、「置換匯率」等)，
全都複製到 Consol 和 CbCR 立方體的目標中。

• 位於「組態」立方體中的所有自動化相關資料也會受到複製。
沒有任何鑽研資訊複製至目的地。目前，「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記入的資料和「資料管理」載
入的資料可使用鑽研資訊。由於這是一項複製作業，因此來源中可用的鑽研資訊不會複製至目
的地。

備註：
如需「複製資料」的安全性層級概觀，請參閱管理安全性。

複製資料中的替代變數
您可以在成員選取器中輸入替代變數。另請參閱：建立替代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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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為「目前年度」FY21 建立名為 &currYear 的「替代」變數，並為「上
一年度」FY20 建立名為 &prevYear 的「替代」變數。然後，您可以分別在「來源年
度」和「目標年度」的「複製資料」中輸入這些值。接下來，您可以執行此「複製資
料」任務，或是把它「儲存」為「工作」 (請參閱儲存複製資料工作)。至於下一年度，
您只需要更新「替代」變數值，例如把 prevYear 的值更新為 FY21，並把 currYear 的
值更新為 FY22。

備註：

• 「替代變數」的開頭必須是「&」。
• 「替代變數」值必須是有效的成員。
• 「替代變數」值不可以包含任何逗點分隔值。
• 「替代變數」值不可以包含任何函數。
• 「替代變數」值不可以是函數。例如，假設我們建立名為

allChildrenOfTotGeo 的「替代變數」，並將其值設定為
ILvl0Descendants("FCCS_Total Geography")，則複製資料作業會失敗，
且您會收到錯誤訊息。

您可以複製這些類型的資料：
• 備付稅款 - Consol 立方體資料
• CbCR - CbCR 立方體資料
對於「備付稅款」和 CbCR，您可以指定是否要合併或取代資料。
在複製程序之後，所有目標實體資料的計算狀態會變更為受影響。您必須執行整合才能
更新值。
若要複製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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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複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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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複製資料工作」畫面上的建立。

4. 「複製資料」畫面會開啟。
5. 選取您要複製的模組：
• 備付稅款
• CbCR - 如果您沒有啟用 CbCR 功能，畫面就不會顯示此選項。
• 排除組態資料 – 如果您沒有選取「排除組態資料」，Scenario、Year、Period、Data

Source 即可供您選取。如果您已選取「排除組態資料」，除了 Scenario、Year、
Period、Data Source 之外的其他維度 (例如 Account、Movement、Intercompany、
Multi-GAAP 及 Jurisdiction) 則可供您選取。

6. 對於備付稅款和 CbCR，請從複製選項選取您要執行的複製類型：
• 取代 - 系統會把所有目標資料儲存格的值，都替換成來源資料儲存格的值。
• 合併 - 系統會把來源資料儲存格的值，合併到目標資料儲存格的值中。任何不是來源
選擇的一部分的現有目標資料儲存格將保持不變。

7. 對於排除組態資料，您可以選取或取消選取核取方塊，視您是要包含，還是排除已複製的
組態資料而定。
排除組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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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選取排除組態資料核取方塊，當您執行「複製資料」功能時，與下列「組
態」相關的資料都會遭到排除：
• 稅務自動化規則
• 期中備付稅款虧損實體
• TAR 自動化規則
• CbCR 申報
• CbCR 自動化
• 稅率
• 稅收損失/抵免中的到期年度
• 外匯 (FX) 匯率
• CTP 自動化

備註：
當您選取「排除組態資料」時，所有維度 (例如 Account、Movement、
Data Source、Intercompany、Jurisdiction 及 Entity) 都可供您篩選。請注
意，您無法為這些維度成員選取「目標」。您針對「來源」所輸入的值，
也會反映在「目標」中。

注意：
請注意，系統也會把「自動化」和「已計算」的資料複製到目標中，且當
使用者執行整合時，系統會清除這些資料。如果您不想複製這些資料，可
以在「變動」維度上套用篩選條件。

包含組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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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沒有選取排除組態資料，「複製資料」功能也會包含組態資料。

備註：
「複製資料」功能並不會複製「所有權資料」。

8. 對於來源和目標，按一下

以開啟選取成員對話方塊，然後在「選取成員」對話方塊中選取一個 Scenario、Year、
Period，以及一或多個 Data Source，再按一下確定。

若要在「來源」和「目標」中選取「案例」、「年度」、「期間」和「實體」的成員，請
使用成員選取器 (您也可以手動輸入)。您可以同時選取多個成員，但只限於在 Scenario、
Year 和 Period 的「目標」中。
請注意，Entity 和其他維度 (例如 Data Source、Account、Movement、Intercompany、
Multi-GAAP 及 Jurisdiction) 可作為篩選條件，但只有在您已選取排除組態資料核取方塊時
才可供您使用。

9. 選取「資料來源」成員，方法是使用成員選取器，或是輸入來尋找有效的資料來源成員。

備註：
如果您已將 FCCS_Supplemental Data 選取為「資料來源」，且如果該資料
儲存格的值是從某個 SDM 表單記入的，則該 SDM 表單會是「未記入或已重新
開啟」。系統可以藉由取消記入或重新開啟表單，清除儲存在 Tax Reporting 中
的資料和鑽研連結，然後將表單狀態回復至工作流程的第一個階段，並重新指派
給籌備者。總而言之，取消記入或重新開啟 SDM 詳細資料會自動清除資料儲存
格值，除非使用者決定重新部署表單範本，否則不會刪除輔助 SDM 詳細資料。
如果您已將 FCCS_Managed Data 選取為資料來源，或是其他包含「資料管
理」連結的任何項目，系統將一律會清除資料儲存格中的值，以及鑽研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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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對於目標，請選取要作為複製資料目標的一個 Scenario、Year、Period，以及一或
多個 Entity 維度。請注意，Entity 是作為篩選條件，且在您沒有選取排除組態資料
核取方塊時，將無法供您選取。

11. 按一下執行提交複製資料任務，並在提示時，按一下是以繼續。無論您之前選取的
是備付稅款還是 CBCR，系統都預設會複製「比率資料」。
系統會顯示已提交複製資料任務的訊息。您可以從「工作」主控台監視任務狀態。
從「應用程式」頁面中，按一下工作，然後按一下工作以取得更多詳細資料。

 

 
 

 
相關主題：
• 使用複製資料工作
• 儲存複製資料工作
• 排定複製資料工作
• 稽核複製資料工作
• 範例：排除組態、替代變數、排定工作

使用複製資料工作
在您選取「複製資料」處理程序的成員之後，可以將其儲存為「複製資料工作」。這可
讓您稍後擷取「複製」處理程序的資訊，而不需要重新選取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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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選取「複製資料」時，系統會顯示您已儲存的複製工作清單。您可以選取工作並執行「複
製資料」處理程序、編輯並儲存工作，或儲存為修改過的工作。您可以複製現有工作，以及刪
除不再需要的任何工作。
建立複製資料工作
若要建立「複製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概觀，然後從動作中選取複製資料。
3. 選取您要複製的項目。
4. 按一下儲存。
5. 從儲存複製工作中，輸入工作名稱和描述，然後按一下儲存。「名稱」必須是最多 30 個
字元的唯一名稱。「描述」最多有 128 個字元。

6. 從儲存的確認訊息中，按一下確定。
工作會顯示在「複製資料工作」清單上。
另請參閱：複製資料
編輯複製資料工作
若要編輯「複製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複製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以開啟。
2. 視需要編輯選取項目。
3. 按一下儲存。您可以儲存相同名稱的工作，或視需要變更名稱。
4. 按一下另存新檔，將修改過的工作儲存為新的工作，然後輸入「名稱」和「描述」。
複製一個複製資料工作
1. 從「複製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複製。
複製的工作會顯示在「複製資料工作」清單上，尾碼為 "_Copy"。
例如，如果您複製 Test_Copy_Job，則複製的工作名為 Test_Copy_Job _Copy。
刪除複製資料工作
若要刪除「複製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複製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3. 從刪除所選取工作的確認提示中，按一下確認。
4. 從刪除工作確認中，按一下確定。
另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 Tax
Reporting 的「複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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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複製資料工作
只要使用「複製資料」功能，您就能夠將「複製資料」選取項目另存成「工作」。請注
意，「複製資料工作」可以讓您：
• 複製及修改
• 刪除
• 排定
如何儲存「複製資料工作」：
1. 開啟複製資料視窗。請參閱複製資料。
2. 針對 Scenario、Year 及 Period，輸入下列的 (範例) 值。
• Scenario：來源 – Actual、目標 – Actual

• Year：來源 – FY15、目標 – FY15

• Period：來源 – P1、目標 – P2

3. 按一下儲存。
4. 此時，畫面會出現「儲存複製工作」視窗。輸入名稱及描述，然後按一下儲存。

5. 該「工作」已順利儲存。
6. 您也可以按一下另存為，以便為您剛建立的「工作」建立副本。
7. 在「另存為複製工作」視窗中輸入名稱和描述，然後儲存。
8. 您也可以「複製」或「刪除」該「工作」，方法是選擇該「工作」，然後用滑鼠右
鍵按一下動作圖示以選取重複或刪除。

排定複製資料工作
如何排定「複製資料工作」：

第 5 章
複製資料

5-20



1. 前往「排定工作」畫面。另請參閱排定工作。
2. 選取左導覽窗格中的複製資料選項。
3. 輸入名稱，並在排程開始於中輸入「排程時間」，然後按一下下一步。如果您想要立刻執
行工作，也可以選取立即執行選項。

4. 按一下下一步。

5. 複查「排定工作」視窗，然後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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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當排定程序開始時，您就可以在「擱置中的工作」清單中看到自己的排定工作。

稽核複製資料工作
您可以針對直接從排程器執行，或是透過排程器來執行的「工作」，使用稽核項目選
項。另請參閱：稽核任務與資料。

稽核項目會擷取下列資訊：
• 任務類型：複製資料
• 執行時期
• 特性：「任務類型」及其執行源頭 (從 UI 執行，或是從排定工作執行)、來源 POV

• 動作：執行者
• 值：目標 POV，以及執行源頭

範例：排除組態、替代變數、排定工作
使用案例：
• 使用者想要把 Scenario：Actual、Year：FY21、Period：P12 的資料，複製到

Scenario：Actual、Year：FY22、Period：P12
• 使用者不需要複製組態資料。
• 使用者只想要複製 Account：NIBT 及 Entity：Region 1 的資料
• 使用者必須依照一般的時間間隔 (例如每月、每季、每年) 來執行「複製」任務。
動作：
1. 為 Year 建立兩個「替代」變數：
• 目前年度：FY21
• 下一年度：FY22

2. 建立「複製資料」任務。
3. 選取排除組態資料核取方塊。
4. 輸入「來源」和「目標」：Scenario、Year、Period。在 Year 中，您可以輸入剛剛
建立的「替代」變數 - 來源年度：目標年度、目標年度：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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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取 Account 篩選條件，並輸入 Account 的名稱：NIBT。
6. 選取 Entity 篩選條件，並輸入 Entity 的名稱：Region 1。
7. 按一下另存為工作。請提供該工作的名稱和描述，然後選取儲存。
8. 當系統儲存該工作之後，您可以瀏覽至「排定工作」畫面，並選取可用清單中的「複製資
料」。

9. 然後，您可以為已儲存的複製工作排定執行時間，方法是提供開始日期/時間、結束日期/時
間，以及週期性的執行頻率。

10. 當您建立該「工作」的排程之後，該工作就會在您指定的日期和時間，並依照您提供的一
般時間間隔來執行。

11. 當您在下一個年度想要把相同的資料從 FY22 複製到 FY23 時，可以前往「替代」變數頁
面，並更新下列的值 - 目前年度：FY22 及下一年度：FY23。

12. 當排定的工作在下一個年度執行時，就會取得更新過的替代變數值。

清除資料
您可以從下列資料類型的特定「案例」、「年度」和「期間」或期間範圍清除所選實體的資
料：
• 備付稅款
• CbCR 資料
對於外匯 (FX) 匯率資料，此作業將清除在整合 (Consol) 和 CbCR 立方體兩者中選取之實體的
所有匯率資料，但不包含「全域匯率」。
若要清除資料，您必須是具有服務管理員角色的使用者。您無法清除「已鎖定」或「未啟動」
實體的資料。
在下列維度中的成員是固定的，在「清除」程序中無法選取：
• 檢視 - 定期
• 幣別 - 實體幣別 (如果未在「資料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全部)。如果在「資料來源」下拉
清單中選取了全部，則將清除實體幣別與所有報表幣別的資料。

• 科目 - <所有成員>

• 移動 - <所有成員>

• 多重 GAAP - <所有成員>

• 自訂 - <所有成員>

• ICP - <所有成員>

• 整合 - 實體輸入 (如果未在「資料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全部)。如果在「資料來源」下拉
清單中選取了全部，則將清除所有「整合」成員的資料。

在執行「清除」處理程序之後，您必須執行整合以更新受影響的值。
如果您在「資料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全部，則將根據以下邏輯設定實體的計算狀態：
• 如果選取了層級 0 實體，則所選實體與其例項 (如果存在) 會設為無資料，而 (所選層級 0
實體與其共用例項的) 所有祖代都會設為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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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取了父實體，則系統會檢查其子實體的計算狀態。如果所選實體之所有子實
體的計算狀態為無資料，則父實體與其共用例項 (如果有) 的計算狀態也會變成無資
料。否則，所選父實體與任何共用例項，以及其所有祖代的計算狀態會變成受影
響。

• 例如，如果使用 IDescendants() 函數選取了實體的子代，則系統會清除所有子代實
體的資料以及這些實體之任何共用例項的子代，並將其計算狀態更新為無資料。(子
代實體與任何共用例項的) 所有祖代都會標示為受影響。祖代可以啟用父項稅務計
算，也可以啟用父項資料輸入，因此除非清除了祖代實體的所有資料，否則其計算
狀態必須保持為「受影響」。

備註：
• 如果您從「資料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任何其他資料來源 (受管理資料、
補充資料或其他資料），而不是全部)，則層級 0 實體的計算狀態會標示
為受影響。只有您選取全部時，計算狀態才會設為無資料。

• 如果您從「資料來源」下拉清單中選取任何其他資料來源 (受管理資料、
補充資料或其他資料），而不是全部)，則父實體的計算狀態會標示為受影
響。如果您在資料來源中選取全部，則：
– 只有在父實體之所有子實體的計算狀態開始時為無資料，父實體的計
算狀態才會標示為無資料。

– 如果所選父實體之任何子實體的計算狀態為無資料，則計算狀態會標
示為受影響。

系統不會將無資料的實體包含在「清除」程序中。核准狀態為「已鎖定」或「未啟動」
之實體的計算狀態不會變更。

備註：
如需「清除資料」的安全性層級概觀，請參閱管理安全性。

範例使用案例情境
所有實體的狀態都不是無資料，沒有任何實體具有已鎖定或未啟動的核准狀態，並且為
所有範例選取了全部資料來源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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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1：清除任何父項 (TESTENTITY4) 的資料
• 將清除 TESTENTITY4 與其共用例項的資料。
• 如果 TESTENTITY4 之子實體 (TESTENTITY5) 的計算狀態不是無資料，則

TESTENTITY4 與其共用例項的計算狀態會變成受影響，否則，TESTENTITY4 與其共用
例項的計算狀態將更新為無資料。

• TESTENTITY4 與其共用例項 (即 TESTPARENT1、TESTPARENT2、
TESTGRANDPARENT1 和 TESTGRANDPARENT2) 的所有祖代都會變成受影響。

使用案例 2：清除層級 0 (TESTENTITY7) 的資料
• 將清除 TESTENTITY7 與其共用例項的資料。
• TESTENTITY7 與其共用例項的計算狀態將更新為無資料。
• 祖代 TESTENTITY6、TESTPARENT2、TESTPARENT3、TESTGRANDPARENT2 和

TESTGRANDPARENT3 會變成受影響。
使用案例 3：清除 IDescendants(TESTPARENT2) 的資料
• 將清除 TESTPARENT2、TESTENTITY4、TESTENTITY4 (共用)、TESTENTITY5、

TESTENTITY6、TESTENTITY7、TESTENTITY7 (共用) 和 TESTENTITY8 的資料。
• 上述例項的計算狀態將更新為無資料。
• 祖代 TESTPARENT1、TESTPARENT3、TESTGRANDPARENT1、

TESTGRANDPARENT2 和 TESTGRANDPARENT3 會變成受影響。
使用案例 4：清除 Ancestors(TESTENTITY4) 的資料
• 將清除 TESTPARENT1、TESTPARENT2、TESTGRANDPARENT1 和

TESTGRANDPARENT2 的資料。
• 上述例項的計算狀態會根據其子項的狀態進行更新。
• 如果 TESTPARENT2 之子項的計算狀態不是無資料，則 TESTPARENT2 與

TESTGRANDPARENT2 會受影響，否則其計算狀態會變成無資料。
• 如果 TESTPARENT1 之子項的計算狀態不是無資料，則 TESTPARENT1 與

TESTGRANDPARENT1 會受影響，否則其計算狀態會變成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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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清除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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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清除資料。
3. 在清除資料對話方塊中，選取您要清除的模組：
• 備付稅款
• CbCR -- 如果未啟用 CbCR，將不會顯示核取方塊。

4. 在目標下，按一下 ，選取維度旁的勾選標記以選取下列項目，然後按一下確
定：
• 案例
• 年度
• 期間，或期間範圍
• 一或多個實體成員或函數

備註：
對於 Scenario 和 Year 維度，僅允許單一選擇。

5. 在資料來源下，選取您要清除料來源：
• 全部 -- 包含列出的所有選項。
• 受管理資料 -- 從「資料管理」複製或傳送至系統的資料
• 補充資料 -- 從「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記入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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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選取補充資料作為資料來源，而且資料儲存格具有從補充資料管理程式
(SDM) 表單記入的值，則系統將一律清除 Tax Reporting 中的資料與相關聯的鑽研
連結。

– 如果選取受管理資料作為資料來源，或是包含資料管理鑽研連結的任何其他資料來
源，則系統將一律清除 Tax Reporting 中的資料與相關聯的鑽研連結。

• 其他資料-- 受管理資料與補充資料以外的所有資料。所有輸入資料，例如，稅務、稅
前、已分配、TAR、BVT 等等。

備註：
對於任何選取的來源資料來源選項，不需要選取目標成員。系統會自動使用來源
中所選的相同目標資料來源，而且可以單選或複選。

6. 按一下執行提交清除資料任務，並在提示時，按一下是以繼續。
系統會顯示已提交清除資料任務的訊息。

7. 若要監控任務狀態，請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工作，然後按一下清除資料工作
以取得詳細資料。

使用清除資料工作
在您選取「清除資料」處理程序的成員之後，可以將其儲存為「清除資料工作」。這可讓您稍
後擷取「清除資料」處理程序的資訊，而不需要重新選取成員。
當您選取「清除資料」時，系統會顯示您已儲存的清除工作清單。您可以選取工作並執行「清
除資料」處理程序、編輯並儲存工作，或儲存為修改過的工作。您可以複製現有工作，以及刪
除不再需要的任何工作。
建立清除資料工作
若要建立「清除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概觀，然後從動作中選取清除資料。
3. 選取您要清除的項目。
4. 按一下儲存。
5. 從儲存清除工作中，輸入工作名稱和描述，然後按一下儲存。「名稱」必須是最多 30 個
字元的唯一名稱。「描述」最多有 128 個字元。

6. 從儲存的確認訊息中，按一下確定。
工作會顯示在「清除資料」工作清單上。
另請參閱：清除資料
編輯清除資料工作
若要編輯「清除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清除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以開啟。
2. 視需要編輯選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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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儲存。您可以儲存相同名稱的工作，或視需要變更名稱。
4. 按一下另存新檔，將修改過的工作儲存為新的工作，然後輸入「名稱」和「描
述」。

複製清除資料工作
1. 從「清除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複製。
重複的工作會顯示在「清除資料工作」清單上，尾碼為 "_Copy"。例如，如果您複製
Test_Clear_Job，則複製的工作名為 Test_Clear_Job _Copy。
刪除清除資料工作
若要刪除「清除資料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清除資料工作」清單中，選取工作。
2.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刪除。
3. 從刪除所選取工作的確認提示中，按一下確認。
4. 從刪除工作確認中，按一下確定。
另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REST API 中 Tax
Reporting 的「清除資料」

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
使用者能夠使用清除立方體選項移除立方體資料。
若要建立清除立方體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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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輸入工作名稱和選取立方體，然後選取清
除選項：
• 全部清除—刪除與您在全部清除選項之下選取的實體關聯的立方體內所有資
料，其中包括下列：
– 輔助明細
–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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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 Essbase 資料

• 如果您想要清除
– 上層資料區塊 — 刪除上層資料區塊中的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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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刪除具有 #MISSING 值的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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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如果您已經執行 Consol 立方體 (而非 Rates 立方體) 的清除立方體選項，就必須執行
計算匯率 商業規則，以便將「匯率」資訊帶入 Consol 立方體。

若要立即啟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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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整理資料庫
在應用程式頁面，您可以重新整理資料庫 (用於將資料儲存在應用程式中)。資料庫的結構是以
維度、階層式成員、屬性和應用程式中指定的其他資料為基礎。
無論何時變更應用程式結構，均必須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在您為應用程式重新整理資料
庫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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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修改
「實體」成員的特性、新增「案例」或變更存取權限，這些變更會儲存在關聯式資料庫中，直
到您重新整理應用程式資料庫。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您可以選擇是否允許所有使用者或僅允許目前的管理員在重新整理過程
中以維護模式使用應用程式。您也可以登出所有使用者，還可以終止任何作用中的應用程式要
求。資料庫重新整理之後，您可以允許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

注意：
重新整理之前，Oracle 建議您備份大綱檔案，並從所有資料庫匯出資料。

若要重新整理資料庫，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在應用程式頁籤上，選取動作下的重新整理資料庫。
3. 在重新整理資料庫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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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好在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的選擇：
• 允許下列使用者使用應用程式 — 在重新整理期間，允許所有使用者或管理員

(或目前登入的管理員) 於維護模式下存取應用程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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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應用程式中的任何作用中要
求。

5. 做好在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的選擇，以確認讓下列人員可以使用應用程式的對象為
所有使用者或管理員。該選擇會允許要讓所有使用者或只讓目前登入的管理員在重
新整理之後以維護模式存取應用程式。

6. 選取一個選項：
• 若要立即重新整理資料庫，請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複查確認訊息，然後按
一下重新整理。

• 若要排定重新整理資料庫工作，請按一下另存為工作，輸入工作名稱，然後按
一下儲存。

備註：
如果您要排定週期性的重新整理資料庫工作，則每次工作執行時都將適用
您選取的重新整理工作選項。若要編輯您所選取的項目，請按一下「工
作」主控台中的工作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定義有效交集
瞭解有效交集

有效的交集可讓您定義規則 (稱為有效交集規則)，可為使用者在輸入資料或者選取執行
時期提示時篩選某些儲存格交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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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限制可加速整合程序以及最
佳化使用者可使用的資訊。

有效交集群組
有效交集群組定義下列：
• 要包含的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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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維度中其中有一個作為錨點維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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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僅定義有效的交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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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錨點與非錨點維度：
• 在用於有效交集評估的類型中，錨點維度一律為必要維度。
• 非錨點維度為必要或非必要：
– 如果非錨點維度為必要，任何不使用該維度的類型在評估有效交集時，將會忽略已將
該維度標示為必要的任何有效交集群組。

– 如果非錨點維度非必要，任何不使用該維度的類型仍會評估任何將該維度納入為非必
要的有效交集群組，並評估該類型中有效交集群組中其他任何維度的交集。

• 依預設，取消選取的錨點維度成員有效，但您可以清除取消選取的成員有效選項，將它們
標示為無效。此選項會將此規則中未選取之錨點維度的所有交集標示為無效。

有效交集規則中的多餘或重疊
如果符合任一個有效交集規則條件，同一交集群組內產生任何明顯衝突或重疊的有效交集規則
就會標示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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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取消選取的成員有效屬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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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使用找到的第一個：
1.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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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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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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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有效交集
若要檢視有效交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選取設定頁籤。
3. 按一下您要檢視之有效交集的名稱。隨即顯示所選交集的結果。
若要建立有效交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選取設定頁籤。
3. 按一下建立來建立有效交集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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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未命名的交集中，輸入有效交集群組的名稱。
5. 點選描述以編輯欄位，並輸入有效交集群組的描述。

6. 若要選取錨點維度，請按一下選取錨點維度旁的「向下」 。選取的維度會成為主導維
度。

7. 按一下錨點維度旁的「向下」 ，以選取要包含在有效交集中的其他維度。依預設，非
錨點維度成員並非必要。

8. 選擇性：若要將非錨點維度設定為必要，請按一下非錨點維度旁的「向下」 ，然後按
一下必要。

9. 定義有效交集規則：
a. 按一下新增規則。

b. 按一下規則旁的「向下」 ，然後按一下編輯並選取在有效交集規則中要包含、排
除或移除的成員範圍。
• 按一下 編輯 以開啟選取成員頁面，然後選取要納入有效交集規則中的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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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一下「刪除」  來刪除規則。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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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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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有效交集
檢視有效交集

若要檢視有效交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建立有效交集群組。請參閱建立有效交集。
• 重新排序無效交集群組。請參閱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 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請參閱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
• 編輯有效交集的詳細資料，例如，在有效交集群組中新增或移除維度。請參閱
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 複製現有的有效交集群組，以便您可快速建立新的群組。請參閱複製有效交集
群組。

• 刪除有效交集群組。請參閱刪除有效交集群組。

變更有效交集群組評估順序
有效交集群組的評估順序會盡快排序無效結果集合，對整體有效交集評估加快速度並提
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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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上移或下移。

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
有效交集群組依預設會在建立時啟用。如果您不希望評估或使用有效交集群組，您可以
在有效交集頁籤上停用它。當有效交集停用時，在檢視表單或商業規則時，將不再套用
該群組的有效交集規則。您可以重新啟用已停用的有效交集群組。
若要停用與啟用有效交集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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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有效交集清單的已啟用欄中，按一下有效交集群組旁的勾選標記，來啟用或停用該群
組。

備註：
如果群組已啟用，勾選標記為綠色。

3. 請確定已啟用的任何其餘群組仍以正確的評估順序列在有效交集清單中。如果不是，請上
移或下移它們的順序。

編輯有效交集群組的詳細資料
若要編輯有效的交集群組詳細資料，請使用成員選取器中的維度成員。您也可以定義有效交集
規則中的排除項。
若要編輯有效交集群組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您要編輯之有效交集群組的名稱。

• 若要編輯維度詳細資料，請在維度旁邊，按一下「向下」 ，以選取在有效交集規
則中包含、排除或移除的項目。
– 按一下編輯 以開啟選取項目頁面，然後選取要納入有效交集規則中的項目。您也
可以輸入成員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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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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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將維度從有效交集群組中刪除，請在維度旁邊按一下「向下」 ，然後
按一下「刪除」 。

• 若要將規則從有效交集群組中移除，請按一下刪除 。
• 若要將維度或規則新增至有效交集群組，請按一下新增規則 或新增維度。

3.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複製有效交集群組
若要加速建立有效交集群組，您可以複製現有的有效交集再編輯。
若要複製有效交集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在您要複製的有效交集群組右側，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複製。
3. 開啟複製的有效交集群組並進行編輯。
4. 若有需要，重新排序有效交集群組。

刪除有效交集群組
刪除群組之後，有效交集群組會重新排序。如果有三個有效交集群組，而順序中的第二
個群組被刪除，則第三個驗證群組會變成第二個。
若要刪除有效交集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在您要移除的有效交集群組右側，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刪除。
3. 視需要重新排序其餘的有效交集。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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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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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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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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清除選擇，進而為其他維度開啟更多選擇。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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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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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者的有效的維度成員交集。

表格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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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用在最近作為目前選
擇的有效交集群組。

從檢視點維度選取成員 • 讓您可選取檢視點上的成員
• 在檢視點維度的成員選取器中，可讓您從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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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智慧型檢視中的特設
表單都不會依據有效
交集群組篩選頁面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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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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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無效交集報表
建立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建立「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報表頁籤。
3. 按一下建立。

 

 

4. 在「未命名報表」畫面中，輸入報表名稱和描述。
 

 

5. 選取您要掃描尋找無效交集的立方體。
6. 按一下實體、案例和檢視，以選取您要包含在掃描中的成員。
7. 選擇性：選取此選項來現在或稍後執行報表。
8. 選擇性：修改報表準則並重新執行報表。
9.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編輯無效交集報表
您可以編輯「無效交集報表」及變更名稱、描述和報表準則。
若要編輯「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第 5 章
管理無效交集報表

5-38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報表頁籤。
3. 從報表清單中，選取報表。

4. 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編輯。
5. 選擇性：編輯報表名稱或描述。
6. 選擇性：選取不同的報表準則。
7. 選擇性：選取此選項來現在或稍後執行報表。
8.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複製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複製「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報表頁籤。
3. 從報表清單中，選取報表。

4. 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複製。
5. 在複製對話方塊中，輸入新報表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執行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執行「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報表頁籤。
3. 從報表清單中，選取報表。

提示：
若要搜尋報表，請輸入搜尋準則，然後按一下搜尋。

4. 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執行。

刪除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刪除「無效交集」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有效交集。
2. 按一下報表頁籤。
3. 從報表清單中，選取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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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若要搜尋報表，請輸入搜尋準則，然後按一下搜尋。

4. 按一下動作

，然後選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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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中的列或欄。如果您未選取此選項，則系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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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導覽器的管理員下，按一下表單。

 

 

2. 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面板的表單下，按一下要開啟的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
置。
 

第 5 章
管理無效交集報表

5-40



 

3. 在方格特性之下，選取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 列、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 欄，或是兩者都
選擇。

4. 按一下儲存。

第 5 章
管理無效交集報表

5-41



6
在 EPM Cloud 中連線環境

另請參閱：
• 關於連線 EPM Cloud 環境
• 移轉 EPM Cloud 連線的注意事項
• 建立、編輯和刪除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
• 連線到外部 Web 服務
• 指定外部連線的進階選項
• 跨 EPM Cloud 環境導覽
• 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使用直接 URL 整合連線的環境

關於連線 EPM Cloud 環境
概觀
服務管理員可以連線多個下列類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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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規劃
• Planning 模組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Oracle Sales Planning Cloud

• Oracle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Cloud

• Tax Reporting

一旦「服務管理員」完成設定連線，具有多個 EPM Cloud 環境存取權的使用者只要登入一次
便能夠從單一存取點導覽那些環境。此外，來自多個環境的物件 (例如表單與儀表板) 可以混合
至叢集內或者導覽流程的卡上的頁籤內。目標環境中的物件存取權由使用者的角色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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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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環境指您從其建立連線的環境。目標環境指您從來源環境進行連線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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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規劃
• Planning 模組
• Sales Planning

• Tax Reporting

來源環境也可以連線到這些目標環境 (這些環境不可以是來源環境)：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企業利潤與成本管理
• Narrative Reporting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Strategic Workforce Planning

我有哪些方法可以連線至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在導覽器  功能表上切換來源環境和目標環境。請參閱跨 EPM Cloud 環境導
覽。

• 自訂來源環境中的導覽流程以從首頁存取其他目標環境中的叢集、卡和物件。請參
閱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 使用直接 URL 無縫整合連線的環境請參閱使用直接 URL 整合連線的環境。
注意事項
• 只有服務管理員才能夠建立跨環境連線。
使用者按一下導覽連結以開啟連結的環境。連結的環境內的存取權由指派給使用者
的預先定義的角色和存取權限 (如果有的話) 決定。

• 若要取得無縫跨環境導覽，對其設定跨環境導覽流程的所有環境例項必須屬於相同
的識別網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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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目標與來源環境例項不是在相同的識別網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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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證設定跨環境連線。
如果您的環境已針對 SSO 進行設定，請確定針對設定跨環境連線的服務管理員維護識別
網域憑證。請參閱使用識別網域認證來登入。

• 在某些使用個案案例中，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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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線的注意事項。

• 跨環境連線不支援虛名 URL。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請觀看此影片以瞭解如何自訂 EPM Cloud 工作流
程。  概觀：在 EPM Cloud 中自訂工作流程
觀看此影片系列以瞭解互連規劃。您會看到整體互
連規劃解決方案，以及如何透過跨 Pod 智慧型發送
和導覽流程連線規劃解決方案，為不同部門的計畫
人員提供順暢的體驗。在第一部影片中，重點放在
財務和銷售。下一部影片聚焦在策略性人力規劃和
IT規劃，最後一部影片則著重於行銷活動規劃。

 概觀：互連規劃 - 使銷售計畫與財務目標保
持一致

 概觀：互連規劃 - 策略性人力和 IT規劃
 概觀：互連規劃 - 管理行銷活動

移轉 EPM Cloud 連線的注意事項
Oracle 瞭解「服務管理員」先在測試環境上試用新功能 (例如，連線環境) 然後再移轉至生產
環境是常見的做法。不過，這樣做可能在移轉之後發生問題。以下是部分您需要注意的使用個
案案例。
在下列案例中，假設您具有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和 Planning 的環境。
使用案例 1：測試至生產
從測試環境移轉連線至生產環境時，請確定在測試環境中定義的連線已變更為指向對應的生產
環境。
例如,「服務管理員」已經定義 Planning 和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測試環境之間
的連線。「服務管理員」接著使用此連線在 Planning 中建立導覽流程，以參照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的卡。「服務管理員」針對移轉 Planning 測試環境建立的快照將
包含連線和導覽流程，其中包括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測試環境的連線。
在移轉快照至 Planning 生產環境時，Planning 將會有一個不想要的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測試環境連線。您必須在移轉環境之前或之後，將不想要的連線手動變更為指向對
應的生產環境。
使用案例 2：生產至生產或測試至測試
此案例沒有任何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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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 3：生產至測試
在此案例中，「服務管理員」可以嘗試從生產環境移轉快照至測試環境以解決問題。由
於在測試環境中建立的連線仍然指向生產環境，因此「服務管理員」修改連線以指向測
試環境非常重要。測試環境中指向生產環境的連線有可能在無意中竄改生產環境。

建立、編輯和刪除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
您必須先確定您對您要連線的來源和目標環境具有存取權，才能夠對其他 EPM Cloud
環境建立連線。您必須要有您要連線的其他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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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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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連線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b. 在選取提供者以建立連線頁面上，選取您要新增的目標環境。
c. 輸入目標環境連線詳細資料：
– 按一下變更提供者以選取不同的目標環境。
– 在連線名稱中，輸入此導覽連結的名稱，例如，整合應用程式。
– 輸入連結的描述 (選擇性)。
– 在 URL 中，輸入目標環境例項的 URL；例如，http(s)://your-

target-host-url.com。這是您通常用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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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些認證僅用於定義及驗證導覽連結。當使用者登入時，
將會套用自己所擁有的角色和存取權，以存取目標環境。

* 對於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請勿在使用者名稱前
面加上網域名稱。但是，其他外部 Web 服務的連線仍然
需要網域名稱。請參閱連線到外部 Web 服務。

– 網域欄位會根據您輸入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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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 若要編輯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中，按一下連線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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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編輯連線詳細資料。

備註：
如果您編輯連線至新服務類型的 URL，可能會讓導覽流程中斷。如果您
要連線至不同的服務，Oracle 建議您建立新的連線。

c. 按一下驗證。
d. 如果驗證成功，請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 若要複製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上，所要複製連線旁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
b. 按一下複製。
c. 為複製連線輸入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 若要刪除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管理連線頁面上，所要刪除連線旁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
b. 按一下刪除。

當目標環境連線至 EPM Cloud 來源環境時，將會列出在來源環境的導覽器  功能表上的我
的連線窗格中。導覽器 功能表上的我的連線窗格可供您導覽各個環境。請參閱跨 EPM
Cloud 環境導覽。
如需疑難排解方面的協助，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操作手
冊 中的處理導覽流程問題。

連線到外部 Web 服務
服務管理員還可以連線到外部 Web 服務，以便從外部 Web 服務讀取和寫入資料。
此連線可以在 Groovy 指令碼中參照或使用，以便在 Groovy 指令碼和外部 HTTP/HTTPS 資源
之間建立通訊連結。如需如何在 Groovy 指令碼中使用此連線的更多詳細資料和範例，請參閱
EPM Groovy 物件模型中的連線和 HttpRequest物件的 Java API 文件。

備註：
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連線類型僅可用於那些允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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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先確定您具有您要連線的 Web 服務的存取權，才能夠對外部 Web 服務建立連線。如有
必要，您還必須要有 Web 服務的 URL 以及任何登入詳細資料。
若要對外部 Web 服務建立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1. 登入來源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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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首頁」中，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連線。
3. 在管理連線頁面上，按一下建立。
4. 按一下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
5. 輸入連線的連線名稱和描述。
6. 輸入目標連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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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必要，輸入連線的使用者和密碼登入認證。在某些情況下 (例如，連線至
Oracle Fusion Cloud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服務)，使用者名稱前
可能需要加上網域名稱；例如，<Identity Domain>.<User Name>。
如需瞭解 EPM Cloud REST API 的基本驗證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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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義外部連線查詢參數的功能僅可用於允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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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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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線。
請參閱連線到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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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下所示：
• ：新增查詢
• ：刪除查詢
• 類型：選取標頭或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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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設定將對此連線發出的每個要求傳送的預設標頭。參數設定將對此連線發出的每
個要求傳送的預設查詢參數。

• 安全：若選取，將會加密在值欄位中輸入的值。清除列對於安全核取方塊將會移除
值。
外部 Web 服務的「Bearer 憑證」 是令人想擁有的標頭範例，可支援「Bearer 驗
證」；或者外部 Web 服務的 API 金鑰查詢參數，可支援 驗證的 API 金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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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EPM Cloud 環境導覽
一旦「服務管理員」建立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連線，那些連線會列出在導覽器  功能表
上的我的連線窗格中。

您可以從此位置切換環境。您必須要有其他環境的存取權才能夠開啟那些環境。可根據使用者
角色存取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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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環境已完成連線而且您具有那些環境的存取權，您可以在我的連線窗格中看到己連線
的環境清單。按一下環境以開啟。

備註：
按一下環境名稱右邊的圖示，在新視窗中開啟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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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導覽流程以存取其他 EPM Cloud 環境
您可以自訂商業程序介面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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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新增物件 (例如表單或報表) 至首頁。您可以藉由自訂導覽流
程，將這些物件 (又稱為卡) 分組為叢集。目標 EPM Cloud 環境的叢集和卡可以直接包
含在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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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其具有表格式頁面，其中每個頁籤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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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卡分組成叢集
• 使用多個 EPM Cloud 環境的頁籤來設定卡
若要深入瞭解設計導覽流程，請參閱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將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卡分組成叢集
您可以將各種 EPM Cloud 環境的卡分組成叢集，以便於從來源環境的首頁存取。例
如，您可以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建立卡構成的叢集，那些卡包含
Narrative Reporting 的預先建立的外部報表。

來自多個環境的卡還可以包含在來源環境上的相同叢集內。例如，Tax Reporting 使用
者可從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啟動日記帳圖示，而不會保留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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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藉由自訂導覽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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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建立由其他 EPM Cloud 環境的卡組成的叢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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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流程將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流程為止。若要啟動或
停用導覽流程，請在使用中欄中，按一下使用中或非使用中。一次只能設定
啟用一個導覽流程。

c. 若要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請按一下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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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只有在導覽流程非作用中時，才可進行編輯。如果您要編輯的導覽流
程是作用中狀態，請確保先使其變成非作用中，才可進行編輯。

2. 建立叢集或新增現有叢集：
a. 如果尚未開啟，請從導覽流程頁面中，按一下您要新增叢集的導覽流程頁面名
稱。

b. 若要建立新叢集，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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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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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叢集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直接選取。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叢集將顯示在來源導覽流程中定
義的當地語系化標籤。若要在您的導覽流程中更新叢集標籤，請在「首頁」
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3. 利用下列的其中一個選項，選取要納入叢集的卡：
• 瀏覽至您要新增到叢集中的卡。如果卡是在另一個環境內，請先在我的連線之
下選取環境，然後導覽至該環境中的卡。利用下列的其中一個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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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下列某個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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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照某個卡或叢集，您就無法把該卡新增到
該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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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啟動導覽流程並重新載入，以檢視您的設計時間變更。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請按一
下使用者名稱旁的向下鍵。然後在設定與動作功能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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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多個 EPM Cloud 環境的頁籤來設定卡
您也可以自訂導覽流程中的卡使其具有表格式頁面，其中每個頁籤都是來自不同環境的物件。
例如，Planning 使用者可以按一下「收入」圖示來啟動內含水平頁籤的卡，以顯示 Narrative
Reporting 的報表。
 

 
您可以藉由自訂導覽流程以製作表格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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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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流程將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流程為止。若要
啟動或停用導覽流程，請在使用中欄中，按一下使用中或非使用中。
一次只能設定啟用一個導覽流程。

c. 若要編輯現有的導覽流程，請按一下要編輯之導覽流程的名稱。
2. 新增內含來自各種目標環境的物件的表格式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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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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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直接選取。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卡將會顯示在來源導覽流程中定
義的當地語系化標籤。若要更新您的導覽流程中的卡標籤，請在「首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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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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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叢集存在，則為卡選取叢集或選取無。
• 圖示：選取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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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垂直或水平。
3. 將頁籤與子頁籤新增至表格式卡：

a. 若要新增現有頁籤，請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某個頁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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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個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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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某個頁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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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某個子頁籤，或是編輯子頁
籤的詳細資料。

d. 對於物件，按一下  以選取「物件程式庫」中的物件；例如，如果物件是表單，則
從物件清單中選取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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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複新增頁籤與子頁籤，直到完成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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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頁籤或子頁籤將會顯示在來源導覽流
程中定義的當地語系化標籤。若要更新您的導覽流程中的頁籤標籤，請在「首
頁」上按一下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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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檢視您的設計時間變更。若要重新載入導覽流程，請按一下使用
者名稱旁的向下鍵。然後在設定與動作功能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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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連線的環境
諸如 Oracle ERP Cloud 之類的其他來源系統，可以將直接連結的 URL 嵌入至連線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卡、頁籤和子頁籤所包含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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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程序內物件的唯一 URL。您可以使用下列兩種
方法複製唯一 URL：
• 複製業務程序中的物件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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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觀看此影片
瞭解如何使用直接連結，將 EPM Cloud 內容嵌
入 ERP Cloud 和 NetSuite 此類的其他系統。
另外，學習新的外觀選項來享受高效率的
Redwood 體驗、套用自訂標誌和浮水印，並從
頁面中刪除業務程序名稱。

 概觀：嵌入式直接連結和外觀最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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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務程序中物件 (儀表板、表單、Infolet 或報表) 的唯一 URL。
若要複製物件的唯一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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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只有具有目標物件存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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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提供已連線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業務程序內每個卡、頁籤和子頁籤唯一 URL 的 CSV 檔案。URL 按照導覽流程和
叢集進行分組，因此在 CSV 檔案中更容易找到 URL。您可以使用文字編輯器或
Microsoft Excel 開啟 CSV 檔案，並將相關的 URL 嵌入來源系統頁面中，當作 EPM
Cloud 的啟動點。
若要將 EPM Cloud URL 匯出至 CSV 檔案，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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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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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設定值與動作功能表上，按一下匯出 URL，然後按一下儲存。
系統會將 CSV 檔案儲存至本機機器上的預設下載資料夾中，而且會自動產生檔案名稱並附上
伺服器目前的日期和時間；例如 19_Feb_2021 13_15_38 Navigation Flow URLs.csv。在下
載資料夾中尋找檔案，然後使用文字編輯器或 Microsoft Excel 開啟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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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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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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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新查詢，然後按一下從檔案，接來按一下從 CSV。
3. 尋找並選取您匯出的 CSV 檔案，然後按一下匯入。新的視窗會顯示 CSV 檔案中的
資料。

4. 要讓 CSV 檔案的第一列成為標頭列，請按一下編輯，然後按一下使用將第一列當
作標頭，接下來按一下關閉並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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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6 章
使用直接 URL 整合連線的環境

6-16



7
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使用導覽流程自訂商業程序介面。導覽流程可讓設計人員控制角色或群組如何和商業程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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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覽流程可讓商業程序設計人員控制各種角色或群組如何和商業程序進行互動。「導覽流程設
計工具」可讓您自訂商業程序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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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新卡及將卡分組成叢集。您也可以自訂卡上顯示的垂直和水平頁
籤。
影片

您的目標 請觀看此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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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觀：在 EPM Cloud 中自訂工作流程
相關主題
• 商業程序介面中可以進行何種自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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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程序介面中可以進行何種自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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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或頁籤的顯示順序
• 新增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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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卡分組成叢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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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使用者都看得到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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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到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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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建立可在名為「我的任務」首頁上顯示圖示的導覽流程，而且另一個「服
務管理員」複製該導覽流程，將會導致對卡進行下列變更，然後將導覽流程和群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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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程序為導覽流程提供三個層級的許可權：
• 角色型：將權限授予指派給特定角色的使用者或群組；例如，使用者與服務管理員
會在首頁上看到顯示不同的卡片

• 物件型：將權限授予可看到特定物件的使用者或群組；例如，使用者只會看到獲指
派權限的表單

• 全域：將權限授予所有使用者

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商業程序附隨一個名為「預設」的預先定義導覽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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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資料，但無法變更任何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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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導覽流程」頁面中檢視導覽流程清單，其中包含預先定義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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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驗證導覽流程及瞭解如何找出並解決含遺漏物件的導覽流程元素，請參閱使用驗
證找出導覽流程缺少的物件。

• 若要解決導覽流程清單中，某個顯示警告圖示  之導覽流程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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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將卡分組成叢集，請參閱將卡分組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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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的可見垂直頁籤。
• 請勿在單一垂直頁籤中，新增超過 20 個的可見子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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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將游標移到該
頁籤上，就能顯示整個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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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若您嘗試超出可見性限制，就會看到告知您已超出限制的警告訊息。

在導覽流程中，導覽流程、卡、叢集、頁籤，和 Infolet (如果您的商業程序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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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流程將標示為非作用中，直到「服務管理員」啟動流程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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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會看到一個頁面，其中的導覽流程列出各種卡及叢集。您可以在此頁面上，編輯角色或
群組指派、指定哪些卡及叢集會出現在首頁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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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將導覽流程指派給使用者群組或角色。
• 可見：在可見欄中選取或取消選取導覽流程叢集和卡，以編輯其在首頁上的可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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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集和卡會按照它們在首頁上的顯示順序逐一列出 (如果可見)。選取向上或向
下箭頭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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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導覽流程中移除叢集或卡。
3. 按一下某個叢集或卡來編輯詳細資料。若要瞭解卡詳細資料的描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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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商業程序必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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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無法進行任何變更。
– 如果商業程序處於管理模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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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驗證找出導覽流程缺少的物件
查看導覽流程清單時，您可能會看到顯示錯誤圖示  的導覽流程節點或物件。發生此
錯誤的原因是與導覽流程關聯的物件已重新命名或被移除，現在被視為遺漏。您必須先
編輯導覽流程使其與重新命名的物件或不同的物件關聯，才能啟動此導覽流程。您可能
不會發現物件已被視為遺漏，因此建議您先進行驗證，再將導覽流程設為「作用中」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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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遺漏的物件並重新關聯：
1. 開啟導覽流程頁面。請參閱檢視及使用導覽流程。
2. 如果尚未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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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白顯示。
4. 按一下 ，然後選取驗證。
如果遺漏物件，您會看到一則錯誤訊息，指出哪些導覽流程參照找不到的物件。

5. 按一下每個發生錯誤的導覽流程名稱，然後展開顯示錯誤圖示  的節點，直到抵
達顯示遺漏物件的管理頁面。

6. 若是物件，按一下  以選取重新命名的物件或物件庫中的不同物件。
7.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8. 重複驗證您的導覽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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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會看到某個導覽流程有警告圖示 。當與導覽流程相關
聯的群組遭到刪除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您將必須要編輯該導覽流程，建立它與某個群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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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使用驗證找出導覽流程缺少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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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 ，以便將該導覽流程指派給某個群組或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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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您可以在此處編輯標籤。不過，如果標籤是在工具叢集上的物件標籤頁
面中定義，該定義會取得優先權並在執行時期期間顯示出來。若要永久
變更標籤，請在物件標籤頁面中重新定義該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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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形庫選取新圖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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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形庫選取新圖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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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用程式叢集以及應用程式叢集中的設定值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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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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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程序的每個功能區域都有專屬的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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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可以將卡分組成叢集。請參閱將卡分組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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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 (或是按
一下 )，然後按一下新增現有卡/叢集，並選取某個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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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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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卡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直接選取。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卡將會顯示在來源導覽流程中定義的當地
語系化標籤。若要更新您的導覽流程中的卡標籤，請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
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 參照卡是指已從另一個導覽流程進行參照的卡。導覽流程不支援參照已受參照的卡，
且當您新增現有卡時，這種參照將不會出現在「物件庫」供您選取；例如：
– 當您新增現有卡時，參照遠端物件或遠端頁籤的卡將不會出現在「物件庫」中。
– 當您新增現有卡時，參照另一個導覽流程之頁籤的卡將不會出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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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將卡分組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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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卡時沒有先選取某個卡或叢集，系統會把該卡新增到清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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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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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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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選取「物件程
式庫」中的物件；例如，如果物件是表
單，則從物件清單中選取特定表單。可
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表。若
要從另一個環境選取物件，請在我的連
線下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您要新增
的物件。

• 對於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卡
片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表
板的 URL)，然後按一下預覽以驗證彈出
視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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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將卡分組成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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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您在新增卡時沒有先選取某個卡或叢集，系統會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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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頁籤會顯示僅帶有文字的頁籤或文字與圖示皆有的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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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某個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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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編輯現有頁籤，請從頁籤清單按一下頁籤名稱，然後編輯頁籤詳細資料。
5. 若要新增新頁籤或現有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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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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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某個頁籤，最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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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參照頁籤是指已經從另一個導覽流程進行參照的頁籤。導覽流程不支
援參照已受參照的頁籤，且當您新增現有頁籤時，這種頁籤將不會出
現在「物件庫」供您選取；例如：
• 當您新增現有頁籤時，參照遠端物件或遠端子頁籤的頁籤將不會
出現在「物件庫」中。

• 當您新增現有頁籤時，參照另一個導覽流程之子頁籤的頁籤將不
會出現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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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於物件，按一下  以選取「物件程式庫」中的物件；例如，如果物件
是表單，則從物件清單中選取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
表。若要從另一個環境選取物件，請在我的連線下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
您要新增的物件。

• 對於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頁籤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
表板的 URL)，然後按一下預覽以驗證彈出視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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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頁籤，系統會把該頁籤新增到清
單的尾端。

6. 若要將新的或現有子頁籤新增至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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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某個頁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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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於物件，按一下  以選取「物件程式庫」中的物件；例如，如果物件
是表單，則從物件清單中選取特定表單。可用的物件包括表單、儀表板和報
表。若要從另一個環境選取物件，請在我的連線下選取目標環境，然後選擇
您要新增的物件。

• 對於 URL，輸入完整 URL (例如，在子頁籤中內嵌 Oracle Analytics Cloud
儀表板的 URL)。按一下預覽以驗證彈出視窗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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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頁籤，系統會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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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頁籤或子頁籤將會顯示在來源導覽流
程中定義的當地語系化標籤。若要更新您的導覽流程中的頁籤標籤，請在「首
頁」上按一下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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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您要內嵌之頁面的核准。例如，假設我們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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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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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無法移除下列導覽元素：
• 應用程式叢集以及應用程式叢集中的設定值圖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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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無法刪除稱為「預設」的預先定義的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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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卡分組成叢集
叢集是卡的分組。您必須先建立叢集，才能指派卡到叢集。您也可以將現有叢集新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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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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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系統會把該叢集新增到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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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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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清單中的某個卡或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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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叢集無法使用新增現有卡/叢集選項從 Narrative Reporting 和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直接選取。
• 從另一個導覽流程或者從另一個環境新增的叢集將顯示在來源導覽流程
中定義的當地語系化標籤。若要在您的導覽流程中更新叢集標籤，請在
「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物件標籤。
請參閱指定物件標籤。

• 參照叢集指已經從另一個導覽流程進行參照的叢集。導覽流程不支援參
照已經被參照的叢集，而且在新增現有叢集時亦不允許在「物件庫」中
選取該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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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卡或叢集，系統會把該叢集新增到清單
的尾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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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2. 利用下列的其中一個選項，選取要納入叢集的卡：

a. 瀏覽至您要新增的卡。如果卡是在另一個環境內，請先在我的連線之下選取環
境，然後導覽至該環境中的卡。利用下列的其中一個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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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下列某個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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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參照某個卡或叢集，您就無法把該卡新
增到該叢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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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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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您要檢視的導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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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設計 Infolet

相關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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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訂應用程式介面來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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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可以針對 Infolet 進行建立、重新設計、刪除和指派權限。

請觀看此簡介影片以深入瞭解如何設計 Infolet。  簡介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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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首頁」依序按一下程式庫和 Infolet 頁籤，以檢視
infolet 頁面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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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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使用 Infolet。

Infolet 的結構
Infolet 檢視
Infolet 支援最多 3 個檢視：
• 正面檢視 (必要)

• 背面檢視 (選擇性)

• 展開檢視 (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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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檢視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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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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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面檢視 (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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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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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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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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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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的大小和標題使用 Infolet 功能表以及透過特性方塊中的設計工具來設定。請參閱使用
Infolet 設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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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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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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最重要點開始並作為簡單概觀 (例如，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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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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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 Infolet 的表單
在 Infolet 中，請只使用簡單表單搭配小型資料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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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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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代表不同資料集的堆疊長條交互相疊的圖表。產生的長條長度顯示各種資料
集組合所得的結果。

• 圓餅圖 — 由分割成多個切片構成的圓形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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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圓環圖 — 由分割成多個區段構成的圓形圖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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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視覺顯示資料每隔一段時間的趨勢。
• 磚 — 可讓您從資料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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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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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let 設計工具，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程式庫，然後選取 Infolet 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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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建立，或從列表中選取 Infolet 頁面。
3. 依序按一下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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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folet 工具列
「Infolet 工具列」位於右上角上。

—將「Infolet 設計工具」重設為先前儲存的狀態

—從 Essbase 重新整理資料以及從資料庫更新 Infolet 定義

—隱藏所有「Infolet 設計工具」元素並向使用者顯示執行時期顯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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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選取要包含在 Infolet 中的簡單表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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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來源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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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將圖表關聯至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醒目提示圖表然後拖
放至放下區域，將滑鼠指標停駐在 Infolet 的右上角，按一下向下箭頭，按一下資料，然後
按一下表單來選取資料來源。如需圖表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設計 Infolet 的圖表。

Infolet 功能表
若要使用 Infolet 功能表，請將滑鼠指標停駐在 Infolet 的右上角，然後按一下向下箭頭來顯示
功能表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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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可讓您編輯 Infolet 標頭和子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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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圖表類型—將 Infolet 資料顯示為選取的圖表類型
• 大小—以選取的大小顯示 Infolet

• 資料—將 Infolet 和資料來源相關聯
• 刪除—從頁面移除 Infolet

• 清除—清除 Infolet 詳細資料

建立 Infolet
若要建立 Infolet，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程式庫，然後按一下 Infolet 頁籤。
2. 按一下建立。
3. 按一下 Infolet 頁面名稱，然後輸入您新建的 Infolet 頁面的標題。
4. 從左邊的設計工具調色盤中選擇表單頁籤或圖表類型頁籤，接著醒目提示一個物
件，然後拖放至 Infolet 放下區域。

5. 使用 Infolet 功能表自訂 Infolet，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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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Infolet，接著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複製為。

使用 Infolet
您建立好 Infolet 頁面後，會顯示在 Infolet 頁籤上的 Infolet 列表中。
1. 從「首頁」按一下程式庫，然後選取 Infolet 頁籤。

備註：
只有管理員可以將檔案 (例如儀表板、Infolet、表單、報表等等) 新增至程
式庫根資料夾。

2. 若要使用 Infolet，請執行下列動作：
• 若要建立 Infolet，請按一下建立。請參閱建立 Infolet。
• 若要重新整理 Infolet 列表，請按一下重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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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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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輯
– 重新命名
– 複製為
– 刪除
– 預設或取消標示
– 指派權限

備註：
• 選取預設將 Infolet 頁面標示為預設 Infolet 頁面。透過按一下「首頁」上顯
示在全域標頭之下的第二個 Infolet 點，即可以從「首頁」直接存取標示為預
設的 Infolet 頁面。若要從 Infolet 頁面移除預設設定值，請選取取消標示。

• 使用者可以將 Infolet 頁面或儀表板標示為預設值。如果先將儀表板標示為預
設值，之後使用者將 Infolet 頁面標示為預設值，則預設儀表板會被覆寫。相
反地，如果先將 Infolet 標示為預設值，則之後將任何儀表板標示為預設值將
會覆寫預設 Infolet。

自訂應用程式介面來存取 Infolet
您可以使用「導覽流程設計工具」新增至 Infolet 頁面的連結，來自訂應用程式介面。當您自訂
應用程式介面以存取 Infolet 頁面時，「首頁」的全域標頭之下會顯示幾個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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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的連線，您還可以在其他 EPM Cloud 訂閱中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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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至一般使用者標示為預設 Infolet 頁面的 Infolet 頁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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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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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建立的 Infolet 頁面的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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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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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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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用「導覽流程設計工具」將 Infolet 點新增至您的應用程式介面，請執行下列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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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覽流程設計工具」上的 Infolet
頁籤。

3. 按一下 + (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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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項目的連線，您可以從另一個 EPM Cloud 訂閱
選取 Infolet。首先，選取我的連線之下的訂閱，然後導覽至該訂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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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深入瞭解設計導覽流程，請參閱管理手冊中的「設計自訂導覽流程」。
若要深入瞭解連線 EPM Cloud 訂閱，請參閱「管理」手冊中的「在 EPM Cloud 中連線
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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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設計儀表板

相關主題
• 儀表板的功能
• 設計儀表板的概念
• 設計儀表板程序
• 關於儀表板配置
• 關於量表圖類型
• 關於磚圖表類型
• 自訂儀表板顏色
• 設定折線圖與組合圖中的線條寬度
• 關於全域與區域 POV

• 儀表板 POV 和有效交集

儀表板的功能
儀表板通常以透過顯示摘要資料的方式提供概觀。儀表板的多功能性可讓您繪製圖表、評估、
醒目提示選取、加註解，甚至變更關鍵商業資料。例如，您可以變更儀表板中表單內的動因
(例如「數量」)，並可立即看見於其他表單和圖表中的影響：
 

9-1



 
只要將各種物件從設計選盤拖放到儀表板畫布即可建立儀表板。
使用儀表板，您可以：
• 包含最多六個表單，在您變更表單中資料的同時會動態更新這些表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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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來源。

• 在使用設計選盤和執行時期模式間切換，以便瞭解儀表板使用者會看到的實際外
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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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增連結以動態顯示外部網頁
• 精細控制儀表板的配置。例如，兩個表單可佔用儀表板上半部，而三個圖表則可各
佔用 33% 的下半部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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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儀表板中加入稱為評論的資料說明。
• 在部分圖表中：
– 自訂顏色和線條寬度。
– 顯示格線。(預設為隱藏格線)。

當使用者使用儀表板 (又稱為執行時期) 時，他們可以設定物件的各個方面，例如顯示的
圖表類型、儀表板的標題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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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員建立、重新設計、刪除及指派儀表板權限。
相關主題：
• 設計儀表板的概念
• 設計儀表板程序
• 關於儀表板配置
• 關於量表圖類型
• 關於磚圖表類型
• 自訂儀表板顏色
• 設定折線圖與組合圖中的線條寬度
• 關於全域與區域 POV

• 儀表板 POV 和有效交集

設計儀表板的概念
對您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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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閱關於儀表板配置。

• 右上方是整個儀表板的設定值：

• 使用設定值 來設定下列儀表板部分：
 

 

備註：
當新儀表板完成建立時，框線預設為隱藏。若要在新建的儀表板顯示框線，您必
須將框線設定值變更為顯示。

備註：
只有管理員可以將檔案 (例如儀表板、Infolet、表單、報表等等) 新增至程式庫根
資料夾。

如需 POV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關於全域與區域 POV。
• 每個物件的右上方有該物件的工具列，當您將游標移到物件上時就會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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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設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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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儀表板程序
若要設計儀表板，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按一下「程式庫」、儀表板頁籤，然後按一下建立。
2. 輸入儀表板名稱。
• 若要變更預設儀表板名稱，請按一下其名稱，然後在輸入方塊中輸入新名稱。
• 若要提供儀表板具自訂格式的標題，請按一下設定值，清除使用名稱作為標
題，然後輸入標題並設定對話方塊的格式。

3. 從左側的設計調色盤中將物件拖放到儀表板畫布上。
從下列物件中選取：
表格 9-1    儀表板頁籤

頁籤 描述
表單 瀏覽表單資料夾或依名稱搜尋簡易表單來選取要加入儀表

板的簡易表單。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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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接著將它與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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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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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稱為績效磚，磚是一種圖表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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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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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L：依序選取外部物件和 URL，以顯示動態網頁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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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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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儀表板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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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儀表板，然後按
一下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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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儀表板配置
若要配置您的儀表板，請執行下列動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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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儀表板畫布提供兩種類型的放置區：
– 一個可放置兩個物件，彼此相鄰，各自佔據一半的空間
– 另一個可以放置三個物件，各自佔據三分之一的空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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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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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大值：量表上的最高值。儀表板設計工具將最大值設定為預設值，使用者可以在執行期
間暫時加以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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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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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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使用表單作為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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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表單作為磚的資料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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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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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儲存格交集作為磚的資料來源時，每個物件只能有一個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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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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選項，則磚會將值顯示為 1689K。您的顯示單位選項如下：
• 無—未套用顯示單位。
• 自動—根據值的範圍來顯示值。例如，1,500 顯示為 1.5K，1,689,000 顯示為

1.69M，42,314,531,21l 顯示為 42.31B，以及 1,234,567,891,234 顯示為 1.23T。
• K—以千為單位顯示值。例如，1689000 顯示為 1689K。
• M—以百萬為單位顯示值。例如，123,456,789 顯示為 123M。
• B—以十億為單位顯示值。例如，12,345,678,912 顯示為 12B。
• T—以萬億為單位顯示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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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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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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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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折線圖與組合圖中的線條寬度
您可以設定儀表格板的折線圖和組合圖類型所顯示的線條粗細。

1. 將折線圖或組合圖放在儀表板的設計調色盤上，按一下設定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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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線條粗細計數器來設定線條寬度。
您可以在背景中的圖表上檢視設定值的效果。

備註：
折線圖和組合圖類型的預設線條寬度為 5 像素。您可以選取 1 到 12 像
素。

關於全域與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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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表板與複合表
單也支援全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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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儀表板顯示全域 POV 列 (顯示 Entity、Product 及 Year) 與區域
POV (顯示 Q2 的「計畫」下拉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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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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均支援使用者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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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來源的磚。所以如果儀表板不包含表單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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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資料來源，則表單整個 POV/頁面都可移到全域 POV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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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儀表板上有多個物件使用表單作為資料來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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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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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隱藏無效的「頁面」成員以執行有效交集。就像在表單中一樣，
「頁面」下拉清單將在 POV 和頁面維度中為所有選定的成員進行篩選。由於儀表板支
援全域和本機 POV，因此篩選「頁面」下拉清單的環境定義取決於成員所在的 POV。
如果「頁面」下拉清單位於全域 POV，則篩選環境定義只有全域 POV 維度。如果「頁
面」下拉清單位於本機 POV，則篩選環境定義是所有全域維度，以及圖表之本機 POV
上的維度。
另請參閱關於全域與區域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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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表單

Tax Reporting 提供各種立即可用的表格，可讓您快速、輕鬆地執行所需的任務，以便使用財
務資料來計算、輸入調整和核准聯邦和地方層級的目前和遞延稅款，以符合如美國 GAAP 和
IFRS 報告的準則。
您可以使用「備付稅款 - 全國」和「備付稅款 - 地區」中的 表單卡存取表單清單，並從清單直
接開啟您要的表單。
另請參閱：
•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使用表單
• 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Mac 與瀏覽器) 中的彈性表單

設定表單方格特性
若要設定表單方格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2. 在方格特性中，使用此表格中的資訊來設定一般列與欄特性：
表格 10-1    表單方格特性

選項 描述
隱藏無資料的區塊 (僅限列) 在隱藏多列時 (例如，90% 以上)，提升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設定值的效能。如果隱藏的列
很少或未隱藏任何列，則隱藏無資料的區塊設定
值可能會降低效能。請在使用此設定值前後測試
表單，以判斷效能是否有改善。每當對應用程式
進行重大變更時，也應該測試表單。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 隱藏沒有資料的列或欄。不選取表示在缺少資料
時，顯示儲存格為 #MISSING 的列或欄。

隱藏資料無效的部分 隱藏含有無效資料的列或欄。不選取以顯示儲存
格內含無效資料的列或欄。內含無效資料的儲存
格為唯讀。

預設列高 • 中
• 最適大小：強制將所有列納入顯示空間
• 自訂：針對列高選取自訂的像素大小

預設欄寬 • 小：顯示 7 位小數位數
• 中：顯示 10 位小數位數
• 大：顯示 13 位小數位數
• 最適大小：根據資料儲存格最大值，強制將
所有欄納入顯示空間

• 自訂：選取自訂大小以顯示 13 位以上的小
數位數，最多 99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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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0-1    (續) 表單方格特性

選項 描述
全域假設表單 若要針對簡易表單將全域假設從測試環境傳輸至

生產環境，請選取「全域假設表單」。然後更新
表單以儲存稅率等的全域假設。

隱藏無效的案例/期間 隱藏無效的案例/期間。
隱藏無資料的部分時也隱藏值為零的部分 同時選取此選項以及表單的隱藏無資料的部分選

項時，可隱藏包含 #Missing 和零的所有列或
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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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允許智慧型檢視使用者針對指定其他隱藏選
項的表單執行特設分析。表單若有遺漏資料，則
欄或列的基礎維度成員將顯示在智慧型檢視的特
設方格中。這允許使用者繼續執行表單上的特設
分析，即使在表單設計中啟用了隱藏選項。

備註：
選取此選項將不會置換任何隱藏選
項，使用者能在智慧型檢視中設定選
項對話方塊、資料選項頁籤。如果表
單的執行特設分析時移除表單隱藏選
項作用選項已啟用，且使用者在執行
表單的特設分析時發現錯誤，則他們
應清除智慧型檢視中的隱藏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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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表單維度特性
您可以設定和編輯表單維度顯示特性，包括是否在表單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隱藏列
或欄，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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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開啟表單，然後按一下版面配置。
2. 按一下「檢視點」、頁面、列或欄以設定維度特性。
3. 選取維度特性：

Table 10-2    表單維度特性

特性 描述
套用至所有列維度 將特性套用至所有列維度
套用至所有欄維度 將特性套用至所有欄維度
套用至所有頁面維度 將特性套用至所有頁面維度
套用至所有 POV 維度 將特性套用至所有檢視點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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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2    (Cont.) 表單維度特性

特性 描述
成員名稱 顯示成員名稱
別名 顯示成員別名
成員公式 顯示成員公式
隱藏維度 隱藏維度
顯示整合運算子 顯示整合運算子
開始時展開 僅適用於列或欄上的維度，選擇此選項可在

一開始就顯示展開的維度成員清單。
啟用自訂屬性 僅適用於列或欄上的維度；啟用自訂屬性。
鑽研共用成員 適用於列或欄維度。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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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於彈性表單中的列及欄維度：

選取後即可允許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的使用者新增沒有包含在表單定義中
的列及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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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兩者皆選取時，此
選項才會顯示。請參閱 管理 Planning 中的
「設定智慧型檢視表單選項」。

顯示幣別 適用於多重幣別應用程式；顯示幣別
顯示限定名稱 將 Entity 維度的成員顯示為「父項.子項」。

選取永不、視需要或一律。
同時選取此選項與顯示幣別選項會將實體成
員顯示為「父項.子項」(父項幣別, 子項幣
別)。
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使用表
單時會保留此選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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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列印選項
您可以設定並編輯偏好設定以列印配置頁籤中的表單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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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取列印選項，然後設定偏好設定以列印表單資訊：

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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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0-3    表單列印選項

選項 描述
包括輔助明細 將輔助明細作為 PDF 檔案中的額外列。請指

定顯示格式：
• 正常順序：在成員與之關聯之後，以與
「輔助明細」頁面相同的順序，列印輔
助明細

• 相反順序：在成員與之關聯之前，以相
反順序列印輔助明細。子項的輔助明細
顯示在父項之上，同層級的順序會保留

顯示註解 顯示與儲存格關聯的文字註釋
格式資料 將數字格式設定值從表單套用至顯示的資料
顯示屬性成員 如果已在表單中選擇屬性成員，則會在 PDF

檔案中顯示它們
套用精確度 套用表單的精確度設定值 (所需的小數點位

數) 至 PDF 檔案中顯示的資料
顯示貨幣代碼 如果表單支援多重幣別，則會在表單和 PDF

檔中顯示幣別代碼。是否顯示幣別代碼取決
於幣別代碼是否出現任何表單的成員。
如果幣別代碼出現任何表單所包含的成員，
無論此核取方塊是否選取，幣別代碼皆會顯
示於表單中。如果幣別代碼未出現表單的成
員，則不會顯示幣別代碼。

顯示科目註釋 如果已為表單啟用科目註釋，選取此選項會
在 PDF 檔案中顯示科目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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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請參閱：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設定列印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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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使用維度

相關主題
• 維度概觀
• 檢視和編輯維度
• 透過導覽器使用維度階層
• 設定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 設定整合 ETR 自訂屬性
• 修改效能設定值
• 建立替代階層

維度概觀
維度階層會定義資料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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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層維度成員稱為父成員，僅次於父成員的成員稱為其子項。子成員以下的所有
成員稱作子代。階層最底層的成員稱為基礎層級成員。
資料都輸入至維度的基礎層級成員，而不是父成員。父項層級項目的值是從父項層級項目的子
項聚總而來。在某些情況下，系統也計算基礎層級項目的資料。
Tax Reporting 是多重維度整合應用程式，需要一組預先定義的必要維度來儲存整合詳細資
料。依預設，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系統會依下列順序建立維度：
• Account

• Period

• Consolidation

• Data Source

• Currency

• Intercompany

• Entity

• Movement

• 多重 GAAP

• Jurisdiction

• Scenario

• Years

• View

這一組維度將處理備付稅款程序。每個維度已預先內建最小一組維度成員，讓應用程式設定更
有彈性。根據使用者選取的選項，僅會啟用選取功能所需的維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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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無法為應用程式建立其他自訂維度。

部分成員可以編輯，其他則是鎖定的。下列系統維度不可編輯：
• Year

• Period

• View

• Consolidation

• Data Source

• Intercompany

• Movement (建議不要編輯此維度)。
維度將以決定執行資料計算的順序列出。維度的順序將影響整合效能，所以在變更任何
維度順序之前，都應該經過謹慎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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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示：
如果您在開啟 Web 表單時遇到效能降級，請將 Web 表單涉及的父成員的儲
存特性設定為「永不共用」，以增強效能。建議僅對「稀疏」維度使用這個父
成員的選項，也就是說，不要用於「科目」和「資料來源」維度。

除了 Account 和 Data Source 維度之外，所有其餘的維度均設為「稀疏」。密度無法變
更。
您可以使用「導覽器」或「維度編輯器」編輯和檢視維度。
您需要設定下列維度，才能新增您組織的資訊：
• Account

• Jurisdiction

• Scenario

• Currency 維度
• Entity

• 多重 GAAP

最好作法是只新增將與「實體」相關聯的「管轄區」和「幣別」成員。

Account 維度
Account 維度代表自然科目的階層。科目會儲存應用程式中實體和案例的財務資料，並
為「損益表」科目提供「科目」特性。每個科目都具有科目類型來定義其會計行為，例
如「收入」或「費用」。每一個應用程式必須包含 Account 維度。
Account 維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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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或帳面餘額科目的試算表圖表
• 用於計算備付稅款或國別 (CbCR) 報表的稅務科目
• 永久性或暫時性差異
• 研發和其他抵免
• 淨營業虧損
• 其他備付稅款項目
 

 
若要定義 Account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科目以顯示 Account 維度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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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
4.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為 Account 維度輸入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 Account 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5.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用於父成員)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用於基本成員)

6.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您要在報表上顯示的選項：報表中的成員名稱或別名。
• 成員名稱
• 別名
• 成員名稱：別名
• 別名：成員名稱

7.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8.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使用 Consol、Rate 或 C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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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選擇性：在自訂屬性下的動作中，選取編輯來修改自訂屬性，或選取刪除來移除屬性。
10.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11. 按一下完成。

定義科目特性
您可以定義科目的特性，例如科目類型、資料類型，以及它們是否為「公司間」科目。
如果是「公司間」科目，請參閱設定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若要定義科目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從維度清單中，選取科目。
4.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新增子項或新增同層級。
5. 在成員特性頁籤上，輸入科目特性。
表格 11-1    科目特性

特性 描述
名稱 輸入所有維度成員中唯一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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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名 選擇性：輸入成員的替代名稱。
科目類型 選取科目類型：

• 費用
• 收入
• 資產
• 負債
• 權益
• 儲存的假設

差異報告 選取選項：
• 費用
• 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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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1    (續) 科目特性

特性 描述
時間平衡 指定系統如何針對收入及費用科目計算摘要期間的

值：
從下列選取選項：
• 流量，使用「平均匯率」來計算
• 餘額，使用「期末匯率」來計算

略過 選取選項：
• 無
• 缺少
• 零
• 缺少和零

匯率類型 指出科目的匯率。
• 歷史
• 歷史金額置換
• 歷史匯率置換
• 無匯率 (適用於非歷史科目)

備註：
系統對「流動」科目
一律使用「平均」匯
率，對「餘額」科目
一律使用「結束」匯
率。

來源立方體 指定成員的來源立方體。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選項：

• 儲存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動態計算
• 不共用
• 共用
• 僅限標籤

二次計算 選擇是否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來計算成員的
值。

允許上層實體輸入 指定此科目是否允許父項「實體」輸入。
計畫類型 指出此成員對哪個應用程式類型而言有效。
資料類型 選取資料類型：

• 未指定
• 幣別
• 非幣別
• 百分比
• 日期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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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1    (續) 科目特性

特性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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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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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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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員建立者繼承最接近的父項對新建
立的成員擁有的存取權。

• 無 — 將不會對成員建立者指派新建立成員的
任何存取權。(管理員可以在以後將成員存取權
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 讀取 — 將新建立成員的「讀取」存取權指派
給成員建立者。

• 寫入 — 將新建立成員的「寫入」存取權指派
給成員建立者。

備註：
如果管理員變更這些
設定值，只會影響未
來的動態成員，不會
回溯影響以前的動態
成員。

Period 維度
Period 維度代表期間，如季度和月份。它包含期間和頻率，並以階層顯示期間。
依預設，應用程式是以 14 個月期間建立，其中包含下列內容：
• YearTotal (P1 到 P12)

• P13 (RTA)

• P14

備註：
預設沒有季度期間或相應的檢視成員，例如 QTD。

若要定義 Period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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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期間以顯示 Period 維度特性。

 

 

3. 選擇性：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為 Period 維度輸入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 Period 維度的別名名稱。
• 勾選以使用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複查基礎期間、第一個會計年度和會計年度終結。這些值無法修改。
8.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使用 Consol、Rate 或 CbCR。
9. 選擇性：在自訂屬性下的動作中，選取編輯來修改自訂屬性，或選取刪除來移除屬
性。

10.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11.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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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lidation 維度
Consolidation 維度可讓您產生詳細資料報表，用以執行整合程序的不同階段。它儲存整合過程
中的中間結果，以記錄系統如何調整整合成員。針對整合過程中套用至資料的交易，它提供稽
核追蹤。
Consolidation 維度提供額外一層來顯示財務資訊，可讓您檢視輸入值、調整和貢獻資訊的詳細
資料。其中包括實體資料，例如輸入值和實體資料的任何相關調整。在整合過程中，當相依實
體的值向上彙整到父項時，系統會儲存整合詳細資料，包括「比例」和「排除」詳細資料。
「比例」詳細資料包含執行整合規則而產生的餘額。它還反映基礎值百分比整合的結果。「排
除」詳細資料包含整合過程中依據排除規則而產生的任何排除餘額。
Consolidation 維度包含下列成員：
• 實體輸入--用於基礎實體和父實體之所有使用者輸入的項目，包括日記帳輸入。如果是基
礎實體，此項目代表輸入資料和無關整合的商業邏輯 (例如，成員公式和配置)。如果是父
實體，其子實體的「貢獻總計」項目總計就成為「父實體」的「實體輸入」。

• 實體總計--「實體輸入」與「實體整合」的動態彙總。此值是比例的起點。
• 比例--對於指定的實體，此項目會將套用對父項的貢獻百分比之後取得的值，儲存至「實
體總計」。百分比整合 (PCON) 是實體的值整合到其父項的百分比，而且會套用到轉換後
的金額。

• 排除--儲存「公司間」排除值。這是排除第一個共同父項的「比例」金額。
• 貢獻--特定「父實體」的單一「子實體」整合結果，儲存其子項貢獻的總和。此成員僅適
用於父實體。其中包括「父項/子項」實體的「比例」資料、「排除」資料及「貢獻調
整」。

• 實體整合--此成員是動態計算成員，僅適用於「父項」實體。此成員中的金額代表每個子
實體的「整合」總計。這是整合過程中由系統計算的金額。

備註：
您可以在此維度中移除或新增任何成員。

 

 
若要定義 Consolidation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第 11 章
維度概觀

11-9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 Consolidation 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 或 CbCR。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Data Source
系統會在資料來源維度中，部分依照 FCCS 資料來源維度，並隨 TRCS 資料來源擴
充，儲存不同的輸入類型。
選擇性成員是根據您在應用程式設定期間指定的選項而建立。您可以視需要在階曾中建
立其他成員來追蹤輸入，但您無法移除任何系統建立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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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Source 維度是用來：
• 追蹤 FCCS_TotalData Source 下的資料來源：
– FCCS_Intercompany Eliminations - 排除資料
– FCCS_TotalInputAndAdjusted：

* TRCS_TRCS_Mapped Data - CbCR 自動化的目標
* FCCS_Managed Data - 透過「資料管理」載入的資料
* FCCS_Data Input - 手動輸入的資料，或是透過資料匯入來匯入的資料
* FCCS_Supplemental Data - 使用下列程式輸入的詳細補充資料：
補充資料管理 (S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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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蹤資料的性質：
– 稅前輸入 - 以「稅前基礎」來輸入的資料 (包括透過稅務自動化和稅前調整來對
映的資料)

– 稅前計算 - 以「稅前基礎」計算出的資料
– 已分配 - 已分配的資料
– 稅額 - 輸入並計算稅後的資料
– 分類 - 資產/負債分類
– TARF - 稅務科目前推分類

 

 
您無法移除任何 View 維度成員或建立新的項目。您可以編輯成員特性，例如「別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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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資料來源」維度的「效能設定值」設為「稀疏」。如果您必須變更此設定值，您
可以改變效能設定值，如變更資料來源維度的效能設定值中所述。
若要定義 Data Source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資料來源，然後選取編輯維度特性頁籤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為 Data Source 維度輸入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 Data Source 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
• 主控台
• 匯率
• CbCR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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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cy 維度
幣別儲存實體轉換的值。每一個應用程式必須包含「幣別」。
您可以針對應用程式中所需要的每一個幣別來建立 Currency 維度中的成員。在每個應
用程式中，您必須指定作為「應用程式幣別」使用的預設幣別，並使指派給 Entity 維度
的實體在每個預設幣別中均包含一個幣別。支援最多 100 種幣別。
若要定義 Currency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將列出可用的維度。

2. 按一下 Currency 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 或 Cb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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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Intercompany 維度
Intercompany (ICP) 維度代表科目存在的所有公司間餘額。它用於儲存「公司間」交易的「實
體」成員。如果您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啟用此選項，系統會建立含有系統成員的 Intercompany
維度。

備註：
如果您在設定應用程式的功能時未啟用「公司間資料」，系統不會建立
Intercompany 維度。請參閱建立新應用程式。

實體維度成員具有一個稱為「公司間」的成員特性，可指定公司間交易是否應該納入此成員。
如果此特性選取「是」，Intercompany 維度中會建立具有相同名稱的成員。依預設，系統會建
立下列「公司間」成員：
• 無公司間 - 成員交集使用此成員來儲存幣別匯率之類的資訊。無法重新命名或編輯。
• 公司間實體 - 此成員是在下方建立所有 ICP 實體的父成員。
• 公司間總計 - 此成員是階層中的最高成員。

備註：
您無法手動新增成員，或修改/刪除「公司間」成員。

所有屬性皆讀取自 FCCS_Intercompany Top 成員。此成員為公司提供了載入至特定「公司間」
成員或 " FCCS_No_Intercompany " 成員的彈性。
當屬性值「公司間」(ICP) 新增至 "ICP_EntityLabel" 格式的實體時，會建立成員。例如，若您
將「屬性值」新增至實體 LE101，系統就會建立「公司間」成員 " ICP_LE101 "。重新整理資料
庫後，成員就會變成可用。
建立公司間交易時，每個群組至少須有一個公司間科目和一個插入科目。完成排除時，插入科
目會儲存兩個公司間科目的差異。請參閱下列主題來設定插入科目：
• 定義科目特性
• 設定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若要為公司間交易設定應用程式，您必須執行下列動作：
• 定義科目時，指定執行公司間交易的科目，並且為每個公司間科目指定插入科目
• 定義實體時，指定執行公司間交易的實體
在已針對「公司間」科目啟用應用程式，且應用程式包含「公司間」科目資料時，整合過程中
會進行排除。請參閱公司間排除。
若要定義 Intercompany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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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公司間。您可視需要新增成員至表格中。

 

 

3.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以設定特性。
 

 

4.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5.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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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6.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您想要在報表中顯示名稱的方式：
• 成員名稱
• 別名
• 成員名稱：別名
• 別名：成員名稱

7.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8.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啟用一或多個立方體：
• Consol

• Rates

• CbCR

9.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10. 按一下完成。
11. 按一下重新整理。新的成員隨即變成可用。

實體的公司間特性
對於「實體」成員，您可以指定成員是否儲存「公司間」詳細資料。如果您設定「實體」成員
的「公司間」特性，則名稱為 ICP_<實體名稱> 的 Intercompany 維度中會建立具有相同名稱
的成員。新成員的「預設別名表」的別名會自動設為「實體」的別名。如果未定義別名，則會
自動設為新增之「實體」的名稱。
例如，當名為 UK 的實體標記為「公司間」時，則會自動建立名為 ICP_UK 的成員。如果已定
義 UK 的別名，相同別名會自動設為新的「公司間」成員 ICP_UK。如果未定義 UK 的別名，
別名會自動設為 UK。
如果標記為「公司間」之「實體」成員的別名變更，則相關聯「公司間」成員的別名也必須變
更為新的別名。
如果「實體」標記為「公司間」，且後來移除「公司間」特性，則必須移除關聯的「公司間」
成員。

Entity 維度
Entity 維度儲存實體階層，並代表公司的組織結構，例如管理和法律報表結構。實體可以代表
局處、子公司、工廠、地區、國家、法人、業務單位、部門或任何組織單位。您可以定義的實
體不限數量。「實體」可標記為「公司間」。

備註：
實體成員名稱不可以超過 76 個字元，也不可以包含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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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ity 維度是系統的整合維度。Entity 維度中的階層反映各種整合的資料檢視。此維度
儲存並維護組織中存在的各個項目元件之間的關係。
 

 
組織中的實體可以分類為基礎實體、相依實體或父實體：
• 基礎實體位於組織結構的底層，沒有其他實體。每個基礎實體都需要「住所」，而
且應該指派一個本幣幣別。在填入和更新 Jurisdiction 維度後，可以將「住所」作為
屬性使用。

• 相依實體由組織中的其他實體擁有。
• 共用實體的父項可能有不同的幣別。父實體包含一或多個直接向它們報告的相依實
體。

實體結構可以是「FCCS_Total Geography」的一部分，或替代階層。請參閱建立實體
維度中的替代階層。
對於自訂屬性地區扣除，此設定會指定「地區稅款」是否可扣除，或「地區稅優惠」在
「全國備付稅款」中是否應稅。如果實體具有「RDeduct」，而且實體有兩個有效地
區，「全國備付稅款」的可扣除金額是兩個作用中地區的「地區目前備付稅款」總計。
若要定義 Entity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 Entity 以設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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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編輯維度特性」圖示 。
4.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5.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備註：
針對新的實體，您永遠都必須要把資料儲存類型設定為「永不共用」。

6.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7.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8. 在立方體下方，系統會自動選取相關的立方體。

備註：
• CbCR 立方體，如果已啟用 CbCR 的話
• 匯率立方體，如果應用程式採用多個幣別的話
• 組態立方體，如果已針對「目前應付稅款」來啟用應用程式的話。

9. 在自訂屬性中，執行下列其中一個任務：
• 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可選取下列自訂屬
性：
– 地區扣除 - 此設定值會指定地區稅款是否可扣除，或地區稅優惠在「全國備付稅
款」中是否應稅。
如果實體具有「RDeduct」，而且實體有兩個有效地區，「全國備付稅款」的可扣
除金額是兩個作用中地區的「地區目前備付稅款」總計。

– 公司間實體
– 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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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自訂屬性」，然後在動作下，選取編輯來修改屬性的名稱。
• 選取「自訂屬性」，然後在動作下，選取刪除來移除自訂屬性。

10. 按一下完成。
1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在動作下，選取重新整
理資料庫。「計算狀態」已修改為「系統已變更」。

12. 執行計算匯率，即使實體和父項為相同幣別。請參閱使用幣別轉換。

注意：
即使父項與新實體具有相同的本幣幣別，而且似乎不需要計算匯率，也請
勿略過此步驟。如果未執行計算匯率步驟，當您執行整合時，資料將不會
向上彙整。之後您將無法返回及啟動計算匯率，因為新實體的狀態並不會
受到影響，因此無法正確執行作業。

13. 載入或輸入新實體的資料。請參閱匯入資料。
14. 從「首頁」選取資料狀態，然後選取計算狀態。新實體及其父代的計算狀態應為受
影響。

15. 整合新實體及其父代。

「變動」維度
「變動」維度擷取科目的移動詳細資料。依預設，系統會提供「變動」維度中的成員來
移動資料。

注意：
Oracle 建議您不要對此維度做任何變更。

「變動」維度是用來執行下列任務：
• 移動資料：
– 在不同稅率表之間移動資料
– 從「資產負債表/損益表」移動資料到稅務科目，例如「稅務自動化」。
– 計算期初餘額、關帳餘額，以及外匯至累計轉換調整的計算

• 儲存稅務自動化邏輯
• 儲存申報與預提差異組態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預設會建立含內建成員的「變動」維度，並根據您啟用的功能視
需要新增系統成員。在建立應用程式期間，系統會在 Movement 和 Account 維度中建立
「現金流報表」的現金流項目和階層。已建立下列成員：
• FCCS_Movements

• TRCS_CbCR Movements

• TRCS_TaxLossCredit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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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CS_System Movement

您可在「變動」維度下建立其他使用者定義的成員，以執行這些成員的整合與轉換。如需說
明，請參閱自訂「變動」維度階層。

注意：
下列保留的系統成員會在啟用「所有權管理」時建立，但不可以用於資料輸入：
• TRCS_TLCOwnPlaceHolder

•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 TRCS_CurPayOwnPlaceholder

• TRCS_TempDiffOwnPlaceholder

•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Placeholder

• TRCS_OwnPlaceholder

•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若要定義「變動」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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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 Movement 以設定特性，然後選取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 或 CbCR。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多重 GAAP 維度
多重 GAAP 維度是選擇性維度，如果您需要同時採用當地 GAAP 和 IFRS 或其他
GAAP 來報告財務報表，此維度就派上用場。此維度會追蹤本機 GAAP 資料輸入以及任
何 GAAP 調整。
如有需要，您可以重新命名項目，以反映正確的 GAAP 調整。您也可以納入其他項目和
階層，以順應其他 GAAP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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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預設，如果您選取此維度，系統會提供下列維度成員：
• FCCS_No Multi-GAAP

• FCCS_Local GAAP

若要定義「多重 GAAP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 多重 GAAP 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 或 CbCR。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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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isdiction 維度
Jurisdiction 維度提供依據多種會計準則，為遞延稅項資產和遞延稅項負債的「管轄區扣
抵」計算所需調整的能力。
管理員可設定一個替代實體階層，其中包含需要「管轄區扣抵」的基礎實體。應用程式
會在父項層級與實體層級扣抵資產與負債。您可以將「已扣抵管轄區」的金額與實體層
級比較，來決定所需的整合調整。調整可以根據您的會計原則簿記。
若要定義 Jurisdiction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 Jurisdiction 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擇性：依預設，管轄區資料儲存選項設為永不共用。
您可以選擇啟用動態計算管轄區功能，以針對 Jurisdiction 維度的立即可用父成員
(例如 All_National)，將資料儲存類型更新為動態計算。如需說明，請參閱啟用應
用程式功能。
若要驗證是否已啟用功能，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b. 選取管轄區。
c. 在編輯成員特性：管轄區頁籤中，展開 TRCS_Total Jurisdiction，然後展開

TRCS_All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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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預設資料儲存中，會顯示動態計算。如果您看不見此欄，請按兩下任何欄標頭，然
後捲動至清單底部，並清除預設模式。然後，所有欄皆為可用狀態。

注意：
啟用此功能可能會改善「整合」效能；但是，也可能會對「整合」效能造成負面
影響，例如，在涉及廣泛自訂成員公式的情況下。建議在生產中啟用此功能之
前，在測試環境中評估對效能的影響。啟用此功能後，無法回轉該功能。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方，系統會自動選取相關的立方體。

備註：
• CbCR 立方體，如果已啟用 CbCR 的話
• 匯率立方體，不支援「管轄區」
• 組態立方體，如果已針對「目前應付稅款」來啟用應用程式的話。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請參閱建立全國管轄區。

Scenario 維度
Scenario 維度代表一組資料，如「實際」、「預算」或「預測」。例如，「實際」案例可以包
含反映目前業務經營情況的資料。「預算」案例可以包含反映目標業務經營情況的資料。「預
測」案例通常包含對應於近期預測的資料。「合法」案例可以包含根據合法 GAAP 格式和規則
計算的資料。
依預設，系統會建立「實際」系統「案例」項目。您可以建立其他「案例」項目。
若要定義 Scenario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 Scenario 以設定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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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頁籤 。
4. 選擇性：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5.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儲存

6.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7.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8.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 或 CbCR。
9.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10. 按一下完成。

View 維度
View 維度控制跨期間的資料呈現。
您應該要把資料載入至系統的基礎層級。資料僅會儲存在「定期」成員中，其他成員會
一直進行動態計算。查詢時，系統會擷取儲存的資料，並將其轉換為要求的檢視。
依預設，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View 維度會有下列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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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 -- 每個期間會以年累計的方式顯示已輸入或計算的資料。
• YTD -- 保留供日後使用。
• QTD -- 保留供日後使用。
• YTD_Input：保留供日後使用。
您無法移除建立在 View 維度成員上方的任何系統。您可以編輯成員特性，例如「別名」。

Years 維度
Year 維度代表資料的會計年度或工作曆年度。
建立應用程式時，您可以指定應用程式的年度範圍。系統提供預設範圍，您可以進行變更。
系統會根據您指定的範圍來建置 Year 維度。您可以在應用程式建立後增加年度的範圍，但無
法縮小範圍。
若要定義 Years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按一下年度，並選取編輯維度特性頁籤，以設定特性。

 

 

3. 選擇性： 為您的應用程式選取適當的選用特性：
• 輸入維度的描述。
• 選取別名表 (若可用)。
• 輸入維度的別名名稱。
• 選取二次計算。
• 勾選以套用安全性。

4. 選取維度要套用的資料儲存類型：
• 僅限標籤
• 永不共用
• 動態計算
• 動態計算和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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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
5. 在顯示選項下，選取是否要在報表中顯示成員名稱或別名。
6. 選取階層類型 (如果有的話)。
7. 在立方體下，選取您要使用的立方體。您可以啟用 Consol、Rates 或 CbCR。
8. 在自訂屬性下，按一下建立來新增自訂屬性。輸入屬性的名稱，並選取資料類型。
9. 按一下完成。

檢視和編輯維度
您可以使用傳統或簡易維度編輯器，以檢視及編輯維度特定。
簡易維度編輯器可讓您檢查無效的維度成員特性，並採取行動以更正特性。無效的特性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方格中會加上紅色邊框。
在傳統維度編輯器中具備安全性角色檢視及編輯維度的使用者，可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
執行類似動作。
請參閱以下各節：
• 若要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 (從「應用程式概觀」存取) 編輯維度特性，請參閱關於在
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若要使用傳統維度編輯器 (從「導覽器」存取) 編輯維度特性，請參閱〈管理維
度〉。

透過導覽器使用維度階層
您可以從「首頁」使用「導覽器」，編輯維度與成員。您一次只能編輯一個維度。如果
您想要一次編輯多個維度，請參閱透過簡易維度編輯器使用維度。
若要編輯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選取維度。
2. 在維度頁籤上的立方體下，確定已選取正確的立方體。
3. 在維度下，選取您要檢視或修改的維度。
4. 按一下每個成員旁的插入號 ，以展開階層層級。
5. 使用動作下的選項或相關圖示，視需要修改維度或成員。
6. 當您完成變更後，請在動作下，選取重新整理資料庫。

備註：
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Oracle 建議您備份大綱檔案，並從所有資料庫匯出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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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開及收合維度階層
若要展開維度或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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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維度。
3. 選取立方體和維度類型。
4. 按一下「維度」(例如 Account)，以開啟「編輯成員特性」畫面。
5. 在成員名稱下，按一下維度和成員名稱旁邊的箭頭以展開階層。
若要收合維度或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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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維度。
3. 選取立方體和維度類型。
4. 按一下「維度」(例如 Account)，以開啟「編輯成員特性」畫面。
5. 按一下「維度」(例如 Account)，以開啟「編輯成員特性」畫面。
6. 按一下維度或成員名稱旁的箭頭來收合階層

導覽維度階層
• 按向上鍵可移至上一個項目。
• 按向下鍵可移至下一個項目。
• 在「頁面」中，輸入要檢視的頁面，再按一下移至或按 Enter。
• 按一下開始、上一頁、下一頁或結束，以檢視其他頁面。

尋找維度或成員
若要在維度階層中尋找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請選取成員的維度。
4. 在搜尋下，選取名稱、別名或兩者皆選擇。
5. 輸入要搜尋的項目名稱、別名或局部字串。
6. 按一下向上搜尋或向下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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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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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請選取成員的維度。
4. 在維度下，選取要排序子項或子代的成員。
5. 在排序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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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按一下遞增排序依遞增順序排序，或按一下遞減排序依遞減順序排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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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維度階層內移動成員
您可在同一分支中移動一個項目或一組項目。
若要在同層級之間移動項目或分支，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選取維度，然後選取要移動的成員或分支。
4.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按一下上移，將項目上移一個位置。
• 按一下下移，將項目下移一個位置。

若要移動項目 (包括父項及子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選取維度，然後選取要移動的成員或分支。
4. 按一下剪下。
在新增或編輯維度、導覽至不同頁面、刪除項目或登出之後，您無法「剪下」項
目。「剪下」不適用於根維度成員。

5. 按一下要將成員移至其下的目標層級。
6. 按一下貼上。
7. 按一下確定。
8. 更新及驗證商業規則與報表。

檢視成員的祖代
若要檢視成員的祖代，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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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選取一個維度，然後選取維度階層中的成員。
4. 按一下顯示祖代。
5. 按一下關閉。

顯示成員用法
若要檢視項目在應用程式中的使用位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按一下顯示用法。
4. 在項目用法視窗的底端，選取要在應用程式中檢視項目用法的位置。
5. 按一下執行。
6. 按一下關閉。

設定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在「科目」的「屬性值」頁籤上指定「公司間」科目屬性。
當您將「公司間科目」特性設為「是」，您必須指定「插入」科目。
若要設定科目屬性值：
1. 選取現有的「科目」成員，按一下編輯，然後選取屬性值頁籤。
2. 輸入下列資訊：
表格 11-2    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屬性 描述
公司間科目 指定此科目是否為公司間科目。如果設為

「是」，必須為此科目指定「插入」科目。

備註：
只有為應用程式啟用「公司間」時，
才可使用此選項。

為插入科目 指定此科目是否可為「插入」科目。
插入科目 對於「公司間」設為「是」，而尚未設定

IsPlugAccount 的科目，您可以指定「插入」科
目。此特性設為「是」的科目可選取作為「插入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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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您新增「調節」科目時：
a. 選取科目維度成員，然後選取自訂屬性按鈕。
b. 選取插入科目屬性，然後按一下同步按鈕。
新增的「調節」科目將會顯示在「調節科目屬性值」樹狀結構中位於右側的「調
節」科目清單中。

設定整合 ETR 自訂屬性
您可以將「整合」自訂屬性套用到下列任何一個已經在 ETR 表單 (整合、法定等等) 中
報告今年度資料的科目：
• NIBT 科目
• 永久性差異科目
• 其他備付稅款項目

備註：
請不要對「暫時性差異科目」套用此屬性。此錯誤將會導致不對暫時性差異科
目計算期初餘額。

若要設定整合 ETR 自訂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選取維度。
2. 在維度頁籤上，選取您想要附加「屬性」值的「科目」成員，然後按一下編輯

。
3. 在「維度 - 編輯成員」畫面上，選取屬性值頁籤。
4. 在可用的屬性值下展開整合 ETR，選取 CETR，按一下新增以將屬性新增到指派的
屬性值清單中。

5. 按一下儲存。

修改效能設定值
變更資料來源維度的效能設定值

根據預設，「資料來源」維度會設定為「稀疏」，因為該設定值會提供更佳效能。
19.05 版之前建立的傳統應用程式將擁有設定為「稀疏」的「資料來源」。建議將傳統
應用程式的「資料來源」維度設定為「稀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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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變更效能設定值需要重新整理資料庫。由於重新整理會造成重新建立 Essbase 資料
庫，因此需要很長的時間完成 (可能要數小時，視您的系統而定)。停機期間請考慮在
其他使用者未使用系統時更新效能設定值。在您起始資料庫重新整理之前：
• 確定系統上沒有作用中的使用者。
• 確定此動作不會與「自動維護時段」重疊。

若要驗證您應用程式目前的效能設定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選取維度，然後選取績效設定值頁籤。
3. 選取必要的立方體。
4. 對於資料來源維度，在密度下方，目前設定值顯示為「密集」或「稀疏」。
若要設定效能設定值，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組態。
2. 在「設定」畫面上，選取效能設定值。

 

 

3. 選取您需要的「資料來源」維度密度：
• 稀疏 (建議)

• 密集
根據預設，密度設定為「稀疏」。

4. 按一下儲存重新整理資料庫。
5. 在「重新整理資料庫」對話方塊上，按一下確定。
6. 選擇性：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工作檢查重新整理的狀態。

建立替代階層
在 Entity 維度中，您可以建立替代階層，其中，單一實體可以有多個父項。父成員可以使用不
同幣別，隨著這些實體，父項幣別成員會有不同的轉換。為了這樣做，您可以使用局部共用的
成員，實體的所有例項之間只共用一部分的輸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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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範例顯示具有一個以上父項的葉層級實體。
 

 
在此範例中：
• 實體 E111 同時為 P11 與 P12 的子項。
• 在 P11 或 P12 上為 E111 輸入的輸入資料會在「儲存」之後複製到另一個實體。您
可以在 P11.E111 與 P12.E111 的任何成員上輸入資料。

• 整合之後，P11.E111 與 P12.E111 的計算值可能不同。例如，假設應用程式是多重
幣別應用程式，其中 E111 的幣別是 GBP。P11 幣別是 USD，P12 幣別是 EUR。
將資料輸入 E111 時，資料一律以 Currency 維度的實體幣別成員輸入。父項幣別成
員會經過計算，因為 GBP 與 USD 及 GBP 與 EUR 之間的匯率不同，P11.E111 與
P12.E111 的父項幣別值也會不同。

您也可以建立實體階層，其中父層級實體有一個以上的父項。但是，不支援父層級上多
個父項有不同子項的這種階層。
您可以建立局部共用「實體」成員，並選取「共用」做為資料儲存成員特性，以建置替
代階層。如果是 Entity 維度，「資料儲存」特性會建立局部共用成員。
在「成員選取器」中，您可以檢視父項和子項關係。當您選取實體時，成員選取器會將
它顯示成「父項.子項」，例如 North America.USA。然後，您可以選取想要的實體，如
果實體有多個父項，您可以選取該實體在不同父項下出現的各個例項。
輸入交易資料時，您只需要為「主要」或「共用」成員，輸入一次資料即可。
您也可以在資料表單中輸入一次資料。例如，假設 E111 是局部共用實體，具有兩個父
項：E11 與 E12。在資料表單中，如果您在 E11.E111 中輸入金額 100 並儲存，100 會
立即出現在 E12.E111 中。如果您在 E12.E111 中將金額變更為 150 並儲存，該金額會
反映在 E11.E111 中。在資料表單中，您可以選擇是否將 Entity 維度的成員顯示成「父
項.子項」，以及是否顯示其幣別。
當您匯出資料時，也會為局部共用實體匯出同樣的資料，而且以「父項.子項」格式匯出
資料。如果您將資料匯入資料檔案的其中一個局部共用實體，該資料也會匯入另一個實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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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一個局部共用實體有任何變更，而導致改變計算或程序管理狀態時，將會反映在實體的其他
例項中。例如，若一個例項整合，且狀態變更為「確定」，則其他例項的狀態會變更為「確
定」。上述規則適用於鎖定和解除鎖定局部共用實體。
實體定義的安全性和有效交集規則也適用於其局部共用例項。
請參閱以下各節：
• 建立共用成員
• 建立實體維度中的替代階層

建立實體維度中的替代階層
實體結構可以是替代階層的一部分。共用實體的父項可能有不同的幣別。
若要建立 Entity 維度中的替代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導覽器」 、建立及管理、維度。
2. 在維度下，選取 Entity。
3. 在 FCCS-地理區總計下，選取資料儲存值已設為永不共用的主要實體。
4. 選取資料儲存值已設為永不共用的主要實體。
5. 以「共用成員」的身分新增主要實體做為「父實體」的子項。

a. 對於選取的父項，按一下「新增子項」 。
b. 在成員特性頁籤中，輸入子成員的名稱。
c. 在資料儲存下，選取共用。
共用實體會與成員的主要例項共用其特性，而不是聚總類型。

d. 在計畫類型下，設定所有立方體 (Consol、Rates 與 CbCR) 要忽略的聚總類型。由於
Entity 維度是作為「整合」程序的一部分來進行聚總，因此對於原生 Essbase 計算，
必須將其設為忽略。如果已選取其他選項，當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其會預設為忽略。

e. 按一下儲存。已新增實體成員，並標示為「共用」。
6.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按一下重新整理，以重新整理資料庫。

提示：
最佳做法是在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前，先備份資料庫。

7.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導覽器」 、建立及管理，然後按一下表單。
8. 若要設定實體名稱與相關幣別的顯示畫面，請在表單上選取配置頁籤，並執行下列步驟：

a. 選取屬性維度，然後選取欄，以檢視「主要實體」，以及父項/子項關係的「共用實
體」。例如， [Primary Entity],[Shared Entity 1],[Shared Entity 2]。

b. 在維度特性下，針對顯示限定名稱，選取顯示選項：
• 永不 -- 永不顯示限定名稱。此為預設值。
• 視需要 -- 僅顯示共用實體名稱的限定名稱。
• 一律 -- 顯示所有實體成員的限定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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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按一下儲存。
9. 若要輸入替代階層的資料，請執行下列步驟：

a. 從首頁，選取程式庫。
b. 在資料輸入畫面中，選取表單，然後開啟您的表單。
表單會顯示主要與共用父實體，以及相關幣別。幣別值會顯示父項幣別/共用成
員本幣幣別。例如：
• (CAD/CAD) – 父項與共用成員實體的幣別已設為 CAD (加拿大元)。
• (USD/CAD) – 對於共用的部分實體，父項的幣別是 USD，共用實體幣別是

CAD。
c. 為實體幣別輸入值，然後按一下儲存。
當您將資料新增至共用實體的某個例項時，會自動更新所有其他例項。對於
「父實體」，顯示的值會轉換為適當的幣別。

10.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關閉。
11. 從動作中，選取整合，為「主要實體」執行整合。
由於父實體可能會使用不同幣別輸入，所以金額可能會因幣別的轉換而有所不同。
公司間排除也可能會不同。

12. 按一下儲存，然後按一下關閉。
13.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程式庫、稅務管理、資料狀態。
14. 在計算狀態下，複查所選取項目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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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另請參閱：
• 關於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編輯維度
• 存取簡易維度編輯器
• 透過簡易維度編輯器使用維度
• 編輯維度特性
• 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編輯成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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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傳統維度編輯器中具備安全性角色檢視及編輯維度的使用者，可在簡易維度編輯器中執行類
似動作。
簡易維度編輯器可讓您檢查無效的維度成員特性，並採取行動以更正特性。無效的特性在維度
編輯器方格中會加上紅色邊框。
如需成員特性的詳細清單，請參閱
 

 
觀看以下影片：
• 簡介：在簡化介面中執行關鍵任務，第 1 部分
• 簡介：在簡化介面中執行關鍵任務，第 2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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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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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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以檢視和編輯維度明細。
• 編輯成員特性：按一下以檢視和編輯維度成員。

透過簡易維度編輯器使用維度
「簡易維度編輯器」會以方格格式顯示維度和成員。透過方格格式，維度和成員特性可
以在單一頁面上進行編輯。您可以在方格上直接編輯成員特性。您可以建立在「維度編
輯器」上運作的多個成員。
請參閱以下各節：
• 若要編輯維度特性，請參閱編輯維度特性。
• 若要編輯維度成員特性，請參閱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編輯成員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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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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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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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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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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或清除下列大小調整選項：
• 強制調整最適欄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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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步重新大小：將方格的大小重設為原始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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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在應用程式的何處 (在哪些表單、
核准單位及匯率等) 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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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所選成員底下的所有子代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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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只在方格中顯示選取的列或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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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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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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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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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遞增排序或遞減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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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編輯成員特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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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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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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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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一下儲存。

編輯維度特性
若要編輯維度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按一下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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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您要檢視或修改的維度名稱，以開啟「編輯維度特性」 。
 

 

4. 在「編輯維度特性」畫面中，視需要修改維度特性。
5. 選擇性：僅針對稀疏維度，按一下建立以新增屬性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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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完成。

使用簡易維度編輯器編輯成員特性
您可以針對可用維度使用「維度編輯器」編輯成員特性。您可以一次在多個成員上運作。
若要編輯成員特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按一下維度。

 

 

3. 按一下您要檢視或修改成員特性的維度名稱，然後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 。所選取成
員的詳細資料會顯示在「維度編輯器」上，包含相關公式和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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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除了維度名稱以外，按一下插入號 ，以顯示所選取維度和成員的所有屬性：
• 在下拉清單中
• 欄標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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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選擇性：若要控制表格檢視，請在成員名稱或父項名稱的欄標頭按一下滑鼠右鍵，
然後選取選項以顯示表格：
• 選取自動分配欄寬以在畫面上顯示所有可用的欄。
• 選取同步重新調整大小，以顯示每個具有相等寬度的欄。
• 選取預設模式，以僅顯示在下拉清單選取的欄。如果您清除預設模式，會顯示
所有可用的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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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擇性：從動作選取選項或圖示，以修改維度特性，例如新增子項、新增同層級、顯示祖
代或顯示使用情況等等。
 

 

7. 選擇性：僅針對稀疏維度，按一下建立以新增屬性維度。
8. 在動作中，選取驗證中繼資料定義，以檢查成員公式的有效性。隨即顯示任何驗證錯誤，
而且必須先修正，才能繼續進行。

9.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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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成員

您可以指派存取權限至成員，並重新排列維度成員階層。
為了達到最佳效能，Tax Reporting 會限制每個維度中允許的維度成員數目上限。Tax
Reporting 會顯示錯誤訊息指示您已經超過可接受的維度成員數目，來阻止您儲存不合規的中
繼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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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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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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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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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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進一步調整系統已在選擇面板中選取哪些相關成員，請按一下成員右邊的

，以顯示成員關係功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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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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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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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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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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1    (續) 成員關係

關係 包含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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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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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萬用字元

萬用字元 描述
? 符合任何單一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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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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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維度成員
每個維度已內建成員，讓應用程式設定更有彈性。內建成員使用首碼 FCCS 或 TRCS 建立，例如
TRCS_Tax Accounts 或 FCCS_Balance_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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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也包含內建計算。
內建成員的準則
• 您無法移除內建成員。
• 您無法重新命名內建成員。
• 您無法變更成員特性。
• 您無法變更成員公式。
• 您可以修改成員別名。
• 您可以修改科目上的「匯率」類型。
將子項新增至內建基礎成員
在 Account、Data Source、Movement 及 MultiGAAP (若有的話) 維度內，有
FCCS_seeded 成員。如果這些成員有 Dynamic 的「資料儲存」特性，則可以將子項新
增至這些成員中。
在維度中移動內建成員
所有內建成員都必須維護在應用程式建立程序期間建立的相同父項。如果您不想要使用
所有內建的成員，則可視需要建立使用者特定的成員。如果您想要為內建成員建立其他
父項，可以建立其他階層。
然而，您可以在父成員下重新排序內建成員。
重新排列內建科目成員
Tax Reporting 具有內建的「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結構，包括父項和基礎。您可
以變更內建階層的結構以及新增其他父項和基礎成員來滿足您的需求。
以下是適用的準則：
• 內建科目的成員名稱無法變更，但是別名可以。可以對個別科目描述新增其他別名
表格。資料可以依別名以及依成員名稱 (在成員選取器中) 載入、檢視和搜尋。

• 可以建立多個替代階層來滿足區別報告需求。這些替代階層應該包含主要階層中的
所有基礎成員，但能夠以不同方式組織。

• 請注意，如果忽略內建科目，將會遺失各種系統和內建計算。系統已經整合許多依
賴科目結構的計算。

含有公司間資料且已啟用追蹤及所有權管理的資產負債表科目
如果您針對「公司間資料」啟用「追蹤」選項，系統將會提供其他選項 (例如，所有權
管理)。如果您啟用「所有權管理」，系統會依序新增「所有權管理」科目、CTA/
CICTA 帳戶 (如果還未新增)，以及「動因」科目。
含有公司間資料且已啟用追蹤及所有權管理的移動成員
如果您針對「公司間資料」啟用「追蹤」選項，系統將會提供其他選項 (例如，所有權
管理)。啟用「所有權管理」會執行下列動作：
• 啟用「期初餘額所有權變更」系統規則，這需要額外的成員

(FCCS_Mvmts_Acquisitions、FCCS_Mvmts_Dis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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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建標準可設定整合規則，其使用 FCCS_Mvmts_Acquisitions_Input 及
FCCS_Mvmts_Disposals_Input。

動態成員
動態成員就是在要求資料時，動態計算出其中的值的成員。值不會儲存。最常見的動態計算類
型是比率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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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選取維度。
3. 選取該成員，然後按一下編輯 。
4. 在成員特性頁籤中，按一下啟用動態子項。

 

 

5. 選擇性：設定可能的動態子項數成員特性。(預設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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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使用所有佔位符號，後續新增的子項會
被作為一般成員新增，並且要到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才可使用。

6. 選擇性：設定授予成員建立者的存取權成員特性。(預設值是「繼承」。)

7. 按一下儲存。
8. 重新整理資料庫，在使用成員的資料庫中建立動態成員的佔位符號。

新增或編輯成員
若要新增或編輯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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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從維度清單中，選取維度。
3. 執行下列其中一項動作：
• 若要新增子成員，請選取要新增成員的維度階層父項層級，然後按一下新增子
項 。

• 若要新增同層級，請選取要新增同層級的維度階層層級，然後按一下新增同層
級 。

• 若要編輯成員，請從維度階層中選取該成員，然後按 Enter或按一下編輯。

4. 在成員特性中，設定或變更下表所述的成員特性：
表格 13-3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名稱 輸入所有維度成員中唯一的名稱。您可以在

名稱中使用特殊字元，例如 & 或空格。

注意：
請勿在名稱中使用逗號，因為這不
是有效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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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名 選擇性：輸入成員的替代名稱。

您可以在名稱中使用特殊字元，例如 & 或空
格。

注意：
請勿在名稱中使用逗號，因為這不
是有效字元。

科目類型 選取「科目類型」：
• 收入
• 資產
• 負債
• 權益
• 儲存的假設

差異報告 選取「費用」或「非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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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3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時間平衡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流量 - 用於平均匯率
• 第一個
• 餘額 - 用於期末匯率
• 平均
• 填入

略過 不適用
匯率類型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無匯率
• 平均
• 期末
• 歷史
• 歷史金額置換
• 歷史匯率置換

來源立方體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無
• 主控台
• 匯率

資料儲存 選取資料儲存特性。新自訂維度成員的預設
值是「不共用」(根成員除外)。
• 儲存
• 動態計算和儲存
• 動態計算
• 永不共用
• 共用
• 僅限標籤

二次計算 指定是否根據父成員或其他成員的值來重新
計算成員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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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允許上層實體輸入 指定此成員是否允許父實體輸入。
計畫類型 選取此成員對哪個應用程式類型而言有效。
資料類型 選取資料類型：

• 未指定
• 幣別
• 非幣別
• 百分比
• 日期
• 文字
• 智慧型列示

智慧型列示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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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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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3-3    (續) 成員特性

特性 值
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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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員建立者繼承最接近的父項對
新建立的成員擁有的存取權。

• 無 — 將不會對成員建立者指派新建立成
員的任何存取權。(管理員可以在以後將
成員存取權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 讀取 — 將新建立成員的「讀取」存取權
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 寫入 — 將新建立成員的「寫入」存取權
指派給成員建立者。

備註：
如果管理員變更這些設定值，只會
影響未來的動態成員，不會回溯影
響以前的動態成員。

5.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計算狀態」已修改為「系統已變更」。
6. 執行計算匯率，即使實體及其父項具有相同的本幣幣別亦然。

注意：
即使父項與新實體具有相同的本幣幣別，而且似乎不需要計算匯率，也請
勿略過此步驟。如果未執行計算匯率步驟，當您執行整合時，資料將不會
向上彙整。之後您將無法返回及啟動計算匯率，因為新實體的狀態並不會
受到影響，因此無法正確執行作業。

7. 載入或輸入新實體的資料。請參閱匯入資料。
8. 從「首頁」選取資料狀態，然後選取計算狀態。新實體及其父代的計算狀態應為受
影響。

9. 整合新實體及/或其父代。

刪除成員
識別每個資料值的依據是一組維度成員值與應用程式類型。如果刪除維度成員或取消選
取應用程式類型，將會導致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時遺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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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開始本程序之前，請執行備份。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備份與復原手冊 。

刪除成員之前，請先以「顯示用法」瞭解成員用在應用程式的哪個部分 (哪些表單、匯率等
等)。
從維度中刪除實體成員之前，必須先在整個應用程式中徹底刪除它。例如，若此實體成員用在
表單中，您必須先從表單中刪除它，再從「維度」中刪除它。
若要刪除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從維度階層中，選取要刪除的實體成員。
4. 按一下刪除。刪除基礎成員也會刪除其共用成員。
5. 按一下確定。
6. 更新並驗證規則與報表。

刪除父成員
識別資料值的依據是一組維度目值與應用程式類型。如果刪除維度成員或取消選取應用程式類
型，將會導致重新整理應用程式時遺失資料。

注意：
開始本程序之前，請執行備份。請參閱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System 備份與復原手冊 。

若要刪除維度階層中的父成員及其全部子代，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按一下維度。
3. 從維度清單中，選取要刪除成員、子代或分支的維度
4. 按一下刪除。
5. 按一下確定。

使用共用成員
共用成員會在應用程式內啟用替代累加結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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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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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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成員對
哪些應用程式類型而言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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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命名基礎成員會重新命名所有
共用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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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不同的父成員下
重新建立這些共用成員。共用成員必須位於階層中的最低層 (層級 0)，而且不能有子
項。基礎成員不需要位於層級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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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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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匯入與匯出資料

相關主題
• 匯入資料
• 匯出資料
• 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匯入資料
若要準備您的應用程式，請載入下列資料：
• 帳面資料，包含試算表和納稅申報書資料

備註：
請務必要把「試算表」資料載入 TRCS_TBClosing「移動」，以及
FCCS_Data Input 或 FCCS_Managed Data「資料來源」。而其他的帳面資
料 (例如，固定資產稅務折舊) 則可以載入 TRCS_BookClosing「移動」，以及
FCCS_Data Input 或 FCCS_Managed Data「資料來源」。

• 稅務科目資料，包含「永久」和「暫時」調整，以及稅損和貸方調整
• 稅務前推的支付和退款
• 平均員工數目 (適用於國別報告)

載入資料之前，請確保您符合下列條件：
• 僅載入至基礎成員
• 確保資料僅包含有效目標金額
• 確保您要載入的核准單位尚未鎖定
匯入維度之後，您可以匯入資料檔案來植入資料。

備註：
匯入資料時，不會對交集執行驗證來判定何者有效，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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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先執行「無效交集」報表，再匯入資料以查看
和清除無效交集。請參閱建立無效交集報表。

若要匯入資料，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
您可以使用文字檔案來載入資料，而檔案中有區段將檔案資料對映至維度。在載入多個資料檔
案時，系統會依序載入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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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若您有任何檔案不是 Tax Reporting 要求的格式，或您需要在整合程序超過原
生資料載入公用程式時進行控制，服務管理員可以設定設定檔、建立資料載入
規則、定義對映，以及從外部系統載入資料。請參閱使用資料管理匯入及匯出
資料

若要匯入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 為您要匯入的每一個物件建立匯入檔案。請參閱建立資料匯入檔案。
• 載入一或多個匯入檔案 (您可以同時匯入多個維度檔案)。請參閱載入資料匯入檔
案。

備註：
載入資料時，請勿執行報表、報表簿或批次處理。

請觀看此影片以取得在 Tax Reporting 中載入資料的詳細資訊：  概觀：在 Tax
Reporting Cloud 中載入資料。

建立資料匯入檔案
開始載入之前，您必須為每個要匯入的物件 (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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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標頭記錄下方，有您要匯入或更新的資料記錄
清單。檔案格式可以是 .csv (逗號分隔) 或 .txt (Tab 分隔或其他分隔符號字元)。
建立資料檔案匯入格式
檔案格式由欄和列組成。
第一列由「欄標頭」組成。第一個「欄標頭」是匯入維度的「維度」名稱。之後，可能
有來自另一個所謂動因維度的成員。下一個「欄標頭」是「檢視點」，最後一個「欄標
頭」是「資料載入立方體名稱」。
每一列的第一欄包含 Load 維度的成員。下一組欄是每個動因成員的資料值。「檢視
點」欄有剩餘維度的成員，用於唯一地識別要匯入資料的儲存格。最後一欄是立方體名
稱 - 可能是 Consol、Rates 或 CbCR。

載入方法
這些選項可用來將資料檔案載入應用程式。
• 合併 — 使用此選項可使用載入檔案中的資料覆寫應用程式中的資料。資料載入檔案
中的每一筆記錄都匯入儲存格中，並取代舊的值 (若有的話)。

• 取代 — 使用此選項可取代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在「取代」模式中，在找到特定「案
例/年度/期間/實體/對映的資料來源」的第一個記錄之前，無論是手動輸入或先前載
入，該案例、年度、期間、實體，對映的資料來源的整個資料組合會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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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類型 — 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將載入檔案中的資料與應用程式中的資料相累積：
– 無 — 資料匯入檔案中的每一筆記錄取代此記錄在資料庫中的現有值。
– 使用資料庫 — 將資料新增至儲存格的現有值。
– 在檔案內 — 系統會累積檔案內的儲存格值。

載入方法範例
以下範例顯載入選項的工作方式。假設應用程式中存在下列資料：
 

 

載入檔案有下列資料：
 

 

這些範例顯示使用下列選項組合匯入之後如何處理資料：
合併，無
 

 

取代，無
 

 

合併，使用資料庫
 

 

取代，使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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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在檔案內
 

 

取代，在檔案內
 

 

載入資料匯入檔案
若要匯入資料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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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應用程式」畫面上，按一下概觀頁籤，然後從動作，選取匯入資料。

 

 

3. 在「匯入資料」畫面上，按一下建立。此時會顯示第二個「匯入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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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位置下，選取資料匯入檔案的位置：
• 本機 - 從您的電腦位置上匯入資料匯入檔案。
• 收件匣 - 從伺服器匯入資料匯入檔案。

5. 對於來源類型，選取資料來源類型：
• 規劃
• Essbase

6. 在檔案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逗號分隔
• Tab 分隔
• 其他 — 輸入匯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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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匯入模式：
• 合併 - 覆寫應用程式中的資料。每一筆資料記錄會匯入儲存格中，取代舊的資料 (若有
的話)。

• 取代 - 取代應用程式中的資料。在「取代」模式中，在遇到特定 Scenario/Year/
Period/Entity 的第一筆記錄之前，會清除該 Scenario、Year、Period 與 Entity 的整個
資料組合。

8. 選取累積類型：
• 無 - 在資料庫中取代記錄的現有值。
• 使用資料庫 - 將資料新增至儲存格的現有值。
• 在檔案內 - 累積檔案內的儲存格值。

9. 選取來源檔案：在來源檔案下，瀏覽以選取來源檔案，然後按一下更新。
• 如果您選取本機，請按一下瀏覽以導覽至檔案。
• 若您選取收件匣，請在來源檔案中輸入檔案名稱。

10. 從日期格式中，選取您想要使用的日期格式。
11. 在上次匯入時間下，複查上次匯入的日期。若是第一次檢視，系統會顯示訊息表示沒有可
顯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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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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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就可以進行排程，以立即執行或在以後執行該工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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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選擇性：開始匯入之前，請複查選取的選項。

備註：
匯入資料時，不會對交集執行驗證來判定何者有效，並且會將資料載入至
所有交集。若要複查已載入至無效交集的資料，請先執行「無效交集」報
表，再匯入資料以查看和清除無效交集。請參閱 建立無效交集報表。

15. 按一下匯入。
16. 從指出成功提交資料的資訊訊息中，按一下確定。
17. 若要檢視匯入程序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在最近活動
下，按一下匯入的連結以檢視詳細資料。

匯出資料
如果您從「應用程式」頁面匯出資料。
替代方式是，您可以使用資料管理匯出資料。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建立自
訂應用程式做為來源，然後從「資料管理」中匯出資料並儲存匯出檔案。請參閱使用資
料管理匯入及匯出資料。
若要匯出資料：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概觀。
2. 按一下概觀頁籤，然後從動作，選取匯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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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匯出資料」頁面上，按一下建立。此時會顯示第二個「匯出資料」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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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匯出資料頁面，選取資料匯出檔案的目標位置：
• 本機 — 將資料匯出檔案儲存至本機電腦上的位置。
• 寄件匣 — 儲存資料匯出檔案至伺服器。

5. 在立方體中，選取 Consol 或 Rates 或 CbCR。
6. 在檔案類型下，選取匯出檔案的選項：
• 逗號分隔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逗點分隔的 .csv 檔案。
• Tab 分隔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 Tab 分隔 .txt 檔案。
• 其他 — 針對每個物件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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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動態成員，請選取包含或排除。
9. 在切片定義下，為要匯出的資料切片選取列、欄和檢視點。
10. 選取匯出資料的動作：
• 如果選取的位置是寄件匣，請按一下另存為工作，將匯出作業儲存為工作，您
就可以進行排程，以立即執行或在以後執行該工作。

• 如果選取的位置是本機，請按一下匯出，然後指定要將資料匯出檔案儲存在何
處。

若要減少資料匯出檔案的大小，如果表單具有整列的 #missing 值，則會從資料匯出
檔案中忽略這一列。

檢視資料匯入與匯出狀態
「工作」畫面會顯示最近「匯入」與「匯出」工作的詳細資料。
1. 在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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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工作頁籤。
3. 在最近的活動下，按一下匯入或匯出工作的名稱，以檢視詳細資料。
4. 在擱置中工作下，檢視排程要執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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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及匯出資料

相關主題
•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資料
• 使用資料管理匯出資料

使用資料管理匯入資料
資料管理可讓您使用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從外部來源系統整合資
料。已將來源系統中的資料匯出到純文字檔或是 Microsoft Excel 檔案。您將純文字檔中的資料
對映至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維度結構，然後將資料匯入到您的應
用程式。例如，您可以定義「期間」對映，以便將來源系統的「期間」名稱與「鍵值」對映至
應用程式的「期間」與「年度」。分類對映會將來源系統的資料類別對映至應用程式的資料類
別與頻率。
在使用資料管理從外部系統載入資料之前，管理員會執行以下設定任務：
• 定義「匯入格式」以定義來源資料檔案的配置。在資料來源中指定如何將欄或是欄位對應
至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資料結構。

• 建立與資料整合關聯的位置。每個位置都有其自己的「資料載入對映」與「資料載入規
則」。

• 為每個位置定義「資料載入對映」，將每個維度的來源系統成員名稱對映至對應的應用程
式成員名稱。

• 建立「資料載入規則」，這將會指定要載入所選「類別」與「期間」的資料檔案。如果您
希望「資料載入規則」稍後執行，您可以從「排程」選項選取，例如「每日」或「每
週」。

「設定」程序可讓您將資料匯入至「資料階段」表格，因此您可以在載入應用程式之前，先確
認設定值與成員對映是否正確。
在您定義「資料管理」對映後，即可視需要更新對映與「資料載入規則」。例如，如果已為
「位置」新增新科目或維度成員，或是如果已變更成員名稱，可以將來源系統成員名稱的對映
更新至應用程式成員名稱。
如果您擁有「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角色，可以從「資料管理」載入資料。
在完成資料匯入程序後，您可以開啟資料表單以確認是否已正確載入資料。您可以在資料表單
中從儲存格中鑽研，以檢視載入儲存格的來源資料。
若要存取資料管理：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按一下設定頁籤，並依照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
料管理手冊中的程序進行操作。

觀賞下列影片，以瞭解資料整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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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資料整合
• 執行和更新資料整合
.

使用資料管理匯出資料
您可以從應用程式匯出資料以進行分析，或用以匯入其他系統中。您可以使用「資料管
理」匯出資料，在臨時資料表中處理它，然後將它匯出至分隔的純文字檔。
如果您擁有服務管理員角色，可以從「資料管理」匯出資料。
服務管理員必須在「資料管理」中執行設定任務，以設定資料擷取：
• 新增自訂目標應用程式。在匯出至純文字檔之前，您擷取的資料會儲存在目標應用
程式中。

• 指定要匯出的「應用程式詳細資料」與「維度詳細資料」。
• 定義「匯入格式」將資料從來源系統對映至目標應用程式中的維度。
• 建立位置將匯入格式對映至資料載入規則。
• 為每個位置定義「資料載入對映」，將每個維度的來源系統維度成員名稱對映至對
應的目標應用程式名稱。

• 建立資料載入規則以執行資料擷取程序。
在您執行資料匯出程序後，「狀態」欄會顯示目前的狀態。資料會在資料管理中處理。
您可以從「程序詳細資料」頁面中下載資料檔案並儲存資料檔案。
若要存取資料管理：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然後在整合下方按一下資料管理。
2. 按一下設定頁籤，並依照 管理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資料管理手冊中的程序進行操作。

觀賞下列影片，以瞭解如何使用資料管理來擷取資料的資訊：

 使用資料管理擷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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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設定稅率

相關主題
• 設定稅率
• 輸入稅率
•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全國
•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地區
• 將期末稅率套用至所有目前年度移動
• 將期初稅率套用至上一年度調整 (僅遞延) 欄

設定稅率
Tax Reporting 要求您在法人層級輸入適當的全國所得稅稅率，以及地區所得稅和分配率。
「稅率」表單包含系統所需的全國稅務與地區稅務和分配率，以針對特定實體計算全國與地區
備付稅款。
 

 
以下是每個管轄區可用的稅率類型：
表格 16-1    稅率類型

稅率類型 描述
上一年度目前稅率 上一年度的全國法定稅率。此稅率僅供參考。
目前年度目前稅率 目前期間的全國法定稅率。此稅率用於下列計算：

• 目前備付稅款
• 遞延稅項前推中的目前年度活動
• 整合有效稅率報表中的外匯匯率差異
• 遞延稅項前推中的目前年度稅率變更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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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6-1    (續) 稅率類型

稅率類型 描述
期初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用於暫時性差異的年初遞延稅率已分類為流動。此

稅率用於下列計算：
• 年初遞延稅項資產與負債
• 遞延稅項前推中的年初稅率變更元件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要用於暫時性差異的年末遞延稅率已分類為非流動
性；用於計算期末遞延稅項資產/負債，以及遞延稅
項前推中的年初和目前年度的匯率變更元件。

期初地區稅務分配 系統會使用上一年度分配百分比來計算遞延備付稅
款中的期初稅務餘額。

目前年度地區稅務分配 系統會使用目前年度分配百分比來計算目前備付稅
款中的分攤收入，以及根據遞延備付稅款中目前年
度活動的稅務。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系統會使用年末分配百分比來計算遞延備付稅款中
的期末稅務餘額。

使用中地區標誌 識別必須計算所得稅備付稅款的地區 (例如美國)。

提示：
若要讓資料能夠在
「全國」和「地區」
管轄區之間正確流
動，您必須對「全國
稅率」中的每個作用
中「管轄區」，將
「使用中地區標誌」
設定為作用中。

輸入稅率
您可以使用「稅率」表單，針對特定實體輸入系統計算全國與地區備付稅款時所需的應
用程式全域稅率。

備註：
部分暫時性差異科目 (稅收損失) 會根據稅務機構或國家層級法規使用較低的
法定稅率，因而影響稅額。如果您需要針對特定暫時性差異科目輸入遞延稅項
置換稅率，請查看下列區段：
•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全國
•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地區

若要輸入全域稅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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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稅率頁籤。如需表單中每個欄的描述，請查看設定稅率。
 

 

3. 按一下「編輯成員」 ，透過選取「案例」、「年度」、「期間」及「實體」維度的成
員來設定視點。
如果適用，您將會看見所選取實體與任何地區之全國住所的列。依預設，不會對任何地區
管轄區計算所得稅備付稅款。

4. 在使用中地區標誌欄之下，選取作用中來啟動選取的實體成員的地區的備付稅款計算。

提示：
若要讓資料能夠在「全國」和「地區」管轄區之間正確流動，您必須對「稅率」
中的每個作用中管轄區，對「使用中地區標誌」設定為作用中。

5. 為每個類型輸入稅率。
您必須以小數點格式輸入百分比稅率，然後按一下 Enter。例如，輸入 .05 以顯示 5%。

6. 按一下儲存。
7. 整合實體以套用修改的稅率，並使用備付稅款中的新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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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全國
輸入稅率時，部分暫時性差異科目 (稅收損失) 會根據稅務機構或國家層級法規使用較低
的法定稅率，因而影響稅額。若要計入遞延稅項，您可以根據每個項目的預期回轉時
間，依暫時性差異評估稅率。只能使用「GAAP 至法定」與「法定至稅務」底下提供的
暫時性差異科目。系統會自動啟用此功能，但若無輸入科目置換稅率，則會套用適當的
實體稅率。
您可以將遞延稅項計算的置換稅率套用至特定的暫時性差異科目。遞延稅項置換稅率可
讓您根據差異的回轉模式，在稅率變更的情況下於科目層級套用混合稅率。

備註：
對於「權益暫時性差異科目」，如果套用「權益」回轉目標科目屬性，就不會
計算任何遞延稅項差異 (差異)，因為目前年度移動已透過回轉排除，因此不會
影響稅率調節。

遞延稅項置換稅率與目前年度稅率不同，且只會套用至遞延稅項計算。
• 如未定義「置換稅率」，應用程式會使用目前年度稅率來計算稅捐。
• 如已定義「置換稅率」，應用程式會使用該稅率在所有期末成員上計算稅捐。將會
計算目前年度稅率與置換稅率之間的差異，然後將金額儲存在對應的「前推」成員
中。

範例：
目前年度稅率：30%，置換稅率：40%

TRCS_CYSys->TRCS_PreTax = 10,000

TRCS_CYSys->TRCS_Tax = 3,000

(自動化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SysTR->TRCS_Tax = 1000 (例如 10000 * ( 40% -
30% ))

(自動化置換稅率 = 自動化 + 自動化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SysDT→TRCS_Tax =
4000

應用程式會以目前年度稅率計算自動化 (TRCS_CYSYS) 與調整 (TRCS_CYADJ) 成
員，然後計算目前年度稅率與遞延稅項置換率之間的差異，並將金額儲存至自動化置換
稅率差異 (TRCS_CYSysTR) / 調整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AdjTR) 移動成員中。
置換稅率差異僅適用於「自動化」與「調整」欄。

備註：
如果科目已被識別為實體暫時性科目，TRCS_CYSys 與 TRCS_CyAdj 金額會
回轉為 TRCS_CYSysReversal 與 TRCS_CyAdjReversal。

為全國或地區儲存遞延稅項置換稅率後，會自動在計算中使用調整後的置換稅率。
若要依照遞延稅項科目套用置換稅率，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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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應用程式與組態。
2. 從「設定」畫面中，選取稅率。如有需要，請輸入目前年度稅率，如輸入稅率中所述。
3. 選取遞延稅項置換稅率頁籤。

 

 

4. 選取遞延稅項置換稅率適用的必要 POV。
5. 在選取的科目中輸入每個類型的稅率：

a. 在置換稅率 - 期初下方，輸入必要的置換稅率值。
b. 在置換稅率 - 目前年度下方，輸入目前年度的置換稅率值。
c. 在置換稅率 - 期末下方，以小數點格式輸入置換稅率的期末值，例如輸入 .05 以顯示

5%。

備註：
如果將期末稅率套用至所有目前年度移動，系統會在目前年度移動中使用期
末年度稅率。系統將不會進行目前年度稅率變更計算 (雖然在期初與期末稅
率不同時可能會變更年初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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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儲存。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地區
輸入稅率時，部分地區暫時性差異科目 (稅收損失) 會根據稅務機構或國家層級法規使用
較低的法定稅率，因而影響稅額。若要計入地區管轄區的遞延稅項，您可以根據每個項
目的預期回轉時間，依暫時性差異評估稅率。系統會自動啟用此功能，但若無輸入科目
置換稅率，則會套用適當的實體稅率。
對於地區表單，全國與地區層級兩者的「GAAP 至法定」與「法定至稅務」底下均提供
暫時性差異科目。當狀態設為「有效」時，「全國暫時性差異」會移至「地區」表單，
讓您能夠以地區置換稅率的「地區」值覆寫「全國」值。

備註：
對於「權益暫時性差異科目」，如果套用「權益」回轉目標科目屬性，就不會
計算任何遞延稅項差異 (差異)，因為目前年度移動已透過回轉排除，因此不會
影響稅率調節。

遞延稅項置換稅率與目前年度稅率不同，且只會套用至遞延稅項計算。
• 如未定義「置換稅率」，應用程式會使用目前年度稅率來計算稅捐。
• 如已定義「置換稅率」，應用程式會使用該稅率在所有期末成員上計算稅捐。將會
計算目前年度稅率與置換稅率之間的差異，然後將金額儲存在對應的「前推」成員
中。

範例：
目前年度稅率：30%，置換稅率：40%

TRCS_CYSys->TRCS_PreTax = 10,000

TRCS_CYSys->TRCS_Tax = 3,000

(自動化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SysTR->TRCS_Tax = 1000 (例如 10000 * ( 40% -
30% ))

(自動化置換稅率 = 自動化 + 自動化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SysDT→TRCS_Tax =
4000

應用程式會以目前年度稅率計算自動化 (TRCS_CYSYS) 與調整 (TRCS_CYADJ) 成
員，然後計算目前年度稅率與遞延稅項置換率之間的差異，並將金額儲存至自動化置換
稅率差異 (TRCS_CYSysTR) / 調整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AdjTR) 移動成員中。
置換稅率差異僅適用於「自動化」與「調整」欄。

備註：
如果科目已被識別為實體暫時性科目，TRCS_CYSys 與 TRCS_CyAdj 金額會
回轉為 TRCS_CYSysReversal 與 TRCS_CyAdjReversal。

為全國或地區儲存遞延稅項置換率後，會自動在計算中使用調整後的置換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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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依照遞延稅項科目套用置換稅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應用程式與組態。
2. 從「設定」畫面中，選取稅率。如有需要，請輸入目前年度稅率，如輸入稅率中所述。
3. 選取遞延稅項置換稅率頁籤。

 

 

4. 選取「遞延稅項置換 - 地區」稅率適用的必要 POV。
5. 在選取的科目中輸入每個類型的稅率：

a. 在置換稅率 - 期初下方，輸入必要的置換稅率值。
b. 在置換稅率 - 目前年度下方，輸入目前年度的置換稅率值。
c. 在置換稅率 - 期末下方，以小數點格式輸入置換稅率的期末值，例如輸入 .05 以顯示

5%。

備註：
如果將期末稅率套用至所有目前年度移動，系統會在目前年度移動中使用期
末年度稅率。系統將不會進行目前年度稅率變更計算 (雖然在期初與期末稅
率不同時可能會變更年初稅率)。

d. 在置換稅率分配 - 期初中，輸入必要的置換稅率分配值。
e. 在置換稅率分配 - 目前年度中，輸入必要的置換稅率分配值。

第 16 章
套用遞延稅項置換稅率 - 地區

16-7



f. 在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中，輸入必要的置換稅率分配值。
6. 按一下儲存。

將期末稅率套用至所有目前年度移動
您可以設定替代變數，在所有目前年度移動中套用期末稅率，而不是套用預設的目前年
度稅率。
建立此變數不會影響資料實體，因此在設定特性後的第一次整合前，您必須確定實體已
設為「受影響」狀態。
若要將期末稅率套用至所有目前年度移動，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工具與變數。
2. 從「變數」表單中，選取替代變數。

3. 按一下新增圖示  來建立新的變數。
4. 請針對新的變數輸入下列資訊：
• 在立方體下方，選取整合
• 在變數名稱下方，輸入 ApplyDeferredTaxClosingRate。
• 在值下方，輸入 true。
 

 

5. 按一下儲存。
6. 在整合應用程式前，請執行下列步驟以確定所有實體均已設為「受影響」狀態：

a.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規則。
b. 在商業規則頁面中，選取名稱下方的影響在 Consol 立方體中有資料的實體。
c. 先按一下啟動以套用商業規則，再執行整合。
系統會先以目前年度稅率計算自動化 (TRCS_CYSYS) 與調整 (TRCS_CYADJ) 成
員。然後計算目前年度稅率與期末稅率之間的差異，再將金額儲存至自動化置換稅
率差異 (TRCS_CYSysTR) / 調整置換稅率差異 (TRCS_CYAdjTR) 移動成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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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科目已被識別為權益暫時性科目，TRCS_CYSys 與 TRCS_CyAdj 金額會回轉為
TRCS_CYSysReversal 與 TRCS_CyAdjReversal。

將期初稅率套用至上一年度調整 (僅遞延) 欄
您可以建立設定，將上一年度期末稅率套用至上一年度調整 (僅遞延) 欄 (TRCS_PYADJDO)。
若要將期初稅率套用至上一年度調整 (僅遞延) 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導覽器  選取維度。
2. 從「維度」選取移動維度。
3. 搜尋 TRCS_PYADJDO 成員，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屬性值頁籤，然後展開申報與預提差異前年度匯率。
5. 選取 ApplyPriorYearClosingRate，然後按一下新增，再按一下儲存。

 

 

6. 重新整理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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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整合資料

相關主題
• 整合程序
• 公司間排除
• 整合資料
• 整合邏輯
• 轉譯方法
• 轉換資料
• 整合與轉換規則
• 整合與轉換安全性存取權
• 計算狀態
• 檢視整合進度
• 使用所有權管理

備註：
如需「整合和轉譯」中的安全性層概觀，請參閱管理安全性。

整合程序
「整合」是從相依實體收集資料，並將資料聚總到父實體的程序。
Tax Reporting 提供預先建置的計算指令碼來處理整合與轉換。此外，對於某些標準計算程
序，系統還提供預先建置的指令碼和成員公式。例如，依預設會提供這些規則：
• 整合
• Consolidate_CbCR

• 強制整合
• 轉換
• Translate_CbCR

• 強制轉換
整合程序包含下列計算：
• 期初餘額計算
• RTA (申報與預提差異)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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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損失/抵免計算
• 稅務自動化
• 全國稅務
• 地區稅務
• ETR

• TAR

• 國別 (如果啟用)

• 幣別轉換
整合程序
在將資料輸入或載入基礎層級或父項稅務計算實體，計算並調整資料之後，您可以執行
整合，以聚總整個組織的資料。您可以針對指定的案例、期間和實體，從執行整合規則
的表單啟動整合程序。
1. 使用者可以透過手動輸入、資料載入或調整實體的功能性幣別，輸入子實體資料。
資料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實體輸入」成員中。在整合期間，系統會執行
預設計算規則來完整計算「實體輸入」成員，並將狀態變更為確定。

2. 系統會依賴「父實體」來處理這些步驟：
• 系統會先將「實體總計」資料 (包括「實體輸入」和「實體整合」，僅適用於父
實體) 轉換成父項的幣別。

• 然後，系統會套用與父項有關的百分比整合 (PCON) 來處理轉換的資料，並將
結果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比例」成員中。

• 「實體比例」資料和「排除」資料的總和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貢獻」
成員中。

• 然後，系統聚總「父項」實體的所有子實體的「貢獻」資料。系統會將整合結
果儲存在「父項」實體的「實體整合」成員中。父實體的狀態變更為確定。

轉譯程序
轉換程序會視需要執行，將資料從子實體幣別轉換為父實體幣別。如果子實體和父實體
使用相同的幣別，則不會執行轉換程序。
一個實體只能屬於一個父項選取父實體作為整合相依實體的目標之後，就會自動執行必
要的程序：
• 系統會為實體的所有子代執行計算規則。
• 如果子實體的資料與父實體的資料使用不同的幣別，系統會根據匯率轉換資料。
• 整合程序開始。

Consolidation 維度中的資料流程
如需 Consolidation 維度的詳細資料，請參閱 Consolidation 維度。
首先，系統會在「父實體」之外處理這些步驟：
• 使用者可以透過手動輸入或資料載入或調整實體的功能性幣別，輸入子實體資料。
資料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實體輸入」成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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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合期間，系統會執行預設計算規則來完整計算「實體輸入」成員，並將狀態變更為
「確定」。

接下來，系統會依賴「父實體」來處理這些步驟：
• 系統會先將「實體總計」資料 (包括「實體輸入」和「實體整合」，僅適用於父實體) 轉換
成父項的幣別。

• 然後，系統會套用與父項有關的百分比整合 (PCON) 來處理轉換的資料，並將結果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比例」成員中。

• 對於任何公司間資料，系統會將值排除，並將資料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排除」
成員中。

• 「實體比例」資料和「排除」資料的總和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的「貢獻」成員中。
• 然後，系統聚總「父項」實體的所有子實體的「貢獻」資料。系統會將整合結果儲存在
「父項」實體的「實體整合」成員中。父實體的狀態變更為「確定」。

公司間排除
在已針對「公司間」科目啟用應用程式，且應用程式包含「公司間」科目資料時，整合過程中
會進行排除。
第一個通用父實體上會進行公司間排除。在公司間排除過程中，針對任何「公司間」科目，系
統會將金額從「公司間」科目移至「插入目標」科目。
「插入目標」科目可以是「公司間」科目或「非公司間」科目。如果您要檢視「插入」科目中
個別夥伴中的排除詳細資料，則應該將「插入」科目設為「公司間」科目。否則，每個夥伴的
所有排除詳細資料會儲存在 Intercompany 維度的「無公司間」成員中。請參閱 Intercompany
維度。

整合資料
您可以從表單啟動「整合」或「轉換」程序，然後在方格中檢視資料狀態。Tax Reporting 提
供預先定義的「資料狀態」方格，其包含列中的實體，以及欄中的期間。方格中的資料是依據
表單中的「案例」/「實體」/「期間」/「幣別」資訊。
若要整合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備註：
在整合中會執行轉換。如需轉換程序的詳細資料，請參閱轉換資料 。

若要整合資料，您可以是服務管理員、超級使用者或是使用者，而且必須擁有要整合的「父實
體」的寫入存取權限。
當您選取要整合的基礎實體時，系統只會為實體執行計算。它不會整合至其父實體。
選取父實體時，也會整合此父項的所有子代。
如果您要整合某個期間的資料，但先前期間的資料尚未整合的情況下，先前期間的資料也會一
起被整合。如果您選取整合十二月期間並且之前的任何期間都會受到影響，則系統將會從第一
個受影響的期間啟動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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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程序會為受影響的實體執行。程序完成後，每個成功整合的實體會變更為「確定」
狀態。
您可以使用強制整合選項，以在選取的儲存格上強制執行整合。例如，如果整合程序因
為外部因素而未正確完成 (資料庫損毀或是使用者已停止該程序)，它會將實體保留在處
理狀態中。若要從此復原，您可以使用「強制整合」選項，以整合所有含資料的實體。
您可以在「工作」主控台中檢視整合狀態。如果您要執行整合，但已有整合程序正在執
行中，您可以執行強制整合。
若要整合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選取表單，然後選取資料狀態。
2. 選取您要執行整合的儲存格。
3. 選取檢視點。
4. 選取要執行整合的儲存格。
5. 從動作中，選取整合。
6. 選擇性：若要強制為所有選取的儲存格執行整合程序，按一下強制整合。
7. 整合程序成功完成後，系統會顯示確認訊息。按一下確定。
8. 若要檢查整合狀態，請開啟「工作」主控台。請參閱檢視整合進度。

整合邏輯
資料從實體總計 / 父項幣別整合維度成員按比例分配至比例套用的係數一律是為「實體/
父項」組合定義的「整合百分比」。
已排除或已調整的資料可能會套用「整合百分比」，或可能使用「所有權百分比」或
「少數股權 (非控股權益) 百分比」。也可能套用其他比率，例如「所有權百分比」中的
變動，或實體「整合百分比」和「公司間合作夥伴整合百分比」的較低者。
套用的係數將根據每個 Scenario、Year 和 Period 的每個實體/父項組合的所有權管理而
定。所有權管理記錄法律實體 (擁有公司) 直接擁有全部或部分另個法律實體的所有權百
分比。
所有權管理
所有權管理包括管理全域整合設定值，以及將這些整合設定應用於逐個場景、逐年和逐
期基準的每個實體階層。如需詳細資料，請參閱管理所有權。

轉譯方法
屬於跨國集團的公司通常以當地幣別處理業務。當所有子公司的財務報表整合為母公司
報表時，這些多重當地幣別必須轉換為母公司的報表幣別。Tax Reporting 為多幣別應
用程式提供幣別轉換。
當多重幣別應用程式啟用後，您可以轉換成任何應用程式幣別 (主要報表幣幣) 以及其他
的報表幣別。除非您已為新增的報表幣別輸入轉譯利率，否則其他報告幣別將與應用程
式報表幣別進行三角轉換。此幣別轉換已利用您提供的匯率完成。請參閱轉換資料。
在 Tax Reporting 中，首次建立應用程式時，系統會預設使用年累計 (YTD) 轉譯方法。
您也可以使用週期性轉譯方法來計算幣別轉譯。在「稅務設定」中，您可以將所有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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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的預設轉譯方法指定為「週期性」或「YTD」。對於週期性或 YTD 轉譯方法，計算中使
用的平均利率帳戶保持不變。
另外，Tax Reporting 還提供逐個帳戶置換的轉譯方法。這可以作為科目成員屬性
PeriodicFXTranslationmethod 或 YtdFxTranslationMethod 使用。
瞭解轉譯計算詳細資訊：術語
• 實體幣別 (輸入幣別) = EC

• 父幣別 (轉譯的幣別) = PC

• 平均匯率 = 匯率
使用 YTD 計算方法
至於那些為檢視點中所選目前期間輸入的 YTD 資料，年初迄今 (YTD) 會使用單一平均匯率。
除非全域或在特定帳戶上另外指定，否則這是 Tax Reporting 的預設計算方法。使用 YTD 方法
計算轉譯的公式為 (P3 範例)：
PC->P3 = EC->P3 * 別匯率->P3 (YTD 資料 * 目前的平均 FX 匯率)

使用週期性計算方法
另一方面，週期性資料是加權計算，也就是每個期間會將期間的值變動套用至期間匯率。使用
週期性方法進行計算的公式為 (P3 範例)：
PC->P3 = (EC->P3 – EC->P2) * 匯率->P3 + PC->P2 ( (目前期間中的輸入幣別 - 前一期間的輸
入幣別) * 目前期間匯率 + 前一期間轉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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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對於一年中有資料和平均外匯 (FX) 轉譯利率的第一個期間，週期性和
YTD 轉譯會有相同的結果 (請參閱上表轉譯後的值= 120)

• P13 和 P14 (RTA 和稽核) 一律為 YTD 轉譯方法。P13 和 P14 沒有上一
個期間。上一個期間會沿用案例預設頻率，該頻率與所有權相同。但是，
如果前一期間會沿用季度案例頻率，則 P3 將是 P6 的前一期間。請參閱
處理所有權中的變更的前一期間相關表格。

• 若您使用週期性轉譯方法，則在 Consol 和 CbCR 立方體都必須遵循相同
的案例預設頻率。

• CbCR 立方體不支援 NIBT 匯率置換和外幣匯率置換。

所有流動帳戶的幣別轉譯方法
若要啟用轉譯方法，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導覽至組態卡。

2. 選取稅務設定畫面。流程帳戶的幣別轉譯方法中有兩個選項：週期性和年初迄今。

3. 為「稅務設定」選取週期性，然後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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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稅務設定」從週期性變更為 年初迄今，然後按一下儲存。

置換單一帳戶的轉譯方法
如果要讓非流程帳戶 (即餘額) 使用週期性轉譯方法，則可以在帳戶維度中使用以下屬性。此
外，全域使用「週期性」時，您可以將流程科目設定為 YTD。請參閱 Account 維度。

轉換資料
幣別轉換會將科目資料從一種幣別轉換為另一種幣別。您可以在整合過程中或另外，將資料從
實體的輸入幣別轉換成任何已在應用程式中定義的其他幣別。整合資料時，如果父實體與子實
體具有不同的預設幣別，就會進行幣別轉換。
執行轉換規則之後，就會儲存轉換後的幣別維度。您可以透過日記帳，調整各種幣別轉換後的
金額。
若要轉換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選取表單，例如「目前備付稅款」。
2. 選取要執行轉換規則的儲存格。
3. 從動作中，選取轉換。
4. 驗證檢視點，然後按一下啟動。
5. 按一下確定，關閉成功確認訊息。

整合與轉換規則
Tax Reporting 提供預先建置的計算指令碼來處理整合與轉換。此外，對於某些標準計算程
序，系統還提供預先建置的指令碼和成員公式。例如，依預設會提供這些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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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1    整合與轉換規則

規則 描述
整合 針對特定案例、年度、期間和實體執行財務整

合。根據實體的整合狀態，以智慧型的方式執
行整合。

Consolidate_CbCR 針對特定案例、年度、期間和實體執行財務整
合。根據實體的整合狀態，以智慧型的方式執
行整合。

ForceConsolidate 藉由忽略內部處理標誌執行整合。此作業針對
管理使用者以將系統從不良狀態恢復。

轉換 將特定的案例、年度、期間、實體及其子代的
整合資料轉換為選取的報表幣別。如果未整合
實體，它會先根據狀態整合，然後轉換為報表
幣別。

Translate_CbCR 將特定的案例、年度、期間、實體及其子代的
整合資料轉換為選取的報表幣別。如果未整合
實體，它會先根據狀態整合，然後轉換為報表
幣別。

ForceTranslate 藉由忽略內部處理標誌執行轉換。此作業針對
管理使用者以將系統從不良狀態恢復。

ForceTranslate_CbCR 藉由忽略內部處理標誌執行轉換。此作業針對
管理使用者以將系統從不良狀態恢復。

DataLoad_PreProcess_Consol 規則作為資料載入之預先處理作業的一部分執
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Consol 規則作為資料載入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分執
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MetadataLoad_PostProcess_Consol 規則作為任何中繼資料變更之後續處理作業的
一部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TrcsFormStatusProcessor 規則作為資料表單儲存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
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Consol 規則作為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
部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RefreshDataBase_DelegatePostProcess_C
onsol

此規則將資料庫後續處理呼叫委派給「任務管
理程式」與「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模組，以同
步中繼資料。

CopyTaxAutomationRule 此規則用於轉期續用處理程序，以複製「稅務
自動化」規則對映。它會將對映從上一期間複
製到目標期間。

ImpactStatusEntitiesWithData 此規則是由系統內部使用，以根據使用者在
「稅務自動化」表單中定義的對映來更新實體
的資料狀態。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CopyTaxRateRule 此規則用於轉期續用處理程序，以複製「稅
率」。它會將資料從上一期間複製到目標期
間。

Form_PreProcess_Consol 規則作為資料表單儲存之預先處理作業的一部
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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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1    (續) 整合與轉換規則

規則 描述
ComputeRates 根據對來源和目標幣別輸入的直接匯率，針對

特定的案例、期間和年度計算平均和期末匯
率。如果未輸入直接匯率，會根據應用程式幣
別執行三角。

CopyFXRatesRule 此規則用於轉期續用處理程序，以複製「外匯
匯率」資料。它會將資料從上一期間複製到目
標期間。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Rates 規則作為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
部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Rates 規則作為資料載入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分執
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RefreshSDMCurrencyRates 此規則作為重新整理資料庫、資料載入、表單
儲存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分執行。此規則不
適用於獨立執行。

DataLoad_PostProcess_CbCR 規則作為資料載入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分執
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ImpactStatusEntitiesWithData_CbCR 此規則是由系統內部使用，以根據使用者在
「稅務自動化」表單中定義的對映來更新實體
的資料狀態。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MetadataLoad_PostProcess_CbCR 規則作為任何中繼資料變更之後續處理作業的
一部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RefreshDataBase_DelegatePostProcess 此規則將資料庫後續處理呼叫委派給「任務管
理程式」與「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模組，以同
步中繼資料。

RefreshDataBase_PostProcess_CbCR 規則作為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
部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TrcsFormStatusProcessor_CbCR 規則作為資料表單儲存之後續處理作業的一部
分執行。此規則不適用於獨立執行。

整合與轉換安全性存取權
整合或轉換資料需要下列安全性存取權：
• 您必須是管理員、超級使用者，或使用者。
• 對於選取要整合或轉換的「父項」實體，您也必須具有「寫入」存取權。

備註：
整合程序會排除已鎖定的實體。

系統管理員會指派適當規則的使用者存取權，以執行「整合」與「轉換」動作：
• 當您指派「整合商業規則」的存取權給使用者時，使用者也能夠存取「整合」動作功能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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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指派「轉換商業規則」的存取權給使用者時，使用者也能夠存取「轉換」動作
功能表。

備註：
依預設，「管理員」可存取應用程式中的所有規則。

計算狀態
Tax Reporting 為每個案例、期間、實體與父實體組合維護計算狀態。計算狀態指出是
否需要轉換或整合資料。計算狀態可能會由於以下幾個動作而發生變化：
• 變更組織結構
• 新增或刪除科目
• 修改實體屬性
• 在資料方格中輸入資料，或從外部來源載入資料
• 重新載入規則
• 變更百分比整合
• 變更幣別匯率
• 變更置換金額資料
• 更新與載入帳面資料
• 載入與調整稅務資料
• 載入與更新稅務自動化規則
• 載入與更新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規則
• 載入與更新稅率或整合匯率
表格 17-2    整合狀態

狀態 描述
確定 資料確定。指定的維度未變更任何資料。
無資料 指定的維度沒有資料。
受影響 資料自上次產生後已變更，需要重新整合使狀

態變更為「確定」。因為變更基礎實體資料而
影響父實體時會發生此情況。

需要轉換 實體幣別資料已變更，或是已遭整合。已轉換
的值可能不是目前的值。

系統已變更 中繼資料已變更。系統會在重新整理資料庫之
後，將確定狀態變更成系統已變更狀態。
對於歷史期間而言，系統已變更狀態是可接受
的狀態，因為應用程式中繼資料是會逐步改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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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整合/轉換於執行時期提示中所指定的期間之前，會先查看是否有任何先前期間處於受影
響狀態。如果 (在整合/轉換的執行時期提示中所指定「年度」之前的) 前一年度 P12 處於「受
影響」狀態，整合/轉換就不會要求使用者先整合前一年度。如果目前年度 (在整合/轉換的執行
時期提示中所指定的「年度」) 中的先前期間處於「受影響」狀態，系統會自動將受影響的所
有先前期間納入整合範圍，即使使用者並沒有明確地在整合/轉換執行時期提示中指定這些先前
期間。
系統不會自動將處於系統已變更狀態的先前期間納入整合/轉換的範圍，除非使用者已明確地在
整合/轉換執行時期提示中指定「系統已變更」的期間。
例如，假設 Actual/FY21/LE101 的期間 P2 至 P12 都處於受影響狀態，而 P1 期間處於系統已
變更狀態。當 Actual/FY21/P12/LE101 的整合作業受到觸發時，系統只會整合 P2 至 P12 期
間，留下處於系統已變更狀態的 P1。但如有需要，使用者可以明確地指定要針對 Actual/
FY21/P1/LE101 來整合 P1。

檢視整合進度
整合資料時，您可以從「工作」主控台監控任務狀態。您可以檢視擱置中的工作或最近活動，
包括完成狀態、日期和時間。
若要檢視整合進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複查「擱置中的工作」和「最近活動」，以檢查整合的狀態。
3. 按一下工作名稱來檢視「工作詳細資料」。

備註：
當系統「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會把所有「案例」、「年度」和「期間」中，處於
確定狀態的所有實體都更新成系統已變更狀態。而後續在最上層父實體 (例如，地理
區總計) 的「整合/轉換」，將會包含整合/轉換「案例」、「年度」和「期間」的所
有「系統已變更」實體。這可能會導致較長的整合/轉換時間。

使用所有權管理
管理所有權

所有權管理包括管理全域整合設定值，以及將這些整合設定應用於逐個場景、逐年和逐期基準
的每個實體階層。
所有權設定值會套用至每個「案例」、「年度」和「期間」組合的每個實體父項/子項組合。

備註：
「國別報告 (CbCR)」目前不支援所有權。您會看到 100% 累計值。

若要存取「所有權管理」畫面，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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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管理所有權畫面。
2. 選取要檢視階層的實體父成員。
3. 選取案例、年度和期間。
4. 按一下更新箭頭按鈕  將畫面更新為選取的 POV。
您可以視需要展開或收合階層。

5. 按一下父項/子項按鈕  以檢視完整的階層。

6. 按一下父項/法人按鈕  以查看每個父項及其各個子項法人的最終所有權設定
值。請注意，目前所有基礎實體都被視為「法人」)。

父項/子項檢視
起初，所有成員將繼承以下設定值：
• 所有權百分比：100

• 控制：是
• 整合方法：子公司
• 整合百分比：100

• 少數股權百分比：0

唯一的例外是任何共用實體 (例如，一個實體在一個階層中存在多次)。第一個例項將繼
承上述提到的設定值，而每個後續例項將具有以下設定值：
• 所有權百分比：0

• 控制：否
• 整合方法：未整合
• 整合百分比：0

• 少數股權百分比：0

所有權管理報表
已經建立兩個專業的「所有權管理」報表：
• TRCS_所有權詳細資料是儲存在 Essbase 中的「所有權」資料唯讀檢視。此資料
反映當您按一下「所有權管理 UI」中的「儲存」時所儲存到 Essbase 中的內容。
對所有權資料進行的所有編輯都必須透過「所有權管理 UI」來進行。請參閱檢視
TRCS_所有權詳細資料。

• TRCS_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是唯讀檢視，可讓您複查每個「管轄權」和「成
員」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請參閱檢視 TRCS_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

這些值會在整合期間進行計算。
此外，Working with Tax Reporting 手冊中說明的下列報表已受「所有權管理」影響，
會在報表上顯示以下各欄：
• 稅收損失和抵免 - 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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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收損失和抵免- 地區
• 暫時性差異
• 地區暫時性差異
• 遞延稅項
• 地區遞延稅項
• DTNR

• 遞延稅項記入 - 未認列遞延稅項 (DTNR)

• TAR

• 地區 TAR

• 目前應付稅款
• 目前應付稅款 - 地區
• 固定資產

啟用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權管理
當您建立應用程式時，可以啟用「所有權管理」功能，該功能可讓您指派所有權百分比和整合
方法。如果您不在建立應用程式期間選取「所有權管理」，您可以在以後為現有應用程式啟用
該功能。

備註：
請確定「資料來源」設為「稀疏」。

如需此功能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管理所有權。
本主題列出啟用「所有權管理」時的各種需求以及當其啟用時系統實作的中繼資料變更。您啟
用「所有權管理」之前，請先複查所有區段。

備註：
如果您未啟用「所有權管理」，對您現有的應用程式不會有任何影響。

實作程序概觀
您可以遵循此概觀來實作「所有權管理」：
1. 啟用「所有權管理」，如下列程序所概述。
2. 選取「案例頻率類型」。
3. 選取「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
4. 視需要選取 NCI 科目 (Ownership_NCI_Account)。
5. 建立「實體」階層。您可以加入「共用」成員。每當新增「共用」實體，都需要重新計算
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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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案例、年度、期間、實體父項子項關係定義所有權百分比和方法。
• 視需要重新計算所有權
• 「實體」的主要例項的預設值為「子公司 100%」
• 共用例項的預設值為「非已整合 0%」

7.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所有權」資料。
8. 選擇性：使用所有權表單檢查 Essbase 中的值。
啟用所有權管理
若要啟用「所有權管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啟用「所有權管理」功能之前，請執行下列步驟：
• 複查新內建成員的清單。如果您已定義一些用於相同目的的成員，則必須將其
刪除以避免與新的內建成員發生衝突。

• 檢查現有的科目和移動成員，以確保與新成員的別名沒有衝突。
請注意，新成員的名稱將不會發生衝突，因為新的內建成員具有首碼
FCCS_xxx 或 TRCS_xxx。

• 如果發生衝突，您應該「先」修改別名然後再啟用功能；否則，移轉期間或者
重新整理資料庫時將會發生錯誤。

• 如果您修改別名，應該也要修改其參照的任何現有物件。
• 從參照的物件移除重複的成員，或者更新物件以參照適當的成員。

2. 使用適當選項啟用「所有權管理」功能：
• 若要建立新應用程式，請移至建立新應用程式
• 若要在現有應用程式上啟用功能，請移至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3. 選擇性：您在現有應用程式中啟用功能之後，請在首頁上按一下使用者名稱旁向下
箭號，接著選取設定值與動作，然後按一下重新載入導覽流程。

4. 啟用「所有權管理」之後，如果成員和別名發生錯誤，請檢查「工作」主控台以查
看有關哪個成員別名發生衝突的詳細資料。

成員與別名注意事項
當您啟用「所有權管理」時，系統會新增帶有別名的新內建帳戶和移動成員，以支援內
建整合規則。這可能會導致應用程式中現有成員出現「重複別名」錯誤。
下表列出帳戶與移動維度的新成員名稱與別名。如需所有中繼資料變更的詳細資料，包
含整合與資料維度，請參閱所有權管理中繼資料變更。
表格 17-3    Account 維度 - 新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FCCS_Percent Consol 百分比整合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百分比整合優先順序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百分比整合變更 FCCS_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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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3    (續) Account 維度 - 新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FCCS_Percent
Ownership

百分比所有權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Elim Percent Elim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Consol 方法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Percent Min FCCS_Drivers

FCCS_Control 控制 FCCS_Drivers

FCCS_Control Input Consol 方法輸入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Input

百分比整合輸入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Input

百分比所有權輸入 FCCS_Drivers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整合 FCCS_Drivers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所有權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Input

Percent Min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

Consol Method Prior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 Input

Consol Method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
Input

Percent Ownership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Prior Input

Percent Min Prior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

Percent Ownership Prior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Change

Percent Min Change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Input

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Percent Min
Change Input

Percent Min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FCCS_Consol Method
Change Input

Consol Method Change Input FCCS_Driv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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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3    (續) Account 維度 - 新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FCCS_Consol Method
Change

Consol Method Change FCCS_Drivers

移動成員變更
將新增這些新的內建移動成員以支援所有權管理的整合規則：
表格 17-4    移動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TRCS_TLCOwnPlaceHolder 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CarryForward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移動所有權空白字元總計 TRCS_TARFClosingbalance

TRCS_CurPayOwnPlaceholde
r

目前應付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ClosingPayable

TRCS_TempDiffOwnPlacehol
der

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TempDiffClosing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Placeholder

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RegionalClosingReclas
s

TRCS_OwnPlaceholder 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Closing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Placeholder

所有權空白字元 TRCS_RegionalClosing

TRCS_DTNROwnTotalPlaceho
lder

Total Effect from
Ownership Spacer

TRCS_ClosingDTNR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所有權 - DTNR 空白字元 TRCS_DTNRClosing

TRCS_DTNROwnPlaceHolder 所有權 - DTNR 空白字元 TRCS_DTNRClosingReclass

FCCS_Mvmts_Own_Total 所有權中的有效總計 TRCS_Mvmts_Total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所有權小計 FCCS_Mvmts_Own_Total

TRCS_OwnOpeningDTNRTota
l

所有權 - 期初餘額總計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OwnOpeningDTNRTot
al

TRCS_NBR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NBR TRCS_OwnOpeningDTNRTot
al

TRCS_DTNR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DTNR TRCS_OwnOpeningDTNRTot
al

TRCS_OwnCYDTNRTotal 所有權 - 目前年度總計 FCCS_Mvmts_Own_Subtotal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OwnCYDTNRTotal

TRCS_NBR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NBR TRCS_OwnCYDTNRTotal

FCCS_Mvmts_Own_to_CTA 變更影響所有權調整 FCCS_Mvmts_Own_Total

TRCS_TARFOwn 移動所有權總計 TRCS_TARFOwnPlaceHolder

TRCS_TARFOwnBoY 所有權 - 期初 TRCS_TARFOwn

TRCS_TARF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TARF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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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4    (續) 移動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TRCS_BVTOwn 所有權 TRCS_ClosingBVT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BVT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BVTOwn

TRCS_CurPayOwn 目前應付所有權 TRCS_CurPayOwnPlacehold
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CurPay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CurPayOwn

TRCS_TLCOwn 所有權預留位置 TRCS_TLCOwnPlaceHolder

TRCS_TLC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TLCOwn

TRCS_TLC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TLCOwn

TRCS_TempDiffOwn 所有權 TRCS_TempDiffOwnPlaceho
ld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TempDiff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TempDiffOwn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所有權 TRCS_RegionalTempDiffOw
nPlaceholder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RegionalTempDiffOw
n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RegionalTempDiffOw
n

TRCS_NBROwn 所有權 TRCS_NBRClosingReclass

TRCS_NBR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NBR TRCS_NBROwn

TRCS_NBR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NBR TRCS_NBROwn

TRCS_Own 所有權 TRCS_OwnPlaceholder

TRCS_OwnOpenningTotal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Own

FCCS_Mvmts_Own_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TRCS_OwnOpenningTotal

TRCS_NBR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NBR TRCS_OwnOpenningTotal

TRCS_OwnCYTotal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Own

FCCS_Mvmts_Own_Movemen
t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TRCS_OwnCYTotal

TRCS_NBR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NBR TRCS_OwnCYTotal

TRCS_RegionalTempDiffOwn 所有權 TRCS_RegionalTempDiffOw
nPlaceholder

TRCS_DTNROwnTotal 所有權中的有效總計 TRCS_DTNROwnTotalPlaceh
older

TRCS_OwnOpeningDTNRTota
l

所有權 - 期初餘額總計 TRCS_DTNROwnTotal

TRCS_OwnCYDTNRTotal 所有權 - 目前年度總計 TRCS_DTNROwnTotal

TRCS_DTNROwn 所有權 - DTNR TRCS_DTNRClo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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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4    (續) 移動成員

成員名稱 別名 父項
TRCS_DTNROwnOpening 所有權 - 期初餘額 DTNR TRCS_DTNROwn

TRCS_DTNROwnCY 所有權 - 目前年度 DTNR TRCS_DTNROwn

TRCS_DTNROwn 所有權 - DTNR TRCS_DTNROwnPlaceHolde
r

所有權管理中繼資料變更
當「所有權管理」選項已啟用時，系統會對中繼資料實作以下變更。
科目階層變更
啟用「所有權管理」時，會建立內建系統科目以支援整合規則。
此外，現有 "FCCS_Percent Consol" 成員的「資料儲存」特性已從「儲存」變更為「動
態計算」。此科目將根據輸入的「所有權」資訊進行動態計算。
更新的 FCCS_Drivers 階層顯示如下，包含下列其他科目：
• FCCS_Percent Elim

• FCCS_Consol Method

• FCCS_Control

• FCCS_Control Input

• FCCS_Consol Method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Input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Input

• FCCS_Percent Min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Input

• FCCS_Percent Consol- 特性變更為動態計算
•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 FCCS_Percent Owners

• FCCS_Percent Min

•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整合維度變更
• 現有 "FCCS_Proportion" 成員的「資料儲存」特性已從「動態計算」變更為「儲
存」。

• "FCCS_Proportion" 成員不再是 "FCCS_Entity Total" 的父成員。相反地，該成員現
在是 "FCCS_Entity Total" 的同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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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儲存」特性需要重新整合應用程式中的所有現有資料。計算狀態已針對所有實體變
更為「受影響」。您必須重新整合應用程式中所有現有資料，以便計算「比例」金額，並
將其儲存在 Consolidation 維度中。

備註：
如果已鎖定任何期間，您必須解除鎖定這些期間，然後重新整合資料。

以下顯示 FCCS_Contribution 階層：
 

 
資料來源成員變更
將新增以下新的內建資料來源成員。在「資料來源」之下，然後 FCCS_SystemTypes，
FCCS_Source Entities 階層將用於「所有權管理」
FCCS_Total Data Source 階層包含下列額外的成員：
• FCCS_Source Entities 階層
• S_Parent Source

• S_Current Source

• S_Entity

• S_FCCS_Total Geography

處理所有權中的變更
Tax Reporting 使用加權後的所有權計算來處理所有權 (根據一段時間的變化)。因為 Tax
Reporting 是年累計，因此會使用混合所有權比率來處理所有權中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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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預設，計算加權後的所有權的科目是 TRCS_NIBTAdjusted。您也可以變更「科
目」成員。請參閱定義科目特性。
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
對於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移動」、「資料來源」及「整合」成員已固定，因此無法
變更。
• 資料來源："TRCS_PreTax"

• 移動："TRCS_CurrentTaxBYTotal"

• 整合："FCCS_Entity Total"

若要設定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開啟「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選取維度。
3. 選擇性：選取您要使用的科目。如果未選取「科目」，將會使用

TRCS_NIBTAdjusted。
 

 

加權後的計算呈現兩個輸出：
• TRCS_Percent Current Consol Weighted (WeightedPCON)

• TRCS_Percent Current Ownership Weighted (WeightedPOWN)

這些輸出依「管轄權」和「多重 GAAP」來產生。視「管轄權」和「多重 GAAP」而
定，可以產生不同的加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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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頻率屬性
「加權後的所有權」會根據「案例」維度的「案例頻率類型」屬性進行計算。如果沒有上一期
間，則有效 weightedPOwn 為 #MISSING，而且不會累計任何資料
表格 17-5    上一期間

目前期間 每月 每季 每半年 每年
P1 P12 (上一期間) 無效 無效 無效
P2 P1 無效 無效 無效
P3 P2 P12 (上一期間) 無效 無效
P4 P3 無效 無效 無效
P5 P4 無效 無效 無效
P6 P5 P3 P12 (上一期間) 無效
P7 P6 無效 無效 無效
P8 P7 無效 無效 無效
P9 P8 P6 無效 無效
P10 P9 無效 無效 無效
P11 P10 無效 無效 無效
P12 P11 P9 P6 P12 (上一期間)

P13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P14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P12 (目前年度)

若要設定「案例頻率類型」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開啟「導覽器」 。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選取維度。
3. 選擇性：在維度之下，選取您要設定「頻率」類型的案例。
4. 按一下「編輯」 ，然後選取屬性值頁籤。
5. 在可用的屬性值之下，展開頻率類型，接著選取您要使用的頻率，然後按一下新增。

備註：
在變更「案例」的「頻率類型」之後，重新整理資料庫後並不會移除先前的資
料。手動清除受影響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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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百分比定義
• 期末所有權百分比 (POwn) - 在「所有權管理」畫面中針對指定的案例/年度/期間/實
體關係輸入的所有權百分比。

• 期末間整合百分比 (PCon) - 根據「所有權管理」畫面針對指定的案例/年度/期間/實
體關係的已計算的整合百分比。

• 年初所有權百分比 (BOYPOwn) - 前一年度 P12 的所有權百分比，除非沒有前一年
度，在此情況下為「年尾所有權百分比」。

• 年初整合百分比 (BOYPCon) - 前一年度 P12 的「整合百分比」，除非沒有前一年
度，在此情況下為「年尾整合百分比」。

• 加權後的所有權百分比 (weightedPOwn ) - 以「期間」的所有權百分比的金額為基
礎的所有權百分比的加權後的值，使用「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進行加權。每年的
所有權百分比的第一個期間等於期末所有權百分比：
– 第一個期間、RTA 期間、稽核期間

weightedPown = POwn

– 所有其他期間，使用下列公式
weightedPown (Account) = ( ( weightedPown  priorPeriod * priorPeriod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 ( pown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priorPeriod
+ )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加權整合百分比 (Pcon) - 以期間的整合百分比金額為基礎的整合百分比的加權後
值，使用「加權後的所有權科目」進行加權。每年的整合百分比的第一個期間等於
期末整合百分比。
– 第一個期間、RTA 期間、稽核期間

weightedPCon = PCon

– 所有其他期間，使用下列公式
weightedPCon (Account) =( ( weighted PCon  priorPeriod * priorPeriod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 ( ( pc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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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priorPeriod + ) ) /
ownershipWeightedAccount)

• 年初所有權調整 (BOYOwnAdj) - 以科目為基礎，此為針對所有年初移動，從年初所有權
百分比移至期末所有權百分比所需的額外所有權。
公式為 FCCS_Proportion  BOYOwnAdj = ("FCCS_Entity Total" * (Pown -

BOYPOWN)) + (Pown * BOYOwnAdj  "FCCS_Entity Total")

• 目前年度所有權調整 (CYOwnAdj) - 以科目為基礎，此為針對所有目前年度移動以及匯率
調整總計 (FXRateAdj)，從加權後的所有權百分比移至期末所有權百分比所需的額外所有
權。
FCCS_Proportion  CYOwnAdj = ( ("FCCS_Entity Total" + FXRateAdj -> "FCCS_Entity

Total") * (Pown -WeightedPOWN )) + (POWN * CYOwnAdj  "FCCS_Entity Total")

對於所有 TEMP 科目，所有權中變更效果為：FCCS_Proportion 成員在關帳餘額移動中的值
是以父項幣別表示之 FCCS_Entity Total 關帳值的「期末所有權百分比」。如果
TRCS_NIBTAdjusted 科目為零，則「加權後的所有權」等於期末所有權。
所有權生效 - 依科目和移動
不同的所有權比率由移動和科目的組合決定。
表格 17-6    所有權生效 - 依科目和移動

科目 Movement 比率
時間平衡類型 = "餘額" (資產負債
表科目)

所有移動 期末所有權百分比

TRCS_NIBTAdjusted 的子系 所有移動 加權整合百分比
暫時調整 目前年度移動 (包括 Pre_Tax 和

匯率調整)
加權後的所有權百分比

暫時調整 年初移動 年初所有權百分比
暫時調整 關帳餘額 期末所有權百分比
永久調整 目前年度移動 加權後的所有權百分比

設定非控股權益 (NCI)
少數股權或者「非控股權益 (NCI)」是調節金額，用以轉換可在 PCon 下移至 POwn 進行整合
的 TRCS_NIBTAdjusted。NCI 科目 (Ownership_NCI_Account) 只會在當您選擇的 NCI 科目成
員上已經設定該屬性時才會進行計算。NCI 應該是 TRCS_PermGSTotal 或
TRCS_PermSTTotal 的子項
如果在每個層級設定，NCI 的公式將會是 -1*( TRCS_NIBTAdjusted*PCON –
( (TRCS_NIBTAdjusted + NCI) * weightedPOWN))

若要設定 NCI，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導覽器」。
2. 在建立及管理下方，選取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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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維度之下，選取科目，然後選取下列其中一個「科目」：
• TRCS_PermSTTotal

• TRCS_PermGSTotal

4. 對於選取的「科目」，請按一下新增子項 。
5. 在成員特性頁籤上，輸入 NCI 科目的名稱，然後完成表單。

 

 

6. 將資料儲存設定為儲存庫。
7. 在屬性值頁籤上的可用的屬性值之下，展開 NCI 科目，接著標示所有權 NCI 科目，
然後按一下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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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按一下儲存。
9. 重新整理資料庫以套用變更。

 

 

所有權整合方法
為了提供進階整合和排除，必須為 Entity 維度中的每個實體建立與其父項相關的各種參數。已
建立多個整合方法，以便於整合與排除規則，每種規則都有預設或可設定的參數，包括：
• 所有權百分比
• 整合百分比
• 少數 (非控股) 股權百分比
控制設定值也可用於幫助確定方法的其他設定值。
接著，整合方法會在執行整合、調整和排除規則時，套用至整合父實體及其階層子代。
Tax Reporting 提供多種系統方法：
• 控股
• 子公司
• 按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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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益 (保留供日後使用)

• 未整合
• 非使用中
• 已中斷
控股方法
控股方法適用於其直屬父項代表該法律實體之整合結果的法律實體。控股方法一律套用
100% 的所有權百分比與 100% 的整合百分比。控制為是。每個父實體只能有一個控股
方法實體。
子公司方法
子公司方法適用於控股公司擁有的法人，並適用於控股公司執行控制。子公司的所有權
百分比範圍一般在 50% 到 100%。控制為是，因此整合百分比為 100%。少數 (非控股)
股權等於 100% 減去所有權百分比。
如果公司具有 100% 的「已整合的百分比 (PCON)」，TRCS_NIBT Adjusted 科目的子
項是在 PCON 進行計算，所有其他科目是在 POwn (百分比所有權) 進行計算。
按比例分配方法
按比例分配方法適用於控股公司擁有但不控制的法人，而且要求按比例整合。通常適用
於合資企業。控制為否，而且整合百分比等於所有權百分比。所有科目會在 POwm 進
行計算。
未整合方法
未整合方法適用於控股公司擁有的法人，該控股公司不具備控制權或重大影響。未整合
公司的所有權百分比範圍一般從 0% 到 20%。控制為否，因此整合百分比為 0%。少數
(非控股) 股權也等於 0%。
所有科目在 POwn 進行計算，但是「所有權百分比」必須設定為零。如果啟用「所有權
管理」，下列規則將套用至下列所有方法：
• TRCS_NIBTAdjusted at PCon 的已整合子系
• 在 POwn 整合所有其他科目
非使用中方法
非使用中方法保留供未來使用。
中斷方法
為已中斷的作業建立系統整合規則時，中斷方法保留供未來使用。
所有權範圍
對於任何指定的「所有權百分比」，系統會根據以下的所有權百分比範圍指派預設「整
合」方法。
包含 0% 到 100% 範圍的系統方法為：
• 未整合 = 0%

• 按比例分配 = 0% 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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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 - 大於 50% 至 100%

.

例如，如果您輸入 35%，「整合方法」會自動設定為「按比例分配」。如有必要，請按一下整
合方法來選取不同的方法。
 

 

變更所有權設定值
所有權設定值有非常多種；不過，您只能夠變更下列「所有權」設定值：
• 所有權百分比
• 控制
• 整合方法
以下是提供的資訊：
• 所有權百分比
您可以視需要變更父項和子項之間的「所有權管理」。
您變更百分比輸入並離開欄位後，系統會將控制、整合方法、整合百分比和少數股權百分
比更新為指派給所輸入之所有權百分比所在範圍的方法項目。

• 控制
控制項目由系統根據所輸入的所有權百分比和方法範圍進行指派。如果需要，您可以變更
系統指派的控制項目。
若要變更控制項目，請從下拉清單選取所需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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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控制項目已從系統指派的項目變更，則欄位顏色會變成黃色背景。
若要移除置換項目，並恢復成系統指派的項目，請從動作 (...) 中，選取清除。

• 整合方法
整合方法項目由系統根據所輸入的所有權百分比和方法範圍進行指派。如果需要，
您可以變更系統指派的「整合方法」項目。
若要變更整合方法項目，請從下拉清單選取所需的項目。下拉清單中提供的方法由
所有權百分比和控制設定值決定。「控股」方法僅可用於以「100% 所有權和控制
= 是」進行的選擇。其他方法則由「所有權方法控制」設定值來決定是否提供作為
選項。因此，如果「控制 = 是」，將只會顯示「控制」設定值為「是」的方法。若
要變更下拉清單中的可用「方法」，請先變更「控制」選擇。
如果整合方法項目已從系統指派的項目變更，則欄位顏色會變成黃色背景。
若要移除置換項目，並恢復成系統指派的項目，請從動作 (...) 中，選取清除。
請注意，選取的控制與整合方法組合必須符合方法設定值。如果控制為是，選取的
整合方法必須是控制已定義為是的其中一個方法。

• 整合百分比
整合百分比會根據方法設定值顯示。
您無法修改此項目。

• 少數股權百分比
少數股權百分比會根據方法設定值顯示。
您無法修改此項目。

• 所有權百分比的後續變更
如果您對系統指派的控制及/或整合方法項目進行變更，然後輸入修改的所有權百分
比，則會保留任何選取的項目。
如果控制 和 (或) 整合方法是根據新的所有權百分比來更新，則您必須清除置換項目
或選取新的置換項目。

父項/法人檢視
在「父項/子項」檢視中完成所需的變更之後，按一下父實體/法人按鈕，以檢視並修改
最終的所有權設定值。
將列出 POV 中選取之階層中的每個父項，包含該父項之每個法人子代的一般清單。您
可以視需要展開或收合階層。
• 所有權百分比
顯示的所有權百分比是根據從目前父項到每個法人之一系列個別父項/子項項目的計
算百分比。如果，如果 P1.P2 的所有權百分比是 80%，而 P2.LE1 是 50%，則針
對 P1.LE1 計算的累計所有權百分比是 40% (80% * 50%)。
您無法修改此項目。

• 控制
系統會根據輸入的所有權百分比和方法範圍，指派控制項目。如果需要，您可以變
更系統指派的控制項目。此欄位的行為與父項/子項檢視中的行為相同。

• 整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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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根據輸入的所有權百分比和方法範圍指派整合方法項目。如果需要，您可以變更系統
指派的整合方法項目。此欄位的行為與父項/子項檢視中的行為相同。

• 整合百分比
將根據方法設定值顯示整合百分比。
您無法修改此項目。

• 少數股權百分比
將根據方法設定值顯示少數股權百分比。
您無法修改此項目。

匯入和匯出所有權資料
您可以匯入和匯出所有權資料。
匯入所有權資料
匯入所有權檔案必須是包含下列欄的逗點分隔檔案：
• 案例 (必要)

• 年度 (必要)

• 期間 (必要)

• 實體 (必要)

• 父項 (必要)

• POwn (選擇性)。除了相同階層中的重複 (共用) 成員會預設為 0，所有權將預設為 100。

備註：
請注意，所有「父項/子項」列都需要「所有權百分比 (POwn)」，但不可以輸入
至「法定公司」不是直接子項的「父項 / 法定公司」列。

• 控制 (選擇性)。如果「所有權百分比」大於 100，則「控制」將預設為是，否則將預設為
否。

• 方法 (選擇性)。除了相同階層中的重複 (共用) 成員會預設為 未整合，方法將預設為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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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所有權」檔案內容的範例。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 Parent, POwn, Control, Method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4-CAD],[CE-0011-EUR].[CE-0012-
USD],8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6-BRL],[CE-0011-EUR].[CE-0012-
USD],50,,PROPORTIONAL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7-GBP],[CE-0011-EUR].[CE-0012-
USD],3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8-EUR],[CE-0011-EUR].[CE-0012-
USD],10,,

Consol,FY18,Jan,[CE-0013-GBP].[LE-0014-CAD],[CE-0011-EUR].[CE-0013-
GBP],10,,

Consol,FY18,Jan,[CE-0013-GBP].[LE-0016-BRL],[CE-0011-EUR].[CE-0013-
GBP],10,,

Consol,FY18,Feb,[CE-0012-USD].[LE-0016-BRL],[Entity].[FCCS_Total 
Geography],,NO,PROPORTIONAL

若要匯入所有權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管理所有權畫面。
2. 選取案例、年度和期間以匯入資料。
請注意，匯入檔案中的「案例」、「年度」和「期間」必須符合顯示的 POV。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入所有權資料。
4. 按一下瀏覽，然後選取匯入檔案。
5. 按一下匯入。
6. 當您輸入或匯入所有權設定值時，系統會驗證相關欄位之間的相依性：
• 「方法」和「控制」組合必須符合全域設定值。
• 如果選取的「方法」為「控股」，則「所有權百分比」必須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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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在匯入所有權資料時，如果處理程序超過 60 秒，處理程序的剩餘部分會以背景方式
繼續執行，您可以視需要導覽至其他畫面。若要檢視處理進度，請開啟「工作」主控
台。

當所有權資料匯入時，將會和任何現有資料合併。因此，這有可能建立無效的最終所有權分
錄。如果實體存在於一個階層的多個分支，當結合所有權超過 100% 時，將無法儲存在畫面上
輸入的資料。從檔案進行載入時，所有權資料不會被拒絕，因此實體的結合所有權百分比可能
會超過 100%。如果發生這種情況，在出現差異的期間，「管理所有權」畫面頂部會顯示錯誤
訊息：
部分父項/法定公司組合的所有權資料無效。請在「父項/法定公司」檢視中識別不正確的所有權百分比，然
後在「父項/子項」檢視中進行更正。
在後續期間中，將會顯示類似的訊息：
部分父項/法定公司組合的所有權資料對先前的期間無效。請識別期間並更正期間。
導覽至資料不正確的期間，然後選取「父項/法定實體」檢視。複查「父項/法定實體所有權百
分比」分錄。任何錯誤都會以紅色文字標示。請記下含有錯誤的各個實體，接著返回至「父項/
子項」檢視，然後更正必要的父項/子項所有權百分比，以確定結合所有權不超過 100%。
匯出所有權資料
若要匯出所有權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管理所有權畫面。
2. 選取案例、年度和期間以匯出資料。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出所有權資料。
4. 選取儲存 .csv 檔案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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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匯出檔將不會包含任何之前由系統植入，作為預設資料的所有權資料。匯出檔
將只會包含之前由使用者輸入，以置換目前期間中預設設定值的資料 (而不是
從先前的期間結轉來的置換值)，還有與共用實體有關的資料。如需預設資料
設定值的詳細資料，請參閱管理所有權中的「父項/子項檢視」設定值。

匯出完整的父項至子項所有權資料
「完整的父項至子項所有權資料」匯出選項可匯出「父項/子項實體」畫面的所有資料，
其中包括無論是否已經置換過的所有子項和項目。相同選項無法用於「父項/法人」畫
面。
若要匯出「完整的父項至子項所有權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管理所有權畫面。
2. 選取要匯出每個父項及其子項的完整資料的案例、年度和期間 (無論是否已經置換
過)。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匯出完整的父項至子項所有權資料。
 

 

4. 選取儲存 .csv 檔案的位置。
 

 

備註：
請注意以上表格中的第 7 列，預設的關係將匯出至檔案，而不是僅匯出置
換的一般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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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包含父項及所有子項的任何項目 (無論是否已經置換過)。

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
如果已經對「所有權管理」帳戶新增或刪除對「整合方法」範圍設定值或置換規則所進行的任
何變更，系統會提示您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如果資料未重新計算，「管理所有權」畫面頂端
將會顯示警告訊息。
若要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整合：管理所有權畫面。

 

 

2.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
3. 在「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對話方塊上，選取案例、年度和開始期間以重新計算。
請注意，重新計算將套用至選取的期間以及所有後續期間。
另外也請注意，如果需要重新計算 POV，POV 要到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之後才會完成整
合。

4. 按一下重新計算。
5. 從重新計算成功訊息中，按一下確定。

備註：
在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時，如果處理程序超過 60 秒，處理程序的剩餘部分繼續以背
景執行，您可以視需要導覽至其他畫面。若要檢視處理進度，請開啟「工作」主控
台。

無論是否變更實體結構，您都必須在重新整理資料庫之後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

表單中的所有權設定值
您在「所有權管理」畫面中應該只輸入或更新「所有權設定值」。請務必不要以直接輸入或透
過規則的方式更新設定值。不過，這些設定可以顯示在資料表單中。
資料表單中的所有權設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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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檢視詳細資料，請開啟「TRCS 所有權詳細資料 UI」。
從下列維度選取您要使用的 POV：
• 案例
• 年度
• 期間
• 實體
• 科目 (FCCS_Drivers 的子代)

– FCCS_Consol Method (目前期間整合方法)

– FCCS_Consol Method Prior (前一期間整合方法)

– FCCS_Percent Consol (目前期間整合百分比)

– FCCS_Percent Consol Prior (前一期間整合百分比)

– FCCS_Percent Consol Change (整合百分比中從前一期間至目前期間的變更)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目前期間的所有權百分比)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Prior (前一期間所有權百分比)

– FCCS_Percent Ownership Change (所有權百分比中從前一期間至目前期間的
變更)

– FCCS_Percent Min (目前期間少數股權百分比)

– FCCS_Percent Min Prior (前一期間少數股權百分比)

– FCCS_Percent Min Change (少數股權百分比中從前一期間至目前期間的變更)

• 資料來源 (FCCS_Source 實體的子代)

– S_Parent Source (主要實體階層直接所有權設定值的主要實體階層中的父實體)

– S_<entity name> (直接所有權設定值的非主要實體階層中的父實體以及最終所
有權設定值的祖代)

固定：
• 整合：FCCS_Entity Input

• 幣別：無幣別 (在多幣別應用程式中)

• 公司間：FCCS_No Intercompany

• 移動：FCCS_No Movement

• 多重 GAAP：FCCS_No Multi-GAAP (如果適用)

• 檢視：FCCS_Periodic

• 自訂：無 <自訂名稱>

檢視 TRCS_所有權詳細資料
此表單是儲存在 Essbase 中的「所有權」資料的唯讀檢視。對所有權資料進行的所有編
輯都必須透過「所有權管理 UI」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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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資料反映當您按一下「所有權管理 UI」中的「儲存」時所儲存到 Essbase 中的內容。
若要檢視 TRCS_所有權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程式庫。
2. 在表單頁籤上，展開稅務管理，然後捲動以開啟 TRCS_所有權詳細資料。

 

 

3. 複查每個欄的值

檢視 TRCS_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
您可以複查每個「管轄權」和「成員」的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
會計算下列值：
•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整合
•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所有權
若要存取 TRCS_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 UI，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程式庫」。
2. 在表單頁籤上，展開稅務管理。
3. 捲動至 TRCS_加權後的所有權詳細資料表單。
4. 複查下列欄的值：
•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整合
• 百分比目前年度加權後的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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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設定值年度對年度
起始預設值和置換所有權設定值應該在相同年度中從期間自動結轉至期間，但不是至後
續年度。您可以藉由複製所有權資料，將最新的設定值從某個年度 (P12) 的最後一個期
間姞轉至下一年度的第一個期間。
請注意，此選項只在每個年度的最後一個期間中提供使用。
如果所有權設定值尚未複製至每個後續年度的第一個期間，實體結構將顯示在後續年度
中，同時顯示資訊訊息：
目前年度中沒有所有權資料。請在前一年度的最後一個期間中嘗試「複製所有權資料至下一年度」動
作。
若要複製所有權資料至下一年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整合以顯示管理所有權畫面。
2. 在 POV 中選取目前年度的 P12。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複製所有權資料至下一年度。
4. 當複製完成時，按一下確定。
複製所有權資料時，如果此程序花費超過 60 秒，程序的剩餘部分會在背景下繼續執
行，允許您在需要時導覽至其他畫面。若要檢視處理進度，請開啟「工作」主控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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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管理工作

相關主題
• 工作概觀
• 排定工作
• 檢視工作
• 檢視擱置中的工作與最近活動
• 編輯與刪除工作
• 重複工作
• 開啟與刪除清除立方體工作

工作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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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依間隔執行這些
工作。「工作」主控台可讓管理員在一個中心位置管理工作。
您可以「工作」主控台管理下列工作類型：
• 執行規則
• 匯入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匯出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執行無效交集報表
• 重新建立區塊儲存立方體 (BSO)

• 非整合工作，例如「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工作

排定工作
您可以排程執行工作的時間 (現在或未來時間)，以及頻率 (單次、每日、每週、每月和每年)。
若要排定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工作。
3. 按一下排定工作。

18-1



4. 在排程工作頁面的一般頁籤上，選取您想要排程的工作類型：
• 規則 — 啟動商業規則。商業規則頁面列出為應用程式建立的商業規則。
• 匯入資料 — 執行資料匯入作業。
• 匯入中繼資料 — 執行中繼資料匯入作業。
• 匯出資料 — 執行資料匯出作業。
• 匯出中繼資料 — 執行中繼資料匯出作業。
• 重新整理資料庫 — 啟動資料庫重新整理作業。
• 無效交集報表 — 執行無效交集報表。
• 重新建立立方體 - 從立方體，選取要重新建立的立方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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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作業還會移除空白區塊。它
不適用於「聚總儲存」立方體 (ASO)。

• 清除立方體 — 執行「清除立方體」程序來清除立方體中的特定資料。
• 管理模式 — 變更應用程式的登入層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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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行散發定義 — 執行已儲存的「報表」散發定義。您可以為單一資料來源之單
一維度的多個成員執行單一報表或報表簿，然後為每個成員發佈一份 PDF 輸出
項目。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報表
進行設計 中的「關於散發」。

5. 在您何時要執行此工作？之下，選取何時執行工作：
• 立即執行
• 排程開始時間，然後選取日期、時間和時區。

6. 在您要執行此工作的頻率？之下，設定工作頻率，如以下所示：
• 為工作輸入名稱，例如，MyWeeklyCubeRefr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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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主控台的工作清單中，您輸入的名稱將連同系統產生的工作名稱一起顯示；例
如 MyWeeklyCubeRefresh: Refresh Database。

• 在週期性模式，選擇執行工作的頻率：
– 每小時
– 依分鐘
– 執行一次
– 每日
– 每週
– 每月
– 每年

• 選擇性：若要輸入結束日期，請按一下結束日期核取方塊，然後選取日期和時間。
7. 按下一步繼續。
8. 工作詳細資料頁面顯示了已儲存為工作的作業清單。選取工作，按下一步。
9. 在複查頁面上，複查您所選取的項目。
• 若要繼續，請按一下完成。
• 若要變更，請按一下上一步。
• 若要取消工作，請按一下取消。

檢視工作
「工作」主控台會列出下列工作類型：
• 在擱置中工作下方是處於擱置中狀態的工作
• 目前處理中、已執行且已完成，或發生錯誤的工作會列在最近的活動下方
• 「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工作會列在「非整合工作」頁籤上。

備註：
工作會在「工作」主控台中保留 90 天。

若要在「工作」主控台中檢視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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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篩選擱置中工作和最近活動的清單，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選取篩選選
項，然後按一下套用。

• 若要搜尋任務，請在「搜尋」欄位中輸入文字，然後按一下搜尋圖示 。
• 若要檢視工作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名稱。
• 若要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工作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左邊的
非整合工作頁籤。您具有選項來依名稱、狀態、建立者 (或修改者)、開始日
期，或結束日期篩選「工作」清單。

檢視非整合工作
非整合工作，例如「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工作頁面列出工作，且讓您篩選並
檢視工作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的

非整合工作。
3. 選擇性：若要搜尋工作，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在「篩選」列中，選取篩選準則：
• 工作 ID

• 名稱
• 類型
• 來源
• 狀態
• 開始日期
• 結束日期

5. 按一下
以選取其他篩選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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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條件，請按一下篩選列右側。
6. 按一下工作旁的
圖示以檢視工作詳細資料。

檢視擱置中的工作與最近活動
提交工作後，您可複查已排程工作：
• 擱置中工作 會顯示佇列中待處理的工作。
• 最近活動 會顯示目前正在處理中或已完成的工作。此欄也會顯示任何已執行但有錯誤的工
作。

工作會在「工作」主控台中保留 90 天。
若要檢視「工作」主控台中的工作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2. 執行下列任一任務：
• 若要篩選擱置中工作和最近活動的清單，請按一下「篩選」 ，選取您的篩選選
項，然後按一下套用。您可依「工作類型」、「執行狀態」、「工作名稱」、「開始
和結束時間」以及「使用者名稱」來篩選工作。

• 若要搜尋工作，請在搜尋中輸入文字，然後按一下「搜尋」 。
• 若要檢視工作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工作名稱。
• 若要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工作的詳細資料，請按一下左邊的非整合
工作頁籤。使用 POV 列，來依名稱、狀態、修改者、開始日期，或結束日期篩選清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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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參閱：檢視非整合工作

編輯與刪除工作
您只能編輯「擱置中」工作的排程。您無法編輯工作類型或工作名稱。
您可刪除「擱置中」或「已完成」的工作。
如果工作是在處理中狀態，則無法編輯或刪除該工作。
若要編輯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
2. 若要編輯擱置中的工作，請按一下要修改的工作旁邊的動作

，然後選取編輯。
 

 

3. 在編輯排程工作頁面上，選擇執行工作的時間及頻率，然後按下一步。複查您的變
更，然後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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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只能編輯工作的排程。您無法編輯工作類型或工作名稱。

若要刪除工作，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工作 。
2. 若要刪除擱置中或已完成的工作，請按一下要刪除之工作旁的動作

，然後選取刪除。工作會立即刪除。

備註：
您一次可以刪除一個或多個工作。

重複工作
使用另存為選項建立重複的現有工作，然後進行更新，避免每次建立新工作時要重新選取選
項。
支援下列工作類型的另存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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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

如需工作類型的描述，請參閱 排定工作

若要複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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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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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立方體
3. 在清單頁面上，於您要複製之工作旁的動作資料欄中按一下

，然後選取另存為。
4. 輸入新工作的名稱，然後按一下確定。
結果
建立重複的工作之後，即可開啟工作並進行更新。重複工作的錯誤檔會自動使用新工作
名稱作為首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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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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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清除立方體清單頁面中，按一下您要開始或刪除之「清除立方體」工作旁的「動
作」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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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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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執行轉期續用和複製組態

相關主題
• 深入瞭解轉期續用
• 執行轉期續用
• 執行依實體轉期續用
• 在案例、年度、期間之間複製組態
• 跨實體來複製組態

備註：
如需「轉期續用」和「複製組態」的安全性層級概觀，請參閱管理安全性。

深入瞭解轉期續用
在期間結束之後，系統會使用「轉期續用」程序來複製前一期間的相關組態，作為新「目標」
期間備付稅款和 CbCR 程序的起點。前一期間視為來源期間。例如，若您將「目標」期間設定
為 P6，來源期間就會是 P5。如果「目標」期間是 P1，來源期間就會是上一個年度的 P12。
當您執行「轉期續用」時，「轉期續用」程序會包含所有層級 0 的「實體」，包括那些不在
FCCS_Total Geography 階層中的。

備註：
如果您將某個案例的組態轉期續用到多個案例、年度及期間，請使用「複製組態」。
請參閱在案例、年度、期間之間複製組態。

轉期續用可以搭配下列任何組態來使用：
• 稅率 - 將稅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請注意：當「目標」期間是 P1 時，系統會把上一年度期末稅率對應到「目標」年度期初
稅率。請參閱下列資訊：
目前年度目前稅率 => 上一年度目前稅率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 期初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 期初地區稅務分配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 目前年度地區稅務分配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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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換稅率 - 期末 => 置換稅率 - 期初
置換稅率 - 期末 => 置換稅率 - 目前年度
置換稅率 - 期末 => 置換稅率 - 期末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 置換稅率分配 - 期初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 置換稅率分配 - 目前年度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 匯率 - 將匯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當「目標」期間為 P1 時，「匯率」的對應情況如下：
平均匯率 => 平均匯率
期末匯率 => 期末匯率
當「目標」期間不是 P1 時，「匯率」的對應情況是相同的。對於匯率來說，複製
和轉期續用對應是相同的。
請注意：當計算匯率執行時，外匯匯率 - 期初是植入自 => 上一年度、P12、期末匯
率。

• 稅務自動化規則 - 將稅務自動化規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 CbCR 自動化規則 - 複製 CbCR 自動化規則以植入目標期間的表格 1

• CbCR 申報 - (國別報告) 適用於表格 2、表格 3、組成實體資訊資料、報告實體資
訊，以及訊息規格的轉期續用資料

• 稅收損失/抵免中的到期年度 - 將到期年度複製至選取的目標 POV
當「目標」期間為 P1 時，「到期年度」的對應情況如下：
目前年度 => 目前年度 - 1

目前年度 - 1 => 目前年度 - 2

...

...

...

當「目標」期間不是 P1 時 (與「複製組態」的行為相同)，「到期年度」的對應情
況如下：
目前年度 => 目前年度
目前年度 - 1 => 目前年度 - 1

對於每個後續期間，轉期續用程序可以用來移動上述項目。您可以一次選取一或多個組
態來轉期續用，或是同時全部執行。複製完成後，表單會顯示複製完成的日期和時間。

注意：
當您執行轉期續用時，目標「案例」、「年度」及「期間」中所有現有的組
態，在轉期續用期間都會遭到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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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轉期續用
轉期續用必須由系統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執行。
若要執行轉期續用：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組態，然後選取轉期續用。

2. 在轉期續用畫面上，選取作為組態複製目標的「目標」POV。
• 案例 -- 從案例清單中選取案例。
• 年度 -- 從清單中選取年度。
• 期間 -- 從期間清單中選取期間。目標期間是 POV 中選取的期間，而來源是該期間的
上一期間。例如，對於 FY21 P1，上一期間是 FY20 P12。

3. 按一下以選取您要執行的轉期續用類型：
• 稅率 -- 將稅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 匯率 -- 將匯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 稅務自動化規則 -- 將稅務自動化規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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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在執行「稅務自動化」轉期續用之前，請確保目標「案例」、「年
度」及「期間」的所有層級 0 實體 (包括「FCCS_Global
Assumptions」和「沒有實體」) 都沒有遭到鎖定。您必須先解除這些
實體的鎖定，才能完成轉期續用。

• 稅收損失/抵免中的到期年度--將任何稅收損失或抵免的「到期年度」複製至目
標 POV。

• 虧損實體--複製虧損實體設定值。
• CbCR 申報 -- 轉期續用下列「國別報告」表單：
– 表格 2

– 表格 3

– 組成實體資訊
– 報告實體資訊
– 訊息規格

備註：
「表格 1」未轉期續用，因為已針對新期間輸入資料。轉期續用也會
排除專用於特定報告期間/年度/案例的所有唯一元素，例如文件參照
ID、更正訊息 ID、報告期間、時間戳記等等。這些欄位是進一步資訊
和管轄文件規格報表的一部分，尚未被複製。

備註：
如果啟用父實體的資料輸入，則轉期續用也適用於父實體。

• CbCR 自動化規則 -- 複製 CbCR 自動化規則以植入目標期間的表格 1 資料

備註：
執行 CbCR 自動化規則之前，您必須先確保符合下列條件：
– 請確保目標「案例」、「年度」及「期間」的所有層級 0 實體 (包
括「FCCS_Global Assumptions」和「沒有實體」) 都沒有遭到
鎖定。您必須先解除這些實體的鎖定，才能完成轉期續用。

– 已在 Consol 立方體上執行整合，以更新 CbCR 立方體。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 - 複製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以植入目標期間的資
料。在「轉期續用」畫面中選取「複製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核取方塊，以複
製您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中定義的自動化規則 (從上一個期間複製到
下一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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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應付稅款資料 - 複製目前應付稅款和明細表單中的所有資料，以植入目標期間的
資料。選取「目前應付稅款資料」核取方塊，以複製使用者輸入的所有資料，而不是
自動執行的資料。僅在整合期間植入自動執行的資料。

備註：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的轉期續用會保持不變。唯一的區別是當
使用者選取第一筆資料當作目標期間以及選擇第一個規則作為目前應付
稅款資料時，「目前應付稅款」資料中不會複製前一年的 P12 資料。

– 不會複製自動執行的資料。只會複製使用者輸入的資料。

表格 19-1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之轉期續用的範例。

規則名稱 目標 POV 預期結果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 目標 POV：實際，FY15,P2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是

從「實際，FY15,P1」複製到
「實際，FY15,P2」。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 目標 POV：實際，FY16,P1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是
從「實際，FY15,P12」複製到
「實際，FY16,P1」。

目前應付稅款資料 目標 POV：實際，FY15,P2 「目前應付稅款」資料是從「實
際，FY15,P1」複製到「實際，
FY15,P2」。

備註：
只會複製使用者輸入
的資料，不會複製自
動處理的資料。

目前應付稅款資料 目標 POV：實際，FY16,P1 不會將資料從「實際，
FY15,P12」複製到「實際，
FY16,P1」。

您可以按一下全選 來同時選取所有轉期續用類型。
4. 選擇性：複查先前轉期續用的詳細資料：
• 案例、年度和期間 - 若是第一次開始執行轉期續用，此欄是空白的。
• 轉期續用的狀態。
• 執行轉期續用的日期。

5. 按一下執行以執行選取的轉期續用。轉期續用完成後，會顯示「狀態」以及執行日期和時
間。

6. 在新期間確認後期續用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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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於 CbCR 自動化規則，只會複製 CbCR 規則。如果您檢查「資料狀態
CbCR」畫面，新期間沒有任何資料受到影響。

7. 選擇性：僅對於 CbCR 自動化規則，執行下列步驟以植入表格 1：
a. 在 Consol 立方體上執行整合。
b. 在 CbCR 立方體上執行整合。CbCR 自動化規則會提取相關資料以植入表格

1，並將實體的計算狀態更新為「受影響」。

執行依實體轉期續用
「依實體轉期續用」程序的運作方式與「轉期續用」程序類似，但與「轉期續用」不同
的地方在於，您可以將「依實體轉期續用」套用到應用程式中層級 0「實體」的子集
合。例如，「依實體轉期續用」可用來視需要為新增的實體組態轉期續用，而且不會影
響到現有的實體。
如需「轉期續用」的詳細資料，請參閱執行轉期續用
如何執行依實體轉期續用：
1.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應用程式與組態。
2. 選取複製組態，然後選取依實體轉期續用頁籤。
3. 在選取要從來源轉期續用至目標的組態下方，選取轉期續用選項：
• 稅率 -- 將稅率複製到所選取的目標 POV。
• 稅收損失/抵免中的到期年度--將任何稅收損失或抵免的「到期年度」複製至目
標 POV。

您可以按一下全選 來同時選取所有轉期續用類型。

4. 在來源下方，定義要複製的資料切片：
• 案例 -- 從案例清單中選取案例。您只能為「來源」選取一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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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 從清單中選取年度。您只能為「來源」選取一個年度。
• 期間 -- 從期間清單中選取期間。
• 實體 -- 選取來源實體。

5. 在目標下方，定義來源資料將要複製至的地方：
• 案例 -- 在案例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案例。
• 年度 -- 系統會將「來源」年度 + 1 的值自動填入「目標」年度，這是無法修改的。
• 期間 -- 在期間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期間。
• 實體 -- 「目標」實體與「來源」實體相同，這是無法修改的。

備註：
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時，才會影響目標 POV 的資料狀態：
• 要用於轉期續用的實體已解除鎖定。
• 來源的資料狀態不能是「無資料」。

6. 按一下執行以執行選取的轉期續用。轉期續用完成後，會顯示「狀態」以及執行日期和時
間。

7. 在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工作來複查工作狀態和詳細資料。
8. 在新期間確認後期續用結果。

在案例、年度、期間之間複製組態
執行轉期續用限制您只能在一個案例內將一個期間的資料累計到下一個期間。當「目標」期間
是 P1，且前一個期間是前一年的 P12 時，轉期續用也會將期末稅率移動到期初稅率。

備註：
請參閱執行轉期續用。

如果您想要將指定來源的資料複製到指定目標，可以使用「複製組態」。此選項能讓您在案
例、年度和多個期間之間複製組態與規則。您可以為選取的來源組態建立要複製到選取目標的
一對一複本。您也可以將資料複製到多個目標期間。
與「轉期續用」不同，「複製組態」永遠都會將相同的稅率對應到相同的稅率，如下所示：
上一年度目前稅率 => 上一年度目前稅率
目前年度目前稅率 => 目前年度目前稅率
期初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 期初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 期末遞延稅率 - 非流動性
期初地區稅務分配 => 期初地區稅務分配
目前年度地區稅務分配 => 目前年度地區稅務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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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 期末地區稅務分配
置換稅率 - 期初 => 置換稅率 - 期初
置換稅率 - 目前年度 => 置換稅率 - 目前年度
置換稅率 - 期末 => 置換稅率 - 期末
置換稅率分配 - 期初 => 置換稅率分配 - 期初
置換稅率分配 - 目前年度 => 置換稅率分配 - 目前年度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 置換稅率分配 - 期末
使用中地區標誌 => 使用中地區標誌
複製組態必須由系統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執行。
若要複製組態，請執行下動作：
1.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組態。
2. 按一下複製組態，然後選取複製組態頁籤。
3. 在選取要從來源複製到目標的資料下，選取您要在組態中包括的選項：
• 稅務自動化規則
• 期中備付稅款虧損實體
• TAR 自動化規則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規則
• CbCR 自動化規則
• CbCR 申報

備註：
只有當應用程式已啟用下列功能時，才會在「複製組態」畫面上顯示：
• 期中備付稅款虧損實體 - 如果應用程式中已啟用「期中備付稅款」。
• CbCR 自動化規則和 CbCR 申報 - 如果應用程式中已啟用 CbCR。

對於每個選取的功能，組態都知道需要哪些交集。您不必做其他任何選擇，例如維
度成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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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來源下方，輸入您想當作要複製之「來源 POV」的案例、年度及期間。
5. 在目標下方，輸入您想當作要複製之「目標 POV」的案例、年度及期間。

備註：
除了「目標期間」，所有目標選擇都是單一選擇。您可以為複製組態選取多個目
標期間。輸入多個目標期間，以逗號分隔，但不能有空格 (例如 P1,P2,P3,P4)。
如果「來源案例」和「年度」與「目標案例」和「年度」相同，請確定「來源期
間」並未用作其中一個目標期間。

備註：
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時，才會影響目標 POV 的資料狀態：
• 要用於組態的實體已解除鎖定。
• 來源的資料狀態不能是「無資料」。

6. 按一下執行。
每個要執行的規則都會建立一個工作。與「轉期續用」作業不同，「複製組態」會一次提
交所有規則，因此您不必等待所有工作完成。您可以在「工作」畫面監控工作完成進度。
當您執行「複製組態」時，所有已解除鎖定實體之「目標 POV」的「資料狀態」都會受到
影響。

7. 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工作。
8. 在「工作」頁籤上選取「複製工作」以複查狀態。如需所選取工作的進一步資訊，請按一
下工作名稱以檢視工作詳細資料。

9. 從首頁選取資料狀態，確認「複製組態」已經完成，並顯示所選取目標 POV 的「受影
響」狀態。

10. 選取目標 POV 以確定「複製組態」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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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實體來複製組態
執行轉期續用限制您只能在一個案例內將一個期間的資料累計到下一個期間。

備註：
請參閱執行轉期續用。

如果您想要將特定「來源」的資料複製到特定「目標」，可以使用「依實體複製組
態」。此選項能讓您在案例、年度、期間和實體之間複製組態和規則。您可以為選取的
來源組態建立要複製到選取目標的一對一複本。您也可以將資料複製到多個目標期間。
只有系統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才能執行「依實體複製組態」程序。
如何依「實體」來複製組態：
1.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組態。
2. 選取複製組態，然後選取依實體複製組態頁籤。
3. 在選取要從來源複製至目標的組態下方，選取您要包含在組態中的選項。
• 稅率 (期初)

• 稅率 (目前和期末)

• 外匯匯率 (平均和期末)

• 稅收損失/抵免中的到期年度
• 目前應付稅款 (包括付款與退款)

對於每個選取的功能，組態都知道需要哪些交集。您不必做其他任何選擇，例如維
度成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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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來源下方，定義要複製的資料切片：
• 案例 -- 從案例清單中選取案例。您只能為「來源」選取一個案例。
• 年度 -- 從清單中選取年度。您只能為「來源」選取一個年度。
• 期間 -- 從期間清單中選取期間。
• 實體 -- 選取來源實體。

備註：
實體充當篩選條件。讓「實體」篩選條件留白的效果，等同於選取來源與目標中
的所有實體。
只有在您把「全域假設」選取為「實體」，或是讓「實體」篩選條件留白來選取
所有實體時，系統才會複製「整合稅率」。

5. 在目標下方，定義來源資料將要複製至的地方：
• 案例 -- 在案例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案例。
• 年度 -- 在年度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年度。
• 期間 -- 在期間清單中選取一或多個期間。
• 實體 -- 「目標」實體與「來源」實體相同，這是無法修改的。

備註：
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時，才會影響目標 POV 的資料狀態：
• 要用於轉期續用的實體已解除鎖定。
• 來源的資料狀態不能是「無資料」。

6. 按一下執行。
每個要執行的規則都會建立一個工作。與「轉期續用」作業不同，「依實體複製組態」程
序會一次提交所有規則，因此您不必等待所有工作完成。您可以在「工作」畫面監控工作
完成進度。
當您執行「依實體複製組態」時，所有已解除鎖定實體之「目標 POV」的「資料狀態」都
會受到影響。

7. 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工作。
8. 在「工作」頁籤上選取「複製工作」以複查狀態。如需所選取工作的進一步資訊，請按一
下工作名稱以檢視工作詳細資料。

9. 在首頁中，選取資料狀態以確認「依實體複製組態」已經完成，並顯示所選取「目標
POV」的「受影響」狀態。

10. 選取「目標 POV」以確保「依實體複製組態」已經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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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使用稅務自動化

相關主題
• 瞭解稅務自動化
• 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 使用多個規則組合建立稅務自動化
• 使用全國稅務自動化
• 使用地區稅務自動化
• 稅務自動化邏輯範例
• 管理多重住所的稅務自動化規則

瞭解稅務自動化
在 Tax Reporting 中，「稅務自動化」是為核心稅務計算提供資料的主要程序。其代表帳面資
料與稅務資料之間的連結。當您將試算表資料載入應用程式後，您可以執行「稅務自動化」程
序，將有關稅務的帳面資料連結到下列其中一個稅務科目：
• 「永久性差異」科目
• 「暫時性差異」科目
• 「稅前收入調整」科目
• 「其他備付稅款」科目

提示：
「權益」科目應該和 P 與 L 科目分隔，這樣做才是最佳作法。對於「權益」科目，
您應該將「權益自動化」欄作為目標。

使用「稅務自動化」，系統可藉由將實體損益表的稅前淨收入 (NIBT) 金額複製到目前規定的
稅前淨收入項目，來準備目前備付稅款程序。這可確保目前備付稅款的起點等於法人的財務報
表稅前收入。「稅務自動化」程序也可用於自動化流入「目前備付稅款」的「稅前淨收入」調
整金額，例如帳面調整和帳面重新分類。

備註：
您必須在 NIBT 帳面調整和 NIBT 帳面總計重新分類下方新增具有「儲存」或「不共
用」特性的子項。這讓您能使用「稅務自動化」將資料帶入「目前備付稅款」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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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增強稅務自動化的靈活性，您可以為每個科目建立多個稅務自動化規則，以便您可
以套用多個規則，或者指派多個「來源科目」或「多重 GAAP 來源科目」。可建立的規
則沒有數目限制。其他規則可讓您定義要套用的「邏輯」(提取、移動或壓縮)。您可以
建立可在單一規則內使用多個「提取」、「移動」或「壓縮」規則的規則，或者定義可
因應在規則內包含流程的更複雜需求的多個規則組合，例如「提取」和「壓縮」兩者。
對於每個規則，您還可以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或「多重 GAAP 來源科目」，可讓您
更方便管理多個來源科目。
您可以為全國和地區帳戶執行「稅務自動化」。

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Data Source 維度用來建立成員，以儲存稅務自動化規則。建立應用程式時，會對每個
類型建立一個規則，並儲存在 Data Source 維度中，位置在 TRCS_Tax Automation
Rules 階層之下。將建立下列立即可用的規則：
 

 

您也可以視需要新增「稅務自動化」成員。新規則成員必須先在「Data Source 維度」
之下建立，才能夠載入至關聯的「稅務自動化」表單。您可以建立的額外的規則成員沒
有數目限制。

備註：
規則將依其建立順序執行。

稅務自動化規則可以定義為「全球規則」、「住所規則」以及「實體規則」。
• 全域規則 - 當您使用「全球稅務自動化」表單建立全域規則時，一旦儲存，規則將
複製至所有的「住所」和「實體」。「全球」規則將套用至所有「住所」和「實
體」。如有必要，可以在「住所」或「實體」層級置換「全球」規則。

• 住所規則 - 當您使用「稅務自動化住所」表單建立「住所」規則時，一旦儲存，規
則將複製至屬於該住所的所有「實體」。如有必要，可以在「實體」層級置換此規
則。

• 實體規則 -「實體」規則已套用至實體。
若要新增新「稅務自動化」成員至 Data Source 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頁籤。
2. 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在 Data Source 維度下，建立儲存稅務自動化規則所需的資
料來源成員。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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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編輯成員特性：資料來源頁籤中，在 FCCS_Total Data Source 下，導覽至 TRCS_Tax
自動化規則
 

 

4. 醒目提示您要新增另一個規則的「稅務自動化」規則，例如，TRCS_Global 規則，然後按
一下「新增子項」 。

5. 在新增子項對話方塊中，輸入您要新增的成員數目，然後按一下套用。
6. 在新列中，輸入新成員的下列資訊，然後按一下儲存：
• 為新稅務自動化規則輸入成員名稱，例如 Global_Rule_2。父成員已植入。
• 輸入預設別名表的名稱。

備註：
在系統定義的規則成員 (TRCS_Global Rule1) 之後建立使用者特定的規則成
員。例如，「全球規則 1」應該是第一個，然後依序是「全球規則 2」和
「全球規則 3」，如此一來，在新增列時，系統便可以識別下一個可用的成
員。

新規則將新增至階層。
7. 新增規則至「稅務自動化」表單。您必須用滑鼠右鍵按一下第一列的第一個儲存格來顯示
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科目來為每個稅務科目新增新的空白規
則。此動作必須在新增「永久性」或「暫時性」差異科目時執行。請參閱以下各節：
• 使用全國稅務自動化
• 使用地區稅務自動化

使用多個規則組合建立稅務自動化
「稅務自動化」規則將依其建立順序執行，以提取、移動或壓縮資料。規則的執行順序對於確
保正確結果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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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科目應該和 P 與 L 科目分隔，這樣做才是最佳作法。對於「權益」科目，您應
該將「權益自動化」欄作為目標。
雖然規則通常為個別建立，但是在某些例項中，建立包含規則組合的規則來執行交易是
合理的作法。例如，您可以使用不同的規則來建立管理多個「提取」、「移動」或「壓
縮」規則的規則或者包含流程的更複雜的規則，如以下所示：
• 提取資產負債表調整，然後壓縮至期末餘額。
• 提取至權益自動化欄，然後壓縮至期末餘額。
使用下表中的範例建立多個規則組合。
表格 20-1    多個規則組合的範例

規則 案例 範例
PULL (提取) 當「科目」使用多個「提

取」規則來定義時。
帳面科目 10150 具有 1000 而且 10100 具有
2000
• 稅前淨收入全球規則 1：提取 100% 10150
• 稅前淨收入全球規則 2：提取 100% 10100
• 稅前淨收入 = 3000

MOVE (移動) 當「科目」使用多個 MOVE
規則時。

帳面科目 FY15，10150 具有 500 而且 10100 具
有 1000
帳面科目 FY16，10150 具有 1000 而且 10100
具有 2000
• 稅前淨收入全球規則 1：移動 100% 10150
• 稅前淨收入全球規則 2：移動 100% 10100
• NIBT =1500 ( (1000 - 500) * 100% + (2000

- 1000) * 100%)
SQUEEZE (壓
縮)

當「科目」使用多個
SQUEEZE 規則來定義時。

帳面科目 FY15，10150 具有 2000 而且 10100
具有 4000
• TempST0001 科目 FY16，具有 1000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1：壓縮 100%

1015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2：壓縮 100%

10100
• TempST0001 =- 4000 ( (2000) * 100% +

(4000) * 100%) - 10000)
PULL (提取) 與
MOVE (移動)

當「科目」使用 PULL 與
MOVE 規則以任意順序定義
時：
• PULL 之後是 MOVE，
或者

• MOVE 之後是 PULL

帳面科目 FY15，P12 10150 具有 500
帳面科目 FY16，P12 10150 具有 1000
帳面科目 FY16，P12 20150 具有 2000
POV：實際，FY16,P12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1：PULL 100%

2015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2：MOVE 100%

10150
• TempST0001 = 2500 ( (2000) * 100% +

(1000 - 500)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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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0-1    (續) 多個規則組合的範例

規則 案例 範例
PULL (提取) 與
SQUEEZE (壓
縮)
(如果
SQUEEZE 邏輯
和 PULL 或
MOVE 一起使
用，則
SQUEEZE 邏輯
的「目標移
動」應該不
同。)

當「科目」使用 PULL 與
SQUEEZE 規則來定義，
SQUEEZE 是最後一個規則
時。

帳面科目 FY16，20150 具有 1000
帳面科目 FY16，10250 具有 2000
TempST0001 科目 FY16，具有 9000
POV：實際，FY16,P12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1：PULL 100%

20150 TBClosing 自動化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2：SQUEEZE 100%

10250 TBClosing 其他已調整
(請注意，「目標」移動為「其他調整」)

• TempST0001 = -8000
– ( 1.PULL 將會執行並以 1000 記入至

「自動化」欄
– 2. 壓縮至帳面餘額，即 2000 * 100% -

10000 = -8000)
MOVE (移動)
與 SQUEEZE
(壓縮)
(如果
SQUEEZE 邏輯
和 PULL 或
MOVE 一起使
用，則
SQUEEZE 邏輯
的「目標移
動」應該不
同。)

當「科目」使用 MOVE 與
SQUEEZE 規則定義，
SQUEEZE 是最後一個規則
時。

帳面科目 FY15，10150 具有 500
帳面科目 FY16，10150 具有 1000
帳面科目 FY16，20150 具有 2000
TempST0001 科目 FY16，具有 900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1：MOVE 100%

10150 TBClosing 自動化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2：SQUEEZE 100%

20150 TBClosing 其他調整
(請注意，「目標」移動為其他調整)

• TempST0001 = -8000
– 1. MOVE 將會執行並以 500 記入至「自
動化」欄

– 2. 壓縮至帳面餘額，即 2000 * 100% -
9500 = -7500)

PULL (提取)、
MOVE (移動)
與 SQUEEZE
(壓縮)

當「科目」使用 PULL、
MOVE 和 SQUEEZE 規則定
義，SQUEEZE 是最後一個
規則時。

帳面科目 FY16，10250 具有 2000
帳面科目 FY15，10150 具有 500
帳面科目 FY16，10150 具有 1000
帳面科目 FY16，20150 具有 2000
TempST0001 科目 FY16，具有 900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1：PULL 100%

1025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2：MOVE 100%

10150
• TempST0001 全球規則 3：SQUEEZE 100%

20150 TBClosing 其他調整
(請注意，「目標」移動為其他調整)

• TempST0001 = -9500
– 1. PULL 將會執行並以 2000 記入至
「自動化」欄

– 2. MOVE 將會執行並以 500 記入至「自
動化」欄

– 3. 壓縮至帳面餘額，即 2000 * 100% -
11500 = -9500)

第 20 章
使用多個規則組合建立稅務自動化

20-5



使用全國稅務自動化
稅務自動化規則可以定義為「全球規則」、「住所規則」以及「實體規則」。當您使用
「稅務自動化 - 全球」表單建立全球規則時，一旦儲存，規則將複製至所有的「住所」
和「實體」。
如有必要，可以在「住所」或「實體」層級置換「全球」規則。當您使用「稅務自動化
- 住所」表單建立「住所」規則時，一旦儲存，規則將複製至屬於該住所的所有「實
體」。如有必要，可以在「實體」層級置換此規則。
您可以對每個科目新增多個規則。若要增強稅務自動化的靈活性，您可以對所建立的每
個規則執行下列作業：
• 選取不同的稅務自動化規則 (邏輯)。您可以建立兩個或更多規則，這些規則全部使
用相同的邏輯選擇或者每一個使用不同的邏輯選擇。邏輯選擇包括「提取」、「移
動」、「縮減」、「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
度」。

• 選取不同的來源 (來源科目)。您可以對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或者對
一或多個規則選取相同的「來源科目」。

• 為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案例 (來源案例) 成員。
稅務自動化會在您執行整合時執行。
若要執行全國稅務自動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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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在 Data Source 維度下，建立儲存稅務自動化規則所需的資
料來源成員。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3.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4. 在「使用者變數」頁籤的科目之下，選取稅務自動化目標科目表單，然後按一下儲
存。帳戶會顯示在「稅務自動化」表單。

5.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組態，然後按一下稅務自動化。

備註：
如果期間尚未開啟，「全球規則」畫面將會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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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稅務自動化」表單上，對要套用規則的實體選取適當的頁籤：
• 「全球稅務自動化」上的全域規則 --「全域」將規則套用至系統中的所有實體。
• 「稅務自動化 - 住所」上的住所規則 --「住所」將規則套用至該住所中的所有實體。
住所指實體所在的國家/地區或管轄區。例如，加拿大是蒙特利爾在全國層級的住所，
美國是紐約的住所。

• 「稅務自動化實體」上的實體規則 --「實體」將規則套用至您選取的實體。
 

 

7. 選擇性：如果頁面為空白，請在動作之下，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科目。此
步驟會針對每個稅務科目新增新的空白規則。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8.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規則名稱儲存格 (例如，全球規則 1) 以顯示快顯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
自動化，然後選取新增規則來對每個稅務科目建立一個額外的規則。規則將建立在底部作
為最後一個規則，選取的規則資料將會複製到新建立的資料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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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新增規則時，請確定 Data Source 維度上已經建立佔位字元成員；否則，
「新增規則」將不會建立新列。您只能在已經定義和儲存「規則 1」之後
才能夠新增「規則 2」。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9.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規則。
10. 選擇性：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規則名稱儲存格以顯示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自動化，
然後選取刪除規則來依科目刪除一個規則。「刪除規則」以從清單底部上移規則的
方式刪除選取的規則。刪除第一列僅會清除規則，列不會被移除。

備註：
您無法從「住所」表單刪除「全球」規則，也無法從「實體」表單刪除
「全域」和「住所」規則。

11. 選擇性：在已停用欄之下，選取已停用來從計算排除實體。依預設，會為所有基礎
實體選取啟用。
例如，若要透過「實體」規則置換「全球」和「住所」規則，請將「全球」和規則
設定為已停用，然後啟用「實體」規則以置換其他規則並重導值。
 

 

12. 在邏輯之下，從下拉清單選取要套用至列的邏輯。您可以為科目建立的每個規則選
取不同的稅務自動化規則。以下是可用的規則：
 

 

• 提取 -- 從「來源」科目取得特定比例的內容，並套用至「目標」科目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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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取 50%

– 來源科目：100

– 目標 = (100 * 50%) = 50

• 移動 -- 取得「來源」科目本期數與上年度最後一個期數的不同，並將此期數套用至
「目標」科目。
範例：
– 移動 20%

– 來源科目：上年度：100；本期：150

– 目標 = ((150-100) * 20%) = 10

• 壓縮 -- 從帳本或任何補充費率表壓縮時，來源「科目」與來源「移動」的交集值必須
等於目標「科目」的「暫時性差異」中的期末餘額。
從補充費率表壓縮 (例如固定資產)：
– 範例 1：固定資產：

* 來源科目/移動 = -8110 (財產與相關工廠的帳面基準減去稅務基準，和目前年
度移動)

* 期末餘額目標科目/移動的暫時性差異 = -8110

備註：
如果目標科目的任何其他移動已植入在「暫時性差異」，它們會被
「壓縮」(減去)，以便期末餘額剩餘為來源科目/移動的值。

– 範例 2：
* 固定資產來源科目/移動 = -8110 (財產與相關工廠的帳面基準減去稅務基準，
和目前年度移動)

* 期末餘額目標科目/移動的暫時性差異剩餘 = -8110

* 期初餘額目標科目之暫時性差異上的已調整 = 1000

* 期初餘額調整 1000 和損益移動總計 -9100 之間的差異仍然等於 -8110

當來源資料為帳面資料時壓縮：
– 當「稅務自動化」中未指定任何來源或目標移動時，來源移動會預設為「TB 關
帳」，而目標移動會預設為「自動化 (目前年度)」。必須指定有效的來源帳面科
目。

– 此值將顯示在自動化移動中的暫時差異性，而且期末餘額 = 來源帳面科目值。
• 按年計算 - 允許將部分年金額按年計算為全年金額。
• 解除按年計算 - 允許根據規則期間將全年值解除按年計算為部分年金額。
• 全國調整 - 允許調整 (例如，回轉)「地區備付稅款」中的「全國永久性」或「暫時性
差異」。

• 前一年度 - 可以將前一年度資料帶到備付稅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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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需「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度」邏
輯的詳細範例，請參閱稅務自動化邏輯範例。
如需建立包含多個規則組合的規則來執行交易的範例，請參閱使用多個規
則組合建立稅務自動化。

13. 在百分比之下，輸入整數或小數來表示要複製至選取的實體的帳面資料百分比。例
如，對於 100%，請輸入 1；或者，對於 50%，請輸入 .5。當您離開儲存格時會正
確顯示數字。
 

 

14. 在來源科目之下，選取您要從其複製資料的來源科目號碼。您可以針對為科目建立
的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
 

 

15. 在來源移動之下，選取您要用來移動資料的「移動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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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從目標移動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用來移動資料的「移動成員」。如果未選取值，則
「變動」維度的預設值為自動。
 

 

17. 在來源多重 GAAP 之下，選取要從中提取資料的「多重 GAAP」成員。
 

 

18. 從目標多重 GAAP 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將資料移動至其中的「多重 GAAP」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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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從來源案例底下的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其取得資料的「案例」。您可以為每個規
則定義不同的「案例」成員。
 

 

備註：
對來源「案例」中的資料進行的變更將不會影響以「稅務自動化」規則為
基礎的目標案例。例如，如果「稅務自動化」規則定義成從來源 GAAP 案
例擷取資料，在「GAAP 案例」系統中進行的任何資料變更都不會影響
「STAT 案例」。請設定商業規則影響在 Consol 立方體中有資料的實
體。

20. 僅限「公司間排除」，從來源 ICP 底下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用來作為來源以計
算公司間排除的「公司間」成員。您可以為每個規則定義不同的「公司間」來源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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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按一下儲存。您可以透過檢視「資料狀態」查看受影響的實體。當您按一下儲存時，所有
規則將發送至基礎「住所」和「實體」。
基礎實體會繼承針對「住所」特定規則所定義的規則，如果未指定規則，則基礎實體將繼
承「全球」表單中定義的規則。

22. 在動作之下，選取整合以執行「稅務自動化」。

使用地區稅務自動化
「地區」的稅務自動化規則可以定義成「全球規則」、「住所區域規則」、「實體規則」，以
及「實體和區域規則」。當您使用「稅務自動化 - 全球」表單建立全球規則時，一旦儲存，規
則將複製至所有的「住所」和「實體」。
如有必要，可以在「住所」或「實體」層級置換「全球」規則。當您使用「稅務自動化 - 住
所」表單建立「住所」規則時，一旦儲存。規則將複製至屬於該住所的所有「實體」。如有必
要，可以在「實體」層級置換此規則。
您可以對每個科目新增多個規則。若要增強稅務自動化的靈活性，您可以對所建立的每個規則
執行下列作業：
• 選取不同的稅務自動化規則 (邏輯)。您可以建立兩個或更多規則，這些規則全部使用相同
的邏輯選擇或者每一個使用不同的邏輯選擇。邏輯選擇包括「提取」、「移動」、「縮
減」、「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度」。

• 選取不同的來源 (來源科目)。您可以對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或者對一或多
個規則選取相同的「來源科目」。

• 為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案例 (來源案例) 成員。
稅務自動化會在您執行整合時執行。
若要執行地區稅務自動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頁籤。
2. 按一下維度頁籤，然後在 Data Source 維度下，建立儲存稅務自動化規則所需的資料來源
成員。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3.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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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使用者變數」頁籤的科目之下，選取稅務自動化目標科目 - 地區表單，然後按
一下儲存。帳戶會顯示在「稅務自動化」表單上。

5. 從「成員選取器」選取地區稅務自動化目標科目，然後按一下儲存。帳戶會顯示在
「稅務自動化」表單上。

6.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組態，然後按一下稅務自動化 - 地區。

備註：
如果期間尚未開啟，「全球規則」畫面將會空白。

 

 

7. 在「稅務自動化 - 全球 - 地區」表單上，選取適當的頁籤來決定要套用規則的實
體：
• 全球規則 -- 將規則全套用至系統內的所有實體。
• 住所地區規則 -- 住所會套用該住所所有實體的規則。住所指實體所在的國家/地
區或管轄區。例如，加拿大是蒙特利爾在全國層級的住所，美國是紐約的住
所。

• 實體規則 -- 實體會將規則套用於您選取的實體。
• 實體與地區規則 -- 實體和地區將針對特定實體和地區 (例如加拿大蒙特利爾_混
合) 套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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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選擇性：如果頁面為空白，請在動作之下，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科目。此
步驟會針對每個稅務科目新增新的空白規則。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9. 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規則名稱儲存格 (例如，全球規則 1) 以顯示快顯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
自動化，然後選取新增規則來對每個稅務科目建立一個額外的規則。規則將建立在底部作
為最後一個規則，選取的規則資料將會複製到新建立的資料列中。按一下儲存，以儲存規
則。

備註：
新增規則時，請確定 Data Source 維度上已經建立佔位字元成員；否則，「新增
規則」將不會建立新列。您只能在已經定義和儲存「規則 1」之後才能夠新增
「規則 2」。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10. 選擇性：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規則名稱儲存格以顯示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
取刪除規則來依科目刪除一個規則。「刪除規則」以從清單底部上移規則的方式刪除選取
的規則。刪除第一列僅會清除規則，列不會被移除。

備註：
您無法從「住所」表單刪除「全球」規則，也無法從「實體」表單刪除「全域」
和「住所」規則。

11. 選擇性：在已停用欄之下，將您要從計算排除的任何資料列選取為已停用。預設將為所有
基礎實體選取啟用。
例如，若要透過「實體」規則置換「全球」和「住所」規則，請將「全球」和規則設定為
已停用，然後啟用「實體」規則以置換其他規則並重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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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邏輯之下，從下拉清單選取要套用至列的邏輯。您可以為科目建立的每個規則選
取不同的稅務自動化規則。以下是可用的規則：
 

 

• 提取 - 從「來源」科目取得特定比例的內容，並套用至「目標」科目。
範例：
– 提取 50%

– 來源科目：100

– 目標 = (100 * 50%) = 50

• 移動 - 取得「來源」科目本期數與上年度最後一個期數的不同，並將此期數套
用至「目標」科目。
範例：
– 移動 20%

– 來源科目：上年度：100；本期：150

– 目標 = ((150-100) * 20%) = 10

• 壓縮 - 從帳本或任何補充費率表壓縮時，來源「科目」與來源「移動」的交集
值必須等於目標「科目」的「暫時性差異」中的期末餘額。
從補充排程壓縮 (例如固定資產)：
– 範例 1：固定資產：

* 來源科目/移動 = -8110 (財產與相關工廠的帳面基準減去稅務基準，和
目前年度移動)

* 期末餘額目標科目/移動的暫時性差異 = -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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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如果目標科目的任何其他移動已植入在「暫時性差異」，它們會被
「壓縮」(減去)，以便期末餘額剩餘為來源科目/移動的值。

– 範例 2：
* 固定資產來源科目/移動 = -8110 (財產與相關工廠的帳面基準減去稅務基準，
和目前年度移動)

* 期末餘額目標科目/移動的暫時性差異剩餘 = -8110

* 期初餘額目標科目之暫時性差異上的已調整 = 1000

* 期初餘額調整 1000 和損益移動總計 -9100 之間的差異仍然等於 -8110

當來源資料為帳面資料時壓縮：
– 當「稅務自動化」中未指定任何來源或目標移動時，來源移動會預設為「TB 關
帳」，而目標移動會預設為「自動化 (目前年度)」。必須指定有效的來源帳面科
目。

– 此值將顯示在自動化移動中的暫時差異性，而且期末餘額 = 來源帳面科目值。
• 按年計算 - 允許將部分年金額按年計算為全年金額。
• 解除按年計算 - 允許根據規則期間將全年值解除按年計算為部分年金額。
• 全國調整 - 允許調整 (例如，回轉)「地區備付稅款」中的「全國永久性」或「暫時性
差異」。

• 前一年度 - 可以將前一年度資料帶到備付稅款。

備註：
如需「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度」邏輯的詳
細範例，請參閱稅務自動化邏輯範例。
如需建立包含多個規則組合的規則來執行交易的範例，請參閱使用多個規則組合
建立稅務自動化。

13. 在百分比之下，輸入整數或小數和整數來表示要複製至選取的實體的帳面資料百分比。例
如，對於 100%，請輸入 1；或者，對於 50%，請輸入 .5。當您離開儲存格時會正確顯示
數字。
 

 

14. 在來源科目之下，選取您要從其複製資料的來源科目號碼。您可以針對為科目建立的每個
規則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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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來源移動之下，選取您要用來移動資料的「移動成員」。
 

 

16. 從目標移動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用來移動資料的「移動成員」。如果未選取
值，則「變動」維度的預設值為自動。
 

 

17. 在來源多重 GAAP 之下，選取要從中提取資料的「多重 GAAP」成員。
 

第 20 章
使用地區稅務自動化

20-18



 

18. 從目標多重 GAAP 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將資料移動至其中的「多重 GAAP」成員。
 

 

19. 從來源案例底下的下拉清單中，選取要從其取得資料的「案例」。您可以為每個規則定義
不同的「案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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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對來源「案例」中的資料進行的變更將不會影響以「稅務自動化」規則為
基礎的目標案例。例如，如果「稅務自動化」規則定義成從來源 GAAP 案
例擷取資料，在「GAAP 案例」系統中進行的任何資料變更都不會影響
「STAT 案例」。

20. 僅限「公司間排除」，從來源 ICP 底下的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用來作為來源以計
算公司間排除的「公司間」成員。您可以為每個規則定義不同的「公司間」來源成
員。
 

 

21. 按一下儲存。您可以透過檢視「資料狀態」查看受影響的實體。當您按一下「儲
存」時，所有規則將發送至基礎「住所」和「實體」。
基礎實體會繼承針對「住所」特定規則所定義的規則，如果未指定規則，則基礎實
體將繼承「全球」表單中定義的規則。

22. 在動作之下，選取整合以執行「稅務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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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自動化邏輯範例
當您設定「稅務自動化」時，可以選取要套用至科目的邏輯。邏輯選擇包括「提取」、「移
動」、「縮減」、「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度」。
下列各節是「按年計算」、「解除按年計算」、「全國調整」和「前一年度」邏輯的範例。
如需執行「稅務自動化」的步驟，請參閱使用全國稅務自動化和使用地區稅務自動化。
按年計算 - 允許將部分年金額按年計算為全年金額。
範例：
已在 P03 載入試算表，而在 3 月 31 日結束的三個月「餐飲」和「娛樂」費用是 $36,000。若
要按年計算到全年或 12 個月預估值，必須將 $36,000 金額轉換為每月金額或 12,000，然後轉
換為整個 12 個月的金額或 144,000，如下所示：
 

 
如果對期間 P1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2,000/1) * 12 = $144,000

如果對期間 P3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2,000/3) * 12 = $48,000

如果對期間 P6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2,000/6) * 12 = $24,000

如果對期間 P12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2,000/12) * 12 = $12,000

解除按年計算 - 允許根據規則期間將全年值解除按年計算為部分年金額。
範例：
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結束的上一年度 (12 個月)「餐飲」和「娛樂」費用是 $144,000。若要
解除按年計算到部分年或 3 個月預估值，必須將 $144,000 金額轉換為每月金額或 12,000，然
後轉換為 3 個月值或 36,000，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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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對期間 P1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Meals and Entertainment)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1(Period) = $12,000

如果對期間 P3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3 = $36,000

如果對期間 P6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6 = $72,000

如果對期間 P9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9 = $108,000

如果對期間 P12 設定上述規則，則：
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90000) is 12000

Monthly periods ($144,000/12) * 12 = $144,000

如果是「提取」和「按年計算」，將會予以累計。
全國調整 - 允許調整 (例如，回轉)「地區備付稅款」中的「全國永久性」或「暫時性差
異」。
範例：
在 $100,000 金額中，「子部分 F」收入的「目前備付稅款」具有「永久性差異」。不
過，伊利諾州未對「子部分 F」收入課稅，因此需要在州「永久性差異」科目中回轉此
調整。若要回轉金額，您將套用百分比為負 100% 的「全國調整」邏輯。
Any period $100,000 * -100% = $-100,000

有效設定 - 此邏輯適用於「稅務」科目。「全國調整」邏輯的「來源科目」預設為「目
標」科目。停用「全國調整」邏輯的「來源前推」。
 

 
如果對期間 P12 設定上述規則，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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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uming value at Source Account (Subpart F Income) is 100,000

Regional Perm - MACRS Fed Reversal = -$100,000

前一年度 - 可以將前一年度資料帶到備付稅款。
範例：
在上一年度「實例案例」中，於 $-1,000,000 金額中，免稅股權的「目前備付稅款」具有「永
久性差異」。您想要在目前年度「預測案例」中使用免稅股權的上一年度金額作為預估值。若
要使用金額，您將套用百分比為 100% 的「上一年度」邏輯。
Any period -$1,000,000 * 100% = -1,000,000

預設設定 -「年」的預設值是目前年度減 1。「期間」的預設值是 P12。

備註：
「目標」科目是「來源」科目。使用「上一年度」方法時，您必須指定「來源移
動」。它只套用至「自動移動」。
預設來源「案例」是目標「案例」。

表單驗證
當您使用上一年度或全國調整邏輯時，系統會對「稅務自動化」表單執行下列驗證 (全球/居籍/
實體/實體地區)。如果您選取無效的科目或移動，則系統會顯示錯誤訊息。
表格 20-2    上一年度和全國調整的表單驗證

邏輯 目標科目有效/無效
選擇

來源科目有效/無效
選擇

目標移動有效選擇 來源移動有效選擇

前一年度 必須與目標稅務
「科目」相同。

目標移動必須是
<alias>
(TRCS_CySYS)。

TRCS_CurrentTax
CYTotal (預設值)
(不允許選擇)。
來源移動必須是
<alias>
(TRCS_CurrentTa
xCYTotal)。

全國調整 「目標科目」必須
是「地區永久/暫時
科目」。

「來源科目」必須
將
NationalAndRegi
onal 作為
TaxDataType 特
性。
「全國調整」規則
只可以設定於地區
稅務科目上。

目標移動必須是
<alias>
(TRCS_CySYS)。

TRCS_CurrentTax
CYTotal (預設值)
(不允許選擇)。
來源移動必須是
<alias>
(TRCS_CurrentTa
xCYTotal)。

管理多重住所的稅務自動化規則
請依照下列指示，啟用對於儲存多重住所之「稅務」自動化規則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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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瀏覽至「表單」設計工具，並展開稅務管理資料夾。編輯「稅務自動化 - 住所」表
單。
2. 視您的需求，將 Jurisdiction 維度移到資料欄/資料列中。
3. 切換到商業規則頁籤。
4. 在已選取的商業規則右側窗格中，選取 Consol – 規則 - 稅務自動化儲存，然後按一
下

來加以移除。
5. 捲動到商業規則左窗格下方之清單的底部。選取 Consol - 規則 -
TRCS_TaxAutomationSaveMultipleDomiciles，然後按一下

，將它新增至表單。
6. 在底部窗格中的商業規則特性下方，針對 Consol - 規則 -
TRCS_TaxAutomationSaveMultipleDomiciles 規則，勾選儲存後執行、使用表單中
的成員及隱藏提示方塊。

Note:

• 最好的作法是確保您以不同的名稱儲存該表單。
• 只要使用此更新過的表單，您就可以同時更新多重住所的「稅務自動化」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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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使用追蹤

相關主題：
使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使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相關主題：
• 瞭解稅務自動化追蹤
• 啟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 存取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
• 使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 範例：使用案例
• 範例：邏輯

瞭解稅務自動化追蹤
在 Tax Reporting 中，您提供稅務自動化表單中稅務與來源科目之間的對映，而目前備付稅款
表單則會顯示稅務科目值。追蹤自動化選項可提供來源資料如何從帳面科目移至稅務科目和套
用的邏輯和百分比等詳細資訊。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可使用追蹤自動化針對所有實體或選取的
實體執行稅務自動化。
您也可以使用追蹤功能檢視如何根據來源資料計算資料的詳細資料。從稅務自動化追蹤畫面執
行名為「稅務自動化追蹤」的 onDemand 規則。此規則可計算稅務自動化金額。執行
onDemand 規則之後，即可檢視追蹤資訊。
請注意，整合資料包含追蹤資訊。若資料未整合，則會擲出錯誤訊息。

Note:

• 僅支援 PULL、MOVE 和 SQUEEZE 規則。
• 僅支援全國目前備付稅款的稅務自動化追蹤功能

下圖以圖形表示 Tax Reporting 和追蹤流程的不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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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 在目前備付稅款表單上僅會透過應稅收入提供追蹤，不會提供任何其他備付稅款的
追蹤。

• 稅務自動化追蹤不適用於父項交集。僅會針對基本成員和父項稅務計算實體顯示。
• 追蹤資訊最多只能顯示 4000 個字元。

啟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建立 Tax Reporting 應用程式時，預設會啟用稅務自動化追蹤功能。請注意，稅務自動
化追蹤商業規則也會自動建立。如需商業規則的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使用商業規則。
若要儲存追蹤，預設會在 "FCCS_Total Data Source" 階層下的資料來源維度新增成
員。此成員僅適用於 "Consol" 立方體。

還可使用下列動作功能表：
• 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功能表
• 稅務自動化追蹤規則功能表

Chapt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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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
您可以從目前備付稅款表單和稅務管理存取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
若要從目前備付稅款表單存取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
1. 從首頁選取備付稅款 - 全國，然後選取套件。

2. 在表單中，選取目前備付稅款頁籤。
3. 在目前備付稅款表單上點選右鍵，並選取自動化追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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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從稅務管理存取此表單：
1. 前往首頁。
2. 瀏覽至程式庫。
3. 選取稅務管理資料夾。
4. 選取目前備付稅款追蹤。

5. 目前備付稅款追蹤表單開啟。第一欄稱為追蹤。此欄為唯讀，且會顯示稅務自動化
追蹤資訊。

使用稅務自動化追蹤
若要查看追蹤資訊，您必須執行稅務自動化追蹤規則。在目前備付稅款追蹤表單上按一
下滑鼠右鍵即可使用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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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規則只會在整合資料顯示追蹤資訊。

若資料未整合，執行稅務自動化追蹤規則時會擲出錯誤，您可在工作卡查看詳細資料。若要查
看整合狀態，請參閱資料狀態表單。

您也可以透過智慧型檢視查看追蹤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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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請參閱：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Note:

• 系統會針對已定義單一或多個稅務自動化規則的科目顯示追蹤資訊。
• 全域、居住地和實體稅務自動化規則都支援追蹤。

範例：使用案例
我們假設您看到本年度的餐飲費用趨勢，您注意到此科目與上一季比較的高\低值，並想
要進行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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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在沒有稅務自動化追蹤功能的情況下：
• 您要前往稅務自動化表單並記下來源科目、移動、多重 GAAP、公司間和案例成員
• 然後您需要所有剩餘的維度成員 (資料來源、管轄區等) 以找出儲存在來源交集的值
• 擁有這些資訊後，您要產生方格/表單以找出來源資料並與目標值進行比較
• 如果找不到與目標相符的來源資料或來源值，您要發出服務要求來要求解決方案
但是，在使用稅務自動化追蹤功能的情況下：
• 使用「自動化追蹤」動作功能表瀏覽至稅務自動化追蹤表單，或在儲存格上按一下滑鼠右
鍵以開啟目前備付稅款追蹤表單。

Chapte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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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必須在追蹤表單執行稅務自動化追蹤商業規則。

• 完成時會產生儲存在來源的金額和來源 POV。
• 您現在可以在單一表單並排顯示並比較來源和目標值，也就是追蹤 (來源) vs 自動化

(目標)。
• 您可以查看追蹤詳細資料，其中包含套用的邏輯、來源金額百分比和來源 POV。

• 如果在追蹤資訊發現任何問題，可以前往稅務自動化表單更正對映。

範例：邏輯
PULL

Table 21-1    範例：PULL 邏輯

序號 追蹤資訊 內容詳細資料 值
1. 來源值 儲存在來源交集的資料。否

則為 #MI (如果沒有資料)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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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1-1    (Cont.) 範例：PULL 邏輯

序號 追蹤資訊 內容詳細資料 值
2. 稅務自動化

規則
後面接百分比的邏輯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來源 POV 首碼為維度名稱的所選來源
POV 維度成員

988887.0 (PULL 5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MOVE

Table 21-2    範例：MOVE 邏輯

序號 追蹤資訊 內容詳細資料 值
1. 來源值 儲存在來源交集的資料。否則

為 #MI (如果沒有資料)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S_
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
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2. 稅務自動化規
則

後面接百分比的邏輯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S_
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
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So
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來源 POV 首碼為維度名稱的所選來源
POV 維度成員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_
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_
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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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UEEZE

Table 21-3    範例：SQUEEZE 邏輯

序號 追蹤資訊 內容詳細資料 值
1. 來源值 儲存在來源交集的資料。否

則為 #MI (如果沒有資料)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
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2. 稅務自動化
規則

後面接百分比的邏輯 988887.0 ( MOVE 100% - A#80001,
MV#TRCS_SourceBookClosing,MG#FCC
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ng
,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CS
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3. 來源 POV 首碼為維度名稱的所選來源
POV 維度成員

988887.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1,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100000.0 (MOVE 100% -
A#80001,MV#TRCS_SourceBookClosi
ng,MG#FCCS_Local
GAAP,S#Actual,Y#FY20,P#P12,DS#TR
CS_SourcePreTax,ICP#FCCS_No
Inter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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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使用公司間排除

相關主題
在備付稅款中執行公司間排除

在備付稅款中執行公司間排除
公司間交易發生於「實體」及其稱為公司間合作夥伴 (ICP) 的關聯方之間。這些交易包括某個
實體所記錄的收入以及另一個實體所記錄的費用。其他交易包括相關擁有者的股利支付。
您可能希望載入包括發生在「損益表」與「資產負債表」中的公司間交易資料。在稅務計算中
使用公司間資料時，您必須使用「稅務自動化 - 依 ICP」。例如，您需要藉由選取「公司間頂
端」以使用「稅務自動化」來對映稅前收入。使用稅務自動化來建立需有排除項目的永久性或
暫時性差異時，您還必須選取「公司間頂端」。這樣「目前備付稅款」就會自動發生稅前收入
排除。公司間收入和費用以及公司間股利將會被排除。
若為需要排除公司間股利的情況，建議您排除稅前和稅務效應。若為需要排除收入和費用的情
況，建議您僅排除稅前金額，以便適當影響有效稅率調節。
作為「公司間排除」設定的一部分，您需要完成下列任務：
• 設定實體作為公司間合作夥伴。
• 設定公司間帳面科目屬性值 - 請參閱設定公司間科目屬性值。
• 設定公司間股利稅務科目。
實體
當相關實體屬於相同階層層級時，排除會發生於該相同的基礎層級。如果「實體」不屬於相同
階層層級，則排除會發生於該階層的父層級。在以下範例中，如果選取的實體為 510、520 和
530，它們的報告會出現在基礎層級 (ABCSub) 階層之下。如果實體包括 500 和 520，它們不
在相同階層中，因此排除將會在父層級 (ABCEnt) 階層之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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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規則
您需要建立規則以便從 Intercompany 維度分隔出「稅前淨利」。當使用者使用「來源
ICP」作為「公司間頂端」來設定任何「稅務自動化」規則時，系統將會在「排除」成
員執行「稅務自動化」規則，並植入適用於「帳面科目」的任何排除資料。若要查看排
除的結果，您必須將 POV 設定為父項幣別，以及將整合設定為排除。
您可以為每個科目新增多個規則，而且所有規則均擷取「公司間頂端」中的資料。若要
增強稅務自動化的彈性，您可以使用任意組合來設定規則交集。例如：
• 選取不同的稅務自動化規則 (邏輯)。您可以建立兩個或更多規則，這些規則全部使
用相同的邏輯選擇或者每一個使用不同的邏輯選擇。

• 選取不同的來源 (來源科目)。您可以對每個規則選取不同的「來源科目」，或者對
一或多個規則選取相同的「來源科目」。

• 為每個規則選取「來源 ICP (公司間)」科目，或者為一或多個規則選取相同「來源
ICP」科目。

當使用者使用「來源 ICP」作為「公司間頂端」來設定任何「稅務自動化」規則時，系
統將會在「排除」成員執行「稅務自動化」規則，並植入適用於「帳面科目」的任何排
除資料。
在部分例項中 (例如，公司間股利)，您可能想要針對特定科目排除稅前和稅務效應。您
可以為「公司間排除 (ICP)」設定稅務自動化規則，然後從 Intercompany 維度選取來
源。「稅務自動化」規則的目標為 "FCCS_No Intercompany" 成員。您可以為每個規則
定義不同的「來源公司間」成員。

備註：
請參閱 Intercompany 維度來取得更多 Intercompany 維度詳細資訊。

您可以從「父項」或「基礎」層級執行稅務排除：
• 父項層級 - 只有全球稅務自動化規則會用於在父項層級植入排除資料，以及針對所
有「管轄區」執行全球稅務自動化規則。排除不會在「地區」層級執行。若排除資
料適用於所有子項 (包括具有與父項不同「住所」的子項)，則會在「父實體」的住
所輸人混合稅率。如果您要停用排除全球規則，請勿在父實體輸入稅率。若要在父
項輸入稅率，您必須在實體的中繼資料特性中啟用「允許上層實體輸入」。

• 基礎層級 - 所有稅務計算都是在「排除」成員上執行。虧損明細、稅率以及所有組
態均儲存在「實體」輸入中；不過，在 POV 中選取「排除」成員時，它們不會顯
示出來。

稅務自動化會在您執行整合時執行。
設定公司間科目 (例如股利) 以排除稅前和稅務效應
在稅前和稅務都要排除的情況，各個科目必須自動化成個別的稅務科目 (例如，「帳面
調整」科目)請參閱下列範例。
若要設定「公司間科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 NIBT 的 TRCS_TaxAccounts 之下，建立帳面調整 (例如，公司間股利) 以包含
「公司間股利」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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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將 TaxCalcElim 特性指派給新帳面調整科目：
a.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
b. 在「維度」之下，按一下科目。
c. 按一下編輯維度特性。
d. 在自訂屬性之下，選取稅資料類型，然後選取 TaxCalcElim。

 

 

3.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接著按一下組態，然後選取稅務自動化。

備註：
如果期間尚未開啟，「全球規則」畫面將會空白。

4. 建立「稅務自動化」規則以從 Intercompany 維度分隔出「稅前淨利」，如下所示：
a. 針對來源 (例如，稅前淨利) 的總金額 (100%) 建立「全球規則 1」，以及將「來源

ICP」設定為「公司間頂端」
b. 建立「全球規則 2」以從「利潤總計」減去「公司間股利」，以及將「來源 ICP」設定
為「公司間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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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建立「全球規則 3」來套用 TaxCalcElim，以及將「公司間股利」記入至帳面調
整科目 (例如，公司間股利)。

5. 在「稅務自動化」表單上，選取全域頁籤。「全域」會將規則套用至系統中的所有
實體。

6. 建立每個規則，並填入適當的欄。用滑鼠右鍵按一下規則名稱儲存格 (例如，全球
規則 1) 以顯示快顯功能表，接著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取新增規則來對每個稅務
科目建立一個額外的規則。規則將建立在底部作為最後一個規則，選取的規則資料
將會複製到新建立的資料列中。根據預設，「稅務自動化」規則設定為在「排除」
成員上執行

備註：
新增規則時，請確定 Data Source 維度上已經建立佔位字元成員；否則，
「新增規則」將不會建立新列。您只能在已經定義和儲存「規則 1」之後
才能夠新增「規則 2」。請參閱新增稅務自動化規則至 Data Source 維度

 

 

備註：
如果頁面為空白，請在動作之下，選取稅務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科
目。此步驟會針對每個稅務科目新增新的空白規則。

7. 按一下儲存。
8. 從首頁中，依序選取備付稅款 - 全國、套件及目前備付稅款，然後執行整合。
9. 驗證「目前備付稅款」報表上的結果，如下所示：
• 在 POV 中，選取下列以顯示實體輸入和實體幣別：
– 在整合之下，選取實體輸入
– 在幣別之下，選取實體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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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POV 中，選取下列項目以便在「排除」和「父項幣別」中顯示轉換成其父項幣別與
排除的資料：
– 在整合之下，選取排除
– 在幣別之下，選取父項幣別
 

 

• 在 POV 中，選取下列項目以顯示轉換成其父項幣別和貢獻的資料。
– 在整合之下，選取貢獻
– 在幣別之下，選取父項幣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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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使用申報與預提差異 (RTA) 自動化

相關主題
• 使用 RTA

• 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規則
• 在申報與預提差異金額上套用前年度匯率
• 使用 RTA Bifurcate

使用 RTA
Tax Reporting 提供校準前一年度準備金金額的能力。備付稅款會在表單中自動植入。可在應
用程式中手動輸入或載入收益資料。
系統會處理第 13 期或 P13 (RTA) 中的「申報與預提差異」。應用程式允許分析多個年度以及
在目前年度記入校準。對輸入排程進行變更的任何資料皆需要進行整合，以確定所得稅的目前
期間備付稅款中所需的申報與預提差異調整 (例如，目前備付稅款、遞延備付稅款等等)。計算
的金額會依照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中的設定，流入目標會計年度與目標期間的目前備付稅
款，作為其他備付稅款項目，並且流入「暫時性差異」表單，系統預設會在該表單中假設所有
「申報與預提差異」調整僅影響遞延稅款。如需設定的其他資訊，請參閱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
自動化規則。

備註：
如果您想要在 RTA 金額上使用前年度匯率，請參閱在申報與預提差異金額上套用前
年度匯率。

「申報與預提差異」可根據實體在不同季度運算與簿記。例如，在工作曆年期間，加拿大實體
可簿記 Q3 的調整，而美國實體可將其簿記在 Q4。因此，只有在使用者植入資料時，才會將
系統設定為計算「申報與預提」差異，使用「RTA 自動化」設定目標期間和會計年度，並整合
RTA 期間與年度，以及待記入調整的目標期間與年度。
此表單包括下列前推成員：
表格 23-1    全國暫時性差異

類別 子類別 描述
P12 自動化 POV 中指定年份之備付稅款的自

動化金額。
調整 POV 中指定年份之備付稅款的手

動輸入金額。
總計 自動化和調整的總和。(備付稅款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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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1    (續) 全國暫時性差異

類別 子類別 描述
申報與預提差異 自動化 POV 中指定年份之收益的自動化

金額。
調整 POV 中指定年份之收益的手動輸

入金額。
總計 來自收益之自動化和調整的總

和。(收益總計)

申報與預提差異 申報與預提差異 備付稅款總計與收益總計之間的
差異

計算時，流向備付稅款的金額為「CurrentTaxReturn/每份申報書的本期稅捐」科目的金
額。暫時性差異的差異會在計算時自動流向「申報與預提差異」上前推的暫時性差異
欄。
若要輸入調整，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選取備付稅款 - 全國，然後選取申報與預提差異。
2. 視需要將調整金額輸入至帳戶餘額。
3. 按一下儲存。
4. 在表單上，在動作下方，選取整合，然後按一下啟動。

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規則
申報與預提差異 (RTA) 可計算前一年度備付稅款與填寫的納稅申報書之間的差額。
您使用「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畫面以定義規則，以供複製申報與預提差異調整使
用。您可以輸入來源與目的地「案例與報告標準」成員，以供複製申報與預提差異餘額
使用。

備註：
若要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規則，您必須具有「管理員」或「超級使
用者」安全性權限。

開始之前，為了記入調整，必須執行以下任務：
• 必須完成收益年度的 RTA 表格。
• 必須整合收益年度的 RTA 期間。請參閱使用 RTA。
• 收益年度之 RTA 期間的「資料狀態」必須是確定。
若要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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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
 

 

3. 選擇性：按一下 ，以針對設定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的檢視點修改檢視點，然後按
一下套用。

4. 從記入期間下方的下拉清單，選取您要為每個管轄區記入收益調整的期間。
5. 從收益年度 1，收益年度 2 與收益年度 3 下方的下拉清單中，從您要擷取調整的年度選取
先前收益年度。例如，您可以想要從 FY15 和 FY15 將收益調整計入 FY17 的 P10。
您可以記入最多三年前的收益調整至相同的目標備付稅款年度。

6. 按一下儲存。
7. 從備付稅款 - 全國中，選取資料狀態。在整合之前，記入期間和年度的狀態顯示為受影
響。

8. 針對您已修改申報與預提差異自動化的項目，整合每個案例、年度、實體和期間。您必須
整合記入期間和年度，以便從收益年度中提取 RTA 調整。

9. 從備付稅款 - 全國中，選取資料狀態。整合之後，記入期間和年度的狀態會顯示為確定。
10. 藉由複查以下任一表單，確認 RTA 調整已正確記入「(RTADO) 申報與預提差異 (僅遞
延)」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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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性差異
• 遞延稅項

在申報與預提差異金額上套用前年度匯率
依預設，會使用目前年度稅率來計算「申報與預提差異 (RTA)」金額。如果您要在 RTA
金額上使用上一年度的稅率，您可以在「變動」維度上設定名為
「ApplyTaxReturnRate」的屬性。

備註：
系統會處理第 13 期或 P13 (RTA) 中的「申報與預提差異」。

若要在 RTA 計算上使用前年度匯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按一下維度頁籤。
2. 在維度下，選取 Movement。
3. 在 FCCS_Movements 之下，展開 FCCS_ClosingBalance，然後導覽至

TRCS_RTADO (申報與預提差異，僅遞延)：
 

 

4. 在動作下，選取編輯，然後選取屬性值頁籤。
5. 在可用的屬性值欄下方，展開 RTA 前年度匯率，然後選取

ApplyTaxReturnRate。請按一下新增，以便把它移到指派的屬性值欄。
6. 在維度頁籤中，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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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必須設定 RTA 自動化規則，以記入 RTA 調整。請參閱定義申報與預提差異自
動化規則。

使用 RTA Bifurcate
每當使用者將系統中的「永久性」或「暫時性」科目設定為權益回轉時，系統在稅款計算期
間，通常會把這些科目包括在「目前稅款總計」中。為克服這個問題，使用者必須進行手動調
整，以便把被標記為權益回轉的「永久性」或「暫時性」科目排除在「目前稅款總計」之外。
「申報與預提差異 Bifurcate」功能隨附新的中繼資料，可用來自動提取被標記為「權益回轉目
標科目」的所有「永久性」和「暫時性」科目的資料。這可協助使用者，避免在「目前備付稅
款」表單中進行任何手動調整。

Note:

如果您先前在應用程式建立期間/建立之後，曾經進行任何手動調整來啟用 RTA
Bifurcate，請務必要取消這些調整，否則會導致資料重複的情況發生。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使用 RTA (申報與預提差異)

啟用 RTA Bifurcate
您可以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啟用此功能，也可以在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啟用此功能。
如何在建立應用程式時啟用 RTA Bifurcate：
1. 建立 Tax Reporting Cloud Service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應用程式。
2. 按一下 RTA Bifurcate 旁的啟用核取方塊。
3. 複查「建立應用程式」畫面。

如何在建立應用程式之後啟用 RTA Bifurcate：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從設定畫面，按一下啟用功能。
3. 勾選 RTA Bifurcate 旁的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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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系統顯示訊息指出功能已啟用時，按一下確定。
5. 登出，然後重新登入，以查看啟用的功能。
另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使用 RTA Bifurcate
1. 在不啟用 RTA Bifurcate 功能的情況下，建立 TRCS 應用程式。請參閱建立應用程
式。

2. 瀏覽至「應用程式」->「組態」->「啟用功能」。選取 RTA Bifurcate，然後按一
下啟用。請參閱啟用 RTA Bifurcate。
請注意，系統已建立新的中繼資料：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TRCS_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Shared)、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TRCS_R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及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Sh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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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在「全國目前備付稅款」下方，計算出的「其他目前備付稅款」階層有新的
子成員。計算出的「其他目前備付稅款」階層中有下列成員：
– TRCS_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 TRCS_CurrentAddtlCalcRTA

– TRCS_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 在「地區目前備付稅款」下方，「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階層有新的子
成員。「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階層中有下列成員：
– TRCS_RCurrentTaxExpenseRTATotal

– TRCS_RCurrentAddtlCalcRTA

– TRCS_RCurrentTaxExpenseEquityRTARever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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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進一步瞭解 Tax Reporting，請觀賞影片：概觀：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中
繼資料
Table 23-2    使用 RTA Bifurcate

動作 結果
• 瀏覽至「維度編輯器」，然後搜尋「科目

TempStockComp」，並附加屬性
TRCS_CurrentAddtlCalcStockCompRTA

• 請參閱檢視和編輯維度
• 執行「重新整理資料庫」。
• 瀏覽至「稅率」表單，然後針對「實際

FY16 P12，P13，FLE201，CA」及「實
際 FY17 P1，FLE201，CA」，輸入 20%
的稅率。

• 同樣地，針對「實際 FY16 P12，P13，
FLE201，CA_Blended」及「實際 FY17
P1，FLE201，CA_Blended」，輸入 30%
的稅率。

• 設定記入期間為 P1，記錄年度為 FY17 的
RTA 自動化。

• 瀏覽至「目前備付稅款」，然後針對「實
際 FY16 P12」，在 NIBT 輸入 10,000，
並輸入 5000 的「股票薪酬」。

• 同樣地，選取「實際 FY16 P13」，並將
NIBT 的值調整成 50000，然後在「實際
FY16 P13」執行「整合」。

• 瀏覽至 RTA 表單。「股票薪酬」的「RTA
差異」是 -5000。(P13 - P12)

• 「每次申報的目前稅款」應該是 7000

• 瀏覽至「目前備付稅款」表單
• 展開「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

請注意：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權益回轉」值
是 1000 (5000*0.2)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是 7000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是 8000

瀏覽至 ETR 表單。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是 8000
瀏覽至 TAR 表單。 在「自動化總計」，「應付所得稅」是

-7000，且「權益回轉」是 -1000
• 瀏覽至「目前備付稅款」表單
• 展開「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

請注意：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權益回轉」值
是 1000 (5000*0.2)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是 7000
•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是 8000

瀏覽至「地區 ETR」表單。 「申報與預提差異目前稅款總計」是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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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3-2    (Cont.) 使用 RTA Bifurcate

動作 結果
瀏覽至「地區 TAR」表單。 在「自動化總計」，「應付所得稅」是

-10500，且「權益回轉」是 -1500

現在，請依照相同的步驟來處理「永久性科目」：
1. 瀏覽至「維度編輯器」，然後搜尋「永久性科目 (PermEquity)」

2. 附加屬性「稅務」及「全國」。
3. 在 TRCS_CurrentAddtlMTotal 下方共用此成員。
4. 編輯所有「永久性」科目，並附加屬性 PermEquity，然後執行「重新整理資料庫」。
5. 針對實際 FY16 P12，根據「扣除」來輸入資料，例如 3000。
6. 針對「實際 FY16 P13」和「實際 FY17 P1」執行整合。
7. 瀏覽至「全國目前備付稅款」。
8. 確保「目前稅款」值是稅款受影響之永久性和暫時性科目的總和。請注意，「申報與預提
差異目前稅款權益回轉」值是 1000 (5000*0.2) + 600 (3000*0.2) = 1600

Note:

您可以針對「地區」建立不同的科目，然後執行相同的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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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範例
在下列範例中，您已將 (股票薪酬) 設定為「權益回轉目標科目」。

我們已經為「全國」和「地區」設定權益回轉類型，因此這個「暫時性」科目對兩者而
言都是有效的。

請注意，「股票薪酬」是暫時性科目。
• 針對實際 FY16 P12，您有下列的值：
– 稅前淨收入 (NIBT)，「調整」欄：10,000

– 股票薪酬：5000

• 針對實際 FY16 P13 (RTA)，您有下列的值：
– 稅前淨收入 (NIBT)，RTA 調整：50,000

– 稅前淨收入 (NIBT)，RTA 差異 (RTA(P13) – P12)：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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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在計算「目前稅款」時，也納入了「股票薪酬」(值：5000)，計算結果是
40000-5000=35000。

請在下方螢幕擷取畫面中，注意下列的值：
• 應稅所得，RTA 差異 = RTA (P13) – P12：40000-5000=35000

• 應稅所得的目前稅款，RTA 差異：35000*20 (目前年度稅率)/100=7000

現在，為了要對這情況負責，您必須手動調整 1000 (5000*20/100)，如下方的螢幕擷取畫面中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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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注意，當您啟用 RTA Bifurcate 之後，就不需要進行任何調整，因為系統會自動提取
該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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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使用 CbCR 自動化

相關主題
• 設定 CbCR 自動化
• 新增 CbCR 自動化的規則

設定 CbCR 自動化
Consol 立方體用於報告佈建，而 CbCR 立方體則用於收集和彙總從 Consol 立方體提取的資
料，以製作 CbCR 報表。
由於資料存在兩個不同的立方體中，因此對 Consol 立方體進行的任何變更都必須轉移至
CbCR 立方體。您必須藉由設定 CbCR 自動化，以自動化 Consol 立方體和 CbCR 立方體之間
的資料移動。不論您何時在 Consol 立方體中輸入資料，或是變更維度或成員，只要一執行
「整合」並重新整理資料庫，CbCR 立方體會在正確的 POV 和選取的目標科目中，自動擷取
變更。結果會更新至「CbCR 表格 1 資料輸入」報表。您可透過複查「資料狀態 CbCR」表單
上的「計算狀態」來驗證更新。

備註：
只有在初始建立應用程式期間啟用 CbCR 報告或稍後啟用時，「CbCR 自動化」才
為可用狀態。

若要對映 CbCR 自動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組態，然後選取 CbCR 自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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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CbCR 自動化中，依序選取動作、CbCR 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科目。已植
入畫面。
 

 

3. 在 CbCR 立方體中建立來源立方體 (Consol 或 CbCR) 和目標科目之間的對映，如
下所示：
• 在規則下 - 僅支援全球規則。您可以視需要新增全球規則。
• 在已停用欄下，選取已啟用。

備註：
啟用規則後，將對目標科目執行規則。您可以視需要停用或重新啟用
規則以使用這些規則。例如，您可以針對特定期間或案例停用規則。
停用規則作為「轉期續用」程序的一部分進行轉期續用。當您需要執
行這些規則時，可以啟用已停用的規則。例如，您可以在年末停用規
則，然後在下一年啟用該規則。

• 邏輯 - 提取是唯一可用的選項
• 百分比 - 輸入選取的百分比，介於 -100% 和 100% 之間。對於 100% 的值，輸
入 1。若要輸入少於 100% 的值，請輸入帶小數點的值，例如，輸入 .75 以顯
示 75%。

• 來源立方體為 Consol 或 CbCR。您可以選取 Consol 或 CbCR。來源立方體源
自下列項目：
– 來源科目
– 來源 ICP

– 來源資料來源
– 來源移動

• 來源科目 - 選取所需的來源科目。
• 選擇性：來源 ICP -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公司間選項：
– 公司間實體
– 無公司間
如果在建立對映時將欄位保留空白，依預設，該選項會在整合期間視為「無公
司間」。

• 來源資料來源 -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所需的資料來源科目。如果未指定任何「來
源資料來源」，預設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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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稅務科目 - 來源資料來源- TRCS_Tax

– 對於非稅務科目 - 來源資料來源-TRCS_SourcePreTax

• 選擇性： 來源移動 - 從下拉清單選取移動：
– 調整
– 自動化
– 帳本關帳
– 關帳帳面與稅務基準
– 總計
– 試算表關帳
如果未指定任何「來源移動」，預設值如下所示：
– 對於稅務科目 - 來源移動-TRCS_CY

– 對於非稅務科目 - 來源移動- TRCS_TBClosing

4. 按一下儲存 。如果有任何驗證錯誤，受影響的欄位會以紅色顯示。請更正錯誤，然後按一
下儲存。

備註：
在下列情況下，CbCR 立方體中實體的狀態會受到影響：
• CbCR 立方體中的實體是有資料的，且有個自動化規則的來源立方體是

CbCR。
• Consol 立方體中的實體是有資料的，且有個自動化規則的來源立方體是

Consol。

5. 在動作下方，選取整合。
6.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 CbCR、資料輸入、表格 1 頁籤，然後按一下表格 1 資料輸入。此
時會顯示「來源科目」值。

7. 在動作下方，選取整合 CbCR。結果會顯示在「表格 1 資料輸入」中，位於對映資料列的
自動區段中。複查結果以確保資料從對映的科目提取。
CbCR 自動化規則作為 CbCR 整合的一部分執行。

8. 當整合完成後，按一下 CbCR，然後按一下資料狀態。
9. 在計算狀態下方，確認整合期間的資料狀態是否正常。
如果將任何 CbCR 自動化規則設定為從 Consol 立方體獲取來源資料，則整合該佈建
(Consol 立方體) 會將已整合 POV 的 CbCR 資料狀態變更為「受影響」。

新增 CbCR 自動化的規則
Data Source 維度用來建立成員，以儲存 CbCR 自動化規則。建立應用程式時，會產生全球規
則，並儲存在 Data Source 維度中，位置在「導覽器」上「維度」下方的
TRCS_CbCR_Global Rules 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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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視需要新增其他 CbCR 自動化規則。新規則成員必須先在「Data Source 維度」
之下建立，才能夠載入至關聯的「CbCR 自動化」表單。您可以建立的額外的規則成員
沒有數目限制。

備註：
規則是按階層中的位置依序執行。

若要建立新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依序按一下應用程式、組態，然後選取 CbCR 自動化。
2. 醒目提示包含您要複製之 CbCR 自動化規則的列，然後按一下動作，選取 CbCR
自動化，然後按一下新增規則。
 

 

3. 在新增的規則中，編輯新規則，然後按一下儲存。
4. 從「首頁」中，按一下 CbCR，然後按一下資料狀態。在計算狀態下方，確認所選
取期間的結果。

5. 在動作下方，選取整合。
6. 若要新增其他規則，請參閱〈將 CbCR 自動化規則新增至 Data Source 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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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使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全國和地區)

相關主題
• 啟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 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的對映
• 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中新增和移除欄
• 管理「目前應付稅款明細」表單

啟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您可以透過以下兩種方式啟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1. 在建立應用程式時，選取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 啟用旁邊的核取方塊。

2. 建立應用程式後，導覽至 Tax Reporting – 啟用功能畫面。選取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然
後按一下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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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的對映
若要為「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建立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導覽至「組態」視窗 (首頁 -> 應用程式-> 組態)。啟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功
能後，就會顯示名為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的新項目。

2. 按一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畫面會顯示兩個新表單：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全國)

• 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 地區

Chapt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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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您必須在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
底下建立子成員，否則該表單將會是唯讀，而且使用者無法建立任何對映。

• 如果要將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
的子成員用於「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則必須使其也適用於組態立方體。
要這樣做，當您在 TRCS_CURRENTPAYABLES 和
TRCS_RCURRENTPAYABLES 底下建立子成員時，您必須選取主控台和組
態立方體。

3. 按一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為「目前應付稅款 (全國)」建立對映。您在此為任何移動成
員 (CYPL 計費自動化、CY OCI/權益自動化、RTA(P&L) 自動化) 輸入的值，將串聯至「目
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欄 (CYPL 計費自動化、CY OCI/權益自動化、RTA (P&L) 自動
化)。請參閱 使用 Tax Reporting的 管理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和明細表單 和 管理已自動化
地區目前應付稅款和明細表單 底下的存取自動化表單。

4. 輸入必要的值：
a. 指定來源科目。
b. 指定排除科目的值 (例如，假設您想要排除某個父科目的所有子成員)。
c. 視應付帳款或退款而定，針對切換符號指定是或否

Note:

您只能輸入成員名稱，不要輸入別名。如果使用者必須包含多個名稱，則必須用
逗號分隔並用雙引號括起來。

Table 25-1    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全國) 的對映

選項 描述
用於建立對映的必填欄位(*) • 來源科目

• 切換標記 (是或否是有效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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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5-1    (Cont.) 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全國) 的對映

選項 描述
函數 沒有欄支援函數
多個值 使用者只能在「來源科目」和「排除科目」欄中

輸入多個用逗號分隔並用雙引號括起來的值。
5. 同樣地，按一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地區，為「目前應付稅款 - 地區」建立對映。

請注意，「來源科目」、「排除科目」和「切換標記」與為「全國」科目建立的對
映相類似，但只能用於「排除管轄區」和「包括管轄區」欄。如果未指定要包括或
排除的管轄區，預設情況下會選取所有地區管轄區 (TRCS_AllRegional)。請參閱設
定管轄區和實體來取得管輤區的詳細資訊。
Table 25-2    建立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 - 地區的對映

選項 描述
用於建立對映的必填欄位(*) • 來源科目

• 切換標記 (是或否是有效的值)
函數 系統支援 Lvl0Descendants 函數用於包括管

轄區以及排除管轄區
Example:1
Lvl0Descendants("US_Regions") ** 支援一
個 CTP 負責所有管轄區以及個別的管轄區 範
例：2
US_PA 支援個別的 CTP 負責 US_PA。
Example:3
US_CA (CTP_CA 科目)
Lvl0Descendants("US_Regions")、排除
US_CA( CTP_US 地區科目)

多個值 使用者可以在「來源科目」、「排除科
目」、「包括管轄區」和「排除管轄區」中
輸入多個值。多個值應該用逗號分隔，並用
雙引號括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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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 所有您建立的「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對映會儲存在「組態立方體」中。
• 另請參閱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以下各項：
• – 使用目前應付稅款表單
– 使用目前應付稅款區域表單

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中新增和移除欄
新增移動成員時，它會自動反映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中。
若要新增和移除「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的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移動維度的 TRCS\u DetailMvmts\u Subtotal 階層下新增成員。另請參閱：透過簡易維
度編輯器使用維度。

2. 新增一個新的移動成員及其子項，如下所示。

Chapter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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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請注意，新增的成員會自動反映在「目前應付稅款自動化」表單中，如下所示。

Note:

• 為「已自動化地區目前應付稅款」表單新增欄的步驟也是相同的。
• 若要刪除不需要的欄，請從移動維度的 TRCS_DetailMvmts_Subtotal 階
層中刪除它們。

管理「目前應付稅款明細」表單
如果您想變更欄的順序，或者要在目前應付款明細表單中新增其他欄：
1. 移至導覽。
2. 選取表單。
3. 導覽至 TAR。
4. 選取「目前應付稅款明細」(適用於全國) 和「目前應付稅款地區明細」(適用於地
區)。

5. 選取版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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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捲動到左側，然後找到歷史年份欄

7. 按滑鼠右鍵並選取新增欄，將新建的成員新增至「歷史年」欄之前。

Note:

同樣，您可以刪除、編輯或移動欄。全國和地區表單的功能均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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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使用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

相關主題
• 設定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報表
• 建立總帳欄的中繼資料
• 設定 TAR 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
• 產生預設對映
• 產生自訂對映
• 將 TAR 科目分類為國內或國外
• 更新 TAR 表單驗證成員公式
• 產生 TAR 自動化轉期續用

設定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報表
立即可用 TAR 和地區 TAR 報表仍會提供給不需要其他欄的客戶使用；不過，有些使用不同總
帳科目結構的公司可能需要使用 TAR 和地區 TAR 報表的其他欄。Tax Reporting 可以讓您設
定自訂稅務科目前推 (TAR) 和地區 TAR 報表，公司可以在其中對報表新增欄來反映公司的
「總帳會計科目表」。
您建立新科目以在欄產生新的總帳科目，而且移動將對映至適當的「全國」或「地區」成員。
整合時，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報表的結果會自動連結至「目前備付稅款」和
TAR 與「地區 TAR」報表。
可自訂 TAR 包含整個立即可用 TAR 欄和預設資料對映。下列步驟用來自訂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報表：
• 透過「維度」程式庫，新增「總帳」欄的適當中繼資料。
• 建立預設對映。
• 建立自訂對映。
• 新增遞延稅項期末餘額 (s) 成員的成員公式，以驗證遞延稅項連續性與稅務科目前推是否
一致。

• 將「科目」和「管轄區」中的自訂屬性分類別「國內」或「國外」。
• 視需要執行「轉期續用」。

建立總帳欄的中繼資料
對於您要新增至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表單的每個新「總帳」欄，您需要對「維
度程式庫」中的欄新增中繼資料科目，然後從「目前費用」和「延遲費用」將資料對映至那些
欄。新成員必須建立在 TRCS_TARFAccounts 階層之下，但不包括「付款」和「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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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您必須編輯「全國 TAR」和「地區 TAR」表單，
將資料來源成員設定成「TRS_TARF_Calc」(不是「TRCS_TARF_Input」)。請參閱設
定 TAR 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
若要新增新「總帳」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按一下維度。
2. 在「維度」頁籤上，從維度下拉清單中，選取科目。
3. 展開「科目」階層，然後在 TRCS_OtherTaxAccounts 之下，展開

TRCS_TARFAccounts。
4. 選取您要建立新「總帳」欄的科目。

5. 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
6. 在維度對話方塊的成員特性頁籤上，完成新成員的詳細資料，包含下列必要欄位：
• 在名稱之下，輸入新成員的名稱。例如，FinanceCostDetails。
• 輸入別名成員。例如，財務成本。
• 在資料儲存之下，選取永不共用。這是強制性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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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擇性：如有必要，請對科目新增更多成員。

8.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已在 TAR 和地區 TAR 報表新增欄。
9. 從首頁中：
• 若是 TAR 自動化：選取應用程式 -> 組態 -> TAR 自動化表單。TAR 自動化表單開
啟。您可以在 TAR 報表看到新科目。

• 若是 TAR 帳面餘額：選取應用程式 -> 組態 -> TAR 自動化表單。TAR 自動化表單開
啟。選取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頁籤。您可以在地區 TAR 報表看到新科目。

10. 產生「預設對映」。

設定 TAR 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
在「全國 TAR」和「地區 TAR」表單中，「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設定
為 TRCS_TARF_Input。在「TAR 自動化」表單上，「目標資料來源」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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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CS_TARF_Calc」。若要確定「付款」和「退款」的資料會顯示在表單的而且正確
計算，您必須編輯「全國 TAR」和「地區 TAR」表單，將「資料來源」成員設定為
"TRCS_TARF_Calc"，而不是 "TRCS_TARF_Input"。
整合之後，在 TAR 表單上，資料將正確提取至「付款」和「退款」。
若要編輯付款和退款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和管理之下，選取表單。
2. 在表單和資料夾之下，展開程式庫，然後選取 TAR。
3. 在表單和特設方格管理之下，選取適當的表單：
• TAR (全國)

• 地區 TAR

4. 請按一下「編輯」 ，然後選取版面配置頁籤。
5. 在屬性維度之下，將 Descendants(TRCS_TARFPaymentsRefunds) 列的資料來
源成員從 TRCS_TARF_Input 變更為 TRCS_TARF_Calc。
 

 

6. 按一下儲存。
7.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整合。
8. 在 TAR 頁籤上，複查「付款」和「退款」以確定正確顯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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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若要從目前應付稅款表單對映 TAR 表單中的付款/退款，您必須變更付款和退款
移動成員的資料來源。

產生預設對映
若要產生預設對映，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在「設定」畫面上，選取 TAR 自動化。

備註：
若要使用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您必須在 TAR 自動化畫面選取「TAR 自動化帳
面餘額」頁籤。請參閱產生預設對映

UI 在第一次顯示時將為空白。
3. 將偏好設定設定為在「將成員標籤顯示為」之下顯示「維度」成員。請參閱設定一般偏好
設定。

4. 在 TAR 自動化或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表單上，按一下 POV 中的科目以開啟「成員選取
器」對話方塊，然後選取您要的 POV：
• 科目維度 - 您可以為 POV 選擇多個科目。

備註：
儘管您可以選取的科目數目沒有限制，您選取越多科目，處理時間受到的影
響也越大。

• 案例、年度和期間維度 - 您對每個項目只能選取一個成員。
將驗證 POV 選擇，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顯示錯誤：
• 如果選取的成員不是 TARF 科目的子項
• 如果選取的成員不是基礎成員
• 如果選取的成員具有新增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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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要在「TAR 自動化」表單上查看預設對映，請從動作中選取產生/置換預設對映。

備註：
此選項僅適用於 TAR 自動化而非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

預設對映會針對「成員」名稱或「別名」顯示選取的格式。將會對下列產生預設對
映：
• 所有「層級 0 TARF」科目的預設對映，而不只是目前選取的科目，因此需要一
些時間。

• 選取的「案例」、「年度」以及「期間」的「全國」和「地區」

備註：
期末餘額 (每個帳本) (b) 列在 TAR 自動化表單中為唯讀，但可使用無
管轄區列從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進行編輯。

6. 繼續進行產生自訂對映。

產生自訂對映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 UI 可讓您將備付稅款資料對映至新增的科目 (即
欄)，此科目代表公司的稅務總帳科目結構。在對映資料時，您必須定義 TARF 科目 (亦
即欄) 和移動 (亦即列) 才能對映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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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 UI 允許在進行對映處理作業期間一次顯示多個科目。這可
讓使用者對映兩側的日記帳分錄。例如，您可以在同一個 UI 中檢視目前稅款和目前應付稅率
明細。這在從備付稅款對映資料時非常有用。
選取適當的「來源科目」：全國或地區，您必須至少選取一個。對於每個已選取的科目，向右
捲動以查看相同的欄集合。
若要新增詳細科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在「設定」畫面上，選取 TAR 自動化。

備註：
若要使用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您必須在 TAR 自動化畫面選取「TAR 自動化帳
面餘額」頁籤。請參閱產生預設對映

UI 在第一次顯示時將為空白。
3. 在「TAR 自動化 UI」上，從 POV 中選取您需要的 POV：
• 科目維度 - 您可以為 POV 選擇多個科目。

備註：
儘管您可以選取的科目數目沒有限制，但是您選擇越多科目，處理時間受到
的影響也越大。

• 案例、年度和期間維度 - 您對每個項目只能選取一個成員。
將驗證 POV 選擇，如果發生下列情況則顯示錯誤：
• 如果選取的成員不是 TARF 科目的子項
• 如果選取的成員不是基礎成員
• 如果選取的成員具有新增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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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每個必要欄位的儲存格以開啟「成員選取器」，然後為每個欄選取適當成
員：
表格 26-1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欄位

對映 欄名稱 描述 必要
無管轄區 全國來源科目 選取每個「全國」來源科目的成員名稱。必

須選取「全國」來源科目才能夠執行整合。
Y

排除全國科目 選取 TAR 表單上要從「全國」父科目排除
的詳細資料科目的成員名稱，以便在整合期
間平衡分錄。

N

地區科目 地區來源科目 選取每個「地區」來源科目的每個「成員」
名稱。必須選取「地區」來源科目，才能執
行整合。

Y

排除地區科目 在 TAR 表單上選取要從「地區」父科目排
除的詳細資料科目的成員名稱，以便在整合
期間平衡分錄。

N

全國/地區 Data Source 選取「資料來源」的成員名稱。 Y
全國/地區 Movement 選取「移動」來源的成員名稱。 Y
全國/地區 Intercompany 選取公司間來源的成員名稱。

備註：
這僅適用於 TAR 帳面餘額而非
TAR 自動化。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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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6-1    (續) TAR 自動化和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欄位

對映 欄名稱 描述 必要
全國/地區 切換符號 如果來自目前備付稅款的資料的符號為 +/正

數，請按一下切換符號核取方塊將符號切換
為 -/負數，以記入分錄的資產負債表端。
如果來自遞延稅項前推目前備付稅款的資料
符號為 +/正數，請清除切換符號核取方塊將
符號切換為 -/負數，以記入分錄的遞延費用
端。

N
預設值為
「否」。

5. 按一下儲存。向右捲動以查看每個選取的「科目」的必要欄。
將驗證儲存格，並標示出發生「驗證」錯誤的所有列，如下所示：
• 若為「全國對映」，則選取「來源科目 - 全國」時必須使用「資料來源」和「移
動」。

• 若為「地區對映」，則選取「來源科目 - 地區」時必須使用「資料來源」和「移
動」。

TAR 自動化的自訂對映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的自訂對映

備註：
如果您使用程式庫中的 TAR 自動化或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表單產生「自訂對
映」，它僅支援成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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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一下儲存。
7. 從「首頁」中，選取備付稅款 - 全國或備付稅款 - 地區，接著選取套件，然後按一
下 TAR 或地區 TAR。

8. 在動作下方，選取整合。將會顯示詳細資料移動。

將 TAR 科目分類為國內或國外
您可以將新建的 TAR 科目設定為視為「國內」或「國外」進行計算。下列自訂屬性將
建立在「科目」和「管轄區」維度中，以區別「國外」和「國內」實體的差異：
• TAR_Domestic

• TAR_Foreign

當 TRCS_TARF Account 階層之下建立新成員時：
• 如果您需要對「國內」地區進行明確計算，必須對建立的科目成員附加

"TAR_Domestic" UDA。
• 如果未附加任何屬性，新建立的成員將適用於「國內」和「國外」實體。
在「實體」的整合期間，根據其所屬的「管轄區」以及分類為「國內」或「國外」，將
只會提取那些 TARF_Accounts 值。例如，如果您整合「國內 POV」，但未曾將任何
TAR 科目指派為「國內」，整合之後，TAR 表單將不會在新科目中顯示任何值。
若要將「詳細科目」分類為「國內」或「國外」，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按一下維度。
2. 在「維度」頁籤的維度之下，選取管轄區。
3. 在 TRCS_Total Jurisdiction 之下，展開管轄區階層。您可以在下列之下檢視可用的
管轄區：
• TRCS_No Jurisdiction(Shared)

• TRCS_AllNational

• TRCS_AllRegional

4. 若要將「管轄區」設定為「國內」，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展開選取的階層，接著選擇管轄區，然後按一下編輯。
b. 在「編輯成員」畫面上，選取屬性值頁籤。
c. 在「可用的屬性值」之下，展開 TAR 管轄區分類。
d. 選取 TAR_Domestic，然後按一下新增來新增「國內」屬性。
e.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根據預設，未明確設定為「國內」的任何成員將被視為「國外」。

5. 在「維度」頁籤的維度之下，選取科目。
6. 在 TRCS_OtherTaxAccounts 之下，將階層展開至 TRCS_TARFAccounts，然後
選取新建的科目。

7. 若要將新建的「科目」設定為「國內」，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展開選取的階層，接著選擇科目，然後按一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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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編輯成員」畫面上，選取屬性值頁籤。
c. 在「可用的屬性值」之下，展開 TAR 科目分類。
d. 選取 TAR_Domestic，然後按一下新增來新增「國內」屬性。
e.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8. 在「維度」頁籤的維度之下，選取實體。
9. 展開 FCCS_Total Geography 階層。
10. 在「可用的屬性值」之下，展開 TAR Jurisdiction。
11. 選擇性：選取 TAR_Domestic 將管轄區設定成「國內」。未附加 TAR_Domestic 屬性的
任何成員會被自動視為「國外」。如果沒有任何成員附加 TAR_Domestic 屬性，那些成員
會同時被視為「國外」和「國內」。

更新 TAR 表單驗證成員公式
如果在 TAR 報表中新增了一欄，您就必須更新 TAR 表單以新增該欄。關帳餘額 (c) 應等於期
末餘額 (a)。
若要使用驗證成員公式更新 TAR 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導覽器」 ，然後在建立及管理下，按一下維度。
2. 在「維度」頁籤的維度之下，選取 Movement 維度。
3. 展開 TRCS_System Validations，然後選取 TRCS_TARValidations。

 

 

4. 更新公式時遵循此範例。
範例：在 TAR 表單中為 PensionNCA 欄新增遞延稅項關帳餘額 (c)。
根據 PensionNCA 案例的需求，建立 ELSEIF 條件：
"ELSEIF(@ISMBR("PensionNCA"))
"<Source Temp diff Account"->"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Assets";"
完成公式：
@CALCMODE(BOTTOMUP);
IF(@ISMBR("TRCS_TARF_Calc"))
IF(@ISIDESC("TRCS_All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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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Assets") )
"TRCS_N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LSEIF(@ISMBR("PensionNCA"))
"Pension"->"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Liabilities"))
"TRCS_N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Liabilitie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VANonCurrent"))
"TRCS_VATotal"->"FCCS_ClosingBalance"->"TRCS_Tax";
ENDIF
ELSEIF(@ISIDESC("TRCS_AllRegional"))
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Assets") )
"TRCS_R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TRCS_NonCurrentAsset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NonCurrentLiabilities"))
"TRCS_RDefTaxNetVA"->"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NonCurrentLiabilities";
ELSEIF(@ISMBR("TRCS_TARFDeferredVANonCurrent"))
"[TRCS_RDefTaxNatTotal].[TRCS_RVATotal]"->"FCCS_ClosingBalance"-
>"TRCS_Tax";
ENDIF
ENDIF

5. 更新成員公式後，按一下驗證以確定沒有錯誤。
6. 按一下儲存。
7. 在動作下，選取重新整理資料庫。

提示：
如果您發現新增多個驗證條件後效能降低，請考慮限制驗證條件的數量。

產生 TAR 自動化轉期續用
若要將報表轉期續用至下一個期間，您要執行「TAR 自動化轉期續用」，從前一個年度
最後一個期間複製規則至選取的 POV。針對所有「層級 0 TARF」科目執行「轉期續
用」，而不是僅是針對在 POV 中指定的科目。
若要產生「TAR 自動化轉期續用」，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中，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在「設定」畫面上，選取 TAR 自動化。
3. 在「TAR 自動化」表單上，選取轉期續用期間的 POV。未顯示任何對映。
4. 從「設定」畫面中，選取轉期續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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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轉期續用」畫面上，選取案例、年度，以及期間。
6. 選取 TAR 自動化規則，然後按一下執行。

 

 

備註：
這甚至可轉期續用 TAR 自動化帳面餘額規則。

7. 在「設定」畫面上，選取 TAR 自動化。
8. 在動作之下，選取 TAR 自動化，然後選取顯示所有移動。
前一個年度最後一個期間的值現在顯示在選取的 POV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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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使用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

稅收損失/抵免處理流程的設計目標，是要擷取稅收損失/抵免的詳細組合，其中包括產生的年
度，及相對應的到期年度。該處理流程已經與「目前備付稅款」和「暫時性差異前推」整合。
系統用資料列來維護稅款產生年度，其中包括目前年度和 20 個先前的年度，還有一個歷史年
份專用的類別，其中是源自早於 21 年前之年度的損失/抵免。
「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可讓使用者依照「到期年度」，檢視稅收損失/抵免排程的
「期末結轉」詳細資料。另請參閱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管理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
免」。

啟用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
如何啟用該功能：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從設定畫面，按一下啟用功能。
3. 勾選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之啟用旁的核取方塊。
4. 當系統顯示訊息指出功能已啟用時，按一下確定。
5. 登出，然後重新登入，以查看啟用的功能。
另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當您啟用此功能時，除了新的「到期」表單之外，系統也會建立可讓您啟動「依到期的稅
收損失/抵免」表單的動作功能表項目。另請參閱： 使用 Tax Reporting 中的「存取稅收損
失/抵免到期表單」。

設定中繼資料
當您啟用「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功能時，系統就會在 Data Source 維度中建立
TRCS_TotalCarryForward 階層。另請參閱：啟用依到期年度的稅收損失/抵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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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為 TRCS_TotalCarryforward 階層建立從應用程式開始年度起的 TRCS_No
Expiration、TRCS_Uncategorized 及 20 個成員。例如，在上方的螢幕擷取畫面中，開
始年度是 2015，因此您會看到從 FY2015 開始，到 FY2034 的成員。
此階層沒有遭到鎖定，因此使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新增成員，且成員名稱會以
FY<yearName> 開頭。
當此功能啟用時，TRCS_CarryforwardExpYear (移動成員) 會附加 ApplyEndingRate 屬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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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中繼資料

27-2



28
使用淨營業損失 (NOL)/抵免

相關主題：
• 瞭解淨營業損失 (NOL)/抵免
• 啟用 NOL/抵免自動化
• 存取 NOL 自動化畫面
• 使用 NOL 自動化欄
• 管理 NOL 自動化規則
• 瞭解 NOL 自動化計算規則

瞭解淨營業損失 (NOL)/抵免
「NOL 自動化」可用來設定規則，將目前年度稅收損失的遞延處理程序自動化，以及將稅收損
失和抵免結轉的使用及到期處理程序自動化。
當目前期間的應稅所得 (TaxableIncomeAfterLoss) 總計小於 0 時，就會導致稅收損失。您可以
遞延目前期間的稅收損失，以供在未來的期間/年度中使用。
當目前期間中的「應稅所得」(TaxableIncomeAfterLoss) 總計為正數的金額時，系統可以使用
源自先前年度的損失。您可以在目前的期間中，使用完整或部分的已遞延損失 (源自先前的期
間或年度的損失)。
您可以為已結轉的損失指派到期年度，或是將到期年度留白，讓已結轉的損失預設不會到期。
您可以讓系統自動沖銷會在目前年度到期的稅收損失或抵免。
請注意，只有在稅收損失和抵免起因於已啟用父項稅務計算的實體時，「NOL 自動化」才支援
父項稅務計算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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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淨營業損失自動化」規則同時適用於「全國」和「地區」稅務計算。

啟用 NOL/抵免自動化
如何啟用該功能：
1.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2. 從設定畫面，按一下啟用功能。
3. 勾選 NOL 自動化之啟用旁的核取方塊。

4. 當系統顯示訊息指出功能已啟用時，按一下確定。
5. 登出，然後重新登入，以查看啟用的功能。

Chapter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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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當您啟用該功能時 (請參閱啟用應用程式功能 )，系統會自動建立「組態」立方
體。「NOL 自動化」和「目前應付稅款」都屬於啟用後會建立「組態」立方體的
功能 (如果應用程式中沒有該立方體的話)。另請參閱應用程式立方體。
當您成功啟用該功能之後，請前往組態卡，並使用「NOL 自動化」組態項目來定
義自動化規則。請參閱定義 NOL 自動化規則。

存取 NOL 自動化畫面
如何存取「NOL 自動化」畫面 (全國及地區)：
1. 按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
2. 選取組態。
3. 選取 NOL 自動化。您會看到「NOL 自動化」和「NOL 自動化 - 地區」選項。
4. 按一下「NOL 自動化」頁籤即可開啟「NOL 自動化 (全國)」表單。
5. 按一下「NOL 自動化 - 地區」即可開啟「NOL 自動化 (地區)」表單。
6. 當您定義了「NOL 自動化規則」(請參閱 定義 NOL 自動化規則) 之後，請按一下儲存。

Note:

若要新增、移除或複製規則，請選取動作，然後選擇必要的動作。請參閱：
• 複製 NOL 自動化規則
• 移除 NOL 自動化規則

使用 NOL 自動化欄
Table 28-1    NOL 自動化欄

資料欄 參數 描述
科目 值 「NOL 自動化」會列出 TaxLossesCFSTotal 損失的所有子代，以及

「稅額抵免」的所有子代
「NOL 自動化 - 地區」會列出 TaxLossesCFSTotal 損失的所有子代，
以及「稅額抵免」的所有子代

預設值 與上方所述相同
註解 與上方所述相同

規則名稱 值 「NOL 規則 1」的下一個可用同層級
預設值 NOL 規則 1
註解 必須要把新的規則新增為子代

邏輯 - 遞延 值 核取後即可「遞延」損失
預設值 未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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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1    (Cont.) NOL 自動化欄

資料欄 參數 描述
註解 當您核取時，「遞延限制百分比」會變成可編輯

當您取消核取時，系統會顯示警告訊息，表示將會清除「遞延限制百分
比」的值，或是保留該值
對於「抵免」科目，這是唯讀的。

邏輯 - 使用 值 核取後即可「使用」損失
預設值 未勾選
註解 當您核取時，「使用率限制百分比」會變成可編輯

當您取消核取時，系統會顯示警告訊息，表示將會清除「使用率限制百
分比」的值，或是保留該值

邏輯 - 到期 值 核取後即可讓損失「到期」
預設值 未勾選
註解

實體 - 包括 值 所有實體
預設值 無
註解 用於包括「實體」，只要按一下即可顯示「成員選取器」，其中有

Entity 維度的所有子代。
實體排除 值 所有實體

預設值 無
註解 用於排除「實體」，只要按一下即可顯示「成員選取器」，其中有

Entity 維度的所有子代。
管轄區 - 包括 值 所有管轄區

預設值 無
註解 用於包括「管轄區」，只要按一下即可顯示「成員選取器」，其中有

Jurisdiction 維度的所有子代。
管轄區 - 排除 值 所有管轄區

預設值 無
註解 用於包括「管轄區」，只要按一下即可顯示「成員選取器」，其中有

Jurisdiction 維度的所有子代。
遞延限制百分
比

值 由使用者輸入
預設值 100%
註解 只有在您已核取「遞延」核取方塊時，才可存取

使用率限制  -
應稅所得 /稅
款 - 百分比

值 由使用者輸入

預設值 100%
註解 只有在您已核取「使用率」核取方塊時，才可存取

使用率限制  -
應稅所得 /稅
款 - 金額

值 由使用者輸入

預設值 無
註解 只有在您已核取「使用率」核取方塊時，才可存取

使用率限制  -
C/F - 金額 - 百
分比

值 由使用者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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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1    (Cont.) NOL 自動化欄

資料欄 參數 描述
預設值 100%
註解 只有在您已核取「使用率」核取方塊時，才可存取

使用率限制  -
C/F - 金額 - 金
額

值 由使用者輸入

預設值 無
註解 只有在您已核取「使用率」核取方塊時，才可存取

使用率優先順
序

值 由使用者輸入
預設值 無
註解 當您為單一科目設定多個規則時，可用來設定規則的優先順序

停用規則 值 核取方塊
預設值 未勾選
註解 當您核取時，即停用該規則

管理 NOL 自動化規則
「NOL 自動化」畫面可讓您設定規則，用來定義系統該如何自動遞延、使用稅收損失，或如何
讓稅收損失到期，還有系統該如何簿記相對應的沖銷金額。下列是適用的「NOL 自動化」規
則：
• 可自動讓其到期年度已過的已遞延損失到期
• 可從組態卡存取
• 顯示 TaxLossesCFSTotal 和 TaxCreditTotal 父科目 (同時擁有「損失」及「抵免」科目) 的
基礎層級子代

• 「目前備付稅款自動化」欄會顯示「NOL 自動化」規則對於 TaxLossesCFSTotal 下方之
基礎層級科目的執行結果。

• 只有在使用率標誌的相依資料欄已啟用時，才要核取該使用率標誌，例如：
– 使用率限制應稅所得 - 百分比和金額 - 其優先順序高於所有 C/F 欄。如果「百分比」
和「金額」同時存在，則「金額」優先於「百分比」

– 使用率限制 C/F- 百分比和金額 - 只有在「應稅所得」中沒有任何資料時，才會考慮使
用這些值。如果「百分比」和「金額」同時存在，則「金額」優先於「百分比」

– 優先順序- 用來指定自己在所有規則中的優先順序
相關主題：
• 定義 NOL 自動化規則
• 複製 NOL 自動化規則
• 移除 NOL 自動化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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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NOL 自動化規則
若要定義「淨營業損失/抵免」規則，您必須要有「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安全性權
限。

Note:

您可以把「NOL 自動化」規則當作「計算」程序的一部分來執行，但無法把
該規則當作隨需規則來呼叫。

如何定義「NOL 自動化」規則：
1. 按一下首頁上的應用程式。
2. 選取組態。
3. 使用「NOL 自動化」組態項目來定義自動化規則。根據預設，每個科目都會有一個
已定義的規則。

4. 若要新增其他的規則，請按一下動作功能表，然後按一下新增規則。
5. 系統會插入一行新的資料列，讓您可以在其中定義規則。
6. 在已預先植入，由 TaxLossesCFSTotal 科目和 TaxCreditTotal 科目之基礎層級子代
所組成的清單中，選取「目標」科目。

7. 選取一或多個計算方法：
• 遞延 (不適用於 TaxCreditTotal 科目的基礎)

• 使用率
• 到期
另請參閱：使用 NOL 自動化欄

8. 輸入要套用計算的「實體」，或是輸入「已排除的實體」以識別要排除在計算程序
之外的實體。

9. 輸入「百分比」或「金額」。
• 針對「使用率」，請輸入「百分比」或「金額」。應稅所得及結轉的「使用
率」限制預設都是 100%

• 針對「遞延」，遞延限制百分比預設是 100%。然而，您可以變更該限制來遞
延較少的金額。

• 針對「到期」，「百分比」和「金額」皆不適用。
10. 輸入「使用率」處理程序的「優先順序」數字，例如 1。
11. 當您定義「NOL 自動化」規則之後，必須執行整合。

Note:

您也可以停用規則，方法是核取每個規則旁邊的停用規則核取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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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定義其他「NOL 自動化」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應用程式和概觀，然後選取維度頁籤。
2. 選取立方體作為組態，維度為：識別碼
3. 展開 TRCS_NOL 全球規則。

4. 按一下 TRCS_NOL Rule5，然後按一下新增同層級圖示。

5. 導覽至「NOL 自動化」畫面 (另請參閱，存取 NOL 自動化畫面)。若要新增規則，可根據
TRCS_NOL 全球規則下方建立的成員數目來新增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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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製 NOL 自動化規則
您可以複製先前的「NOL 自動化」規則來建立新的規則。
如何複製「NOL 自動化」規則：
1. 若要複製規則，請選取您要複製的規則。
2. 按一下動作功能表，然後按一下複製規則。
3. 系統將會建立新的規則，其中包含先前任務的資料。

移除 NOL 自動化規則
您可以移除「NOL 自動化」規則，除了每個「稅收損失/抵免」科目的「規則 1」之
外。
如何移除「NOL 自動化」規則：
1. 若要移除規則，請選取您要移除的規則。
2. 按一下動作功能表，然後按一下移除規則。

瞭解 NOL 自動化計算規則
相關主題：
• 遞延稅收損失
• 使用稅收損失/抵免
• 讓稅收損失/抵免到期

Chapter 28
瞭解 NOL 自動化計算規則

28-8



遞延稅收損失
當「應稅所得」與「特殊扣除」(TaxableIncomeBeforeLoss + TaxSpecialDeductions) 的結果
是負數的金額時，您可以定義規則來遞延損失，讓該損失可供您在未來的期間使用。最佳的損
失遞延會讓「應稅所得」變成 0，方法是遞延等同於「應稅所得」與「特殊扣除」總和的損
失，再加上您在 TaxLossCarryforward 科目中手動輸入的任何金額。
如果公司有筆損失，且損失之後的「應稅所得」小於 0，您可以遞延這筆損失，以供您在未來
的期間/年度使用。視您在「NOL 自動化」中指定的遞延百分比而定，系統會利用公式 =損失
之前的應稅所得 x 遞延百分比 x -1，將結果植入轉結科目自動化。

Note:

稅額抵免遞延金額只能手動輸入。自動化功能並不支援稅額抵免科目。

定義遞延規則：範例
如果「應稅所得」是 -35,493，系統在目前的期間最多可以遞延 35,493 的損失。您可以定義規
則，讓系統自動依照遞延百分比金額來遞延損失。
當您定義「NOL 自動化」遞延規則，並執行整合之後，系統會建立一筆 35,493 的損失轉結，
以便完全沖銷負數的「所得總計」+「特殊扣除」結果。現在，「應稅所得」和「目前備付稅
款」中的「應稅所得的目前稅款」已變成 0。
現在，「稅收損失」排程會顯示，在目前年度「稅收損失」結轉科目的
TLCCreatedAutomated 移動成員中的已簿記損失。
現在，「暫時性差異」排程會在目標「稅收損失」轉結科目的「自動化 (CYSys)」欄的下方，
顯示已遞延的損失。

使用案例範例：遞延
相關主題：
• 使用案例範例 1：遞延 100% 的稅收損失
• 使用案例範例 2：遞延特定百分比的稅收損失
• 使用案例範例 3：遞延特定實體的稅收損失
• 使用案例範例 4：利用排除實體來遞延特定實體的稅收損失
• 使用案例範例 5：遞延特定管轄區的稅收損失
• 使用案例範例 6：利用排除管轄區來遞延特定管轄區的稅收損失

使用案例範例 1：遞延 100% 的稅收損失
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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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的行為
系統會使用「稅收損失結轉自動化」科目，將損失完全 (100%) 沖銷，並將金額記入
「稅收損失」表單

使用案例範例 2：遞延特定百分比的稅收損失
組態

預期的行為
系統會使用「稅收損失結轉自動化」科目，遞延損失應稅所得的 (10%)，並將金額記入
「稅收損失」表單。

使用案例範例 3：遞延特定實體的稅收損失
組態

預期的行為
規則只適用於 San Jose 實體。

使用案例範例 4：利用排除實體來遞延特定實體的稅收損失
組態

預期的行為
規則適用於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實體的所有基礎實體，但 San Jose 實體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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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範例 5：遞延特定管轄區的稅收損失
組態

預期的行為
規則適用於所有 United states 住所式實體。

使用案例範例 6：利用排除管轄區來遞延特定管轄區的稅收損失
組態

預期的行為
規則適用於所有住所實體，但 United states 住所式實體除外。

使用稅收損失/抵免
當「應稅所得」(TaxableIncomeAfterLoss) 是正數的金額時，您可以定義規則，來使用已在先
前的期間或年度中遞延的損失。最佳的損失使用會讓「應稅所得」變成 0，方法是使用等同於
「應稅所得」與「特殊扣除」總和的損失，再加上您在 TaxLossCarryforward 科目中手動輸入
的任何金額。

Note:

稅額抵免的使用處理程序，與稅收損失的使用處理程序相同。

只有在使用率規則的相依資料欄 (另請參閱 使用 NOL 自動化欄) 已啟用時，才要核取該「使用
率」規則，例如：
• 使用率限制應稅所得 - 百分比和金額 - 如果「百分比」和「金額」同時存在，則金額優先
於「百分比」。

• 使用率 C/F- 百分比和金額 - 指定每個結轉科目的使用率限制。如果「百分比」和「金額」
同時存在，則「金額」優先於「百分比」

• 優先順序- 用來指定自己在所有規則中的優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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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使用率」處理程序會尋找最早的到期年度，並先使用該年度的金額。如果所
有年度都在相同的時間到期，則會使用最早的發生年度。

相關主題：
• 計算範例
• 定義使用率規則
• 使用案例範例：使用率

計算範例
相關主題：
•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
• 應稅所得及結轉金額
•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和金額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
Table 28-2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

使用率：應稅所
得

使用率：結轉 使用案例範例 (兩
個中較小的)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100% 100% 結轉 = 100$，且

應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
額應該是 = -50$

100% 100% 結轉 = 100$，且
應稅所得 = 200$
預期的已使用金
額應該是 = -100$

50% 100% 結轉 = 100$，且
應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
額應該是 = -25$

50% 100% 結轉 = 100$，且
應稅所得 = 200$
預期的已使用金
額應該是 = -100$

50% 100% 結轉 = 100$，且
應稅所得 = 500$
預期的已使用金
額應該是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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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稅所得及結轉金額
Table 28-3    應稅所得及結轉金額

使用率：應稅所得 使用率：結轉 使用案例範例 (兩
個中較小的)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1000 1000 結轉 = 5000$，且

應稅所得 = 500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1000$

1000 100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20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100$

500 100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50$

500 100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20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200$

500 100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100$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和金額
Table 28-4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和金額

使用率：應稅所得 使用率：結轉 使用案例範例 (兩
個中較小的)

百分比 美元 百分比 美元
100% 20$ 10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20$

100% 100% 1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10$

100% 20$ 100% 3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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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4    (Cont.) 應稅所得及結轉百分比和金額

使用率：應稅所得 使用率：結轉 使用案例範例 (兩
個中較小的)

100% 30$ 100% 2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20$

100% 30$ 100% 2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5$ (也就
是應稅所得 (50$)
的 10%)

100% 30$ 10% 20$ 結轉 = 100$，且應
稅所得 = 50$
預期的已使用金額
應該是 = -5$ (也就
是可用結轉 (100$)
的 10%)

定義使用率規則
1. 針對有可供使用之損失的結轉科目來定義使用率規則 (您也可以使用多個結轉科目)

2. 請注意，您必須指定使用率優先順序；優先順序是從數字 1 開始，如果是多個科目
的情況，優先順序會逐步增加。

3. 儲存規則。

Note:

「使用率」處理程序有兩個準則：

• 實體必須要有正數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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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必須要有可供使用的損失：

如果實體有正數的所得，還有可用來使用正數所得的損失，則系統會起動使用率自動
化處理程序。請注意，相同的使用率處理程序也適用於「地區」損失/抵免科目。
在下方的螢幕擷取畫面中，最多有 18000$ 可供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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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螢幕擷取畫面顯示，在順利執行整合之後的已使用金額：

下方的螢幕擷取畫面顯示，系統如何根據損失的到期年度來使用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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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範例：使用率
相關主題：
• 使用案例範例 1

• 使用案例範例 2

使用案例範例 1

應稅所得 + 特殊扣除 = 28,000

目前年度：2021

目前期間：P12

目前實體：LE105

使用率規則：
Table 28-5    使用案例範例 1：使用率

未認列的淨營
業損失

未認列的資本
損失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e 使用率自動化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e 使用率自動化
2021 20,000 -20,000 2021 5,000 -5,000
2022 10,000 -3,000 2022 10,000
總計 30,000 15,000

1. 系統會從目前年度 (2021) 開始，嘗試以遞增的順序來使用可用損失。詳細科目未認列的淨
營業損失是順序中的第一個 (1)。系統會使用「未認列的淨營業損失」中，100% 的 2021
年度可用損失。可用損失是 20,000。已使用金額是 20,000 的 100%。剩餘的應稅所得是
28,000 - 20,000 = 8,000。

2. 詳細科目未認列的資本損失是順序中的第二個 (2)。系統會使用「未認列的資本損失」中，
100% 的 2021 年度可用損失。可用損失是 5,000。已使用金額是 5,000 的 100%。剩餘的
應稅所得是 8,000 - 5,000 = 3,000。

3. LE105 已沒有需要遵守的使用率規則。系統會前進到下一個年度 (2022)，並嘗試使用所有
的可用損失，直到沒有損失可用為止，或是到沒有應稅所得要沖銷為止。

4. 系統將會在「稅收損失結轉」科目的「目前備付稅款」中，沖銷已使用金額的總計。
使用案例範例 2

此範例說明有數種不同百分比的單一使用率規則。
應稅所得 + 特殊扣除 = 28,000

目前年度：2021

目前期間：P12

目前實體：LE105

使用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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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8-6    使用案例範例 2：使用率

未認列的淨營
業損失

未認列的資本
損失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
e

使用率自動化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
e

使用率自動化
2021 20,000 -15,000 2021 5,000 -5,000
2022 10,000 2022 10,000 -4,000
總計 30,000 -15,000 15,000 -9,000

在此範例中，根據組態設定，針對 TaxLossD0001 科目的可用金額總計，只有 50% 會
受到使用。總計是 30,000，而 50% =15,000。
根據組態設定，針對「未認列的資本損失」科目的可用金額總計，只有 60% 會受到使
用。總計是 15,000，而 60% = 9,000

所有詳細科目的最大可用金額是 24,000。
因此，28000 – 24000 = 4000 就是「目前備付稅款」中剩餘的應稅金額。
1. 系統會從目前年度 (2021) 開始，嘗試以遞增的順序來使用可用損失。詳細科目未認
列的淨營業損失是順序中的第一個 (1)。系統會使用「未認列的淨營業損失」中，
100% 的 2021 年度可用損失。可用損失是 20,000。已使用金額是 30,000 的
50%，也就是 15,000。15,000 小於 20,000，因此系統會使用 15,000。剩餘的應稅
所得是 28,000 - 15,000 = 13,000。

2. 詳細科目未認列的資本損失是順序中的第二個 (2)。針對 2021 年度的「未認列的資
本損失」，系統會使用可用損失總計 15,000 的 60%，也就是 9,000。可用損失是
5,000。5,000 小於可使用的最大金額，因此系統會使用 5,000。剩餘的應稅所得是
13,000 - 5,000 = 8,000。

3. LE105 已沒有需要遵守的使用率規則。系統會前進到下一個年度 (2022)，並嘗試使
用所有的可用損失，直到沒有損失可用為止，或是到沒有應稅所得要沖銷為止。

4. 系統將會在「稅收損失結轉」科目的「目前備付稅款」中，沖銷已使用金額的總
計。

讓稅收損失/抵免到期
當您設定科目的到期規則時，系統會自動沖銷目前年度及先前年度之結轉科目中的可用
金額。請注意，只有在整合會計年度的最後一個期間 (P12) 時，自動到期的情況才會發
生。
只有在目前實體、案例、年度及期間的自動遞延或使用已完成時，自動到期的情況才會
發生。您可以設定規則，讓系統在目前的期間結束之後，自動讓無法再供使用的損失到
期。
「稅收損失」表單會在科目的「到期自動化」(TRCS_TLCExpirationAutomated) 欄中，
顯示已到期的損失。
「暫時性差異」表單會在目前年度和期間的「其他調整 (僅遞延)」欄下方，顯示每個結
轉科目的已到期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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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邏輯的目標，是要針對特定的科目，讓其到期年度小於或等於目前年度的所有可用金額到
期。而其到期年度為目前年度的損失，只會在該年度的最後一個期間 (P12) 到期。
系統會根據「稅收損失」表單中，該科目於到期年度的 TRCS_TLCAvailable 欄，決定要到期
的損失金額。

Note:

「抵免」到期的處理程序也是相同的。

相關主題：
• 定義到期規則
• 使用案例範例：到期

定義到期規則
1. 針對有損失可供「到期」之結轉科目設定「到期」規則。
2. 儲存規則。

使用案例範例：到期
相關主題：
• 使用案例範例 1

• 使用案例範例 2

使用案例範例 1
TaxableIncomeBeforeLoss + TaxSpecialDeductions = 28,000

目前年度：2021

目前期間：P12

目前實體：LE105

Table 28-7    使用案例範例 1：到期

未認列的淨營業
損失

未認列的資本損
失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e 到期自動化 到期年度 TLCAvailable 到期自動化
2019 20,000 -20,000 2021 5,000 -5,000
2020 10,000 -10,000 20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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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案例範例 2

當有未使用的損失時，系統會根據到期年度，讓未使用的損失到期。請注意，只有在整
合最後一個期間 (P12) 時，到期的情況才會發生。

Chapter 28
瞭解 NOL 自動化計算規則

28-20



29
移轉物件

相關主題
• 匯出物件
• 上傳封存

匯出物件
匯出物件以建立可用於跨環境移轉應用程式的備份，例如，從測試環境到生產環境。
您選取要匯出的物件。您可以匯出服務中的所有物件或屬於以下元件之物件的組合：
• 規劃
• 資料管理
• Calculation Manager

• 群組與成員資格
• 報表
透過匯出程序建立的快照會儲存 60 天，之後便會自服務中自動刪除。如需有關複製快照 功能
的資訊 (編寫 EPM Automate 指令檔來複製環境的替代方法)，請參閱 Administering Migration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指南中的 產生物件更新報表。
若要匯出物件，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選取工具，然後選取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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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取類別頁籤。
3. 在名稱下，選取要匯出的物件。您可以選擇全選或清除選項。
4. 按一下匯出。

 

 

5. 在匯出對話方塊中，按一下確定。
您可以變更預設匯出資料夾名稱。針對資料夾名稱，請只輸入原生作業系統支援的
字元。例如，Windows 不允許資料夾名稱中有冒號 (:)。

6. 複查「移轉狀態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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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取快照頁籤，以存取包含匯出之物件的資料夾。請參閱上傳封存。

上傳封存
使用此選項來將 ZIP 檔案 (包含資料、中繼資料、規則定義、維度定義、對映交易、備份快照
等等) 從本機電腦上傳到應用程式。如果應用程式中存在相同名稱的檔案，即無法上傳 ZIP 檔
案。
上傳到應用程式的檔案會儲存 60 天，之後就會自動將其刪除。
若要上傳封存：
1. 從「首頁」選取工具，然後選取移轉。
2. 選取快照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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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您想要上傳至環境的快照。

4. 按一下移轉選項 。
5. 在匯入選項對話方塊中，選取您想要用於上傳的選項，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6. 瀏覽到上傳位置，然後按一下上傳。
7. 上傳完成時，選取報表頁籤以檢視下列項目：
• 物件更新 -- 輸入「物件」選項、開始和結束日期以及「類別」，然後按一下執
行報表。複查結果報表。

• 移轉狀態 -- 按一下移轉狀態報表以複查報表的結果與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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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管理核准單位階層

相關主題
•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 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途
• 同步核准單位階層
• 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
• 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 匯入核准單位階層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核准單位」階層包含為複查程序一部分的實體。核准單位包含 Scenario、Year、Period 和
Entity 的組合。
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才能建立、修改或刪除「核准單位」階層。
觀看下列影片以深入瞭解核准單位階層：

 管理核准單位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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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3. 按一下建立。
4. 以核准名稱、核准選項和範本來設定階層。
請參閱設定核准單位階層。

5. 選取要納入核准程序的成員。
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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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按一下儲存。

設定核准單位階層
預設核准單位階層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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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應用程式建立時，系統會自動建立名為「地理區總計」的「核准單位階層」。此「核
准單位階層」包含在「地理區總計」階層下方的所有實體。指派給此「核准單位階層」
的核准範本為「整合」。此範本用於「鎖定」與「解除鎖定」的用途。
現有的應用程式
如果您在應用程式中已啟動鎖定期間，則可以為任何您想要繼續鎖定的剩餘期間使用
「地理區總計」核准單位階層。
但是，如果您想要開始使用「程序管理」可用的複查程序，您可以：
• 修改現有的「地理區總計」核准單位階層，以使用名為「整合 - 由下至上」的新核
准範本

• 建立新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指派您想要包含在複查程序其「核准單位階層」
中的實體。

針對核准程序，我們建議您使用新的核准範本「整合 - 由下至上」來建立新的「核准單
位階層」。
新應用程式
如果您正在建立新應用程式，或者您未鎖定任何期間，您可以修改預設的「地理區總
計」核准單位階層，以使用新核准範本 - 「由下至上整合」。如果已啟動任何期間，您
必須重新啟動複查程序，讓系統能夠使用工作流程的新核准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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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3. 執行動作：
• 若要建立新的階層，請按一下建立。
• 若要編輯現有的階層，請選取階層，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核准維度。
5. 在階層名稱中，指定核准單位階層名稱。
6. 選擇性：指定描述。
7. 在啟用核准中，選取：
• 全部，將所有的實體新增至核准程序
• 自訂可包含父實體及指定為核准單位的實體其產生層級。根據選擇項目，所需
的實體已新增至階層。

• 無 - 這不會自動包含任何實體以作為核准單位。您可以手動選取要包含在階層
中的實體。

8. 從核准範本中選取一個範本。
9. 對於立方體，保留「主控台」的預設設定值。
10. 執行動作：
• 按一下下一步或選取主要階層和子階層選擇以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請參閱選取
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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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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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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核准維度中，按下一個，或選取主要階層和子階層選擇，以繼續定義核准單位階
層。

• 選取工作流程，然後選取核准單位，以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備註：
• 在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期間，您隨時可以按一下重設為預設階層，以重設為「核准
維度」頁面中所定義的預設成員資格。

• 共用的成員顯示在主要階層中，但未顯示在替代階層中。例如，如果實體 E1 在父項
P1 (為「實體」維度中的「主要」階層) 下方，且如果 E1 也定義在「實體」維度中替
代階層內的另一個父項 P2 的下方，則當您嘗試選取 E1 作為「核准單位階層」的一部
分時，系統只會顯示在 P1 下方的 E1。如果您展開 P2，則將不會顯示 E1。

2. 定義如何在核准單位階層中顯示實體：
• 點選右鍵並選取展開，以展開顯示。
• 點選右鍵並選取收合，以收合顯示。
• 選取所有實體以顯示所有可用的實體以供選取。
• 選取核准單位以僅顯示您先前已啟用的核准單位。
• 針對搜尋，選取名稱、別名或兩者。在「搜尋」中輸入名稱的任何部分或全名，然後
按一下在階層中「向上搜尋」或「向下搜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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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移
至，或按一下開始 (第一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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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核准單位。

4. 選擇性：在核准單位名稱上點選右鍵，以定義核准程序的子階層成員，然後選取一個包含/
排除選項：
• 包含子項，以包含核准單位的子項。
• 包含成員，僅包含核准單位，但不包含其子代。
• 包含所有子代，以包含核准單位的所有子代。
• 包含層代，以包括一或多個核准單位層代。指定提示時要包含的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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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排除其子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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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動作：
• 按下一步，或選取指派擁有者以指定核准單位所有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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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0 章
建立核准單位階層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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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指定不同於
核准單位所繼承的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
當您指派擁有者時，依預設啟用將擁有者複製到對應的核准群組成員選項。此選項允許
您將相同的擁有者指派給所有的階段 (如果適用)。如果不同階段要指派不同的擁有者，
您能取消選取此選項再輸入該實體的擁有者資訊。
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才能將「擁有者」與「複查者」指派給核准單位。
• 對於擁有者，您必須指派一個使用者或群組作為該核准單位的「擁有者」。「擁有
者」應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的最上層實體。

• 對於複查者，您可以指派一或多個使用者或群組作為核准單位的「複查者」。
如果您選取個別使用者作為「複查者」，則所有使用者都必須執行「核准」動作，而且
必須遵循使用者的輸入順序進行核准。如果您選取一個 (或多個) 群組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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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指派核准單位複查者與擁有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如果您不要將相同的擁有者指派給所有的階段，請取消選取將擁有者複製到對應的
核准群組成員選項。

2. 執行動作：
• 從選取主要成員頁籤或主要與子階層選擇頁籤，按一下下一個或選取指派擁有
者頁籤以繼續定義核准單位階層。

• 選取工作流程，然後選取核准單位，以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3. 選取核准單位，然後在擁有者下方，按一下選取擁有者圖示以搜尋並選取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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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在複查者下方，按一下搜尋，並選取核准單位複查者。
複查者可以是個別使用者、單一群組或多個群組。選取使用者頁籤，將個別使用者
指派為複查者。選取群組頁籤，將單一群組或多個群組指派為複查者。

備註：
如果複查者是個別使用者，請以您要讓複查者依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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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您建立的複查者清單中，第一個複查者呈報核准單位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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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呈報途徑下方，按一下  以顯示該實體的核准單位呈報途徑、驗證其是否正
確，然後更正任何的錯誤。
對於待核准與鎖定的實體，該實體必須經過呈報途徑並到達途徑中的最後擁有者或
複查者。只有呈報途徑中的最後一個擁有者/複查者能夠核准或鎖定實體。

6. 選擇性：每當為核准單位執行核准動作時，請按一下在通知這些使用者下方的搜
尋，以選取要通知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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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收到通知，待通知的使用者必須在「使用者偏好設定」中設定電子郵件 ID 並啟用核准
通知。請參閱使用 Oracle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Cloud 中的「設定通知電子
郵件」。

7. 選擇性：針對其他核准單位重複這些步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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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派核准單位階層給案例
在您已定義您的「核准單位」後，您可以將「核准單位階層」指派給特定的「案例、年度與期
間」組合。只有中繼資料中有「核准已啟用」的「案例」才可供選取。

備註：
您只將一個「核准單位階層」指派給特定的「案例/年度/期間」。您無法將多個「核
准單位階層」指派給相同的「案例/年度/期間」。

請注意，當建立應用程式時，系統會自動建立「地理區總計」核准單位階層，並指派「實際」
案例的所有可能年度與期間。如果您正在建立新「核准單位階層」，並想要指派已指派給「地
理區總計」的「案例/年度/期間」，則建議您先將「案例/年度/期間」項目從「地理區總計」中
移除，然後再新增至新「核准單位階層」。
若要指派核准單位階層的「案例」、「年度」和「期間」組合，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指派。
3. 新增「案例」、「年度」和「期間」指派：

a. 在核准單位的動作欄中，按一下 。
b. 從案例欄下拉清單中，選取要與核准單位階層建立關聯的案例。
c. 從年度欄下拉清單中，選取要與核准單位階層建立關聯的年度。
d. 從期間欄下拉清單中，選取要與核准單位階層建立關聯的期間。
您可以一次選取多個期間，例如實際、FY19、一月、二月、三月等等。

e. 按一下確定。
隨即顯示新指派列。

提示：
若要移除指派，請按一下刪除 。

4. 按一下儲存，儲存指派並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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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才能編輯核准單位階層。
若要編輯核准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3. 選取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編輯。
4. 根據您想做的變更，選取適當的頁籤：
• 核准維度
請參閱設定核准單位階層。

• 主要與子階層選擇
請參閱選取核准單位階層成員。

• 指派擁有者
請參閱指派核准單位擁有者與複查者。

• 用法
請參閱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法。

5. 完成時按一下儲存。

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用法
核准單位階層可能具備相依性，例如案例、年度與版本指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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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狀況」頁籤可讓您檢視核准單位階層，以便您可以視需要查看和移除相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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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3. 選取核准單位階層，請按一下編輯，然後選取使用狀況，以檢視核准單位階層相依
性。

4. 選取表單，以檢視表單中的相關資料驗證規則，或選取核准單位指派，以檢視相關
的案例指派。
• 如果資料驗證規則是相關的，則會依據表單列示。按一下連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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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則，以取消其與階層之間的
關聯。

• 如果「案例」、「年度」和「期間」組合已建立關聯，它們會依照案例列示。
按一下連結，以在新的頁籤中顯示指派。然後您可以移除指派，取消其與階層
之間的關聯。

5. 如果您要移除相依性，請按一下使用情況頁籤上的重新整理，以重新整理清單。
6. 如果您要刪除核准單位階層，請重複這些步驟，直到移除相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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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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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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一到三作為核准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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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變更未與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
• 使用者已鎖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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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按一下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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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將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以避免在單一實體屬於多個
階層時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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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若要檢視同步化程序的狀態，請前往「工作」主控台。
「工作」清單包含正受到處理的每個核准單位階層的狀態，以及所有錯誤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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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與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
您可以刪除未被資料驗證規則或案例指派所參照的核准單位階層。「用法」頁籤顯示有
參照到階層的物件，可讓您在必要時解除它們與階層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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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照此階層的物
件。
若要刪除或重新命名核准單位階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核准單位。
3. 執行動作：
• 若要刪除，請選取要刪除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刪除。
• 若要重新命名，請選取要重新命名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重新命名，並
輸入新名稱。

4. 按一下確定。

匯出核准單位階層
當您匯出核准單位階層時，您可以建立一個檔案包含核准單位階層資訊，包括定義與指
派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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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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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單位階層可植入核准單位階層匯入檔案的內容，包括刪除與指派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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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程序一律使用「取代」模
式，這表示會先刪除核准單位階層的所有成員，再新增所指定的每個成員成為載入檔案
中的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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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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的「核准單位階層」已啟動，且您匯入的「核准單位階層」可能包含對所
指派實體的變更，則會導致錯誤。在您匯入「核准單位階層」檔案時，請確定未
透過執行「排除」啟動「核准單位階層」，這會將階層重設回「未啟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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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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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管理核准程序

管理員會管理核准程序，包括設定核准單位階層、將核准單位階層指派給特定的「案例、年度
與期間」、設定驗證規則，以及啟動複查程序。
請參閱啟動核准程序。
在核准程序期間，管理員會監視核准單位階層內各實體的狀態，並為這些實體執行核准動作。
「程序狀態」僅適用於管理員。其他使用者 (例如「超級使用者」和「使用者」)，從「首頁」
上的「核准」卡執行核准動作。請參閱《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手冊中的複查及
核准資料。
若要存取「程序狀態」頁面，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管理核准。
3. 從案例、年度和期間，選取有效的案例、年度和期間。
4. 按一下執行。
5. 從「檢視」功能表中選取程序狀態。

核准程序概觀
管理員可以設定核准程序來移轉資料所有權、提供複查控制及確保資料隱私權。
為了要複查，資料會組織成核准單位。核准單位是特定「案例」、「年度」、「期間」和「實
體」的資料組合。例如：
• Actual/FY18/Jan/Massachusetts

• 預算/FY19/二月/紐約
核准程序通常遵循下列步驟：
• 管理員設定核准單位階層。
• 管理員將「案例、年度與期間」組合指派給核准單位階層。
• 管理員啟動核准程序。
• 擁有者與複查者會根據呈報途徑呈報核准單位。
• 核准階層中的最後複查者核准此核准單位。它變更為「已核准」狀態。核准單位變成「已
核准」之後就無法再變更。

• 在結束週期之前，管理員可以選擇鎖定實體。

啟用核准
您必須先啟用中繼資料檔案中的「案例」維度，才能使用「核准」程序。當「已啟用核准」選
項啟用時，則可在「核准單位指派」畫面中選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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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啟用核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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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案例維度。
3. 按一下編輯成員特性。
4. 選取已啟用核准。
5. 按一下儲存。

設定 CbCR 的單獨核准
如果您使用「國別報告」，您必須建立單獨的「案例」，以便能夠讓您個別整合及鎖定
「目前備付稅款」與 CbCR 立方體，而不需要同時將兩者都鎖定。
必須建立兩個案例：
• 針對 Consol 立方體，帳面科目、外匯匯率及稅率會儲存在「備付稅款」案例中，
例如「實際」。

• 針對 CbCR 立方體，CbCR 特定資料會儲存在「CbCR 案例」中，例如
Actual_CbCR。案例名稱為「目前備付稅款」案例名稱加上 _CbCR 延伸。例如
Actual_CbCR 或 Forecast_CbCR。

備註：
當您將有 CbCR 案例自訂屬性附加到「備付稅款」案例 (實際) 時，系統
就會自動產生 Actual_CbCR 案例。

您在 Consol 案例中，輸入目前備付稅款的資料、外匯匯率及稅率。對於「CbCR 案
例」，只需要輸入 CbCR 資料。請勿在 CbCR 案例中載入帳面科目資料、外匯匯率或
稅率，因為系統已經根據「實際案例」成員載入這些資料。

備註：
升級時必須考慮一個因素。如果使用者想要啟用 CbCR 單獨核准處理程序的
案例中有歷史資料存在，則務必要「移轉」資料。此移轉會將所有歷史資料複
製至新的 CBCR 案例成員。

若要設定單獨核准處理程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首頁」依序選取「導覽器」和建立及管理，然後選取維度。
2. 從維度，選取 Scena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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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取現有的目前備付稅款「案例」(例如「實際」) 以產生 CbCR 案例，然後按一下編輯
。

4. 在「編輯成員」畫面上，選取屬性值頁籤。
5. 在可用的屬性值下，展開有 CbCR 案例自訂屬性。
6. 選取 CbCR_Scenario_Yes，接著按一下新增 以將屬性移至指派的屬性值中，然後按一下
儲存。
 

 

7. 在維度頁籤中，檢視新的「案例」，例如 Actual_CbCR。Consol 和 CbCR 立方體中同時
都會建立新的案例。驗證名稱，然後按一下儲存。

備註：
您無法選取特定的立方體。在「立方體」下，選取「所有立方體」。

8. 按一下重新整理資料庫  以重新整理所有立方體。
重新整理資料庫後，按一下完成。隨即會建立有效交集，以管理哪個「案例」成員適用於
哪個立方體。

9. 從「導覽器」，在應用程式下，按一下有效交集，
10. 選取案例與科目組合以驗證建立的有效交集，然後按一下取消以退出。有效交集會限制資
料輸入至立方體中的無效案例成員。「有效交集」是唯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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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選擇性：如果您在案例中有現有資料存在，請將儲存在現有「案例」底下的現有
CbCR 資料移轉至新建的「CbCR 案例」成員，如下所示：
a. 從「首頁」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組態。
b. 按一下單獨核准處理程序的 CbCR 資料移轉。
c. 從單獨核准處理程序的 CbCR 資料移轉對話方塊，按一下啟動。移轉會影響進
行資料移轉之所有交集的狀態。此工作根據資料量的多寡，可能耗時甚長。

d. 若要檢視移轉的資料，請從「首頁」選取 CbCR，然後選取表格 1。編輯以選
取新的 CbCR_ Scenario，然後選取套用。隨即顯示資料。

12. 若要整合歷史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從「首頁」中，選取 CbCR，接著選取資料輸入，然後選取表格 1。
b. 選取 CbCR 案例的 POV。
c. 在「表格 1」中，從動作選取 Consolidate_CbCR。
d. 按一下啟動。
e. 複查整合結果。隨即顯示「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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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若要轉換案例的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從「首頁」中，選取 CbCR，接著選取資料輸入，然後選取表格 1。
b. 選取 CbCR 案例的 POV。
c. 在「表格 1」中，從動作選取 Translate_CbCR。
d. 驗證檢視點，然後按一下啟動。
e. 驗證轉換的結果。

備註：
在 Consol 案例中，用於轉換的外匯匯率，與用於「備付稅款」的外匯匯率是一
樣的。例如，當您執行 Actual_CbCR 的轉換時，系統會使用「實際」案例的外
匯匯率。

14. 在整合、轉換與驗證資料之後，使用者可鎖定「CbCR 案例」資料。原始案例會保持解除
鎖定的狀態，而且可單獨整合和驗證「CbCR 案例」。

啟動核准程序
在您已定義「核准單位階層」並將它指派給特定的「案例、年度與期間」後，核准程序便會啟
動。只有管理員才可以啟動核准程序。啟動程序之後，核准單位會從某個複查者移到另一個複
查者，直到完成程序。
根據預設，核准狀態為「未啟動」。「啟動」程序會將核准單位狀態變更為「複查中」。
當您啟動核准程序時，系統會為「核准單位階層」內的實體啟動該程序。但相反地，當您啟動
基礎實體時，您可以分別地啟動各個基礎實體。
如果您啟動父實體，將會啟動其所有的子代。
在「啟動」程序後，各實體的目前擁有者會設定為呈報路徑中的第一個擁有者，如「目前擁有
者」欄中顯示。當核准單位在呈報途徑內呈報時，會相應地更新「目前擁有者」和「位置」。
管理員可以從「程序狀態」畫面中監視「核准單位階層」內各實體的狀態，並為這些實體執行
核准動作。
管理員可以透過選取要排除的特定實體，隨時重新啟動該程序。系統會清除該實體的所有核准
歷史記錄，且您可以再次選取「啟動」以重新啟動複查程序，這會將實體移至呈報途徑中的第
一個擁有者。
若要啟動核准程序，請執行下列動作：
1. 按一下導覽器圖示 。
2. 在工作流程下方，按一下管理核准。
3. 從案例、年度和期間，選取有效的案例、年度和期間。
4. 按一下執行。
在圓餅圖中，如果「核准單位階層」尚未啟動，您將會看見「無資料顯示」。

5. 從右上角的檢視下拉功能表中，選取樹狀檢視。
6. 選取核准單位，然後按一下啟動以開始核准程序。
7. 在該核准單位已啟動的確認訊息中，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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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核准狀態」變更為「複查中」。
如需所有「核准單位」層級與可用動作清單，請參閱使用 Oracle Tax Reporting
Cloud 中的「複查與核准資料」。

8. 選擇性：如果您想要重新啟動特定實體的核准程序，您可以選取排除將核准單位從
程序中移除，並將核准狀態重設為「未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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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
值會加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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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複查程序已啟動核准單位的「案例、年度與期間」後，實體的核准狀態為「複查
中」，且系統會根據為核准單位階層定義的呈報途徑將目前擁有者指派給實體。
在此階段，核准單位中只有擁有「寫入」存取權的目前擁有者可輸入或修改實體的資
料。
但是，其呈報途徑之內或之外任何擁有「讀取」或「寫入」存取權的人皆可檢視資料。
當在呈報途徑內呈報實體時，核准單位的目前擁有者會變更。實體已呈報至下個層級
後，雖然您繼續擁有該實體資料的「讀取」存取權，但再也沒有該資料的「寫入」存取
權。

建立核准單位註釋報表
管理員可以透過報告一組「案例」與「核准單位」成員的註釋，以檢查「核准單位」狀
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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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建立報表，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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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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核准單位頁籤，然後按一下註釋。

 

 

3. 從選取報表選項中，選取您要產生報表的案例、年度、期間與實體組合。如果選取自訂，
請按一下  成員選取器圖示選取自訂成員。

4. 從核准狀態中，選取要在報表中顯示的狀態。
5. 在畫面底部，按一下建立報表並選取要儲存報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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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報表，然而
您只會看到您有「寫入」存取權的核准單位。
核准狀態報表提供下列資訊：
• 核准單位
• 父項
• 狀態
• 上一個、目前及下一個擁有者
• 目前的位置
• 總計值
• 上次狀態變更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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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核准狀態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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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核准單位頁籤，然後按一下核准狀態。

 

 

3. 從選取核准狀態中，選取要在報表中顯示的狀態，或選取全部
4. 從篩選條件中，選取案例、年度與期間的維度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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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擇性：如果您想要篩選「核准單位」階層的子集，請選取核准單位階層。
6. 選擇性：選取目前位置的產生。
7. 選取報表的格式：
• XLSX

• PDF

• XML

• HTML

8. 在畫面底部，按一下建立報表並選取要儲存報表的位置。

資料驗證規則
若要實作商業原則與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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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資料表單內定義驗證規則，並可指定用於驗證核准單位的選項。
在核准程序中，只會為這些動作執行驗證：
• 呈報
• 核准
• 鎖定
• 解除鎖定
• 排除 (管理員動作；檢查以確定目前期間未鎖定)

當執行以下動作時，不會執行驗證：
• 簽核
• 凍結
• 取消凍結
• 拒絕
• 重新開啟
• 起始
• 取得所有權
• 傳回 (群組動作)

• 啟動 (管理員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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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驗證規則納入表單
在配置頁籤中，您可以新增和更新驗證規則至方格、欄、列或儲存格。處理規則時，可
以變更儲存格的顏色、在資料輸入期間提供驗證訊息給使用者，以及可以變更「核准」
單位的呈報途徑。驗證規則會儲存在表單中。
新增資料驗證規則之前，請務必考慮規則將執行的函數，並計畫規則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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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選取驗證規則，然後選取一個選項：

備註：
顯示的功能表選項是內容相關性的，而且會取決於是否已新增規則，以及
您之前是否已選取功能表選項。例如，若您在包含規則的儲存格上點選右
鍵並選取 複製驗證規則，則貼上驗證規則功能表選項會在其他儲存格上點
選右鍵時顯示。

表格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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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建置

器區域中新增或編輯現有規則。
複製驗證規則 複製選取的規則以貼到新位置。
貼上驗證規則 將之前複製的規則貼到新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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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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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頁面組合有任何「動態
計算」、「動態計算和儲存」、「僅標籤」
或「以一個子項儲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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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每個可能的值為核准單位維度的使用者變
數進行驗證

若有啟用，系統會以使用者變數的每個可能
值來取代核准維度中的使用者變數，以多次
驗證表單。若未啟用，系統會以使用者變數
的所有可能值取代使用者變數，以單次驗證
表單。預設為未啟用。

以目前核准單位成員作為值為使用者變數進
行驗證

若有啟用，在執行驗證前，會先以核准單位
成員取代表單上核准維度的使用者變數。若
未啟用，則會以使用者變數的所有可能值取
代使用者變數。預設為未啟用。

3. 建置並驗證規則。
4. 在表單中，按下一步繼續建置表單，然後驗證和儲存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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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定和解除鎖定實體
您可以在「核准」頁面上檢視鎖定狀態，以及鎖定和解除鎖定實體。您也可以在「資料狀態」
表單上檢視鎖定狀態與計算狀態。
在資料載入過程中，系統不會載入已鎖定的實體。如果實體已鎖定或核准，您無法提交、記
入、取消記入日記帳，或修改含有該實體的資料表單。
觀賞下列影片，以瞭解鎖定和解除鎖定程序的資訊：

 呈報、核准及鎖定資料
若要鎖定或解除鎖定實體，您必須建立包含您要鎖定之實體的核准單位階層。根據預設，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提供名為「地理區總計」的核准單位。
若要鎖定或解除鎖定實體，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在建立應用程式時，
將會對 "FCCS_Total Geography" 核准單位自動定義擁有者。擁有者和「服務管理員」相同。
您可以修改預設核准單位階層「FCCS_Total Geography」的擁有者資訊，前提是此擁有者是
擁有該核准單位階層中實體之「寫入」權限的有效「服務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
您不必為「FCCS_Total Geography」定義任何複查者，因為複查者是可省略的。
「FCCS_Total Geography」的所有子代都將會繼承與其父項之擁有者相同的擁有者資訊，除
非您為該核准單位階層中個別的實體選擇不同的擁有者或複查者。
如果您在「FCCS_Total Geography」以外的地方建立任何階層，您就必須為該階層定義有效
的擁有者。
鎖定實體
僅在滿足下列條件時，才能鎖定資料：
• 實體的計算狀態必須是「確定」、「無資料」或「系統變更」。您無法鎖定處於「受影
響」計算狀態的實體。

• 前一期資料必須鎖定。例如，您在「二月」期間只能鎖定已於一月鎖定的實體。
若要鎖定實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核准。
2. 選取「地理區總計」核准單位。
依預設，「地理區總計」核准單位的狀態維「未同步」，必須進行同步。

3. 按一下同步化圖示，以同步核准單位。

備註：
每次新增或移除實體並執行資料庫重新整理之後，必須重複此步驟。

4. 若要啟動核准單位，請按一下導覽器圖示，然後選取管理核准。
如果您未啟動核准單位，核准單位中的實體將保持「未啟動」狀態。

5. 選擇要啟動的「案例」、「年度」和「期間」，然後按一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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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從右方的「檢視」清單中，選取樹狀檢視。
7. 展開「地理區總計」，直到看見 FCCS_Total Geography 為止。

FCCS_Total Geography 處於「未啟動」狀態。
8. 按一下啟動，以啟動 "FCCS_Total Geography"。
接著，系統會將其及其所有子代移動到「解除鎖定」狀態。

9. 在「首頁」上，按一下核准。
10. 按一下已解除鎖定的核准單位。
11. 在「變更狀態」頁面，按一下變更狀態，將狀態變更為「已鎖定」。
12. 按一下完成。
如果在鎖定或解除鎖定過程中發生錯誤，「核准」頁面會在核准單位旁顯示「失敗」狀
態。按一下連結，以檢視詳細的驗證報表並解決錯誤。
解除鎖定實體
某一期的資料只有在下一期已解除鎖定的情況下，才能解除鎖定。例如，您在二月只能
解除鎖定已於三月解除鎖定的實體。
您可以選取解除鎖定或解除鎖定單一選項：
• 解除鎖定 - 如果您在父項實體上選取「解除鎖定」動作，系統會將該父項實體及其
所有子代都解除鎖定。

• 解除鎖定單一 - 如果您在父項實體上選取「解除鎖定單一」動作，系統只會將該父
項實體解除鎖定，不會將其子代解除鎖定。

當您解除鎖定實體並選取實體的擁有者時，可以是前一條呈報途徑的任何一位擁有者，
包括目前的擁有者。如果您為擁有者選取自動選項，新的擁有者會是實體的目前擁有
者。
若要解除鎖定實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核准頁面，按一下已鎖定的核准單位。
2. 在「變更狀態」頁面上，請從動作下拉清單選取選項：
• 解除鎖定 - 解除鎖定父實體及其所有子代
• 解除鎖定單一 - 僅解除鎖定父實體。

3. 按一下完成。
如果在鎖定或解除鎖定過程中發生錯誤，「核准」頁面會在核准單位旁顯示「失敗」狀
態。按一下連結，以檢視詳細的驗證報表並解決錯誤。
鎖定新實體
當您為階層新增實體時，系統會將鎖定實作為「同步」程序的一部分。新的實體會繼承
其父項在前一期間的鎖定狀態。系統會從父項在應用程式上遭到鎖定的第一個期間開始
檢查。如果父項遭到鎖定，新的實體也會自動鎖定。
系統會在下列條件滿足時鎖定實體。
• 新實體擁有「無資料」狀態，而非「未啟動」狀態。
• 新實體的父項「已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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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實體的前一期間「已鎖定」。
如果您不想讓新的實體遭到鎖定，就必須手動解除新實體的鎖定，而這也會讓父項解除鎖定。
當您新增實體之後，核准單位階層將會有「未同步化」狀態，因為您已經改變中繼資料。
如何將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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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列為未同步化的核准單位階層，然後按一下同步化。
系統會將應用程式中的所有核准單位階層同步化，以避免在單一實體屬於多個階層時發生
衝突。

3. 若要檢視同步化程序的狀態，請前往「工作」主控台。
「工作」清單包含正受到處理的每個核准單位階層的狀態，以及所有錯誤的詳細資料。

啟動實體的準則
如果某個實體是核准單位階層的一部分，且如果該核准單位階層已被指派給任何案例/年度/期
間的組合，則系統會認為該實體正在參與複查程序。
如果某個實體並非核准單位階層的一部分，且如果該核准單位階層沒有被指派給任何案例/年
度/期間，則系統不會認為該實體正在參與複查程序。
對於任何參與複查程序的實體來說，系統只會在實體已開始複查程序之後 (「整合」範本的狀
態為「已解除鎖定」，或是「由下至上」範本的狀態為「複查中」)，才允許將資料輸入實體。
而做這個檢查的目的，是為了要避免影響已鎖定的父項。因此，您將需要先啟動實體，才能為
實體輸入資料。
此啟動實體的準則適用於所有資料修改程序。這包括「透過資料表單和 SmartView 輸入資
料」、「資料載入」、「複製和清除資料」、「日記帳記入」、「補充資料過帳」、「整
合」、「轉譯」、和「按需規則計算」。
如果您因為正在載入歷史資料而尚未啟動實體，資料載入作業將會受到影響，因為系統會避免
輸入資料，直到實體啟動為止。如果您不希望在載入和調節歷史資料時開始複查程序，您可以
手動移除核准單位階層的核准單位指派。當您準備要鎖定實體時，將會需要手動新增核准單位
階層指派，並啟動複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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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稽核任務與資料

相關主題
• 稽核資訊概觀
• 設定稽核任務
• 檢視稽核詳細資料
•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稽核詳細資料

設定稽核任務
依預設，所有任務群組一律啟用稽核追蹤。您可以設定和變更任何任務群組的稽核選項。
若要對任務啟用任務稽核，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稽核。
3. 從稽核資訊頁面，按一下設定。
4. 從設定頁面，選取「任務群組」並按一下套用。
將會開始稽核選取的「任務群組」。

稽核資訊概觀
您可以使用「稽核資訊」功能，以檢視使用者執行的任務。您可以依「任務群組」(例如，中繼
資料管理、表單或資料)、「動作」(例如新增或修改)、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來篩選稽核任務。
您必須是「服務管理員」才能檢視和匯出任務稽核資訊。
依預設，系統會在任務稽核中記錄這些使用者活動：
• 資料 — 儲存格的值和詳細資料
• 中繼資料管理 — 新增成員或維度；移動、刪除和變更特性；將成員和維度重新命名
• 資料表單定義 — 建立、修改、新增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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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者管理 — 新增、變更和刪除使用者
• 安全性 — 對維度成員、表單和商業規則的存取權限
• 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 — 使用者對於清除儲存格詳細資料、註解和附件的選取項目
• 「複製資料」和「清除資料」詳細資料 — 使用者對於已複製和已清除之儲存格文字、附件
和資料的選取項目

• 核准 — 核准單位擁有者和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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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 — 替代變數和使用者變數：新增、變更和刪除
• 任務管理程式歷史記錄
• 稽核組態 — 任何會啟用或停用稽核選項的使用者變更
「稽核報表」頁面顯示下列資訊：
• 任務 — 任務名稱
• 時間 — 日期和時間
• 特性 — 稽核特性
• 動作 — 例如新增或修改
• 值 — 顯示任務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和詳細資料
任務管理程式稽核頁面會顯示「任務管理程式」相關物件的歷史記錄。已追蹤這些「任
務管理程式」物件：
• 警示
• 屬性
• 篩選 (僅限公用)

• 假日規則
• 清單 (僅限公用)，包括清單篩選條件和欄選擇
• 組織單位
• 排程
• 設定值
• 任務
• 任務類型
• 團隊
• 範本

補充資料稽核頁面會顯示與「補充資料」相關之物件的歷史記錄。下列是系統追蹤的
「補充資料」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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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集
• 收集間隔
• 資料收集期間
• 維度
• 篩選
• 表單
• 清單
• 設定值
• 範本

檢視稽核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任務稽核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稽核。
3. 選擇性：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稽核頁籤可檢視「任務管理程式」相關物件的歷史記錄。請
參閱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稽核詳細資料

4. 選擇性：按一下補充資料稽核頁籤，即可檢視與「補充資料」相關之物件的歷史記錄。請
參閱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稽核詳細資料

5. 依預設，稽核資訊頁面會顯示所有任務。若要篩選任務，請按一下篩選條件，然後選取篩
選準則：
• 任務群組 - 選取一或多個，或全部。預設值是「全部」。
– 如果您選取中繼資料管理，系統會顯示子群組清單，供您選取中繼資料的子任務：

* 全部
* 自訂維度
* 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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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
* 別名
* 期間
* 檢視
* 幣別
* 整合
* 案例
* 實體
* ICP

* 科目
– 如果您選取資料表單，系統會顯示子群組清單，供您選取表單的子任務：

* 全部
* 表單
* 表單資料夾

– 如果您選取資料，則會顯示交集方塊，供您輸入成員交集。您可以輸入完整
或局部成員交集，系統可以根據您指定的準則執行萬用字元搜尋。

• 動作 - 選取一或多個，或全部。
• 使用者 - 輸入使用者 ID。您可以輸入完整或局部使用者 ID 資訊，系統可以根據
您指定的準則執行萬用字元搜尋。

• 開始時間 - 按一下工作曆來選取開始日期。
• 結束時間 - 按一下工作曆來選取結束日期。

提示：
您可以選取清除，以清除您的選擇並恢復預設值。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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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筆記錄。您可以捲動來檢視所有記
錄。

7. 選擇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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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將所有符合篩選準則的記錄匯出成
CSV 檔案。

• 若要刪除稽核資訊，請按一下刪除。當您選取「刪除」選項時，系統會刪除所
有符合篩選準則的記錄。

最佳作法提示：排程定期封存與清除稽核日誌資料，例如，各季末。這可防止稽核
日誌資料在系統中隨著時間而成長。根據內部文件保留原則維護封存的稽核日誌檔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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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排定定期封存稽核資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自動執行 中的自動封存應用程式稽核記錄。

備註：
如果您使用文件的 PDF 版本：為了避免因為斷行和頁尾資訊而無法使用這些指
令碼，請從本主題的 HTML 版本複製它們。另請參閱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自動執行 中的關於複製範例指令碼。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稽核詳細資料
若要檢視任務管理程式稽核詳細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稽核。
2. 選取任務管理程式稽核頁籤。同樣地，選取補充資料稽核頁籤。
3. 選擇性：若要搜尋物件，請在搜尋文字方塊中輸入搜尋準則。
4. 選擇性：從「篩選」列中的這些類別選取篩選準則：
• 物件
• 名稱
• 欄位
• 修改時間
• 修改者
• 修改

備註：
若要隱藏篩選列，請按一下篩選圖示 。若要清除所有篩選，請按一下篩選列
右側的  圖示。

5. 若要顯示所有欄，請依序選取檢視、欄及顯示全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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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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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選擇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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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佳作法是手動匯出和刪減稽核表格。否則表格大小會變得太大，而讓使用者無法登入應
用程式。

第 32 章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稽核詳細資料

32-5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epma/sample_fcc_tr_archiving_script_1.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cepma/epm_automate_examples_copy.html


備註：
• 稽核資訊會保存 6 個月。如果您存取稽核資訊的期間會超過 6 個月，
請下載並保存一份稽核記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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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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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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類型
一般使用者、系統自動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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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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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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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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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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啟用電子郵件通知。請參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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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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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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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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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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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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是管理員，可以查看系統中所有可用的任務以及處理任務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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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
若要檢視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的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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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例任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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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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顯示更多列，請從右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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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清單檢視
「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也可以選取發布，使專用清單檢視可供其他使用者使用。按一下
篩選列右側的篩選條件圖示，選取管理篩選條件，然後按一下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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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按一下搜尋欄位旁的顯示篩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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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然後設定要使用的篩選條件，以使用篩選功能存取特定任務清單。您也可以建立/
新增篩選條件、儲存、刪除和管理您的篩選條件。
新增篩選條件
若要新增篩選條件：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的排程任務。
3. 在排程任務視窗中，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
4. 從 POV 篩選列下拉清單選取篩選條件，例如，警示。

5. 選取必要的運算子與值；例如，等於和是。
儲存篩選條件
設定您要儲存的篩選條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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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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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會注意到畫面上現在顯示名為 My_Filter 的新儲存篩選條件。

第 33 章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33-6



Note:

• 您可以按一下每個個別的篩選條件，啟用您建立的篩選條件。
• 若要清除並重設所有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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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管理篩選條件選項，在您建立的篩選條件上執行動作。

篩選條件視窗提供下列選項：
• 按一下
以新增篩選條件。
– 輸入篩選條件名稱和描述 (選擇性)。
– 選取篩選類型 (警示、排程或範本)。

– 若要定義篩選條件，請選取建立條件或建立條件群組。

–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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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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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管理或重新排序篩選條件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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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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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ar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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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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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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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顯示警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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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建立全球整合憑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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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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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按一下新增同層級。
4. 在特性頁籤上，輸入：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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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識別移轉用途之交易的唯一 ID。
「組織單位 ID」在組織單位設定完成之後即無法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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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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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時區：決定套用至組織單位的時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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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套用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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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一下搜尋使用者，然後選取使用
者、群組 或團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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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導覽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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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範例需要預先存在的父項組織單位
「Americas」、假日規則「US」，以及檢視者「fm_use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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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一個選項：
– 取代：將「組織單位」詳細資料取代為您要匯入之檔案中的「組織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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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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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逗號、定位符號或其他。
4. 按一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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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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假日規則 ID 為強制性，而且必須是
唯一的。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50 個字元。名稱 不需要是唯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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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
選取了，系統篩選表格，只顯示與所選年度相關聯的日期。

6. 若要指定假日，請在假日區段中，按一下匯入 ( ) 以匯入假日清單，或按一下新
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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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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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取假日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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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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搜尋圖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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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假日區段上方，按一下匯入 。
6.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導覽至 CSV 匯入檔案。
7. 對於匯入類型，請選取一個選項：
• 取代：將假日日期取代為您正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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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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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逗號、定位符號或其他。
10. 按一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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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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編輯。

• 名稱：名稱最多可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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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
選取了，系統篩選表格，只顯示與所選年度相關聯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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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更組態設定值
另請參閱：
• 允許刪除註解
• 允許刪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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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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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顯示工作清單與歡迎面板中的近期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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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根據預設，電子郵件通知未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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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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輸入電子郵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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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員若選取此核取方塊，使用者就能自訂個人電子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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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要傳送排定電子郵件的期
間。此設定值會在每個使用者的個別時區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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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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通知我的選項：
• 立即：例如，對於狀態變更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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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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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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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較低層級置換設定 (例如，將通知類型設定為每隔 2 小
時，並將其中一個「條件」置換為一天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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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管理員停用服務中的電子郵件通知，則通知會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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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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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有使用者定義所有「任務管理程式」通知的預設
值。
延遲通知選項
Table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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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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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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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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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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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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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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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到期日提醒通知類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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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Cont.) 到期日提醒通知類型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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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取檔案上傳大小上限 (MB)：決定使用者可以上傳的附件檔案大小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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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系統設定值頁面中，按一下控管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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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1 到 10 的值。
• 選取檔案上傳大小上限 (MB)：選取從 5 MB 開始，每次遞增 5 MB 的值，上限為 100

MB。
5.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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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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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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以受指派
人或核准者身分開啟的任務：
• 不允許：這是預設選項，在已提交或核准開啟的任務後，受指派人或核准者無
法變更該任務的工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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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已核准任務的核
准者，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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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已關閉的任務：
• 不允許：這是預設選項，使用者將無法重新開啟已關閉的任務。
• 允許最終核准者：僅允許最終核准者重新開啟及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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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將工作流程傳回給自己。
• 允許所有受指派人與核准者：允許任務受指派人與核准者重新開啟及將工作流
程傳回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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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慧型檢視中指定任務顯示
從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啟動「任務管理程式」任務時，您可以選取要顯示的欄 (例
如，任務屬性)，以設定「任務管理程式」任務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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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欄選擇下，從可用清單中選取要顯示的欄，然後按一下新增方向鍵將其移至已選取欄，
或者按一下移除來移除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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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工作清單與歡迎面板中的近期任務
身為管理員，您可以決定在「工作清單」和「歡迎面板」工作流程中僅顯示「目前任務」，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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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也能選擇使用描述 (預設) 或依照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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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管理員」屬性之數目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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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新建，然後在特性頁籤中指定下列特性：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備註：
您可以利用自己先前使用並刪除的名稱來建立物件。先前已連結至已
刪除物件的所有物件，都將會與新的物件相關聯。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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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允許介於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間的值。對於總計，請指定屬性
的總計方法：
* 無 (預設)：不計算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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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資料的列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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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指定 3 到 50 行的行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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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的值 (17 位數及 9 位小數)。按一下格
式，然後選取數字格式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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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此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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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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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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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定義計算屬性：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
2. 按一下左邊的屬性頁籤。
3. 按一下新建，在特性頁籤中輸入屬性的名稱，然後選取屬性類型。
4. 選取計算選項。
5. 在計算頁籤上，選取某個計算類型。
您可以從下列計算類型選取。可用類型是由屬性類型 (文字、整數等等) 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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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計算 (If – Then – Else)

• 指令碼：任意格式指令碼計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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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格式的計算方程式。您可以使用新增屬性和新增函數：
• 新增屬性：選取屬性，然後將屬性插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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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數字小於零，則會傳回該數字的正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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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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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長度：使用文字值作為參數並傳回整數，傳回值為文字的字元數。如果值為空白/空值，計
算將傳回 0。
Length ({<attribute>})
範例：LENGTH("Value") 會傳回 5，而 LENGTH({Name}) 會傳回物件名稱的字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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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wer：將某個數字提高作為另一個數字的指數次方。
POWER(x,y) 其中 x=BASE NUMBER 而 y=EXPONENT，而且 x 和 y 可以是屬性或計
算，只要它們是數值即可。
範例：POWER(3,4)=81

備註：
分數值會將數字約簡至其根。例如，POWER(27, 1/3) = 3 立方根。
負數值將執行指數計算的倒數。例如，POWER(2, -2) = 1 / (2^2) =
1 / 4 = .25。

• 捨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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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來尋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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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清單中看到的屬性。根據預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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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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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為任務管理程式管理團隊

團隊由「擁有者」、「受指派人」、「核准者」及「檢視者」角色定義和佈建。接著將角色指
派給「團隊」，而不是針對任務對指定的使用者指派這些角色。「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
可以新增、編輯和刪除團隊。

備註：
您最多可以把單一使用者直接或間接指派給 1,000 個團隊。

相關主題：
• 為任務管理程式新增團隊與成員
• 為任務管理程式編輯團隊與成員
• 搜尋和篩選團隊與成員
• 刪除團隊和移除成員
• 管理備份指派
•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要求重新指派

為任務管理程式新增團隊與成員
若要新增團隊和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
2. 按一下存取控制。
3. 按一下團隊圖示。
4. 按一下新增。
5. 在定義團隊畫面中，針對每個團隊輸入：
• 名稱
• 描述
• 選取任務管理程式頁籤，然後對團隊選取一或多個角色：
– 管理員
– 超級使用者
– 使用者
– 檢視者

• 若要新增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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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成員下，按一下  新增。
b. 輸入部分或完整名字、姓氏，或按一下搜尋，以選取名稱。
c. 在搜尋結果區段中，按一下新增或全部新增，以將選擇新增至已選取清單。
d. 按一下確定。

6. 在「團隊」對話方塊中，選取主要使用者，將任務預設為具有「已認領」狀態的該
使用者。

備註：
其他團隊成員接著可以認領任務。

7. 按一下確定。

為任務管理程式編輯團隊與成員
您可以編輯「任務管理程式」的團隊和成員，還能檢視及變更目前的團隊指派。「任務
管理程式使用者」清單會顯示使用者所屬的組織、使用者擁有的角色，還提供了存取權
限的變更方法。
如何編輯「任務管理程式」的團隊或成員：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存取控制。
2. 按一下團隊圖示。
3. 選取團隊，然後按一下編輯 。
4. 編輯團隊和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
5. 按一下確定。
6. 選用：若要檢視使用者所屬的團隊，請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頁籤。
「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清單會顯示名稱、使用者登入 (使用者 ID)、狀態 (「可
用」或「無法使用」)，以及該使用者所屬的團隊清單。

7. 按一下編輯，即可編輯使用者或團隊資訊。

搜尋與篩選團隊和成員
您可以使用搜尋欄位和篩選選項來控制出現在團隊和成員清單中的記錄。
若要搜尋團隊或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存取控制。
2. 按一下管理團隊頁籤。
3. 若要搜尋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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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於和結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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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使用下列類別來篩選團隊：名稱、描述、建立者、建立時間、上次更新者或上次更
新日期。

備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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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團隊和移除成員
下列準則適用於刪除在範本或排程中使用的團隊：
• 如果已經對團隊指派範本中的一個任務，則無法將其刪除。若要刪除團隊，請先從已指派
該團隊的所有任務中移除團隊。

• 如果在排程任務中使用團隊，則允許刪除。即使沒有新任務可以使用團隊，排程任務仍可
以看到團隊。

若要刪除團隊或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存取控制。
2. 按一下團隊圖示。
3. 若要刪除團隊，請選取團隊，按一下刪除，然後從確認提示中，按一下是。
4. 若要移除成員，請按兩下團隊名稱，接著在編輯團隊對話方塊上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移
除。

5. 按一下確定。
6. 在管理團隊中，按一下關閉。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
您可以使用存取控制下的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存取系統上使用者的相關資訊。下列欄位可以
用作「使用者清單」上的欄或篩選。
您可以決定想要顯示的欄，以及篩選清單，然後匯出為 csv 或 Excel 格式。
若要查看使用者的詳細資訊，請按兩下使用者名稱，便會顯示使用者詳細資料對話方塊。
• 名稱 - 使用者的完整名稱。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 上次登入 - 上次使用者登入的日期和時間。
• 時區 - 設定於個別使用者之使用者偏好設定中的時區
• 組織 - 使用者獲指派的組織清單。
• 表單整合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整合者。這包含使用「群組」
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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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核准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核准者。這包含使用
「群組」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 表單籌備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籌備者。這包含使用
「群組」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 任務核准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在任何「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中為核准者。這
包含使用「群組」和「團隊」的備份指派和間接指派。

• 任務受指派人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在任何「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中為受指派
人。這包含使用「群組」和「團隊」的備份指派和間接指派。

• 工作流程角色 - 任務或表單中指派給使用者的角色 (任務受指派人、表單核准者 1、
任務檢視者等)。

• 角色 - 使用者獲指派的最高外部角色。
• 電子郵件 - 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 群組 - 使用者所屬的群組清單。
• 團隊 - 使用者所屬的團隊清單。預設選取的欄。
• 狀態 - 使用者狀態 (可使用或無法使用)。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 使用者登入 - 使用者 ID。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範例

按一下清除設定值，便會將此使用者的下列項目回復為預設值：
• 在儀表板和大多數「管理」對話方塊 (例如「管理屬性」對話方塊) 上選取的欄
• 儀表板中的排序
• 在儀表板中套用的篩選條件
• 儀表板上各種開關與控制項的狀態
• 匯入對話方塊的預設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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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備份指派
只有在主要使用者而非團隊或群組為指名的使用者時，您才可以為「受指派人」和「核准者」
角色指派備份。
• 受指派人：對於基本任務 (未自動執行的任務)

• 核准者：對於基本和已自動執行的任務

備註：
管理員無法備份範本、排程和任務上的擁有者指派。

若要指派任務的備份，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您要為其指派備份的任務。
2. 選取工作流程頁籤，然後同時選取受指派人和備份使用者。
3.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要求重新指派
重新指派要求只能夠由明確指派主要工作流程角色的使用者 (以指定使用者的身分) 起始。無法
針對備份角色或指派主要角色的「團隊/群組」成員提交它們。
「受指派人」和「核准者」可以對一或多個任務的受指派人或核准者指派提出異議，方法是提
交要重新指派任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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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求重新指派
已選取或已選取和未來之任務的工作流程角色。這些要求需要核准。「管理員」和排程/範本
「擁有者」仍可以使用「編輯任務」對話方塊重新指派任務，不需要核准。
若要要求重新指派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選取左邊的排程任務頁籤。
3. 從動作，選取要求重新指派。

4. 如果您知道重新指派的使用者，請啟用  目標使用者，然後輸入或搜尋名稱。

備註：
如果您不知道新使用者，請提交要求而且不指定使用者的名稱。

5. 藉由下列選項重新指派任務：
• 已選取任務可重新指派排程任務
• 已選取與未來任務可針對來源範本中的排程任務和對應任務重新指派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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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重新指派的正當理由。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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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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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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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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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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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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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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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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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排程時置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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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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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URL 名稱；例如，https://www.oracle.com 和 Oracle，然後按一
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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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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必要，您可以在名稱欄位中重新命名附件。如果您拖放多個附件，可
以一次上傳多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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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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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增問題對話方塊的問題中，輸入該問題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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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度上限應少於 4,000 個字元。
對於行數，請輸入介於 3 到 50 行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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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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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希望自訂屬性包含附件區段，請選取附件。
• 數字：選取格式選項，以置換系統設定值的偏好設定區段中設定的預設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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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000 到 1000000000000 中選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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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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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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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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定義的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
• 類型：此欄位無法編輯；它是由「屬性」所植入。
•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相關聯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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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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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方塊或任何儀表板、清單檢視或報表中看
不到此屬性。

– 允許編輯：能夠新增、變更和移除屬性的值，但受限於可編輯性規則。
– 必要：屬性需要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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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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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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已符合指定的條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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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會自動提交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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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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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避免任務核准規則中，定義給核准者的選擇性訊息。
– 給受指派人的訊息：在避免任務提交規則中，定義給受指派人的選擇性訊息。

• 核准者層級：針對特定規則，選取所有層級的規則或選取「核准者」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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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自動核准任務規則和避免任務核准規則必須設定核准者層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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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和值的行為如同在現有的進階篩選功能中一樣。

• 對於篩選任務，請指定應選取其條件的任務：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提供任務 ID。

備註：
當您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額外的資訊會新增至稽核日誌。您可以在歷
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檢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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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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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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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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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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依序選取檢視、重排欄。選取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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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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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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日期、描述、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日期和使用者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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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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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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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將「任務類型」的定義完全取代為匯入檔案中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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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逗號、定位符號，或選擇其他，為其他分隔符號指定
任何單一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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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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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匯出。
4. 在匯出任務類型對話方塊中，從下列匯出選項中選取：
• 對於列，請選取所有任務類型或選取的任務類型。
• 對於格式，請選取格式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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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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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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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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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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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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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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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組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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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已啟用此選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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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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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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輸入 URL 名稱；例如：http://www.oracle.com 和 Oracle，然後
按一下確定。

若要將參照檔案或 URL 一次新增至多個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導覽至範本主頁面。
b. 您可以複選 (醒目提示多個列，或使用 SHIFT 鍵選取多個列)，然後依序按一下動作、
新增參照、檔案或 URL。

您也可以使用新增附件對話方塊中的拖放功能新增一或多個附件。如有必要，您可以在名
稱欄位中重新命名附件。如果您拖放多個附件，可以一次上傳多個附件。
您必須存取新增附件對話方塊，才能正確地拖放附件。

3. 在範本區段中輸入必要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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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6 章
建立任務範本

36-3



備註：
只有具備任務檢視者角色的使用者才能回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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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或團隊搜尋，請按一下搜尋使用者，然後選取使用者、群組或
團隊。

6. 輸入完整或局部使用者名稱，然後按一下搜尋。
7. 若要明確地識別使用者，請按一下進階，然後輸入使用者 ID、電子郵件地址或描
述。

8. 從搜尋結果清單中，選取使用者，然後將其移至已選取窗格。
9. 如需使用者的其他詳細資料，例如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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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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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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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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欄位無法編輯；它是由「屬性」所植入。
6. 對於值，視屬性而定，從下拉清單中選取屬性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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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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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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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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包括識別內嵌範本的欄。
• 內嵌：內嵌在目前範本中的範本清單。如果無，則為空白。
• 內嵌：內嵌至目前範本的範本清單。如果無，則為空白。
依預設，不顯示這些列，但可以從「檢視」功能表中使用這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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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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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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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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符合指定的條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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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提
交任務」會執行。「自動提交任務」規則會顧及前置任務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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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當任務缺少參數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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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開啟範本。
4. 選取規則頁籤。您可以檢視下列關於與範本相關聯之規則的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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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規則頁籤中，按一下新建或編輯並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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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則：選取規則。

備註：
當您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額外的資訊會新增至稽核日誌。您可以
在歷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檢視變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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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所有層級或選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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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條件相關聯之條件的
唯讀版本。

– 建立篩選條件：條件 區段已啟用，您可以按一下建立條件或建立條件群組
以指定條件。
結合、來源、屬性、運算子和值的行為如同在現有的進階篩選功能中一樣。

• 篩選任務：指定應選取其條件的任務：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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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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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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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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方塊中開啟和使用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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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以下任一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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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務管理程式」範本的工作數量上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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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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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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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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任務的定義取代為匯入檔案中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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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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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要匯入的檔案名稱，或按一下選擇檔案以尋找檔案。
6. 選取匯入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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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代：將任務的定義取代為匯入檔案中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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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逗號或定位符號。選取其他，將任何其他單一字元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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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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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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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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ority 任務優先順序 (高、中、低) 文字查閱
StartDate 開始日期，以範本日表示 (例如，-5、

0、1、12)
用於排程時，開始日期必須為您地區
設定格式的工作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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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日期必須為您地區
設定格式的工作曆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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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自動任務) 數字
Ow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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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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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 ID 描述 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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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rVal# 屬性值，例如「紅色」。最多 255 個

字元。
文字

AttrDisplay 對使用者 (在任務動作對話方塊中) 顯
示屬性

布林值

Param# 參數名稱 文字查閱
ParmVal# 參數值 文字
父項 任務父項的任務 ID 任務 ID

Predecessor# 前置任務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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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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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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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要匯出任務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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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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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變更指派作業，而不用手動搜尋，再開啟個別任務加以
編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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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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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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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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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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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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在「編輯範本」對話方塊中從範本建立排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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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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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 API for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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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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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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右側的動作圖示 ，然後選取建立排
程，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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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組織單位
選取下列其中一項︰
* 使用任務值：從「組織單位」中選取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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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未指派組織單位給任務，也未使用「置換工作日」功
能，則應用程式會使用下列預設值：星期一 – 星期五為工作日，星期六
和星期日為非工作日。

– 日期對映：對於您想要修改日期指派的每個範本日，請在日期欄中輸入新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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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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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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依據範本名稱或狀態，為驗證結果清單排
序。
如何手動驗證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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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範本中，選取一或多個要驗證的範本。
4. 按一下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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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發生錯誤，驗證結果會顯示「範本有效」的訊息如果發生錯誤，則會顯示
該錯誤的詳細資料。
 

 

檢視任務管理程式範本
在「範本」對話方塊中，您可以指定要為「範本」清單顯示哪些欄或顯示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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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依序選取檢視、重排欄。選取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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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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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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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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出現確認提示時，按一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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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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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看這些影片以深入瞭解如何建立任務。

 建立任務
下列教學課程包含建立任務的其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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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務管理程式檢視、更新和新增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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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設定任務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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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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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任務 (必要)。任務 ID 在範本或排程內必須是唯一的。您可輸入

80 個以內的字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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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您用來建立組織的模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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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放大鏡並選取「任務類型」(必要)。
• 對於優先順序，請從下列選項中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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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
–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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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端。

3.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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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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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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
端。

3.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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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URL 名稱；例如，https://www.oracle.com 和 Ora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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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若要將參照檔案或 URL 一次新增至多個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導覽至「任務」頁面。
b. 您可以複選 (醒目提示多個列，或使用 SHIFT 鍵選取多個列)，然後依序按一
下動作、新增參照、檔案或 URL。

備註：
您也可以使用新增附件對話方塊中的拖放功能新增一或多個附件。如有必要，您
可以在名稱欄位中重新命名附件。如果您拖放多個附件，可以一次上傳多個附
件。
您必須存取新增附件對話方塊，才能正確地拖放附件。

3. 另請參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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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端。

3.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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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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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無法將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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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選取將受指派人指派給具名的使用者或 Shar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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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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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指派主要「受指派人」使用者，可以指派被授權為「受指派
人」的備援使用者：
a. 按一下備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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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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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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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檢視任務歷史記錄

新增任務問題
備註：
自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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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回應問題。

若要新增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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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
端。

3.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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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超過 2000 個字元。
6. 對於類型，請從下列選項中選取：
• 日期
• 日期/時間
• 整數：輸入介於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 之間的值。
• 清單：輸入問題的有效回應清單 (最多 255 個字元)。
• 多行文字：輸入 3 到 50 行的行數。最多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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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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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隔符號 (例如，1,000.00)，請選取千位分隔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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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可輸入 4000 個字元。
• 使用者
• 是/否

7. 指派角色 (受指派人、核准者、擁有者、檢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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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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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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設定任務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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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從「檢視者」清單中移除使用者，請選取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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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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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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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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按一下任務頁籤。

備註：
如果您已啟用 Redwood 體驗，則任務頁籤會顯示在頁面底部而不是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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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基本。
b. 若要調整搜尋，請按一下新增欄位，然後選取搜尋欄位；例如：執行類型、開
始日期、結束日期。

c. 從每一個條件清單中，選取條件。
d.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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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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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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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輸入下列資訊：
• 屬性：從定義的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
• 類型：此欄位無法編輯；它是由「屬性」所植入。
•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相關聯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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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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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和移除屬性的值，但受限於可編輯性規則。
– 必要：屬性需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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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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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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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已符合指定的條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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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使用任務規則，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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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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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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哪些條件會觸發要套用的規則。

備註：
當您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額外的資訊會新增至稽核日誌。您可以在歷史記錄
頁籤和稽核報表檢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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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適用於進階篩選的條件：結合、來源、屬性、運
算子和值。

7. 在篩選任務下，選取應套用條件的任務：目前任務、任何前置任務、特定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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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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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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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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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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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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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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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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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所有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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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執行強制關閉) 的目的是防止後續任務繼續，
讓程序繼續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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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2. 選取任務，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匯入任務。
3. 按一下瀏覽，尋找匯入檔案。
4. 選取匯入類型：
• 取代：將任務的定義取代為匯入檔案中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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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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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之檔案位置的地區設定日期格式。

6. 為匯入檔案選取檔案分隔符號：逗號或 Tab。選擇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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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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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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擁有
使用者安全性權限，「格式」選項依預設為格式化資料 (僅可視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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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指派人或核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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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圖示隨即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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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進行下列
選擇：
• 屬性：從定義的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
• 類型：這個無法編輯的欄位是由「屬性」所植入。
• 值：選取與屬性類型相關聯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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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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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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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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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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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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任務
您可以使用檢視來移動任務。例如，您可以「甘特圖」檢視中移動任務。
若要移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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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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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並選取動作，或從主工具列中按一下動作，然後選取：
• 剪下：剪下任務並儲存至剪貼簿。
• 複製：複製任務並儲存至剪貼簿。

3. 在任務上按一下滑鼠右鍵，然後選取貼上，或從主功能表工具列中按一下動作，然
後選取貼上。
此時會開啟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可讓您變更貼上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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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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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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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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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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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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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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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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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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名稱核取方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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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關係：唯讀的欄位，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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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2. 選取某個已關閉的自動化任務，並按一下編輯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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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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視需要更新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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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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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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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准或拒絕任務
若要核准或拒絕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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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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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要求重新指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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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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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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執行強制關閉) 的目的是防止後續任務繼續，讓程序繼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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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後續任務會停留在「擱置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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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啟動後續任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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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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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頁」中，按一下任務，然後按一下排程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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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項允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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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立即動作，例如執行已開啟的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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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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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補充資料表單：用於傳送電子郵件；適用於動作電子郵件和延遲電子郵件。動作電子
郵件僅於目前工作流程負責使用者的到期日未過時傳送一次，延遲電子郵件則於目前負責
使用者執行任務前的每天上午 5.20 傳送。如果後續工作流程使用者的到期日也過了，則即
使他們目前不負責表單，也會收到通知。

Note:

– 如果工作流程使用者是團隊/群組，並且未由任何使用者認領，則會將電子郵
件傳送給團隊/群組的所有使用者。此選項也會將電子郵件傳送給該群組/團
隊的所有使用者 (即使在認領之後也是如此)。

– 此選項也會觸發其開始日期為資料收集特定日期的表單。

服務管理員也可以從服務卡手動執行此服務。
• 系統維護：指任務管理程式在任務中例行執行的動作 (例如，使用者同步處理程序和資料
庫清除作業)，與在雲端層級執行，稱為「每日維護」的動作不同。依序按一下「工具」、
「每日維護」即可存取「每日維護」，包含在測試或生產環境的雲端中執行的運作維護和
備份快照等動作。

• 任務電子郵件通知：用於通知使用者已將工作指派給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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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使用應用程式 → 組態 → 設定值 → 系統維護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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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於每個開啟以及未來有任務的排程。此選項會檢查是否需要在排程
中開啟任何任務。

• 任務狀態更新：執行和監控處理自動執行任務的背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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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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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入或部署的排程之數目上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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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排程被刪除時，會以電子郵件通知排程擁有者和檢視者。
• 當受指派人或核准者要求重新指派時，會將立即重新指派要求通知傳送給管理員
和排程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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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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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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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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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新增早於或晚於初始日期範圍的任務，且
特性會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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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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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派為基準的日期

• 擁有者：使用預設擁有者或按一下選取擁有者 。
• 狀態

備註：
狀態欄位在儲存新排程之前不會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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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按一下其他頁籤；將會儲存所有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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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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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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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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輸入 URL 名稱；例如，https://www.oracle.com 和 Oracle，然後按
一下確定。

若要一次新增參照檔案或 URL 至多個排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i. 導覽至排程主頁面。
ii. 您可以複選 (醒目提示多個列，或使用 SHIFT 鍵選取多個列)，然後依序按一下動
作、新增參照、本機檔案或 URL。

您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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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適當地拖放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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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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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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依照使用者、群組或團隊來搜尋，請按一下搜尋使用者按鈕，然後選取使用
者、群組或團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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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或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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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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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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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拉清單中選取屬性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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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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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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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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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確定，或按一下規則頁籤；將會儲存所有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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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已符合指定的條件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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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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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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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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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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在規則頁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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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所有層級選取規則，或選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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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算子和值的行為如同在現有的進階篩選功能中一樣。

• 對於篩選任務，請指定應為其選取條件的任務：
– 目前任務
– 任何前置任務
– 特定任務 (提供任務 ID)

備註：
當您對規則定義進行變更時，額外的資訊會新增至稽核日誌。您可以在歷
史記錄頁籤和稽核報表檢視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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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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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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取清單中排程右側的動作，然後選取檢視。
• 醒目提示排程，然後按一下檢視圖示。
• 在醒目提示的排程上按一下滑鼠右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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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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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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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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要匯入的檔案名稱，或按一下選擇檔案以尋找檔案。
5. 選取匯入選項：
• 取代：將任務的定義取代為匯入檔案中的定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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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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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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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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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選擇性：選取保留附件，以保留與正遭到取代之任務相關聯的所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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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逗號或定位符號。選取其他，將任何單一字元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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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指出排程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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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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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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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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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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啟排程。
4. 選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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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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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重新指派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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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輸入您要重新指派任務之使用者的搜尋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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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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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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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已
執行完畢，並顯示排程名稱及已執行的使用者重新指派作業總數。

授權程序自動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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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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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從
「工作清單」授權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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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左側的排程頁籤。
3. 選取排程。
4.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授權任務。
系統會顯示所選排程的使用者選擇清單與未授權任務的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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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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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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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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尚未在作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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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執行的工作排程已開啟。可執行排程中的任務。
• 已關閉：排程已不在作用中，但可能需要執行一些後續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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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序按一下動作、設定狀態，或選取設定狀態下拉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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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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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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修改日期：修改的日期
• 修改者：修改排程的使用者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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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依據排程名稱或狀態來為結果排序。
如何驗證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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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沒有發生錯誤，驗證結果會顯示「排程有效」的訊息如果發生錯誤，則會顯示該錯誤
的詳細資料。

鎖定排程
您可以鎖定排程讓使用者無法進一步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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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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清單中排程右側的動作圖示，然後選取設定狀態，或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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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程，請選取動作，然後選取設定狀態，
或從設定狀態下拉清單中，選取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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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若要重新排序欄，請依序選取檢視、重排欄，選取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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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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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以新增其他篩選條件：建立者、建立日期、基準日期、描
述、上次更新者、上次更新日期、組織單位、擁有者和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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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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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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您可以啟用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來包含 EPM Cloud 和其他外部應用程式內的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可讓使用者合併業務流程內的整合任務。這樣可透過自動化手動任務或包含內嵌
應用程式頁面或連結來簡化程序。
若要管理任務管理程式整合，您必須具有「服務管理員」角色。
任務管理程式支援下列整合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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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這些應用程式網頁會在任務中顯示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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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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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監控任務是被動的任務。它不會起始任何動作，但會監控等待某動作或狀態發生的其他應
用程式。一旦動作或狀態發生，就會將該任務標示為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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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 EPM Cloud 服務的整合。

• 雲端整合：Oracle Cloud ERP。請參閱使用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管理整合。
• 內部一般使用者和事件監控整合。請參閱使用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管理整合。
•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總帳、應付帳款，和應收帳款整合。請參閱使用雲端和
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管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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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與 EPM Cloud 服務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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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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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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Tax Reporting

若要深入瞭解如何設定整合，請參閱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先建置整合。
若要深入瞭解有哪些可用的一般使用者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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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自動化整合，請參閱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先建置整合
確定您備妥必備條件並遵循下列步驟設定任務管理程式與其他 EPM Cloud 服務之間的
整合。
必備條件
若要建立 EPM Cloud 服務間的整合，您必須取得要與其整合的 EPM Cloud 服務訂閱。
建立整合類型與任務類型
若要新增 EPM Cloud 整合，可將連線新增至其他 EPM Cloud 服務，然後部署整合和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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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一下建立以建立新連線：
– 若使用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請選取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
– 若使用所有其他 EPM 服務，請選取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提供者。
• 指定「EPM 連線」連線的名稱。例如，與 Tax Reporting 整合時，可能的連線
名稱會是 TRCS 。

• 指定連線 URL。
• 指定使用者認證。
• 此外，對於其他 Web 服務提供者，您必須指定進階選項。按一下顯示進階選
項。
– 至於 類型，選取參數。
– 至於名稱，輸入 SERVICE_TYPE (這是一個固定值)。
– 至於值，輸入 EDMCS (這是一個固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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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連線 EPM Cloud 訂閱的詳細資訊，請參閱管理 Tax Reporting 中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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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列出適用於下列 EPM Cloud 服務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與 Tax Reporting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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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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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清單 (期間，儲存的清單)

• 報表
• 交易清單 (期間，儲存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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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單)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表單 (EPM 物件類
型)」。

• 匯出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匯出日記帳
• 產生財務報表
必要參數為從下拉清單選擇的報表。

• 匯入資料
• 匯入中繼資料
• 匯入日記帳
• 無效的交集報表
• 產生公司間比對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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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有效的交集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 檢視儀表板 (儀表板)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儀表板 (EPM 物件
類型)」。

• 檢視財務報表
Tax Reporting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
• 設定應用程式
• 輸入表單資料 (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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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表單 (EPM 物件類型)」。
• 匯出資料
• 匯出中繼資料
• 產生財務報表
必要參數為從下拉清單選擇的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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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理有效的交集
• 重新整理應用程式
• 檢視儀表板 (儀表板)。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儀表板 (EPM 物件類型)」

• 檢視財務報表
規劃和 Planning 模組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核准
• 輸入表單資料 (表單)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表單 (EPM 物件類型)」。

• 產生財務報表
必要參數為從下拉清單選擇的報表。

• 無效的交集報表
• 管理核准
• 管理維度
• 管理規則
• 管理有效的交集
• 檢視儀表板 (儀表板)。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儀表板 (EPM 物件類型)」

• 檢視財務報表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一般使用者整合
• 儀表板
• 產生利潤報表
• 利潤曲線 (利潤曲線)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利潤曲線 (EPM 物件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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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儀表板 (儀表板)。
必要參數為顯示在「任務詳細資料」對話方塊的下拉清單中的「儀表板 (EPM 物件
類型)」。
檢視報表 (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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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財務整合與關帳
• Planning 和 Planning 模組
•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rchitect

• Tax Reporting

若要使用預先建置的「EPM Cloud 整合」，您必須指定整合的參數。許多自動化整合的
參數可從下拉清單進行選取，這樣便不需要手動輸入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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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x Reporting 複
製檔案

除了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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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EPM Cloud 服務。
例如，如果您已在 Tax
Reporting 中設定「任務
管理程式」，並且設定
Account Reconciliation
連線，則從 Tax
Reporting 複製檔案可將
檔案從 Tax Reporting 複
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 檔案名稱：您要複製
的檔案名稱。

• 將檔案儲存為：您要
儲存的檔案名稱。這
可能與原始檔案名稱
不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
性)：目錄的名稱。

將檔案複製到 Tax
Reporting

除了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外
的所有 EPM
Cloud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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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檔案名稱：您要複製
的檔案名稱。

• 另存檔案：您想要儲
存的檔案名稱。這可
能與原始檔案名稱不
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
性)：目錄的名稱。

從 Tax Reporting 刪
除檔案

除了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外
的所有 EPM
Cloud 服務

從 EPM cloud 服務刪除檔
案。

檔案名稱：您要刪除的檔
案名稱。

另請參閱複製並刪除整合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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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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us：擱置中、開啟、已
關閉、已鎖定

建立期間結束調節 調節相容性 將所有選取的設定檔複製至
期間並傳回成功或失敗狀
態。

Period：期間的名稱
Filter：符合調節之篩選的名
稱

匯入餘額 調節相容性 使用「資料管理」從先前建
立的「資料載入」定義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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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別分
組，例如「功能性」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balances.csv。檔案必須使
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上傳至 ARCS。

匯入預先對映交易 調節相容性 匯入特定期間的預先對映交
易。

TransactionType：允許的
「交易類型」為 BEX (已說
明的餘額)、SRC (來源系統
調整)，以及 SUB (子系統調
整)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transactions.csv。檔案必須
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上傳至 ARCS。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
如 MM/dd/yyyy、dd/MM/
yyyy、dd-MMM-yy、
MMM d,yyyy 或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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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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比對 將預先對映交易的檔案匯入

至「交易比對」。
DataSource：作為交易匯入
目標之資料來源的「文字
ID」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transactions.csv。檔案必須
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上傳至 ARCS。
ReconciliationType：作為
交易匯入目標之調節類型的
「文字 ID」，例如「銀行至
總帳」。
DateFormat：日期格式，例
如 MM/dd/yyyy、dd/MM/
yyyy、MM-dd-yyyy、d-M-
yyyy、dd-MMM-yy 或
MMM d, yyyy

匯入設定檔 調節相容性 匯入特定期間的設定檔。 ImportType：匯入類型。支
援的值為 Replace 和
ReplaceAll
Period：要匯入的期間
ProfileType：設定檔類型。
支援的職為 Profiles 和
Children
File：相對於收件匣之檔案
的名稱，例如 profiles.csv。
檔案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上
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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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比率 調節相容性 匯入特定期間的比率和比率
類型。

Period：期間的名稱
RateType：比率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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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案必須使用 EPM Automate
或 REST API 上傳至 ARCS。
ImportType：支援的匯入類
型為 Replace 和 Replace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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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查詢調節清單的
篩選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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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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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模組 模組 描述 參數/描述
檢視調節 調節相容性 檢視特定期間的調節。 Period：期間的名稱

Saved List：「公用」已儲
存清單的名稱

檢視交易 交易比對 檢視特定期間的交易。 Period：期間的名稱
Saved List：「公用」已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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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至設定的連線。
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請參閱
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先建置整
合。

應用程式：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的名稱，系
統會從這個應用程式匯出維度。
維度：要匯出之維度的名稱。
連線：選擇性。匯出維度時，相關
連線的名稱。
檔案名稱：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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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至設定的連線。
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應用程式：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的名稱，系
統會從這個應用程式匯出「維度對
映」。
維度名稱：要匯出之「維度對映」
的名稱。
連線：選擇性。匯出維度對映時，
相關連線的名稱。
對映位置：維度對映的最終匯出位
置。
檔案名稱：要從中匯出維度對映的
檔案和路徑。

匯入維度 將維度從設定的連線匯入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
用程式。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
合。請參閱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
先建置整合。

應用程式：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的名稱，系
統把維度匯入這個應用程式。
維度：要匯入之維度的名稱。
連線：作為維度匯入來源之連線的
名稱。
檔案名稱：要從中匯入維度的檔案
和路徑。
匯入選項：選擇性。
importMode：決定資料如何匯入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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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擷取維度 將維度從 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擷取至設定的連線。
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應用程式：Enterprise Data
Management 應用程式的名稱，系
統會從這個應用程式擷取維度。
維度：要擷取之維度的名稱。
擷取：擷取的名稱。
連線：作為維度擷取目的地之連線
的名稱。
檔案名稱：要用來擷取維度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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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輸入與報告立方體內的特

定資料。
名稱：清除立方體工作的名
稱。

複製所有權資料至下一年度 將任務自動化，以便將某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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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執行 。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可選取
年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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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清除資
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清除
資料。

設定檔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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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在 Tax
Reporting 中使用「複製資
料」的詳細資訊，請參閱複製
資料。

設定檔名稱：複製資料設定檔
名稱。

匯出資料 使用在類型為匯出資料的工作
中指定的匯出資料設定值 (包括
檔案名稱)，將應用程式資料匯
出至檔案。包含匯出的資料的
檔案將儲存在儲存庫中。

名稱：匯出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出檔案名稱：選擇性。匯往
資料的檔案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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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匯出資料對映 將「資料管理」中定義的資料

對映匯出至指定位置。這是一
個處理自動化整合。如需詳細
資訊，請參閱新增 EPM Cloud
內的預先建置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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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中匯出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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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匯出目的地位置
名稱。

匯出所有權資料 將任務自動化，以便將實體的
所有權資料匯出到逗點分隔的
CSV 檔案。如需詳細資料，請
參閱 中的
exportOwnershipData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自動執行 。

實體：實體的名稱。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可選取。
年份：可選取
期間：期間的名稱，例如，一
月。可選取。
維度名稱：要匯出之檔案的所
屬名稱。

匯入資料 使用在類型為匯入資料的工作
中指定的匯入資料設定值，從
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資料至應
用程式。

名稱：匯入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入檔案名稱：選擇性。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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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義的資料

對映匯入指定位置。這是一個
處理自動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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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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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從中匯入對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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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清除以前的對映規則。
驗證模式：是否使用驗證模
式：true 或 false。輸入 true
會根據目標應用程式驗證目標
成員；false 會載入對映檔案而
不進行任何驗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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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映規則應該從哪
一個「資料管理」位置匯入。
「資料管理」中的位置有專用
的對映規則。

匯入中繼資料 使用在類型為匯入中繼資料的
工作中指定的匯入中繼資料設
定值，從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
中繼資料至應用程式。

名稱：匯入中繼資料中定義的
批次名稱。

匯入所有權資料 將任務自動化，以便將環境中
CSV 檔案的所有權資料匯入到
某個期間。如需詳細資料，請
參閱 中的
importOwnershipData 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 EPM 自動執行 。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可選取。
年份：可選取
期間：期間的名稱，例如，一
月。可選取。
維度名稱：要匯入之檔案的所
屬名稱。

日記帳期間 自動開啟或關閉日記帳期間。
只有在沒有「已核准」和「未
記入」日記帳時，系統才會關
閉期間。如果有「已核准」和
「未記入」日記帳，系統將不
會關閉期間並會傳回錯誤。
如果有「未記入」日記帳處於
「工作中」和「已提交」狀
態，系統將會關閉期間，但有
警告。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
年度：即年度，例如 FY20
期間：期間的名稱，例如，一
月
動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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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適
用
於
F
i
n
a
n
c
i
a
l
C
o
n
s
o
l
i
d
a
t
i
o
n
a
n
d
C
l
o
s
e

監控年度/期間或篩選清單中日
記帳的完成狀態。

年度：選擇性。年度，例如
2022。可選取。
期間：選擇性。期間的名稱，
例如 1 月。可選取。
篩選條件名稱：選擇性。您所
建立用於監控企業日記帳狀態
的篩選條件名稱。

備
註
：
儘
管
所
有
參
數
都
是
選
擇
性
，
您
至
少
必
須
指
定
一
個
篩
選
條
件
名
稱
或
年
度
和
期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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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重新計算所有權資料 將任務自動化，以便重新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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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執行 。

案例：案例的名稱，例如，實
際
年度：年度，例如 FY20
期間：期間的名稱，例如，一
月

執行批次規則 執行「資料管理」中已經定義
的一批工作。

名稱：要執行的報表名稱，例
如 Dimension Map For POV
(Dimension, Cat, Per) Path。
報表格式類型：報表的檔案格
式 - PDF、XLSX 或 HTML
參數：視報表而定，個數與值
可能不同
Location：報表的位置，例如
Comma_Vision
執行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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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規則的名稱與定義
的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必須與
規則定義中定義的名稱完全相
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還支援下列格式，範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執行商業規則設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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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義的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必須與
規則定義中定義的名稱完全相
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還支援下列格式，範例：
"Scenario=Actual"
"Entity=Total Geography"
"Year=FY21" "Period=A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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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執行整合 此任務是一個可執行整合的公

用程式任務。任務將提示使用
者輸入執行任務所需的參數 (例
如「案例」、「年度」、「期
間」和「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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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的資料載入規則的名稱。
開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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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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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料如何匯入
至「資料管理」中。
APPEND 可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現有的 POV 資
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
以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略過匯入資
料，但會以「對映」和「邏
輯」科目重新處理資料。
NONE，略過將資料匯入資料
管理臨時資料表
匯出模式：決定資料如何匯入
至「資料管理」。
STORE_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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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管理」
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SUBTRACT_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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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過從「資料管理」
匯出至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或
Tax Reporting 的資料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不
指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
在載入資料規則中指定的檔案
名稱內包含的資料。在資料規
則執行之前，資料檔案必須已
經位於「收件匣」中。
執行身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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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強制整合 此任務是一個執行強制整合的

公用程式任務。任務將提示使
用者輸入執行任務所需的參數
(例如「案例」、「年度」、
「期間」和「實體」)。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執行強制轉換 此任務是一個執行強制轉換的
公用程式任務。任務將提示使
用者輸入執行任務所需的參數
(例如「案例」、「年度」、
「期間」和「實體」)。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執行轉換 此任務是一個執行轉換的公用
程式任務。任務將提示使用者
輸入執行任務所需的參數 (例如
「案例」、「年度」、「期
間」和「實體」)。

Scenario
Year
Period
Entity：可使用逗號分隔符號
新增多個實體。

鎖定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
中位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
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作業：從「鎖定」或「解除鎖
定」選擇。
鎖定類型：選擇要對應用程式
或位置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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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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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在資料整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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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勾選，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時，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下位置中所有存在的規則，而
非應用程式層級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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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輸入與報告立方體內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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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在類型為匯出資料的工作
中指定的匯出資料設定值 (包括
檔案名稱)，將應用程式資料匯
出至檔案。包含匯出的資料的
檔案將儲存在儲存庫中。

名稱：匯出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出檔案名稱：選擇性。匯往
資料的檔案名稱。

匯入資料 使用在類型為匯入資料的工作
中指定的匯入資料設定值，從
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資料至應
用程式。

名稱：匯入資料工作的名稱。
匯入檔案名稱：選擇性。從中
匯入資料的檔案名稱。

匯入中繼資料 使用在類型為匯入中繼資料的
工作中指定的匯入中繼資料設
定值，從儲存庫中的檔案匯入
中繼資料至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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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經定義
的一批工作。

名稱：要執行的報表名稱，例
如 Dimension Map For POV
(Dimension, Cat, Per) Path。
報表格式類型：報表的檔案格
式，PDF、XLSX 或 HTML
參數：視報表而定，個數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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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規則的名稱與定義
的完全相同。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必須與
規則定義中定義的名稱完全相
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還支援下列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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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所定義名稱完全相同
的商業規則集名稱。
參數：以 JSON 語法表示的執
行時期提示。參數名稱必須與
規則定義中定義的名稱完全相
同。例如，
{ "MyScenario1":"Current",
"MyVersion1":"BU
Version_1", "ToEntity":"CA",
"Rule_Level_Var":"AZ",
"planType":"Plan1"}
還支援下列格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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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的資料載入規則的名稱。
開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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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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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料如何匯入
至「資料管理」中。
APPEND 可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現有的 POV 資
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
以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略過匯入資
料，但會以「對映」和「邏
輯」科目重新處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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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資料管
理」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與現
有的 Oracle Hyperion
Planning 資料
ADD_DATA，將「資料管理」
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至
「規劃」
SUBTRACT_DATA，從「資料
管理」臨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減
去現有的「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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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過從「資料管理」
匯出資料至「規劃」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不
指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
在載入資料規則中指定的檔案
名稱內包含的資料。在資料規
則執行之前，資料檔案必須已
經位於「收件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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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鎖定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

中位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
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作業：從「鎖定」或「解除鎖
定」選擇。
鎖定類型：選擇要對應用程式
或位置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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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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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在資料整合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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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勾選，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時，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下位置中所有存在的規則，而
非應用程式層級鎖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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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指定的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的資料授予。此 API 會
提交工作在 Essbase 中建立和套
用資料授予。此 API 會移除
Essbase 中所有現有資料授予然
後使用來自應用程式的最新資訊
重建。如果發生問題，此 API 還
可用來修復資料授予。

無

部署 ML 立方體 部署或重新部署選取的 Oracle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Cloud 應用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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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或清除選取的應用程式的計

算。和「管理分類帳」搭配使
用。

povGroupMember：針對其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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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置換
所有其他選項，例如
subsetStart、subsetEnd、
ruleSetName、ruleName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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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組成員的字串
分隔符號，例如底線 (_)。

清除 ML POV 從任何應用程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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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清除程式
規則詳細資料
isInputData：是否要清除輸入資
料
IsAllocatedValues：是否要清除
配置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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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任何應用程式從「來源 POV」

組合複製模型物件和資料至「目
標 POV」組合。和「管理分類
帳」應用程式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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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是否建立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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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資料載入規則的名稱。
開始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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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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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料如何匯入至
「資料管理」中。
APPEND 可新增至現有規則
「資料管理」中現有的 POV 資料
REPLACE，刪除 POV 資料並以
來自檔案的資料取代
RECALCULATE，略過匯入資
料，但會以「對映」和「邏輯」
科目重新處理資料。
NONE，略過將資料匯入資料管
理臨時資料表
匯出模式：決定資料如何匯入至
「資料管理」。
STORE_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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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料管理」臨
時資料表中的資料新增至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SUBTRACT_DAT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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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過從「資料管理」匯
出至 Profitability and Cost
Management 的資料
檔案名稱：選擇性。如果您不指
定檔案名稱，此 API 會匯入在載
入資料規則中指定的檔案名稱內
包含的資料。在資料規則執行之
前，資料檔案必須已經位於「收
件匣」中。

執行批次規則 執行「資料管理」中已經定義的
一批工作。

工作名稱：「資料管理」中定義
的批次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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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名稱 描述 參數/描述
更新維度 上傳新的維度純文字檔，以供利

用純文字檔建立之應用程式使
用。這是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以工作的
方式更新維度。

檔案名稱：資料檔案名稱
分隔符號字元：選擇性的參數

鎖定解除鎖定資料整合 鎖定或解除鎖定「資料交換」中
位置、類別和期間的整合。這是
一個處理自動化整合。

作業：從「鎖定」或「解除鎖
定」選擇。
鎖定類型：選擇要對應用程式或
位置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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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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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值。
可用的類別是在資料整合設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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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勾選，鎖定目標應用程式
時，系統會鎖定目標應用程式下
位置中所有存在的規則，而非應
用程式層級鎖定。
如需詳細資訊，請參閱鎖定和解
除鎖定 POV

複製並刪除整合檔案
下列是常見的 EPM Cloud 整合：
• 從 <EPM Cloud Service> 複製檔案
• 將檔案複製到 <EPM Cloud Service>

• 從 <EPM Cloud Service> 刪除檔案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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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執行這些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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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從預先建置的整合清單中，選取從 <EPM Cloud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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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在
Tax Reporting 中設定任務管理程式，並且設定 Account Reconciliation 連線。從
Tax Reporting 複製檔案便可從 Tax Reporting 將檔案複製到 Account
Reconcil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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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至您要複製的檔案並選取。
– 另存檔案：輸入檔案名稱 (可以與原始檔案名稱不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性)：選取目錄的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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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至您要複製的檔案並選取。
– 另存檔案：輸入檔案名稱 (可以與原始檔案名稱不同)。
– 外部目錄名稱 (選擇性)：選取目錄的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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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瀏覽至您要刪除的檔案並選取該檔案。

•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另請參閱 EPM Cloud 的自動化整合。

使用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管理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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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部部署整合
•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事件監控整合
EPM Cloud 使用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作為任務管理程式的整合平台，以使用非 EPM
Cloud 服務執行自動化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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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顯示適用於 Tax Re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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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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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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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生會計儀表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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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帳明細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日帳本報表
• General Ledger 日記帳批次摘要報表
• General Ledger 科目明細報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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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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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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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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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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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需瞭解 Oracle Cloud ERP 的自訂程序自動化或事件監控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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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neral Ledger 支援下列事件：

來源 事件 描述
總帳 會計期間已關閉 發出總帳會計期間何時結束的信號。
總帳 會計期間已開啟 發出總帳會計期間何時開啟的信號。
總帳 會計期間已重新開啟 發出總帳會計期間何時重新開啟的訊號。
總帳 日記帳批次已核准 發出日記帳批次何時被核准的訊號。
總帳 日記帳批次記入已完

成
發出何時記入日記帳批次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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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帳批次已
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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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帳記入事
件

R13GLJourna
lBatchPost

日記帳批次已
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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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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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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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按一下管理連線，然後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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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關閉對話方塊。

啟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連線
若要啟用 Oracle Cloud ERP - General Ledger 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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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整合頁籤，然後按一下管理連線。
3. 從清單中選取 Oracle Cloud ERP - 總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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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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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側的範本頁籤，然後建立新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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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總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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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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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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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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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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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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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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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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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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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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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 任務管理程式與外部應用程式之間的整合。
必備條件
若要整合 任務管理程式與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例如 E-Business Suite)，您需要：
• 訂閱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Service。

備註：
每個 Tax Reporting 例項都需要有一個 Integration Cloud 例項。

• 已設定內部部署應用程式 (例如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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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 EBS 配接器，請複查並完成「使用 Oracle E-Business

Suite 業務事件來觸發 Oracle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整合端點」先決條件中的事項：
https://docs.oracle.com/cloud/latest/related-docs/ICEBS/toc.htm

3. 從 Tax Reporting 的首頁選取應用程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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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
可以儲存 TRCS 連線的伺服器和認證。

備註：
任務管理程式使用 Integration Cloud 來完成所有非 EPM Cloud 的外部應用程式
的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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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帳」和「應付帳款」已啟用 EBS 連線，請按一下部署，然後按一下產
生，將對應的 Integration Cloud 整合部署至 Integration Cloud。

• 如果「總帳」和「應付帳款」連線未啟用 EBS 連線，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在 Tax Reporting 的任務管理程式中，移至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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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應付帳款重複這些步驟。
系統會建立「整合任務類型」，並同時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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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 Integration Cloud 中的連線未完成，則
所有 Integration Cloud 部署將在啟動期間失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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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性
地使用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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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已正確完成整合 - EBS 連結。若要這麼做，請以管理員身分登入 Oracle E-
Business 套件然後驗證 Integration Cloud REST 服務已新增作為「業務」事件的訂
閱者。以下是一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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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是否已新增 Integration Cloud 服務。例如：
 

 

內部部署 Oracle E-Business Suite (EBS) 整合
以下是 EBS 事件監控的任務管理程式整合：
• EBSJournalApprove

• EBSJournalPost

• EBSJournalPeriodClose

• EBSJournalPeriodO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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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SJournalPeriodReopen

• EBSAPJournalPeriodOpenClose

以下是可以監督的事件：
表格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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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帳已
核准

日記帳記入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總帳：記入已完
成

分類帳期間關閉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cl
ose

總帳：期間已關
閉

日記帳期間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op
en

總帳：期間已開
啟

日記帳期間重新開啟事件 oracle.apps.gl.CloseProcess.period.re
open

總帳：期間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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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總帳分類帳整合類型參數

名稱 類型 必要 順序 隱藏
批次 ID 文字 是 1 N

表格 39-3    總帳關帳處理期間整合類型參數

名稱 類型 必要 順序 隱藏
LedgerID 文字 是 1 N
PeriodName 文字 是 2 N

表格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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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引發業務事件驗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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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節描述如何執行可引發您所追蹤的事件的 EBS 任務。
總帳 - 日記帳已核准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approve
EBS 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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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邊的樹狀結構選取視覺作業 (美國) 角色。
3. 選取日記帳，接著選取 Enter，然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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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會顯示「視窗 (視覺作業 (美國))」。

6. 在批次中，輸入唯一的批次名稱。

備註：
當您按一下儲存時，游標必須在「批次」欄位內。

7.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批次。

備註：
當您儲存時，游標必須在「批次」欄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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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記帳中輸入唯一的名稱。
11. 從行 1 開始提供「行」項目。提供科目的借方與貸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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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按一下開新檔案。
14. 當您看到是否想要儲存您所做的變更？的訊息時，按一下是。

備註：
透過按一下是，您可以將多個「日記帳」分錄新增至「批次」中。

完成最後一個「日記帳」的日記帳分錄輸入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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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焦點擺在「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上，然後選取批次欄位。
17. 按一下說明，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18.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9. 在欄位中，輸入 JE_BATCH_ID，然後在值內按一下以取得唯一的「日記帳」批次 ID。例
如，
• 區塊： BATCH

• 欄位：JE_BATCH_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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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4776732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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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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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日記帳批次核准」的詳細相關資訊：http://
download.oracle.com/docs/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journa09.htm#t_ja_submit

總帳 - 日記帳記入事件
oracle.apps.gl.Journals.journal.post
EBS 步驟
1. 登入 EBS。
2. 選取總帳，然後從左邊的樹狀結構選取視覺作業 (美國) 角色。
3. 選取日記帳，接著選取 Enter，然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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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標必須在「批次」欄位內。

7. 選取檔案，然後按一下儲存以儲存批次。

備註：
當您儲存時，游標必須在「批次」欄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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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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行 1 開始提供「行」項目。提供科目的借方與貸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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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按一下開新檔案。
14. 當您看到是否想要儲存您所做的變更？的訊息時，按一下是。

備註：
透過按一下是，您可以將多個「日記帳」分錄新增至「批次」中。

完成最後一個「日記帳」的日記帳分錄輸入之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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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焦點擺在「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上，然後選取批次欄位。
17. 按一下說明，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18.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9. 在欄位中，輸入 JE_BATCH_ID，然後在值內按一下以取得唯一的「日記帳」批次 ID。例
如，
• 區塊： BATCH

• 欄位：JE_BATCH_ID

• 值：4776732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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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在「批次 (Vision Operation (USA)」上，特定批次的「核准」按鈕已經啟用。
2. 按一下記入以引發日記帳核准事件。
3. 選取檢視，接著選取要求，然後選取特定要求以檢查 EBS 要求的狀態。
4. 指定先前提及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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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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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日記帳批次記入」的詳細相關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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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左邊的樹狀結構選取視覺作業 (美國) 角色。
3. 選取開啟/關閉，接著選取 Enter，然後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將會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將會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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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清單方塊會開啟。
8. 選取已關閉狀態，然後按一下確定。然後在記事本中記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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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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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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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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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分類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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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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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提交要求節點」訊息方塊中的確定。
3. 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然後選取特定要求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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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總帳期間」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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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左邊的樹狀結構選取視覺作業 (美國) 角色。
3. 選取開啟/關閉，接著選取 Enter，然後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將會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將會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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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您要的期間複製到「記事本」中。
7.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8. 按一下說明，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9.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0. 在欄位中，輸入 LEDGER_ID，然後在值內按一下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例如，
• 區塊：PREVIOUS
• 欄位： LEDGER_ID
• 值： 1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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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分類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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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9 章
使用雲端和內部部署應用程式管理整合

39-53

http://docs.oracle.com/cd/A60725_05/html/comnls/us/gl/openper.htm


2. 選取要開啟的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以引發事件。
3. 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然後選取特定要求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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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總帳期間」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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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選取 Enter，然後等待 Oracle 應用程式啟動。
將會顯示「尋找期間」對話方塊。

4. 按一下尋找。將會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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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您要重新開啟的期間複製到「記事本」中。
7. 選取該期間的狀態欄。
8. 按一下說明，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9. 輸入 Oracle 密碼：APPS。
10. 在欄位中，輸入 LEDGER_ID，然後在值內按一下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例
如，
• 區塊：PREVIOUS
• 欄位： LEDGER_ID
• 值： 1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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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分類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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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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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開啟期間。
2. 選取要開啟的已關閉的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以引發事件。
3. 依序選取檢視、要求，然後選取特定要求來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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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總帳期間」的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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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從左邊的樹狀結構選取視覺作業 (美國) 角色。
3. 展開會計，然後選取控制應付帳款期間。這樣會啟動「控制應付帳款期間」表單。
4. 指定「分類帳和作業單元」。請勿關閉「尋找應付帳款期間」對話方塊。相反地，請執行
下列步驟以識別「分類帳 ID」值。

5. 按一下說明，接著選取診斷，然後選取檢查。
6. 如果要求認證，請指定 APPS 描述認證。將會顯示「檢查欄位與變數值」表單。
7. 在區塊中，輸入 PERIOD_QF。在欄位中輸入 SET OF BOOKS，然後在值內按一下滑鼠
以取得唯一的「分類帳 ID」值。例如，
• 區塊：PERIOD_QF
• 欄位： SET OF BOOKS
• 值： 1
請將此值複製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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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EBS 控制應付帳款期間」中尋找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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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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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取檔案，然後選取儲存以引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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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需要數分鐘。
2. 2-3 分鐘之後，按一下任務管理程式中的重新整理。

備註：
EBS 實作只會對「已關閉」和「開啟」狀態引發事件。「已永久關閉」狀態
將不會引發任何事件。

請參閱下列文件以取得「應付帳款期間」的詳細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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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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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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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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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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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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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新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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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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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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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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認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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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M 伺服器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建立連
線。請參閱此連結以瞭解詳細資訊：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連線。

3. 視需要建立連至其他應用程式的一或多個連線。
4. 使用建立的連線建立程序自動化整合並啟動。請參閱此範例：使用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含 Oracle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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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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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自訂整合流程的概觀，請參閱建立自訂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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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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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對於事件名稱，請輸入事件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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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PM 服務的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Adapter 建立連
線。請參閱此連結以瞭解詳細資料：建立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的連線。

3. 視需要建立連至其他應用程式的一或多個連線。
4. 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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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 Oracle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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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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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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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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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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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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聯的應用程式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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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使用者不需要驗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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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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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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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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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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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參數名稱。
4. 輸入參數代碼。
5. 輸入參數工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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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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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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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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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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搜尋」方塊來尋找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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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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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整合
您可以透過測試排程並將任務新增至排程，以測試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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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按一下新建，以建立「擱置中」狀態的
排程。請參閱手動建立排程。

2. 將根據要驗證之整合的任務新增至排程。請參閱建立任務。
3. 從排程中，選取並開啟排程。
4. 從任務中，按一下排程。選取排程並檢視任務。
5. 對於「事件監控任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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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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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依連線來搜尋與排序清單。
• 新增連線
• 編輯連線
• 刪除連線

新增連線
您可以新增連線，以便與「整合類型」建立關聯。您也可以指定安全性原則，以供「整
合類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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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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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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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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新建或選取連線，然
後按一下編輯。在應用程式憑證表格中，按一下新增。輸入憑證名稱與憑證值 (選擇性)，
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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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序選取該連線和啟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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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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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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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管理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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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使用者在商業程序期間遇到障礙時，他們可以建立用來識別問題的警示。
您可以定義「警示類型」，以設定將擷取重要資訊並指派解決問題之關鍵人員的預存程序。您
可以使用「警示類型」來分析使用者在商業週期期間遇到的問題類型，並進行變更以防止在末
來週期再度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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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警示類型」頁籤上輸入必要資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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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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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 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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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任務管理程式或補充資料管理程式
物件 (例如任務或排程) 建立關聯。單一個別警示可以與多個物件產生關聯。
您可以在警示及其相關聯物件之間的關係中加入限制。並非所有限制都可以套用至所有
物件。
表格 40-1    警示限制

限制 描述 範例
無 物件的狀態和警示的狀態則沒

有限制
使用者可以在處理報告任務時
發出「效能變慢」警示。由於
這只會影響任務完成所花費的
時間，不會導致任務無法正常
完成。因此即使任務完成，使
用者仍會持續將警示維持開啟
狀態，直到效能問題解決為
止。

禁止工作流程 除非關閉警示，否則物件上的
工作流程無法繼續 (不可提交、
核准等等)。
這不會禁止認領或拒絕動作 (工
作流程逆向移動)。它也不會禁
止「管理員」或「擁有者」強
制繼續工作流程。

使用者發出警示來回報系統已
停止執行。除非解決警示，否
則會禁止執行任何報告任務的
工作。禁止工作流程包含禁止
將狀態從「擱置中」變更為
「開啟」以及從「開啟」變更
為「已關閉」。

禁止關閉 除非關閉警示，否則物件無法
移至已關閉狀態。不過，中繼
工作流程可以繼續。
這不會禁止「管理員」或「擁
有者」執行關閉或「強制關
閉」。

使用者發出警示，說明報告任
務中缺少部分比較資料。這並
不會禁止建立報表以及起始核
准，但報表在比較這些缺少的
資料之前不可完成簽核。

物件可以具有多個包含不同限制的警示。如果是這種情況，將會依先後順序套用下列規
則：
1. 如果和物件相關聯的任何開啟警示具有「禁止工作流程」限制，「禁止工作流程」
將會停止物件的 (例如，任務) 工作流程，直到警示關閉為止。

2. 如果和物件相關聯的任何開啟警示具有「禁止關閉」限制，則必須先關閉警示才能
關閉物件。

此外，警示可以和多個物件相關聯。如果它對不同物件具有多個「禁止關閉」限制，則
警示必須在最後一個物件關閉之後才能關閉。
若要設定警示類型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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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以開啟新建警示類型，並將預設為特性頁籤。
4. 在名稱中輸入警示類型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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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輸入警示類型 ID。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必須要有警示類型 ID，而且必須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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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選取期間和選取年度選取下列值：
• 必要 – 需有使用者將警示與年度或期間相關聯。
• 可見 – 使用者可能會將警示與年度或期間相關聯。
• 隱藏 – 該特性是隱藏的，且警示將不會與年度或期間相關聯。
這些選項指示期間和年度如何與警示相關聯。

10. 選取允許移除關聯選項以從警示移除現有的關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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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示類型才會顯示在可用「警示類型」清單中，且可在建立新警示時進
行選取。

12. 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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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在警示類型中指定指示來協助使用者瞭解需要對警示採取何種動作。您可以從檔案和
URL 附件新增額外的參照資料。
若要為警示類型指定指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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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警示類型的指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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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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附加檔案
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取並附加檔案。對於名稱，請輸入某個名稱或使用檔案名
稱。按一下確定。

• 附加連結
輸入 URL，然後輸入 URL 的名稱；例如：https://www.oracle.com 和 Oracle。
按一下確定。

2. 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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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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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選取「警示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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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對話方塊中，按一下工作流程頁籤。
4. 對於受指派人，請按一下「成員選取器」，然後選取受指派人。
受指派人是在建立此類型的警示時，被指派為負責處理警示的使用者、群組或團
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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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主要受指派人不在辦公室時被指派為負責處理警示的備份個
人。您必須事先指派受指派人和備份受指派人。
如果受指派人或核准者設定為團隊 ID，將會停用「備份使用者」欄位。

6. 按一下新增 (+) 以新增「核准者」，然後為「核准者」輸入此資訊：
• 使用者名稱
• 備援使用者：您可以指定主要「核准者」不在辦公室時的預設備援「核准者」
使用者。這不是必要設定。

層級會依核准者的輸入順序顯示他們。若要重新排序核准者清單，您可以選取核准
者並按一下箭頭按鈕，在清單中上下移動核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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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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組或團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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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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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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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者具有唯讀存取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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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按一下新增或編輯，然後按一下檢視者頁籤。
4. 按一下新增，然後選取將擁有警示之「檢視」存取權的使用者、群組或團隊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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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使用者無法檢視任何警示，他們只能夠接收通知。未授予任何服務存取權。

6. 指定檢視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可以編輯外部檢視者的電子郵件地址。如果清單中有重複的電子郵件地址，您無法儲存對
警示類型進行的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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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將傳送通知給設定的優先順序層級或更高層級。因此，如果設定為「高」，則只有在
警示設定為「高」時才會傳送通知。如果設定為「低」，將會收到所有優先順序類型
(低、中、高) 的通知。如果為空白 (預設)，將不會傳送通知。

8. 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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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會希望在使用者表示「警示類型」已完成前，先回答與其動
作相關的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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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對管理員、
受指派人、核准者、擁有者，或檢視者等角色設定問題。這樣便可以從遇到問題的使用者收集
重要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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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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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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從新增或編輯對話方塊中，選取問題頁籤。
4. 按一下新增。
5. 對於問題，請輸入 4000 個字元上限的問題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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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選取數字格式選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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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指示使用者必須先回答問題然後才能夠繼續。可以對受指派人、核准者及
擁有者設定必要問題。但針對「系統管理員」和「檢視者」角色停用此功能。

9. 按一下確定。
10. 選擇性：若要變更問題順序，請選取問題，然後按一下移至頂端、上移、下移或移
至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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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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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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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套用警示類型屬性
• 檢視警示類型歷史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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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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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屬性而定，為屬性選取下拉清單中的某個值，或是輸入一個值。
7. 選擇性：若要變更屬性的存取權，請選取角色和存取權。
8.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9. 若要編輯其他警示類型資訊，請參閱這些主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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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編輯警示類型，然後選取歷史記錄頁籤。
4. 檢視歷史記錄，然後按一下儲存並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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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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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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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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啟用警示類型時，
它將會顯示在可用「警示類型」清單中。
在鎖定的排程中，您通常無法編輯或修改其中的項目。不過，和已鎖定的排程關聯的警
示則可進行更新、顯示工作流程進度，甚至從排程中移除或者加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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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請選取警示類型，然後按一下編輯。
4. 編輯警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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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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迅速尋找警示類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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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在清單中看到的警示類型。根據預設，會顯示所
有警示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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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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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左邊的警示類型頁籤。
3. 選取警示類型。
4. 按一下刪除，然後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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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使用任務管理程式與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報表

另請參閱：
• 為任務管理程式與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產生自訂報表
• 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建立補充資料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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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產生報表文件夾
• 檢視報表文件夾

為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產生自訂報表
您可以為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建立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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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或補充資料查詢。請參閱建立任務管理程式查
詢 或建立補充資料查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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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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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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報表 (例如，非整合報表)。
2. 在查詢頁籤上，按一下新建。
3. 在新建查詢畫面上，輸入名稱和選擇性的描述。
4. 從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參數查詢：「參數查詢」類型用於呈現選項清單，供您指定此參數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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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報表的報表查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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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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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TaskEO.SOURCE_TYPE = "DEPLOYMENT")
AND ((((TaskEO.PRIORITY=3 )
AND (TaskEO.SOURCE_ID=~SCHEDULE~ ))))

5. 按一下產生查詢來從「新建查詢」對話方塊建置查詢。對話方塊可協助您建立資料庫查
詢，您可以在其中選取產品中任何存在的屬性來進行查詢及/或作為篩選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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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一步。
 

 

6. 從選取欄中，選取要在查詢中顯示的欄，然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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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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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按一下確定。
9. 選擇性：如果您要在未來使用報表，請按一下產生範例 XML。
10. 按一下儲存。
11. 若要測試查詢是否有錯誤：
• 按一下「新查詢」對話方塊的驗證。您也可以從下拉清單選取驗證。

查詢顯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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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下拉清單按一下驗證並解釋計畫，以驗證查詢同時產生此查詢的執行計畫。
此時會產生與查詢名稱相同的 .txt 檔案。您可以檢視或下載產生的計畫。
開啟此檔案以檢視產生的計畫，其中包含執行此查詢所要執行的一系列步驟。
如果查詢未達最佳效能，您可以使用此計畫瞭解問題的原因，並判斷提升查詢
效能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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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根據預設，只能針對 OCI (Gen 2) 環境產生執行計畫。若要針對傳統環境啟
用此功能，請使用服務要求聯絡 Oracle。

修改查詢
系統管理員可編輯任務管理程式查詢或補充資料查詢。
1. 從首頁中，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報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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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選取任務管理程式或補充資料查詢。
4. 在編輯查詢中，視需要編輯資訊。
5. 完成變更後，請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建立補充資料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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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報表 (例如，非整合報表)。
2. 從查詢頁籤，選取新增。
3. 選取補充資料查詢。
4. 在新建查詢畫面上，輸入名稱和選擇性的描述。
5. 從類型中選取一個選項：
• 參數查詢
「參數查詢」類型用來呈現選項清單，供您指定此參數的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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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查詢期間的清單：
SELECT PERIOD_ID, PERIOD_NAME FROM FCC_PERIODS WHERE APP_ID=1

• 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報表的報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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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CC_SECURITY_CLAUSE$

第 41 章
為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產生自訂報表

41-5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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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產生查詢來從「新建查詢」對話方塊建置查詢。對話方塊可協助您建立資料
庫查詢，您可以在其中選取產品中任何存在的屬性來進行查詢及/或作為篩選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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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下列項目：
• 從查詢中，選取工作流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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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下一步。
 

 

7. 從選取欄中，選取要在查詢中顯示的欄，然後按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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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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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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測試查詢是否存在錯誤，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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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新查詢」對話方塊的驗證。您也可以從下拉清單選取驗證。

查詢顯示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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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下拉清單按一下驗證並解釋計畫，以驗證查詢同時產生此查詢的執行計畫。
此時會產生與查詢名稱相同的 .txt 檔案。您可以檢視或下載產生的計畫。
開啟此檔案以檢視產生的計畫，其中包含執行此查詢所要執行的一系列步驟。
如果查詢未達最佳效能，您可以使用此計畫瞭解問題的原因，並判斷提升查詢
效能的最佳方法。

備註：
根據預設，只能針對 OCI (Gen 2) 環境產生執行計畫。若要針對「傳
統」環境啟用，請使用「服務要求」聯繫 Oracle

修改查詢
系統管理員可以編輯「補充資料查詢」。
1. 從首頁選取應用程式，然後選取未整合報表。
2. 從查詢頁籤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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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選取選項：
• 任務管理程式查詢
• 補充資料查詢

4. 在編輯查詢中，視需要編輯資訊。
5. 完成變更後，請按一下儲存後關閉。
另請參閱 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的表格 指南，以取得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格及其欄、主索
引鍵、索引及外部索引鍵的詳細資料 (如果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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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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建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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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畫面出現「已順利載入資料」訊息時，按一下確定。

4. 選取插入，然後選取表格精靈。
5. 選取表格，然後按一下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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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要分組的欄位，再按一下下一步。
9. 選取排序依據，然後選取要排序的欄位，再按一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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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補充資料
管理程式的各個報表組合在一起，讓您能夠在資料夾結構中整理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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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選取未整合報表。
2. 從報表群組頁籤，按一下新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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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使用者顯示：如果您要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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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章
為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產生自訂報表

41-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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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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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選取未整合報表。
2. 選取報表，然後按一下新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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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報表的「群組名稱」。
• 對使用者顯示：如果您要對使用者顯示報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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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ml：不支援圖形與圖表。
– pdf

– csv：不使用範本，適合在資料擷取速度較快時使用。
– csv (格式化)：最適合內含格式化資料的簡單資料表格，不支援範本中的影
像、圖形或樣式設定。

備註：
相較於 csv 格式，csv (格式化) 輸出格式會花費額外時間來產生
含範本格式的報表。因此，您可以選取 csv 來快速產生資料，或
者選取 csv (格式化) 來產生格式化的範本式資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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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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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務管理程式 / 補充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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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想要使用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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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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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使用新增 (+) 或移除 (X) 來變更可存取報表的使用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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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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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非整合報表。
2. 選取查詢、報表群組或報表頁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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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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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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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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組或團隊都可以產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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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首頁」按一下報表。
2. 選取頁籤：
• 任務管理程式報表
• 補充資料報表

3. 選取您要產生的報表。您可以選取快速搜尋選項，尋找已選取群組中的報表。
4. 對於輸出格式，請從下列選項中選取：
• xlsx：不支援圖形。
• html：不支援圖形與圖表。
• pdf

• csv：不使用範本，適合在資料擷取速度較快時使用。

備註：
對於包含 10,000 筆以上記錄的報表，建議使用 csv 格式。

• csv (格式化)：最適合內含格式化資料的簡單資料表格，不支援範本中的影像、
圖形或樣式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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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相較於 csv 格式，csv (格式化) 輸出選項會花費額外時間來產生含範本格式
的報表。因此，您可以選取 CSV 來快速產生資料，或者選取 csv (格式化)
來產生格式化的範本型資料。

5. 按一下產生。
6. 輸入名稱，然後從下拉功能表中選取排程和期間。
7. 按一下產生。
完成時，系統會顯示「已成功完成」狀態訊息。

備註：
• 按一下上一步來保留您已選取的參數值，然後重新產生報表。
• 按一下重設來清除您已選取的參數值，然後重新產生報表。

8. 選取開啟方式或儲存檔案以儲存 ZIP 檔案。
報表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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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主題描述任務管理程式 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 中的標準報表與自訂報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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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章
為任務管理程式和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產生自訂報表

41-13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prest/reports_arcs_fccs_trcs_generate_user_details_report.html
https://docs.oracle.com/en/cloud/saas/enterprise-performance-management-common/prest/reports_arcs_fccs_trcs_generate_user_details_report.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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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選取非整合報表。
2. 從報表中選取您想要的報表，然後從動作中選取 編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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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變更可存取該
報表的使用者清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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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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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發生在關帳排程的活動歷史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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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能會有所
幫助。
若要產生報表文件夾，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從「排程」的清單中，選取要為其產生報表文件夾的一或多個排程。
2. 從動作下拉功能表，選取產生報表文件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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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對於報表文件夾名稱，請輸入某個名稱。
4. 對於描述，請輸入文件夾描述。
5. 從選擇性元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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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ZIP 檔案選取目錄，按一下儲存，然後選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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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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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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補充資料

另請參閱：
• 補充資料處理程序概觀
•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 管理補充資料系統設定值
• 使用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
•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管理維度屬性
• 使用收集間隔
• 使用補充資料收集
• 建立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單範本
• 編輯表單範本
• 複製表單範本
• 刪除表單範本
• 將表單範本部署至資料收集期間
• 解除部署表單範本
• 重新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 大量載入資料至收集
•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重新指派使用者
• 驗證補充資料總計符合科目餘額
• 在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中檢視資料
• 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補充資料
• 使用幣別轉換

補充資料處理程序概觀
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可協助您組織、更新、編輯和管理補充資料，通常是財務交易。它是一個強
大的特設資料收集程序，對於註腳、揭露和支援詳細資料非常有用。
1. 「管理員」會建立啟用「補充資料」功能的應用程式並重新整理資料庫，這樣會設定系統
設定資訊。

2. 「超級使用者」執行下列程序：
• 建立資料收集可能需要的其他維度。
• 建立收集間隔以定義資料收集程序的頻率，以及要作為表單基礎的工作流程維度。
• 建立收集和子收集，以便在執行資料收集程序時儲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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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屬性以及屬性的計算和驗證規則。
• 建立「資料表單範本」以確保一致且可重複的資料收集程序。
• 指派每個資料表單範本的工作流程和存取權。
• 將表單範本部署至特定資料收集期間，以備妥供收集處理程序之用。
– 如果未開啟期間，則表單例項會處於「擱置中」狀態。
– 如果期間已開啟，則表單例項為作用中並可用於資料輸入。

3. 「管理員」會在系統中完成建立維度、收集和表單之後開啟「期間」，然後開啟
「期間」以啟動資料收集程序。

4. 「使用者」接著執行下列任務：
• 在「期間」開啟時手動載入資料，或者使用 CSV 檔案來匯入表單資料。使用者
也可以執行要完成的任何動作；例如，輸入註解和回答問題。

• 執行驗證並確保資料的正確性。
• 提交資料供核准。

5. 指派為核准者的使用者可複查和核准或拒絕資料 (可以有多重核准層級)。
6. 「使用者」在資料核准之後，檢視摘要資料 (視工作流程選項而定) 和記入資料。
7. 「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將相關資料表單的警示以電子郵件傳送給指派的使用
者。

8. 「管理員」關閉和鎖定期間以進行資料收集：
• 關閉「資料收集」的期間 (避免啟動其他表單例項)

• 鎖定資料收集的期間 (不允許其他變更)

您也可以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中的「補充資料」選項來管理資料收集程序
和處理補充資料表單。您必須先安裝「補充資料適用的智慧型檢視擴充功能管理」。若
要安裝擴充功能，請參閱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or Administrators 手冊中的 "Downloading and Installing Clients"。
請觀賞下列影片，以瞭解「補充資料」的資訊：

 補充資料.

下列教學課程包含使用補充資料的其他資訊：

 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複查、更新和分析補充資料.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相關主題：
• 檢視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清單
• 使用清單檢視
• 使用篩選條件

第 42 章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42-2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13517
http://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112:0::::P112_CONTENT_ID:29668


檢視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清單
儲存的清單提供「補充資料任務」畫面一致的版面配置。它儲存了篩選條件和欄顯示。
如果您是管理員，可以查看系統中所有可用的表單以及處理表單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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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單。
若要檢視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的補充資料任務。
3. 選取年度、期間及範本。
4. 選擇性：若要搜尋表單，請在搜尋欄位中，輸入任何用於搜尋表單清單的文字或數字。
5. 選擇性：若要篩選表單清單，請按一下搜尋欄位旁的篩選
圖示，然後指定篩選準則。

範例補充資料任務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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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顯示更多列，請從右側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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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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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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清單檢視
「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也可以選取發布，使專用清單檢視可供其他使用者使用。
按一下篩選列右側的篩選條件圖示，選取管理篩選條件，然後按一下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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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可以按一下搜尋欄位旁的篩選
圖示，然後設定您要的篩選條件，即可使用篩選功能來存取特定的表單清單。您也可以
建立/新增篩選條件、儲存、刪除和管理您的篩選條件。
新增篩選條件
若要新增篩選條件：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導覽窗格的補充資料任務。
3. 按一下排程任務視窗上的新增篩選條件圖示。
4. 從 POV 篩選列下拉清單選取篩選條件，例如，特設。
5. 選取必要的值，例如是。
儲存篩選條件
設定您要儲存的篩選條件後：
1. 選取
圖示並按一下儲存篩選條件。

2. 輸入名稱 (例如，"My_Filter") 和描述 (選擇性)。
請注意，篩選定義 -> 篩選準則下方，警示等於「是」。此值與您新增篩選條件時所
選取的值相同。

3. 按一下確定。
4. 按一下
圖示，您將注意到顯示的名稱為 "My_Filter"。

Note:

您能透過按一下每個個別的篩選條件，來啟用您建立的任何篩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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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您可以按一下清除所有篩選條件選項來清除並重設所有項目。
管理篩選條件
您能使用管理篩選條件功能來執行您建立的篩選條件。

這提供多個選項，例如：
• 按一下
圖示以新增篩選條件。
– 輸入名稱和描述 (選擇性)。
– 選取類型 (收集 (收集全域)、收集 (信用收集) 等等)。

– 選取建立條件或建立條件群組來定義您的篩選條件。

– 按一下確定。
• 按一下
圖示以編輯您的篩選條件。

第 42 章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檢視、清單和篩選條件

42-5



• 按一下
圖示以複製篩選條件

• 按一下
圖示以刪除您的篩選條件。如果您要刪除篩選條件，您會收到一則確認訊息。按一
下確定。

• 按一下
圖示以發佈篩選條件。這將允許其他使用者也能使用篩選條件。

• 按一下
圖示以檢視您篩選的詳細資料，例如欄、建立者等。

Note:

您無法移轉補充資料的已儲存篩選條件。

管理補充資料系統設定值
另請參閱：
•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設定電子郵件通知
• 設定補充資料的偏好設定
• 設定補充資料控管員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設定電子郵件通知
「服務管理員」可以設定「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使用者的「電子郵件通知」。當您啟用
電子郵件通知時，會產生批次通知。當不再需要通知時，您可以停用電子郵件通知和提
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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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根據預設，電子郵件通知為未啟用。

您也可以將電子郵件新增為「寄件者地址」。請自訂寄件人地址，或可能包含產品首字母縮略
字，以提醒使用者通知來自哪裡。
若要設定電子郵件通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選取電子郵件通知。
4. 針對電子郵件通知，選取開啟以起始通知，或選取關閉以停用通知。
5. 輸入電子郵件的寄件人地址。您可以編輯電子郵件地址以提供特定地址，或是包含產品首
字母縮略字 (例如 SDM)，以提醒使用者通知來自哪裡。

6. 按一下儲存。

設定補充資料的偏好設定
您可以指定要對「補充資料」顯示的數字和儲存格格式偏好設定。您可以指定要顯示的小數位
數、所要的負數、儲存格樣式、字型以及顏色顯示方式。
若要設定「補充資料」偏好設定：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在系統設定值頁面上，按一下偏好設定連結。
4. 對於數字格式，請選取下列選項：
• 小數位數
• 負數

5. 對於儲存格格式，請選取下列選項：
• 儲存格樣式
• 字型，然後選取粗體、斜體，或者底線
• 字型大小
• 文字顏色
• 背景顏色

6. 按一下儲存。

設定補充資料控管員
在「補充資料」中，您可以在「收集」屬性上設定控管員來改進應用程式效能。系統提供預設
的設定值，您可以減少或增加到最大值。建立物件時，系統會強制設下最大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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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您可以指定每一「收集」的計算屬性數目上限。當您建立「計算」屬性時，如果
屬性數目低於最大值，系統便會建立屬性。如果達到最大值限制，系統將不會建立屬
性，並會傳回驗證訊息，告之數目超過範圍。您也可以指定「維度」屬性的數量上限、
每個「表單範本」的區段數量、每個「表單範本區段」的屬性數量、顯示在「資料分
析」上的屬性數量，以及清單中顯示的項目數量上限。
若要設定「補充資料」管控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系統設定值頁籤。
3. 在系統設定值頁面中，按一下管控員連結。
4. 指定屬性的最大值，或保留預設設定值：
• 計算屬性的數目上限
• 維度屬性的數目上限
• 每個表單範本的區段數目上限
• 每個表格式表單範本區段的屬性數目上限
• 資料分析上顯示的屬性數目上限
• 清單中顯示的項目數量上限 (預設為 10000)。

5. 按一下儲存。

使用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
「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包含收集和子收集的詳細資料，讓您可以輕鬆檢視和篩選資
訊。您也可以選取和排序欄，以及儲存清單。
若要在「資料分析」儀表板中檢視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資料。
2. 從左邊按一下補充資料分析。
3. 從收集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存取和分析資料的收集/子收集與資料收集期間 (頻率
維度成員組合)。
例如：
收集名稱：債務詳細資料
「資料收集期間」參數：年度：2020 年，期間：4 月，案例：實際

4. 選擇性：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然後輸入篩選條件值。可用的篩選條件取決於您選
取的收集。

5. 選擇性：如需更多詳細的篩選，在新增篩選條件中按一下進階，然後定義篩選準則
並建立條件。
若要定義條件或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建立條件或是建立條件群組。
b. 結合：選取 And 或 Or。這些說明了此條件或群組會如何與前同層級條件或群
組有關。

c. 屬性：屬性是一個用以比較值的欄位或值，以決定該值是否要包含在篩選的結
果集合中。屬性所表示的並不止於使用者定義的屬性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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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運算元：說明要對屬性執行何種評估。
e. 值：指定要比較哪個屬性值。屬性類型決定哪些輸入欄位可以使用。
f. 若要儲存、清除或是管理篩選，請按一下頁面右邊的篩選 (...) 按鈕。

6. 從動作中，選擇選取欄，選取您要顯示資料的欄。

備註：
前 80 個字元會顯示在特定實體的描述欄位，將滑鼠暫留在上方時則會顯示完整
的文字。

7. 選擇性：若要從「收集」匯出資料，請從動作中選取匯出，然後選取匯出至 Excel 或匯出
至 CSV。

8. 選擇性：從動作中，選取匯入將資料匯入至收集中。
a. 俺一下瀏覽以選取檔案。
b. 選取要取代，還是更新現有的檔案。
c. 選取日期格式。
d. 針對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Tab，或是選取其他，然後輸入分隔符號。
e. 按一下匯入。

9. 選擇性：從清單中，選取另一個可用的已儲存清單。系統會顯示之前儲存的篩選與欄。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管理維度屬性
另請參閱：
• 新增補充資料的維度
• 新增維度屬性
• 編輯維度屬性
• 刪除維度屬性
• 匯入補充資料的維度成員
• 匯出補充資料的維度成員

新增補充資料的維度
若要新增維度，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新增。
4. 在特性頁籤上，輸入名稱與描述。
5. 在屬性頁籤上，新增維度屬性。

第 42 章
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管理維度屬性

42-9



備註：
「歷史記錄」頁籤可記錄對「維度」進行的變更，包括在修改類型、支援
的物件、修改者、舊值與新值中的變更。

新增維度屬性
若要新增維度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選取維度，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
4. 在屬性頁籤上，依序按一下動作、新建及新增屬性。
輸入下列值：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屬性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屬性類型：
– 文字：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整數：您可輸入值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清單：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數字：您可輸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7 個數字和 9 個小數位
數)

• 鍵屬性
如果此屬性為鍵屬性，請選取「鍵屬性」核取方塊。

備註：
如果您要使用維度作為收集間隔，屬性應該是一個鍵屬性，維度只能
有一個鍵屬性。

• 資料類型
選取一項：
– 日期
– 日期和時間
– 整數
– 清單
選取方法：
* 按一下新增，然後輸入屬性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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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從 CSV 檔案匯入清單項目，請按一下匯入，然後瀏覽至 CSV 檔案。
* 若要從 CSV 檔案匯出清單項目，請按一下匯出，然後遵循提示執行。

– 數字
如果您選取「數字」，請選取格式選項 (預設值在「系統設定值」的「偏好設定」
區段中設定)。
* 在小數位數中，輸入要顯示的小數位數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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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地區設定的千位分隔符號。

* 在負數中，選取負數的顯示方式；例如 (123)。
– 文字 (最多 255 個字元)

– 多行文字
如果您選取多行文字，請輸入 3 至 50 行的行數。預設值為 3。「多行文字」決定
「動作」對話方塊在不捲動的情況下可在表單看見的文字行數。最大長度必須是
2000 個字元。然而，文字區的寬度保持不變。
如果您選取使用值核取方塊，依預設輸入的行數值也適用於此處。超出的範圍則會
成為捲動文字。
若要強制在資料類型輸入值，請選取必要核取方塊。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預設值
根據預設，此值會植入至屬性，但您可以置換。

5. 按一下確定。
6. 在更新維度中，若要選取新屬性作為維度的「鍵屬性」，請選取鍵屬性。

備註：
系統允許維度有多個屬性作為鍵。

編輯維度屬性
「成員與屬性」區段列出維度成員、描述和屬性，包括分葉屬性和父節點，以及維度成員對應
的立方體。
若要編輯維度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成員與屬性區段顯示維度成員、描述和屬性，包括分葉屬性和父節點資訊，以及對應的維
度立方體。

3. 選取本機維度，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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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屬性頁籤上，選取屬性，然後按一下編輯。
5. 視需要編輯屬性。
如果維度已有成員或者已在收集中參照屬性，則無法變更資料類型。

6. 按一下確定。

刪除維度屬性
若要刪除維度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選取本機維度，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
4. 在「屬性」頁籤上，選取屬性，然後按一下刪除。

備註：
您無法刪除已在「收集」中參照的屬性。

5. 從刪除屬性的確認提示中，按一下是。

匯入補充資料的維度成員
「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從標準純文字逗號分隔值 (CSV) 檔案匯入維度成員。
若要匯入維度成員：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選取維度。
4. 在成員與屬性中，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匯入。
5. 按一下瀏覽，然後導覽至您要匯入的檔案。
6. 選取下列選項之一：
• 取代：清除表單中的任何維度成員，並以來源檔案中的成員加以取代。匯入程
序進行後，來源檔案中任何不存在的值在表單中將為空白。

• 更新：僅更新來源檔案中包含的成員。其他成員不受到影響。
7. 從格式下拉清單選取日期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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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逗號或 Tab。
9. 按一下匯入。
「結果」畫面顯示匯入的維度成員數目。

10.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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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清除對話方塊然後選取另一個要匯入的檔案，請按一下重設。

匯出補充資料的維度成員
「服務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將維度成員匯出為標準純文字逗號分隔值 (CSV) 或
XLS 檔案。
若要匯出維度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選取維度。
4. 在成員與屬性中，選取成員。
5. 按一下動作，接著按一下匯出，然後選取 CSV 或 XLS 檔案格式。
6. 瀏覽至您要儲存檔案的位置。
7. 按一下確定。

使用收集間隔
「補充資料」收集間隔可讓您根據您的特定收集需求來調整 POV 以自訂您的資料收集。收集
間隔包含下列維度類型：
• 頻率維度 - 定義資料收集程序的頻率。
• 工作流程維度 - 決定用於表單的維度。例如，如果您選取實體，您的表單將會是依實體表
單。

若要檢視收集間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間隔頁籤。
系統會顯示可用收集間隔清單。您可以選取要顯示的欄、依照欄來排序清單，或依照字母的升
序或降序進行排序。
服務內提供預設的收集間隔。預設收集間隔包含年度、期間和案例作為頻率維度以及「實體」
作為工作流程維度。
您可以建立收集間隔，也可以使用「預設」收集間隔。若要建立收集間隔，請參閱建立收集間
隔。

建立收集間隔
您使用「頻率」維度和「工作流程」維度來建立收集間隔。「頻率維度」定義資料收集程序的
頻率。「工作流程維度」定義資料集合的工作流程例項數目。
您最多可以設定 4 個「頻率維度」(包括「年度」和「期間」) 以及 5 個「工作流程維度」。
若要建立收集間隔，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間隔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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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新增」(+) 以建立收集間隔。
4. 在建立收集間隔上，輸入下列資訊：
• 名稱：輸入唯一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頻率維度—從可用的維度選取一個或兩個維度，然後使用往返鍵將其移至選取
的維度。
根據預設，已選取「年度」和「期間」維度。
您最多可以選取 2 個額外的頻率維度以及預設年度和期間維度。
您選取的頻率維度不可在「收集」中用於進一步的資料收集和管理。

• 工作流程維度—從可用的維度選取維度，然後使用往返鍵將其移至選取的維
度。
您必須選取至少一個工作流程維度。
您最多可以選取 5 個工作流程維度。您選取的工作流程維度不可在「收集」中
用於進一步的資料收集和管理。

5. 按一下確定。
6. 若要編輯收集間隔，請選取收集間隔，接著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
您無法編輯「收集」中參照的收集間隔。
您無法編輯「預設」收集間隔。

7. 若要刪除收集間隔，請選取收集間隔，接著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刪除。
您無法刪除「預設」收集間隔。

設定資料收集期間
當您為資料收集程序建立收集間隔之後，就必須要設定資料收集期間，方法是選取「頻
率」維度的成員。「年度」和「期間」頻率維度預設可供您使用。
您的收集間隔可以含不同的資料收集期間。
若要設定資料收集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資料收集期間頁籤。
3. 按一下收集間隔，然後從下拉清單中選取間隔。
4. 這會顯示您在已選取收集間隔中所定義的「頻率」維度。根據預設，會顯示「年
度」和「期間」維度。

5. 在每個「頻率」維度中選取成員。這樣會顯示對應的資料收集期間。
6. 選取期間，然後輸入開始日期、結束日期和關閉日期以開啟期間。

備註：
若要在儲存之前清除已輸入的日期，請按一下重設。

7. 按一下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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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定義資料收集期間之後，您無法在「收集間隔」頁籤中變更選取的收集間隔。

若要開啟、關閉或鎖定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選取「資料收集期間」清單中的某個期間。
2. 從動作  下拉清單或功能表列中選取動作：
• 開啟期間 – 允許您部署新的「表單範本」，以及將「特設表單」新增至「收集期間」。使
用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已排程開始日期來更新表單。

• 關閉期間 – 無法部署額外的「表單範本」，也無法將任何額外的「特設表單」新增至「收
集期間」。使用者可以繼續更新現有的表單。

• 鎖定期間 – 不允許對現有表單進行額外的更新。

檢視收集間隔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收集間隔活動的歷史記錄，其中包含使用者、日期、動作，以及舊值與新值。
如何檢視「收集間隔」歷史記錄：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間隔頁籤。
3. 選取某個收集間隔，然後按一下編輯。
4. 檢視下列欄位：
• 欄位
• 修改類型
• 支援物件
• 修改者
• 修改時間
• 舊值
• 新值

使用補充資料收集
「補充資料」收集包含資料表格的定義。收集由所有資料記錄的資訊屬性所組成。收集可以包
含「維度」的屬性，而您可以輸入屬性。您也可以建立子收集來收集更精細的詳細資料收集。
只有「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才能夠建立和更新收集定義。
若要檢視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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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顯示可用收集的清單，其中包含名稱、描述、類型、收集間隔、屬性、相關聯的
表單範本及上次更新日期等的其他資訊。您可以選取要顯示的欄、依照欄來排序清單，
或依照字母的升序或降序進行排序。
若要建立收集，請參閱建立收集。

建立收集
當您使用「補充資料」時，您必須建立收集以定義收集程序的資料。您也可以建立子收
集來收集更精細的詳細資料收集。透過指定是否禁止跨資料表單共用資料，您可以保證
資料收集的安全性。
觀看以下有關為「補充資料」建立集合的影片：

 建立補充資料的集合
若要建立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動作，然後選取新建。
4. 在特性頁籤上，輸入收集資訊：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輸入唯一名稱。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子收集：選取此核取方塊以建立子收集。您必須先建立收集，才能建立子收
集。請參閱建立子收集。

• 收集間隔：從下拉清單中選取收集間隔。
• 相關聯的子收集：此欄位不可編輯，可顯示與收集相關聯的子收集。
• 在範本/表單之間共用資料記錄：預設選擇為是，表示會在相同的「工作流程」
選擇內共用範本/表單之間的資料。如果您不要共用資料，請按一下否核取方
塊。

5. 在屬性頁籤上，新增收集的屬性。
請參閱新增收集屬性。

建立子收集
「子收集」可讓您取得詳細的資料收集。您對現有收集建立子收集，該子收集之後可以
變成父項收集。子收集會連結至父項收集並顯示在父項收集之下。您最多可以針對父項
收集建立 5 個子收集。
若要建立子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按一下 + (加號)。
4. 在特性頁籤上，輸入子收集資訊：

第 42 章
使用補充資料收集

42-16

https://apexapps.oracle.com/pls/apex/f?p=44785:265:0:::265:P265_CONTENT_ID:13561


• 名稱 — 輸入唯一名稱。
• 描述
• 子收集—按一下核取方塊。
• 收集間隔—此項目在您按一下子收集核取方塊之後即不可編輯。
• 收集—選取您要建立子收集的父項收集。在選取父項收集時，收集間隔會自動植入和父項
收集相關聯的收集間隔。

• 在範本/表單之間共用資料記錄—此項目在您於收集中選取父項收集之後即不可編輯。
• 在屬性頁籤上，新增子收集的屬性。

備註：
根據預設，父項收集中的屬性會連結至子收集。當您建立子收集的屬性時，新屬
性會連結至父項收集和相關聯的收集間隔。

新增收集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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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為屬性指定不同的值類
型：「日期」、「日期和時間」、「清單」、「數字」、「文字」及「True 或 False」。
對於收集，您可以新增日期計算屬性，例如資料收集期間的「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若要新增收集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屬性頁籤，其中有下列的欄：
• 索引鍵 ID

如果此收集沒有資料存在，您可以修改鍵 ID 和屬性。
「實體」的鍵 ID 和「指派工作流程」核取方塊選項預設為已選取。當您新增屬性時，
您可以選取一或多個屬性作為「鍵 ID」。

備註：
「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不支援使用「計算」屬性作為「鍵 ID」屬性。
如果您選取「計算」屬性作為「鍵 ID」，則您的收集中可能會發生未預期的
行為和錯誤。

• 指派工作流程
顯示收集間隔中定義的工作流程。此項目不可編輯。

• 名稱
• 維度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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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性類型 (如果有現有屬性存在便會顯示)

• 資料類型 — 日期、日期和時間、整數、清單、數字、文字、True 或 False、
「是或否」

• 總計 — 可讓您指定屬性的總計方法：
– 總合：加法總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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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資料之列的計數
– 無：不計算總計

5. 按一下動作，再按一下新建，然後選取：
• 新增屬性：前往步驟 6

• 從維度新增屬性：
a. 選取維度。
b. 從可用的屬性清單中選取屬性，然後將它們移動至選取的屬性清單。
系統包括維度的鍵屬性作為「選取的屬性」。您無法清除鍵屬性。

c. 按一下確定，然後按一下儲存或儲存並關閉。
6. 如果您選取新增屬性，請在建立新屬性上輸入特性頁籤資訊：
• 名稱：您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指定屬性類型：
– 文字：您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整數：您可輸入值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清單：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數字：您可輸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7 個數字和 9 個小數位
數)

變更「屬性類型」會置換先前指定的「驗證」或「計算」。您不能在建立屬性
後變更本設定。
– 輸入：輸入為預設值，而且會啟用驗證頁籤。
對於已經開啟的期間及已經建立的表單例項，不適用所修改的驗證規則。進
行的變更僅適用於新表單例項。

– 計算：如果類型為「計算」，將會啟用計算頁籤。
• 資料類型
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日期
– 日期和時間
– 整數
– 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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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新增，然後輸入屬性值。相對於收集，清單屬於本機，無法在其他收集之間
共用。

– 數字
如果您選取「數字」，請選取格式選項，以置換「系統設定值」的「偏好設定」區
段中設定的預設值。

備註：
針對此屬性您只能輸入數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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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選取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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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分隔符號。

* 在幣別中，選取幣別，例如 (INR)

* 在負數格式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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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至 1000000000000

– 文字 (最多 255 個字元)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必要
如果為必要屬性，您必須在資料輸入期間在此欄位中輸入值。

• 使用值
如果已填入「使用值」，系統會將設計人員輸入的值套用至使用者建立的任何記錄。
您可以在資料輸入期間變更預設值。

7. 按一下確定儲存屬性。
您必須先儲存屬性，才能夠將它包含在計算中。

8. 若要繼續新增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 如果您在「屬性類型」中選取輸入，請選取驗證頁籤。
若要新增條件表示式，請執行下列動作：
您可以對使用者輸入的值建立特殊的驗證規則。
a. 按一下新增。
b. 選取「運算元」，然後輸入 Value1 與 Value2。
c. 如果您需要第二個條件，請從下列清單中選取：
– 結合；例如，「和」、「或」
– 運算元；例如，等於、介於、不等於、大於、為空白、非空白、小於、不介於
– Value1 和 Valu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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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按一下確定。
• 如果您在「屬性類型」中選取計算，請選取計算頁籤。
下列區段是如何新增計算屬性的範例。
a. 建立含有下列屬性的收集：

Int1 輸入與資料類型：整數。按一下確定，然後從編輯收集選取 Int1 作為
「鍵 ID」。
TextInput：輸入與資料類型：文字。

b. 若要在 TextCalc 中使用屬性，請儲存資料。
c. 建立屬性 TextCalc：已計算與資料類型：文字。
d. 在計算頁籤中，輸入下列欄位：

i. 計算類型：選取已撰寫指令碼。
ii. 新增函數：選取 TextLocation，然後按一下新增。
iii.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已新增至計算定義。
iv. 按一下 <Value> 並輸入值 (用單引號括起來，並區分大小寫)，或者，在
新增屬性中，選取屬性 TextInput，然後按一下新增。
<Value> 變更為 {TextInput}。

v. 將 <Value to Search> 取代為 'tion'

請確定將 <xxx> 取代為單引號：'xxx'。
範例 INSTRING({TextInput}, 'tion')

9. 若要新增計算表示式，請選取下表所述的資料類型與計算類型，然後按一下確定。
表格 42-1    資料類型與計算類型

在特性頁籤上選取的資料類型 計算類型 描述
對於所有資料類型 將值指派給清單，然後選取屬性值。

您必須儲存「清單」屬性值。
根據對「清單」成員的指派傳回屬性
值。

對於所有資料類型 條件 對於指定的屬性，如果符合指定的條
件則傳回屬性值 A。如果不符合條
件，則傳回屬性值 B。

清單 將清單指派給值 根據屬性值，從清單傳回相關成員。
數值，整數 公式 使用通用的數學表示式計算屬性。

範例：(A+B)/C

數值，整數 四捨五入 將屬性捨進位至指定的位數。預設值
是 2。

文字 連接 將文字屬性貼在一起。包括常值字串
以及將非文字屬性自動轉換為字串。
範例：First_Name+"
"+Last_Name+":"+Birth_Date

整數，數字，文字 已撰寫指令碼
請參閱下列小節：
指令碼函數

任意格式指令碼計算。「整數」、
「多行文字」、「數字」或「文字」
類型的屬性可以使用指令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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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按一下儲存、儲存並關閉或關閉。

備註：
屬性變更僅適用於後續資料收集期間。

指令碼函數
• 絕對值：傳回指定數字的絕對值。如果數字小於零，則會傳回該數字的正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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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期平均值：計算前 X 期數值金額的平均值。
AVERAGE_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To Currency*>
範例：AVERAGE_PRIOR( {Balance (Reporting)}, '2', 'E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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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Preparer End Date}, 'DAYS') or
DATE_DIFF({Preparer End Date}, 'NOW', 'HOU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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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10)

• If Then Else：可讓使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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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型的計算。
IF_THEN_ELSE(<Condition>, <Value1>, <Value2>)
範例：
IF_THEN_ELSE( {Risk Rating} = 'Low', 'Good',
IF_THEN_ELSE( {Risk Rating} = 'Medium', 'Better',
IF_THEN_ELSE({Risk Rating} = 'High', 'Best','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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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使用文字值作為參數並傳回整數，傳回值為文字的字元數。如果值為空
白/空值，計算將傳回 0。
Length ({<attribute>})
範例：LENGTH('Value') 將傳回 5，而 LENGTH({Name}) 將傳回物件名稱的字元
數。
計算搭配 SUBSTRING 以擷取文字值的最後 4 個字元。
SUBSTRING( {MyString}, LENGTH ({MyString}) - 4

• 小寫：傳回小寫的值。
LOWERCASE(<Value>)
範例：LOWERCASE( {Descriptio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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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Entered)}, 'USD',
'Accounting'), 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Functional)},
'USD', 'Accounting'), TRANSLATE( {Source System Balance
(Reporting)}, 'USD', 'Accounting') )

• 前期最大值：傳回前 X 期的最大值。
MAX_PRIOR (<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範例：MAX_PRIOR( {Balance (Functional)}, '6', 'CAD', 'RE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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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LATE( { Balance (Entered)}, 'CAD', 'REC'),
TRANSLATE( {Balance (Functional)}, 'CAD', 'REC'),
TRANSLATE( {Balance (Reporting)}, 'CAD', 'REC') )

• 前期最小值：傳回前 X 期的最小值。
MIN_PRIOR (<Value>, (<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範例：MIN_PRIOR( {Source System Balance (Functional)}, '6', 'EUR',
'Simplified')

• 月：以整數 (1-12) 傳回日期的月份值
MONTH (<DATE>)

• Power：將某個數字提高作為另一個數字的指數次方。
POWER(x,y) 其中 x=BASE NUMBER 而 y=EXPONENT，而且 x 和 y 可以是屬性或計
算，只要它們是數值即可。
範例：POWER(3,4)=81

第 42 章
使用補充資料收集

42-22



備註：
分數值會將數字約簡至其根。例如，POWER(27, 1/3) = 3 立方根。
負數值將執行指數計算的倒數。例如，POWER(2, -2) = 1 / (2^2) = 1 / 4
= .25。

• 前期：傳回指定前一期的值。
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Prior>)
範例：PRIOR( {Source System Balance (Entered)}, '1', 'EUR'')

• 捨入：傳回四捨五入到指定小數位數的值。
ROUND(<Value>, <Decimal Places>)
範例：ROUND( ({Scripted Translate} /7), 4)

• 前期總和：傳回前 X 期的值總和。
SUM_PRIOR(<Value>, <Number of Periods>)
範例：SUM_PRIOR( {Balance (Reporting)}, '3', 'EUR')

• 文字位置：傳回屬性值內子字串的位置，1 代表開頭位置。
INSTRING(<Value>, <Value To Search>)
範例：INSTRING( UPPERCASE( {Name} ), 'TAX' )

• 轉換：使用指定的匯率類型將幣別屬性轉換為數值屬性。
TRANSLATE(<Value>, <To Currency>, <Rate Type>)
範例：TRANSLATE( {Balance (Entered)}, 'EUR', 'Ac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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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入收集清單屬性
若要匯入「清單」類型的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以一行一個值的方式建立「清單」類型的匯入檔案。
例如：
Blue
Yellow
Red
Green

2.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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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4. 建立或選取類型清單的屬性，然後從相關表單範本區域中，按一下編輯 。隨即
顯示編輯表單對話方塊。

5. 從使用者區域中按一下匯入。
6. 瀏覽以選取匯入檔案。
7. 選取匯入類型 - 更新來僅更新來源檔案中的成員，或者取代以使用來源檔案的成員
來取代使用者。

8. 從下拉清單中選取匯入檔案的檔案分隔符號：逗號或 Tab。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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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一下匯出至
Excel。

檢視收集歷史記錄
系統會維護收集活動歷史記錄，其中包含使用者、日期、動作，以及舊值與新值。
若要檢視收集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然後按一下編輯。
4. 檢視下列欄位：
• 欄位
• 修改類型
• 支援物件
• 修改者
• 修改時間
• 舊值
• 新值

刪除收集屬性
若要刪除收集屬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然後按一下編輯。
4. 選取屬性頁籤，接著選取屬性，選取動作，然後選取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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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資料存在，您無法刪除屬性。
• 如果沒有資料存在，但表單範本中已參照該屬性，您必須先從表單範本移除屬性，才
能夠刪除屬性。

5. 從確認提示按一下是。

編輯收集
您可以編輯收集的描述和屬性。
若要編輯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接著按一下動作，然後按一下編輯。
系統將會顯示已定義的相關聯子收集。

4. 按一下特性頁籤，然後視需要修改描述。
5. 按一下屬性頁籤，然後視需要編輯屬性。

備註：
您可以編輯任何本機的收集屬性名稱。然後，您將需要重新部署表單範本，以反
映更新過的屬性名稱。

如果收集已含資料，您可以修改收集的 鍵 ID 和屬性。
您無法編輯從「維度」參照的屬性。

複製收集
您可以使用「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來複製收集。從儀表板中，您可以從一個 POV 匯出資
料，然後匯入另一個 POV。
若要複製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資料。
2. 從左邊按一下補充資料分析。
3. 從收集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複製的收集。
4. 從「補充資料分析」頁面的 POV 中，選取您要複製資料的 POV 成員。
5. 從動作中，選取匯出至 Excel 來從收集匯出資料。
6. 從「補充資料分析」頁面的 POV 中，選取您要貼上資料的 POV 成員。
7. 從動作中，選取匯入將資料匯入至收集中。

刪除收集
若要刪除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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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接著選取動作，然後選取刪除。
• 如果含有資料，則無法刪除收集。
• 如果其中沒有資料但已建立表單例項，則無法刪除收集。

4. 從確認提示按一下是。

建立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單範本
若要建立及使用「補充資料」表單範本，您必須是「管理員」或「超級使用者」。
當您建立「表單範本」時，可以指定此範本是否可用於建立「特設表單」，然後選取能
夠建立該表單的使用者。您可以選取個別使用者、群組或團隊。
如需如何將資料輸入「補充資料」表單的相關資訊，請參閱 使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手冊。
若要建立表單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按一下新增。
4. 在特性頁籤上，提供資訊：
• 名稱：輸入唯一的表單範本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描述：最多可輸入 255 個字元。
• 收集間隔 — 選取下拉清單中的某個收集間隔。

5. 請參閱下列主題：
• 使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單區段
• 指定表單範本指示
• 指派工作流程
• 指定表單範本問題
• 設定表單範本存取權

指定表單範本指示
管理員提供如何使用表單的指示。指示可以包括文字、附加檔案，以及文件儲存庫中的
檔案連結。
若要指定表單範本指示，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指示頁籤。
4. 在指示中，輸入指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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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新增檔案的參照，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參照區段中，按一下新增。

提示：
若要刪除參照，請選取參照，然後按一下刪除。

2. 選取參照類型：
• 本機檔案 — 瀏覽本機檔案系統並選取檔案。您必須指定名稱。按一下確定，將檔案上
傳至系統，與表單範本一起儲存。

• URL — 輸入外部 URL 參照並給予描述性的名稱。按一下確定，將 URL 儲存在應用程
式中。

使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單區段
表單的每個區段可以從不同的收集或屬性組合收集資料。區段可以有重疊的收集或屬性。如果
對應收集中「共用資料」屬性設定為 True，屬性只能夠在一個區段中為可寫入狀態。
對於每個收集，您最多可以建立 5 個包含子收集的區段。
在您建立包含收集和子收集的區段之後，將無法變更收集和子收集物件。
若要建立或編輯區段，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頁籤。
4.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區段並按一下編輯。隨即顯示「編輯表單範本區段」。
5. 在特性頁籤上：
• 名稱：輸入區段的名稱。最多可輸入 80 個字元。
• 收集：從下拉清單選取收集。下拉清單還會根據選取的收集列出可選取的子收集。
列出的收集屬於同一個收集間隔。如果您選取具有相關聯子收集的收集，「資料記
錄」將設定為「欄」，並在您儲存區段時建立具有對應「子收集」的新區段物件。
請注意，收集及子收集必須屬於同一個收集間隔。

• 資料記錄
選取一項：
– 列 (用於子收集)：以表格顯示表單的屬性；您可以在列中輸入值。系統一律將屬性
名稱顯示為標頭。

– 欄 — (用於收集)：以列和欄顯示表單的屬性，使用者可在其中輸入每個表單屬性
的值。欄位包含每個屬性的一個資料輸入記錄。系統將屬性描述顯示為表單的列標
頭。

6. 視需要輸入其他「區段」頁籤的資訊。
7. 當您完成建立區段時，請按一下確定以儲存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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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對「收集」建立一個區段，以及對「子收集」建立一個內含所選鍵屬性的區段。
您可以視需要進行編輯以加入屬性。

表單範本區段：欄頁籤
對於「表單範本」區段，您可以指定版面配置中的欄數及其顯示方式。
例如，如果您選取 3 作為版面配置中的欄數，則您最多可以在每個屬性提供 3 欄作為欄
索引。
若要更新欄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2. 在欄頁籤上，選取版面配置中的欄數值。
3.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頁籤。
4.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區段並按一下編輯。
5. 在編輯表單範本區段中，按一下欄頁籤
6. 從版面配置中的欄數中，選取區段的欄數。上限為 3 欄版面配置。
7. 指定欄資訊：
• 已包含
選取要包括在表單中的其他屬性。

• 名稱
「收集」屬性的名稱。

• 維度
特定維度之屬性中的欄。此為唯讀。

• 資料類型
欄 (唯讀) 的對應資料類型。

• 欄寬
以像素為單位指定欄寬。預設值為「調成最適大小」。
寬度不包含在欄內填補儲存格的空格。
– 小：固定像素寬度為 70。
– 中：固定像素寬度為 100。
– 大：固定像素寬度為 300。
– 調成最適大小：根據列中最長的文字來調整欄寬
– 自訂：指定寬度。最小值：20。最大值：999。

• 總計
「收集」中指定的屬性總計方法。一律為唯讀。

• 驗證 POV 總計
驗證補充資料符合科目餘額。
從下拉圖示中，選取「立方體」，然後選取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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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必須取消選取每個維度屬性的僅供檢視欄，才能驗證是否符合科目餘額。

備註：
下列固定維度和對應的成員是硬式編碼的形式：
– 整合 - FCCS_Entity 輸入
– 檢視 - FCCS_Periodic

– 幣別 - 實體幣別

• 僅供檢視
此欄僅供檢視。如果對同一個「收集」建立多個表單，則只有一個表單可以包含可供
輸入的欄 (包括鍵欄)。

8. 列總計
總計列的顯示方式：
• 頂端：總計列顯示在表格的頂端
• 底端：總計列顯示在表格的底端
• 無：不顯示總計列

9. 選擇性：若要將新屬性新增至表單範本區段中，請按一下新增 (+) 圖示，選取新增屬性並
指定屬性資訊。
在「表單範本區段」中新增屬性的程序和在「收集」中新增屬性的程序相同。請參閱新增
收集屬性。

10. 按一下確定以儲存資料。

表單範本區段：分組依據頁籤
若要更新「補充資料表單範本分組依據」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2.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頁籤。
3.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區段並按一下編輯。
4. 在「編輯表單範本區段」中，按一下分組依據頁籤。
5. 按一下「欄」，然後選取或檢視下列欄：
• 包含
選取其他要包含在「分組依據」中的欄。

• 分組依據
主要表格中的資料應該依據選取的欄分組。

•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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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的名稱。
• 維度
特定維度之屬性中的欄 (唯讀)。

• 資料類型
欄 (唯讀) 的對應資料類型。

• 總計
「收集」中指定的屬性的總計方法 (唯讀)。

6. 總計列：
指出總計列的顯示方式：
• 頂端：總計列顯示在表格的頂端
• 底端：總計列顯示在表格的底端
• 無：不顯示總計列

7. 視需要在其他「區段」頁籤上輸入資訊。
8. 若要儲存更新並返回「表單範本區段」頁籤，請按一下確定。

表單範本區段：對映頁籤
在「表單範本」中，您使用「對映」頁籤來指定要對其記入表單資料的 POV。您可以根
據在「分組依據」頁籤選取的屬性，對映「補充資料管理程式」表單項目。屬性金額使
用「分組依據」頁籤中選取的屬性來計算總和。
如果您在「分組依據」頁籤對某個屬性使用「清單」資料類型，可以在清單中對映個別
項目。此時，請編輯「對映」文字以包括 @Listname。@Listname 將會取代「清單」
屬性中的每個子項。請確定所有清單成員對維度成員而言都相同，而不會有無效的
POV。

備註：
最好的作法是在建立或編輯對映之前，先清除瀏覽器快取並重新登入。

若要更新「對映」頁籤：
1. 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2.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頁籤。
3.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區段並按一下編輯。隨即顯示「編輯表單範本區段」。
4. 選取連線。
來源欄預設為在選擇指派對映功能表時所選取的欄。視需要變更至不同的來源欄。

5. 從立方體下拉清單中，從可用的立方體清單選取立方體。
6. 按一下成員選取器以選取「檢視點」的成員。
您必須針對每個 POV 維度指定一個成員。請在對映之前確定 POV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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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選取器顯示維度，其中已排除收集間隔的「頻率」和工作流程維度。視部署表單的資
料收集期間而定，記入期間會動態設定間隔維度的值。

7. 在對映中，輸入 POV。
8. 若要儲存更新然後返回至表單範本區段頁籤，請按一下確定。

表單範本區段：歷史記錄頁籤
「歷史記錄」頁籤會顯示對表單範本區段進行的變更，其中包括修改的使用者、日期、修改類
型，以及舊值與新值。
若要檢視「歷史記錄」頁籤，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2. 在新建表單範本或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頁籤。
3.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區段並按一下編輯。
4. 在「編輯表單範本區段」中，按一下歷史記錄頁籤。
5. 按一下檢視，從清單選取要顯示的欄，或者選取更多欄以管理可見欄及其顯示順序。
6. 您可以檢視以下資訊：
• 欄位
• 修改類型
• 支援物件
• 修改者
• 修改時間
• 舊值
• 新值

7. 若要返回「表單範本區段」頁籤，請按一下確定。

指派工作流程
使用「工作流程」頁籤指派表單的工作流程。
若要指派表單的工作流程，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2. 在新建表單或編輯表單中，按一下工作流程頁籤。
3. 在何時啟動中，從下拉清單選取值：
• 頻率 — 對此表單進行資料收集的頻率。
• 排程開始 — 收集日期：
– 結束日期––期間的結束日期。
– 關閉日期––對期間指定的關閉日期。

• 開始日偏移––此表單之資料收集的開始日期。此可決定在「結束日期」或「關閉日
期」之後幾天，開始授權資料收集日期。這可以是正數或負數。例如，您可以在開始
日期前幾天準備資料，並將集合設定為 -3，以從該日期前 3 天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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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工作流程中，選取下列值：
• 工作流程選項––選取一個選項︰
– 準備
– 準備，然後核准
– 準備，然後核准，然後記入
– 準備，然後記入
– 記入

• 核准層級 — 最多可選取 10 個層級的核准者。
• 持續時間 — 每個使用者之特定動作的允許天數上限。
此資料可根據工作流程選項，決定提交、核准與記入的排定完成日期。

5. 使用者區段有下列選項：表單和特設。您可以對表單或特設定義工作流程和檢視者
的使用者指派。您可以在啟用的欄位新增使用者。
• 按一下新增。
• 若要新增使用者：
– 若為表單，選取工作流程，然後選取使用者，或籌備者和核准者群組。「工
作流程」成員選取器會根據選取的工作流程維度動態配置。

– 若為特設，則選取「選取使用者」，或搜尋名字和姓氏以選取群組。您可以
按一下進階以使用者 ID 或電子郵件進行搜尋。請注意，預設會顯示基本選
項 (也就是，名字和姓氏)。

– 按一下搜尋以顯示搜尋結果。您可以使用此選項來新增或移除使用者。

備註：
允許特設選項會顯示在工作流程頁籤底下，且預設不會顯示。只有在
特設使用者清單數大於 0 時才會植入此值。如果清單是空的，則會關
閉此選項。

• 若要從 CSV 檔案匯入使用者，請按一下匯入
– 俺一下瀏覽以選取檔案。
– 針對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Tab，或是選取其他，然後輸入分隔符號。
– 按一下匯入。

備註：
匯出/匯入檔案格式允許在交易包含允許特設選項。

• 若要移除使用者，請選取使用者，然後從功能表列中按一下刪除。

指定表單範本問題
問題依角色自動分組。在角色之內，個別問題依順序排列。順序指出角色內的問題順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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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建立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在新建表單或編輯表單中，按一下問題頁籤。
4. 按一下新建或編輯。
5. 請輸入以下資訊：
• 問題：您最多可輸入 2000 個字元。
輸入提示使用者在表單上回應的問題。

• 資料類型
選取問題類型：
– 日期
– 日期和時間
– 文字：您最多可輸入 4000 個字元。
– 清單：您可以輸入最多 255 個字元。
按一下新增，然後輸入屬性值。

– 整數：您可輸入值 -2147483648 至 2147483647

– 數字：您可輸入值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17 個數字和 9 個小數位數)

如果您選取「數字」，請選取格式化選項：
* 在小數位數中，輸入要顯示的小數位數。預設值在「系統偏好設定」中定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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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地區設定的千位分隔符號。

* 從幣別中，選取幣別，例如 (INR)

如果未選取幣別，將不會轉換金額。
* 從負數中，選取負數的顯示方式；例如 (123)。

– True 或 False

– 是或否
• 角色 — 指定問題所針對的角色。
• 必要 — 決定問題為強制性或者為選擇性。

若要刪除問題，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新建表單或編輯表單中，選取問題頁籤。
2. 選取問題，然後按一下刪除。

設定表單範本存取權
在「補充資料表單範本存取權」頁籤上，您要決定要將權限授予哪些使用者以及他們可以在表
單上執行的功能。
• 「存取」頁籤的頂端面板顯示具有「檢視」存取權的使用者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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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面板顯示使用者具有權使用的工作流程。
您可以匯入 CSV 檔案格式的檢視者清單，以快速指派存取權給多個使用者。檢視者可
以是使用者、群組或團隊。您可以使用「檢視」選項來判斷他們可以存取表單的階段。
您也可以匯出使用者清單以供管理員分析。

備註：
您必須在指派「檢視者」存取權之前先定義工作流程。

備註：
即使未在範本定義週期性表單，也能指派特設使用者和檢視者

若要新增存取權，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按一下新表單或編輯表單，然後按一下存取頁籤。
4. 按一下新建，或選取使用者並按一下編輯。
5. 在檢視者存取權，選取使用者、群組或團隊。
6. 從工作流程中，選取「工作流程維度」的成員。
系統會列出「工作流程維度」的所有成員的組合。

7. 選取檢視選項：
• 一律：即使資料輸入不完整或者尚未提交供核准，您仍然隨時可以檢視資料。
• 提交之後：一旦提交資料，即使是在被核准之前，您仍然可以檢視資料。
• 核准之後 — 您要到被授予所有層級的核准之後，才能夠檢視資料。

8. 選擇性：若要為多個使用者從 CSV 檔案載入「檢視者存取權」：
a. 從功能表列中，按一下匯入。
b. 瀏覽以選取檔案。
c. 如需匯入類型，請選取全部取代或是更新。
d. 針對檔案分隔符號，選取逗號、Tab，或是選取其他，然後輸入分隔符號。
e. 按一下匯入。

檢視表單範本歷史記錄
「歷史記錄」頁籤會記錄對表單範本進行的變更。其中顯示已建立或更新的欄位、修改
類型、舊值與新值、進行修改的使用者，以及變更日期。「歷史記錄」頁籤上的資訊是
唯讀。
若要檢視表單範本歷史記錄，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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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在新建表單或編輯表單中，按一下歷史記錄頁籤。

編輯表單範本
若要編輯表單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選取表單範本，然後從功能表列中選取編輯。

複製表單範本
若要複製表單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選取表單範本，然後從功能表列選取 複製。
「複製」動作會建立在表單名稱尾端附加 "copy" 作為尾碼的副本。此外，所有屬性皆為唯
讀，以防止多個表單範本取得同一個收集的寫入權限。

刪除表單範本
您可以刪除您不再需要的表單範本。
若要刪除表單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選取表單範本，然後從功能表列中選取刪除。
4. 按一下是，確認您要刪除範本。

將表單範本部署至資料收集期間
建立「補充資料」表單後即可進行部署。
您也可以重新部署先前部署的表單。您可以指定對工作流程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您可以新增
更多僅需要進行部署的工作流程項目 (不需要在「收集」或「範本」特性和屬性中變更)。如果
您選取重設所有表單工作流程，系統將會部署範本並保留資料，但所有其他工作流程項目 (例
如註解) 則會被重設。
若要將表單範本部署至資料收集期間，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從動作功能表中，按一下部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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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截止資料收集」期間中，按一下搜尋圖示。
5. 在選取資料收集期間對話方塊中：

a. 按一下間隔，然後選取收集間隔。
當您選取收集間隔時，POV 維度會反映該收集間隔中定義的頻率維度。

b. 選取 POV 維度的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
系統會顯示「擱置中期間」和「開啟期間」資料收集期間。

c. 從期間中，選取資料收集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
當您選取收集間隔和 POV 維度成員時，會將「表單範本」清單篩選成僅顯示可
用於所選取間隔的範本。

6. 選取一或多個要部署的表單範本。
7. 按一下部署。
8. 隨即顯示部署資訊對話方塊，其中顯示和收集間隔相關的所有表單範本。
• 此對話方塊列出每個範本的建立、重設和刪除的值。如果表單範本尚未部署，
這些值將為零。
– 建立 - 顯示根據工作流程定義，將在部署 (以及重新部署) 期間建立的所有
表單數目。

– 重設 - 顯示「收集/範本」的更新，例如最近新增的特性和屬性。
– 重新整理 - 顯示系統將會根據您所做的範本變更來重新整理的所有表單數
目。您在範本屬性之特性中所做的任何變更，都將會反映在表單上。

– 刪除 - 針對「解除部署」和「重新部署」根據工作流程成員顯示刪除的表單
計數。

• 如果您要重新部署表單，系統會顯示下列選項：
– 重設所有表單工作流程 -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系統會保留您已在表單上輸入
的所有資料，但會重設所有其他的工作流程項目 (例如註解)。如果您已變更
範本的重要屬性 (新增、移除、編輯)，系統就會刪除表單資料。

– 刪除特設表單 – 如果您選取此選項 (預設)，系統會刪除使用者在收集期間
內建立的所有特設表單。如果您沒有選取此選項，系統會重新整理或重設使
用者在收集期間內建立的所有特設表單。

9. 按一下部署。
10. 從「部署」確認提示中，按一下是。
11. 部署完成後，確認對話方塊會指出下列資訊：
• 收集中的表單範本總計：「部署資訊」對話方塊中的表單範本總數。
• 表單範本和期間頻率或間隔不相符：和收集間隔頻率不相符的「表單範本」數
目。按一下檢視詳細資料以顯示缺少頻率的表單範本。

• 包含錯誤的表單範本：包含錯誤的表單範本總計。如果有任何錯誤，將無法完
成複製。

• 包含錯誤的收集：包含錯誤的收集。按一下檢視詳細資料以取得錯誤詳細資
料。

• 已部署的表單範本：已經部署的範本。
• 要部署的表單總計：每個表單範本上指定的表單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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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順利部署：已部署的表單總數。
• 未順利部署：未順利部署的表單總數。

解除部署表單範本
若要解除部署表單範本，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從動作功能表中，選取解除部署 。
隨即顯示解除部署表單範本。

4. 在選取資料收集期間對話方塊中：
a. 按一下間隔，然後選取收集間隔。
當您選取收集間隔時，POV 維度會反映該收集間隔中定義的頻率維度。

b. 選取 POV 維度的成員，然後按一下確定。
c. 從期間中，選取資料收集期間，然後按一下確定。
當您選取收集間隔和 POV 維度成員時，會將「表單範本」清單篩選成僅顯示可用於所
選取間隔的範本。

5. 選取一或多個要解除部署的表單範本，然後按一下解除部署。
6. 隨即顯示部署資訊對話方塊，其中顯示和收集間隔相關的所有表單範本。
• 如果在建立範本時選取共用資料選項，系統會顯示訊息並列出需要一起解除部署的表
單範本。

• 將會顯示每個範本的建立、刪除和重設值。
– 建立 - 顯示根據工作流程定義，將在部署 (以及重新部署) 期間建立的所有表單數
目。

– 重設 - 顯示「收集/範本」的更新，例如最近新增的特性和屬性。
– 刪除 - 針對「解除部署」和「重新部署」根據工作流程成員顯示刪除的表單計數。

7. 選取表單範本，然後按一下解除部署。
將會顯示解除部署時產生的訊息，將永久刪除期間的所有現有資料和所有表單都。

8. 按一下解除部署。
解除部署完成之後，確認對話方塊指出成功解除部署的表單總數。
對於未順利部署的表單，將會顯示表單名稱以及錯誤資訊。

重新開啟補充資料表單
您可以重新開啟已部署的「補充資料表單」來更正資料以及繼續使用表單。
若要重新開啟「補充資料表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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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表單範本的「動作」省略符號按鈕 (...)，然後選取表單。
系統會顯示關聯的表單清單。

4. 按一下「動作」省略符號按鈕 (...)，然後選取重新開啟。
此動作會將工作流程狀態重設回「以籌備者身分開啟」。

大量載入資料至收集
「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針對特定資料收集期間和特定集合來匯入資料。當管
理員和超級使用者要使用另一個系統的來源資料大量植入表單，或是要預先植入幾個欄
讓籌備者只需輸入資料值時，此功能非常實用。允許為具有下列工作流程狀態的表單載
入資料：
• 擱置中
• 以籌備者身分開啟
• 以核准者身分開啟

備註：
不允許為處於「已關閉」工作流程狀態的表單載入資料。

您可以使用取代或更新選項。
• 取代 - 清除表單中的任何資料，並以來源檔案中的值加以取代。匯入程序進行後，
來源檔案中任何不存在的欄位在表單中將為空白。

• 更新 - 僅更新包含在來源檔案中的值。其他值不受到影響。
若要載入資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資料，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分析。
2. 選取收集並植入 POV 成員，然後從動作中選取匯入。
3. 瀏覽至您要載入的 CSV 檔案。以下是載入檔案的範例，其中顯示以 Entity 作為工
作流程維度的集合。
 

 

4. 選取取代可清除所有資料，並以來源檔案中的資料加以取代，或選取更新可僅更新
來源檔案中包含的資料。

5. 選取日期格式，然後按一下匯入。
狀態顯示指出是否存在任何錯誤或警告，以及實體總計、已更新實體，與已建立的
列總計或已更新的列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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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重新指派使用者
您可能需要在關帳程序期間，定期重新指派使用者至不同任務。例如，當已指派任務的員工離
開公司時，可以將任務重新指派給其他員工。您可以使用「工作流程儀表板」中的「重新指
派」功能，自動變更指派作業，而不用手動搜尋，再開啟個別任務加以編輯。「重新指派」功
能可讓您迅速找到與使用者關聯的任務，並將這些任務重新指派給其他使用者。您可以將任務
重新指派給個別的使用者、群組或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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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許處於「已關閉」工作流程狀態的表單。
若要重新指派使用者，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按一下左邊的補充資料任務頁籤。
3. 選取要重新指派使用者的一或多個表單。
4. 從 動作中選取 設定使用者。
5. 在欄位中，選取您要重新指派的使用者角色。
6. 在目標使用者中輸入名稱，或是搜尋您要作為重新指派任務之目標的使用者、群組或團
隊。

7. 按一下套用。
8. 若要從確認提示更新使用者，請按一下是。

驗證補充資料總計符合科目餘額
您可以在 Financial Consolidation and Close 中驗證補充資料總計符合科目餘額。當您從各種
「總帳」系統將科目餘額載入至整合系統，並使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收集該科目餘額的局部或
總和時，這樣會很有用。收集後，補充資料的總計必須符合科目餘額，籌備者才能提交資料表
單。
POV 設定是在表單範本定義期間完成。執行時期會擷取科目餘額，例如在開啟表單期間。好處
是即時進行資料驗證。
驗證程序的第一步是管理員透過「表單範本」定義，設定根據整合系統來驗證補充資料。之
後，表單的「籌備者」會在表單上看到「驗證」列，而系統會確保直到屬性與科目餘額相符，
才會提交表單。
設定驗證
若要設定驗證，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表單範本頁籤。
3. 選取範本。
4. 在編輯表單範本中，選取區段，然後選取欄頁籤。
5. 從驗證 POV 總計欄下拉清單，從可用的立方體清單中選取立方體。
6. 在您要據以驗證的屬性旁，按一下驗證 POV 總計欄中的「成員選取器」，以指定 P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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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您只能選取葉層級成員，而非父成員。
請確定已取消選取僅供檢視。

使用表單
設定驗證並部署表單之後，科目餘額會連同 POV 顯示在「驗證」列。
 

 
如果您嘗試新增資料並提交表單，系統會檢查，且只有在屬性總計等於科目餘額時，才
允許提交。例如，若您新增「文具」資料：
 

 
如果您新增「差旅費用」$100，則可以看到屬性值現在符合科目餘額，因此會提交表
單。
 

第 42 章
驗證補充資料總計符合科目餘額

42-40



 

在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中檢視資料
「補充資料分析」儀表板包含收集和子收集的詳細資料，讓您可以輕鬆檢視和篩選資訊。您也
可以選取和排序欄，以及儲存清單。
若要在「資料分析」儀表板中檢視收集，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資料。
2. 從左邊按一下補充資料分析。
3. 從收集下拉清單中，選取您要存取和分析資料的收集/子收集與資料收集期間 (頻率維度成
員組合)。
例如：
收集名稱：債務詳細資料
「資料收集期間」參數：年度：2020 年，期間：4 月，案例：實際

4. 選擇性：按一下新增篩選條件，然後輸入篩選條件值。可用的篩選條件取決於您選取的收
集。

5. 選擇性：如需更多詳細的篩選，在新增篩選條件中按一下進階，然後定義篩選準則並建立
條件。
若要定義條件或群組，請執行下列動作：
a. 按一下建立條件或是建立條件群組。
b. 結合：選取 And 或 Or。這些說明了此條件或群組會如何與前同層級條件或群組有
關。

c. 屬性：屬性是一個用以比較值的欄位或值，以決定該值是否要包含在篩選的結果集合
中。屬性所表示的並不止於使用者定義的屬性清單。

d. 運算元：說明要對屬性執行何種評估。
e. 值：指定要比較哪個屬性值。屬性類型決定哪些輸入欄位可以使用。
f. 若要儲存、清除或是管理篩選，請按一下頁面右邊的篩選 (...) 按鈕。

6. 從動作中，選擇選取欄，選取您要顯示資料的欄。
7. 選擇性：若要從「收集」匯出資料，請從動作中選取匯出，然後選取匯出至 Excel 或匯出
至 CSV。

8. 選擇性：從動作中，選取匯入將資料匯入至收集中。
按一下瀏覽以選取檔案，選取以取代或更新現有檔案，選取日期格式，然後按一下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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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選擇性：從清單中，選取另一個可用的已儲存清單。系統會顯示之前儲存的篩選與
欄。

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補充資料
您可以使用 Oracle Smart View for Office 進行資料收集程序。當您安裝「補充資料適用
的智慧型檢視擴充功能管理」時，您可以使用智慧型檢視中的「補充資料」功能表選項
來管理資料收集程序和處理補充資料表單。
若要安裝擴充功能，請參閱 Getting Started with Oracle Enterprise Performance
Management Cloud for Administrators 中的 "Downloading and Installing Clients"。
安裝擴充並建立連線之後，您可以在智慧型檢視中執行下列「補充資料」任務：
• 檢視表單的工作清單，以瞭解進行準備、核准和記入時必須採取的動作
• 檢視系統中您具有「檢視」安全性權限的「收集」清單
• 對作為資料收集程序之一部分而收集的資料套用篩選條件
之前為補充資料建立的任何篩選條件或清單，皆可在智慧型檢視中找到。

安全性注意事項
• 無論資料收集中指定哪些法人，服務管理員都可以檢視所有「收集」。
• 「超級使用者」和「使用者」可以查看滿足作為工作流程的一部分而符合條件以及
其法人的存取角色的所有「收集」。

• 使用者將只能夠查看自己已獲授權的表單。視安全性角色而定，「儲存資料」、
「核准」或「拒絕」等可用的選項會變更以符合關聯的角色。

連線至智慧型檢視
1. 從首頁中，選取下載，然後下載補充資料適用的智慧型檢視擴充功能管理。
2. 在智慧型檢視中，建立連線並輸入 URL。
3. 在右側面板中，從專用連線選取您建立的「補充資料管理程式」連線。
4. 在連線對話方塊中，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然後按一下連線。
使用補充資料表單
1. 從專用連線清單中，選取「補充資料管理程式」連線。
2. 選取補充資料頁籤，然後按一下重新整理。
即會顯示工作清單和集合節點。

3. 在工作清單之下，從表單清單中選取表單。
• 每張表單都是下列格式的父節點：<Form Name> -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1>|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5>。
範例：債務詳細資料表單 – 紐約

• 將滑鼠游標放在表單上方，以查看其他詳細資料，格式如下：<Form Name> -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1>| <Workflow Dimension: Member 5>
(<Responsible role> - <Due Date>), <Frequency Dimension: Member 1>|
<Frequency Dimension: Memb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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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貸款詳細資料 – 實體：LE101 | 科目：銷售 (籌備者 – 2020 年 1 月 10 日)，
年：2020 | 期間：1 月 | 案例：實際

a. 按兩下分葉節點，以檢視表單標頭或摘要區段。每個區段都是下列格式的分葉節點：
<Section name>。
範例：Loan Collection Data Entry

b. 按一下標頭區段，以在 Excel 中檢視詳細資料區段。您可以檢視或修改表單、回答問
題，以及輸入註解。
詳細資料區段或子集合顯示在不同的工作表中。

4. 在集合之下，從集合間隔清單中選取間隔。
每個分葉節點都會先列出集合間隔，再列出集合和子集合。

備註：
只會針對每個資料集合期間顯示包含資料的集合。

5. 當您完成時，請對表單選取適當的動作：
• 儲存資料
• 提交資料
• 核准
• 拒絕
• 記入資料

使用幣別轉換
在公司裡的資料收集程序中，利害關係人通常取決於多個地理區。資料籌備者通常以其當地幣
別來準備資料，而提交的資料必須以母公司 (例如總部) 的當地幣別來分析。最終財務報表幾乎
總是以母公司的幣別來產生。幣別轉換功能可讓您在補充資料管理內，將幣別屬性從當地幣別
轉換為父項幣別。
幣別轉換使用下列程序：
• 系統會將實體成員的本幣幣別 (或預設幣別) 儲存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
• 如果您使用多重幣別應用程式，系統也會使用 Account 維度的「匯率」成員，將「幣別匯
率類型」和幣別匯率儲存在「匯率」立方體中。在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中，「匯率類型」和
「幣別匯率」是唯讀的。

選取實體成員的預設幣別
您可以為 Entity 維度的每個成員選取預設幣別。
若要選取預設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維度頁籤。
3. 在維度中，選取 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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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動作，選取成員與屬性。
5. 針對每個成員，在「幣別」屬性中選取幣別。在「幣別」下拉清單中，您只能夠看
到「系統設定值」中啟用的幣別。

備註：
如果您不做選擇，而且已選擇屬性的幣別特性為「實體」幣別，當表單部署至
這個特定實體時，將不會轉換，因為沒有可繼承的幣別。

設定幣別轉換的屬性
若要使用幣別轉換，您要使用實體的當地幣別建立金額 (或者貨幣值) 屬性。在編輯屬性
對話方塊中，有一個名為幣別的特性。如果您在該特性中選擇實體幣別值，該特定屬性
會從表單範本部署的目標實體繼承幣別。您可以選取顯示的不同幣別來置換它。
以下是一個員工餐費收集範例，此範例使用遍佈全球的各個實體當地幣別來手動輸入餐
費資料值。您可以選擇是否使用「實體」幣別或置換它。
屬性包括：員工 ID、員工名稱、餐別、金額及 HQ 幣別金額。目標是取得金額並轉換為
以 HQ 幣別計價的金額，亦即 USD (美元)。
 

 
若要將輸入值的當地幣別轉換為 HQ 幣別，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應用程式，然後按一下補充資料。
2. 按一下左邊的收集頁籤。
3. 選取「收集」，接著選取動作，然後選取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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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從屬性頁籤中，選取屬性 (例如，金額，亦即全球各團隊的餐費輸入值)，按一下動作，然
後按一下編輯。

5. 在幣別中，選取實體幣別表示此屬性 (金額) 將繼承表單部署之目標「實體」的幣別，在此
範例中為 "USD" (美元)。

6. 計算屬性以 HQ 幣別計價的金額設定為以 USB (美元) 計價。
7. 在「計算」中，轉換函數已經設定成使用「平均」匯率類型，將「金額」中的值轉換成

USD 幣別。
 

 

8. 設定完成後，您可以在部署的表單中查看轉換工作。在此範例中，表單範本已經部署至具
有 4 種不同幣別的 4 個不同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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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印度的「每月餐費」，在您輸入「金額」之後，轉換後的幣別值會在您儲存之
後顯示出來。請注意，轉換是以 HQ 幣別來計算。
 

 

9. 您也可以在「補充資料分析」中進行檢視。請注意，「金額」欄中的幣別符號與
「以 HQ 幣別計價的金額」欄中已轉換的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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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團隊

團隊由「擁有者」、「受指派人」及「核准者」角色定義和佈建。接著將角色指派給「團
隊」，而不是針對任務對指定的使用者指派這些角色。「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新
增、編輯和刪除團隊。

備註：
您最多可以把單一使用者直接或間接指派給 1,000 個團隊。

相關主題：
• 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新增團隊與成員
• 匯入與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的團隊與成員
• 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使用者
• 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編輯團隊與成員
• 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刪除團隊並移除成員

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新增團隊與成員
您可以特別針對補充資料建立團隊，例如，用於補充資料表單上。您可以決定哪些使用者或團
隊可以請求表單，以及在 Access 中，您可以為工作流程階段指派團隊。指派角色給每個團
隊。依預設，會建立「使用者」角色。
新增團隊時，您應該為使用者 ID 與團隊維護唯一的名稱。請勿將有相同名稱的團隊新增為
「使用者 ID」。
若要為補充資料新增團隊與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工具和存取控制。
2. 按一下團隊頁籤，然後按一下  新增。
3. 輸入團隊的名稱與描述。
4. 選取補充資料頁籤。
5. 選取使用者。
6. 若要新增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a. 從成員區段，按一下  新增。
b. 輸入部分或完整名字、姓氏，或選取搜尋，以選取名稱。
c. 在搜尋結果區段中，選取新增或全部新增，以將選擇新增至已選取清單。
d.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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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定義團隊」對話方塊中，選取主要使用者，將任務預設為具有已認領狀態的使
用者。

備註：
其他團隊成員接著可以認領任務。

8. 按一下確定。

匯入與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的團隊與成員
「管理員」和「超級使用者」可以透過匯出檔案，進行變更然後重新匯入檔案來執行團
隊和成員的大量更新，而不是個別更新團隊和成員。當 teams.csv 檔案匯出時，其中會
提供團隊以及每個團隊的成員的報表。您可以視需要變更預設 .csv 檔案的名稱。
您必須執行下列步驟：
• 建立匯出 .csv 檔案。請參閱以下「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團隊檔案格式」中的格式。
• 您可以透過編輯 teams.csv 檔案來對現有團隊執行大量編輯，或者建立新團隊。
• 將資料匯入回到應用程式。
匯出團隊和成員
若要執行大量匯出團隊與成員：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存取控制。
2. 按一下管理團隊頁籤。
3. 選取團隊。

4. 按一下「匯出檔案」圖示 

5. 按一下儲存來儲存 teams.csv 檔案。此檔案提供所有團隊以及每個團隊的成員的清
單。

匯入團隊與成員
當您匯入團隊時，系統會合併「團隊」清單。例如，如果應用程式有定義好的團隊 1、
團隊 2 及團隊 3，且 CSV 檔案有定義好的團隊 2 與團隊 4，則在匯入程序之後，將更
新團隊 2 並新增團隊 4。
團隊成員將由 CSV 檔案的內容所取代。例如，如果應用程式有團隊 1，其成員有
UserA、UserB 與 UserC，且 CSV 檔案有成員 UserB 與 UserD，則在匯入程序之後，
團隊 1 的成員將包括 UserB 與 UserD。
若要執行大量匯入團隊與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按一下存取控制。
2. 按一下管理團隊頁籤。
3. 選取團隊。

第 43 章
匯入與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的團隊與成員

43-2



4. 按一下匯入 ，然後完成下列資訊：
• 在檔案之下，瀏覽至匯出的 .csv 檔案。
• 在匯入類型之下，選取下列其中一個選項：
– 按一下取代，將資料列取代為匯出 .csv 檔案中的資料列。
– 按一下全部取代來執行匯入如下：

* 如果 UI 與 .csv 檔案中皆有團隊，則匯入將覆寫，以更新 UI 中的團隊。
* 如果 UI 中有其他團隊，但 .csv 檔案中沒有，則將會刪除這些團隊。
* 如果 .csv 中有其他團隊，但 UI 檔案中沒有，則將會匯入這些團隊。

注意：
任何未包含在匯入檔案中的項目將會刪除。

• 在檔案分隔符號之下，選取逗號或 Tab。預設為逗號。
5. 按一下匯入。
匯入執行，提供有關匯入進度的統計資料。

6. 當匯入完成時，請驗證匯入團隊訊息方塊中的結果，然後按一下確定。
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團隊檔案格式
當您建立 .csv 檔案以匯入或匯出團隊時，必須使用下列格式：

CSV 元素 必要 描述
#team 是 含團隊描述與角色的團隊清單
#team_children 否 團隊成員清單
角色 否 如果團隊有特定的角色，則允許

的值為「是」或「否」。預設值
為「否」。
允許的角色為管理員、超級使用
者、使用者與檢視者。

id 是 唯一識別團隊或團隊名稱
主要使用者 否 允許的值為「是」與「否」。如

果未指定欄或值，則預設值為
「否」。

範例 CSV 檔案顯示於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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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使用者
「管理員」與「超級使用者」可將使用者清單匯出為 CSV 檔案。您無法匯出使用者清
單，但如使用者登入等使用者資訊對於建立「團隊」匯入檔案會很有幫助。
若要匯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使用者清單，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工具和存取控制。
2. 按一下管理使用者。
3. 按一下匯出到 CSV。
4. 按一下儲存以儲存 export.csv 檔案。

名稱 使用者登入 狀態 團隊 描述
AppUser1 app1 可用 Team1，Team 2 User1
AppUser2 app2 可用 Team1 User2
檢視 User1 view1 可用 Team3，

Team4，Team5
Viewer1

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編輯團隊與成員
若要為補充資料編輯團隊或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工具，然後選取存取控制。
2. 按一下團隊圖示
3. 選取團隊，然後按一下  編輯。
4. 編輯團隊與成員，並選取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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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補充資料管理程式刪除團隊並移除成員
若要為補充資料刪除團隊或成員，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依序按一下工具和存取控制。
2. 按一下管理團隊。
3. 若要刪除團隊，請選取團隊，接著按一下 X，然後從確認提示按一下是。
4. 若要移除成員，請按兩下團隊名稱，接著在編輯團隊對話方塊中選取成員，然後按一下 X

(移除)。
5. 按一下確定。

管理補充資料管理程式使用者
您可以使用存取控制下的任務管理程式使用者，存取系統上使用者的相關資訊。下列欄位可以
用作「使用者清單」上的欄或篩選。
您可以決定想要顯示的欄，以及篩選清單，然後匯出為 csv 或 Excel 格式。
若要查看使用者的詳細資料，請按兩下使用者名稱，便會顯示使用者詳細資料對話方塊。
• 名稱 - 使用者的完整名稱。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 上次登入 - 上次使用者登入的日期和時間。
• 時區 – 設定於個別使用者之使用者偏好設定中的時區
• 組織 - 使用者獲指派的組織清單。
• 表單整合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整合者。這包含使用「群組」
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 表單核准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核准者。這包含使用「群組」
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 表單籌備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為任何補充資料表單的籌備者。這包含使用「群組」
和「團隊」的間接指派。

• 任務核准者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在任何「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中為核准者。這包含使
用「群組」和「團隊」的備份指派和間接指派。

• 任務受指派人 – (是/否) 指出使用者是否在任何「任務管理程式」任務中為受指派人。這包
含使用「群組」和「團隊」的備份指派和間接指派。

• 工作流程角色 - 任務或表單中指派給使用者的角色 (任務受指派人、表單核准者 1、任務檢
視者等)。

• 角色 - 使用者獲指派的最高外部角色。
• 電子郵件 - 使用者的電子郵件地址。
• 群組 – 使用者所屬的群組清單。
• 團隊 - 使用者所屬的團隊清單。預設選取的欄。
• 狀態 - 使用者狀態 (可使用或無法使用)。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 使用者登入 - 使用者 ID。預設選取的欄和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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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

按一下清除設定值，便會將此使用者的下列項目回復為預設值：
• 在儀表板和大多數「管理」對話方塊 (例如「管理屬性」對話方塊) 上選取的欄
• 儀表板中的排序
• 在儀表板中套用的篩選條件
• 儀表板上各種開關與控制項的狀態
• 匯入對話方塊的預設日期格式

管理備份指派
只有在主要使用者而非團隊或群組為指名的使用者時，您才可以為「受指派人」和「核
准者」角色指派備份。
• 受指派人：對於基本任務 (未自動執行的任務)

• 核准者：對於基本和已自動執行的任務

備註：
管理員無法備份範本、排程和任務上的擁有者指派。

若要指派任務的備份，請執行下列動作：
1. 開啟您要為其指派備份的任務。
2. 選取工作流程頁籤，然後同時選取受指派人和備份使用者。
3. 按一下儲存和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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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務管理程式中要求重新指派
重新指派要求只能夠由明確指派主要工作流程角色的使用者 (以指定使用者的身分) 起始。無法
針對備份角色或指派主要角色的「團隊/群組」成員提交它們。
「受指派人」和「核准者」可以對一或多個任務的受指派人或核准者指派提出異議，方法是提
交要重新指派任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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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要求重新指派
已選取或已選取和未來之任務的工作流程角色。這些要求需要核准。「管理員」和排程/範本
「擁有者」仍可以使用「編輯任務」對話方塊重新指派任務，不需要核准。
若要要求重新指派任務，請執行下列動作：
1. 在「首頁」上，按一下任務。
2. 選取左邊的排程任務頁籤。
3. 從動作，選取要求重新指派。

4. 如果您知道重新指派的使用者，請啟用  目標使用者，然後輸入或搜尋名稱。

備註：
如果您不知道新使用者，請提交要求而且不指定使用者的名稱。

5. 藉由下列選項重新指派任務：
• 已選取任務可重新指派排程任務
• 已選取與未來任務可針對來源範本中的排程任務和對應任務重新指派任務

6. 輸入重新指派的正當理由。
7. 按一下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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