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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 研究動機 

 

OpenERP為一企業管理整合系統，其功能包含銷售管理、倉儲管理、採購管理…等等。身

為企管系的學生，學習並摸索一套實用軟體可以讓我們更了解真的實務上的作業方法，我們也

試著了解若企業採用此軟體能否讓整個作業更有效率。 

 

二. 研究方法 

 

我們透過網路上的免費試用版的 OpenERP進行操作，透過設定公司、產品及原料，來制訂

一套採購、生產、銷售及倉儲管理的流程。下圖為我們預設的產品流程。 

 

 

圖 一、報告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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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OpenERP簡介 
 

OpenERP 2002年創始於比利時，以開放原始程式碼方式發行，歷經十年的持續開發，已發

展出配套的雙授權商業模式。除商業授權的服務加值版本之外，另有社群發行版本。 

OpenERP的系統提供靈活的模塊架構，常用模塊包括：採購管理、銷售管理、庫存管理、財

務管理、貨品管理、營銷管理、客戶關係管理、生產管理、人事管理及服務…等等。用戶可以直

接從模塊庫中選擇安裝適用組，或進行模塊卸載、升級的管理操作。 

 

一. 特色 

 

1. 開放源始碼：OpenERP 的開放源始碼，允許下載、修改，使用該軟體和程序代碼，不受限

於任何開發商，降低對開發商的依賴風險。 

2. 豐富的功能模塊：OpenERP包括銷售管理、客戶關係管理（CRM）、項目管理、庫存管理、

生產管理、財務管理、採購管理及人力資源管理等，多個企業管理功能模塊。 

3. 系統模組化：OpenERP 獨特的模塊化設計，讓您可以先安裝一套應用模組使用，未來有需

要再逐步增加其他應用模組。 

4. 彈性靈活：隨意訂製用戶操作界面、商業流程和業務對象。 

5. 全功能的網路用戶界面：相同 OpenERP版本可以選擇「線上使用」或「安裝使用」，可以

依據自己的需求做最佳選擇。 

6. 經濟實惠：不需要軟體授權費，輕鬆擁有 OpenERP。 

  

http://www.openerp.co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7%E8%B4%AD%E7%AE%A1%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4%80%E5%94%AE%E7%AE%A1%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A%93%E5%AD%98%E7%AE%A1%E7%9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5%8A%A1%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4%A2%E5%8A%A1%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90%A5%E9%94%80%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4%9F%E4%BA%A7%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BA%E4%BA%8B%E7%AE%A1%E7%90%86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8%A1%E5%9D%97
http://www.openerp.com/
http://www.openerp.com/
http://www.opener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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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常用模塊功能介紹 

〈一〉 銷售管理模塊 Sales Management 

 根據你所需要的信息，很容易處理你從報價到開立發票的銷售操作。追蹤長期合約的管理，

當銷售沒有空餘時間時可以自動產生票據並且告知客戶，以下為銷售管理模塊之功能特色： 

1. 建立專業報價單 

能在短時間內建立報價單，並透過電子郵件或 PDF文件發送報價單。在跟進報價單中，只

要一個步驟就能將報價單轉換成銷售訂單。 

2. 整合性高 

當你在建立合約時可以輕鬆地找到客戶、產品或與合約相關的訊息。在不同的倉庫中得到

可使用的庫存數據，給客戶相應的報價，了解與之前相似的項目情況等。 

3. 通訊錄 

從社交關係網中下載客戶的資料，對潛在客戶進行分類標記，管理聯絡人之間的關係，並

儲存所有客戶的偏好，包括定價、結算條件、地址、付款條件等。 

4. 充分整合票據：支援所有開立的發票 

無論開立的發票是基於時間，物料，貨到付款訂單或者固定價格的方式，OpenERP都支援。

反覆開立發票只需要簡單的步驟就可建立預付款。 

5. 合約追蹤 

此模塊可以記錄所有的合約，並根據合約的條件自動產生票據，若當合約需要更新時，系

統將會自動提醒財務人員。 

6. 與客戶有效溝通 

在報價單或銷售訂單處有對話功能可以讓你跟客戶溝通起來更快速方便。 

7. 延展性 

可以根據自己特定的需求使用選項：例如多個倉庫、測量單位多元化、用價格清單來管理

客戶特定的價格、控制報價單的利潤、不同的地址來控制出貨以及票據處理。 

8. 內建的客戶關係系統 

使用 CRM應用程式可以管理機會管道，抓住客戶商機，記錄電話記錄，安排面談和進行營

銷活動。  

9. 明確的價格策略 

用價格清單去記錄特定客戶的特殊情況或為客戶細分明確的價格。明確晉升階制並且為所

有銷售成員自動申請。 

10. 報表和訊息顯示板 

 設計一個量身訂製的訊息顯示板，能立即看到關於公司業務的畫面，每個人都可以即時創

建和共享報表，找到更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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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倉儲管理 Warehouse Management 

    倉儲管理就是對倉庫及倉庫內的物資所進行的管理，是倉儲機構為了充分利用所具有的倉

儲資源提供高效的倉儲服務所進行的計劃、組織、控制和協調過程。以下為倉儲管理之功能特

色： 

1. 複式庫存管理 

複式庫存的基礎是財務中的複式記帳法，OpenERP的庫存管理不失消費，消失或者沒有了

產品；產品只不過是從一個庫位移到了另一個庫位。OpenERP 支援全方位的追蹤（從客戶

到供應商，對你的倉庫沒有限制），先進的報表（例如庫存在工廠庫位中的價值）和一個

簡單易用的用戶接口。 

2. 減少庫存處理的時間 

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物流規則來設定：推拉式，訂單式，最小庫存等規則。利用調度程序讓

計劃和工作達到最適化，同時減少處理的時間。 

3. 自動進行事務管理 

OpenERP通過你自己設定的物流規則自動對庫存的採購、包裝以及進行移動處理。 

4. 全程追蹤 

透過追蹤過去和未來的庫存處理交易可以監管你的庫存，跟進所有庫存移動的細節，不僅

是你的倉庫，同時也跟進在復式記錄中所對應的存貨地點（客戶庫位、供應商庫位或倉庫

庫位）。 

5. 減少庫存堆積 

可以利用最小庫存的方法去計算出最適合的庫存數量，進而自動進行採購處理。 

6. 操作一體化 

OpenERP在倉庫管理系統集結了銷售系統功能，能夠更精準的預測所需採購的數量。 

7. 序號追蹤 

在貨物接受和發送的流程中，可以指派相應的序列號。 

8. 簡單的測量庫存管理系統 

根據分層庫位架構基礎的多倉管理系統來管理內部及外部庫位、客戶、供應商或生產存  

貨。 

9. 報表和訊息顯示板 

量身訂製的訊息顯示板能立即看到關於公司庫存效率的圖表，每個人都可以即時建立和共

享報表，以獲取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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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零售 Point of Sale 

    零售為向最終消費者個人或社會集團出售生活消費品及相關服務，以供其最終消費之用的

全部活動。以下為零售功能特色： 

1. 可在已有的硬體上作業 

例如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等。 

2. 支援線上/線下作業 

只要連接網絡就可以部署一家新店，不需要再安裝程序，不需要再配置特別的硬體設備。

可以在任何 IPad、筆電、以及工業 POS終端機上作業。雖然銷售終端需連接網路，但是

若無法連接網路時也可保持操作。 

3. 簡潔的用戶介面 

為高效而做的設計且可以同時處理多張票據。 

4. 快速搜尋 

透過掃描商品及瀏覽分層目錄以快速搜尋到需要的產品訊息。 

5. 整合式庫存管理 

及時整合所有銷售管道的訊息，如專賣店、電子商務、銷售團隊等，使庫存數量更精確掌

握及預測，並即時控制採購管理。 

6. 提供店內客戶服務 

透過店內的顧客服務系統讓商店有更多的管理經驗，如處理維修，追蹤保固資訊，追蹤客

戶索賠，規劃交貨訂單等。 

7. 票據和財務的整合 

及時掌控銷售情況和現金流動，而報表功能可幫助提高店鋪的效率。 

8. 自助付款介面 

除了能減少收銀員人數以控制成本，此自助功能模塊也可以讓客戶瀏覽產品並且根據簡單

的介面自行付款。 

9. 統一店鋪的數據 

在所選店鋪中可以自動獲得新產品訊息、價格表和促銷活動。 

10. 全方位了解客戶 

將所有銷售管道的客戶關係整合，當客戶在店內或在網上決定購買時可以獲得全方位的客

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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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建立作業環境(創建帳號) 

步驟一：在進行操作之前，我們必須建立免費新用戶。 

 

圖 二、建立新用戶圖 

 

步驟二：接著我們可以選擇使用語言並且創立公司名稱。 

 

圖 三、選擇使語言圖 

 

步驟三：建立完新帳戶之後，即可點選【Sign In】登入。 

 

圖 四、登入帳號圖 

 

步驟四：登入之後，便可看到剛剛設立的公司。 

圖 五、設立公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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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安裝模塊 
點選 OpenERP上方工具列的【設置】，我們可以找到此軟體內有許多功能模塊。然而我們不需

要每個模塊都下載，我們只需要將我們所需的功能下載即可。以我們這次個案來說，我們下載了會

計、銷售管理、倉儲管理、生產管理以及採購管理的功能模塊。 

 
圖 六、選擇安裝模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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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設定用戶 
在設定用戶方面，我們必須以員工本身具有 OpenERP的帳號為前提，才可以將我們的員工設定為我

們公司的特定用戶。然而，由上圖得知，我們將員工的基本資料輸入，例如：姓名、電子郵件及員

工職責。而在此步驟我們將職員的職責設定為採購經理。 

 

圖 七、設定用戶基本資料圖 

 

 

 

下表是對系統預設的角色簡略的說明: 

表 一、用戶權限大小 

 

 

 

 

 

 

 

 

用戶 權限 使用者之特性 對象

管理者 可更改所有設定 公司內部的系統管理者

經理 只可更改該部門之設定，且看不到其他部門的資料 管理該部門者

用戶 不可更改，只可觀看管理者開放之部門的資料 供應商、客戶

大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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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八、用戶確認信 

 

 

      圖 九、用戶新版公司頁面圖 

 

當員工點選該公司在 OpenERP 的系統之後，在螢幕的右上角會出現員工姓名，而此時系統內所顯示的

公司資料也只會顯示與採購相關的資訊，也就是說，在設定用戶這功能中，上級主管可在 OpenERP

中限制各部門員工的使用權限。 

 

圖 十、設定之用戶使用介面 

當員工完成電子郵件確認

程序之後，員工可登入自

己 OpenERP之帳號，此時，

帳號內就會出現該公司，

員工即可進入該公司系統

內進行操作。 

 

在輸入完基本資料後，系統

會發送電子郵件到員工的

信箱，信件內容有一確認邀

請的連結，此連結的意義在

於告知且認此職員在

OpenERP 軟體內將被公司納

入特定用戶。此時，職員只

需按此連結即可在 OpenERP

內與公司做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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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個案 

一. 公司產品基本前提假設 

1. 本公司製造及銷售藍白拖鞋 

2. 藍白拖的原料為 20公克的藍色染料和 50公克的橡膠 

3. 設定公司庫存: 

(1)藍白拖在手庫存為 100雙 

(2)藍色染料在手庫存為 2000公克 

(3)橡膠在手庫存為 5000公克 

4. 再訂購點: 

(1)藍白拖:最小數量為 100雙/最大數量為 200雙 

(2)藍色染料為:最小數量為 1000公克/最大數量為 2000公克 

(3)橡膠為最小數量為 2500公克/最大數量為 5000公克 

二. 產品設定 

流程：設置產要銷售的產品及該產品的原料→建立物料清單→建立製造單計畫→生產訂單確定生  

     產 

安裝完【生產資源計畫模塊】之後就可以在系統的最上面看到【Manufacturing】，點選左邊的【產

品】，點選【創建】。 

 
圖 十一、產品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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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次設定的產品是藍白拖，因為這是我們要賣出去的商品，所以選擇【可銷售】然後取消【可

被採購】。【信息欄】中有庫存商品/消耗品/服務三個選項 ，因為藍白拖是屬於庫存

商品所以我們點選【庫存商品】。設定標價為每一雙 50元。 

圖 十二、藍白拖產品建立-1 

                                           

 

       圖 十三、藍白拖產品建立-2 

再來，點選需求欄位。 

在需求欄位中，【引起需求的方式】有按訂單生產/備貨型

生產兩個選項 ，我們選擇的訂單方式是【按

訂單生產】。 

【供應方法】有生產/購買兩種方式 ，因為藍

白拖是我們要賣出去的商品，所以要選擇【生產】。最後

的成本價就是【藍色染料和橡膠】的成本價相加為 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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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十四、藍白拖產品建立-3 

 

設定藍白拖的時候，我們必須設定會計科目，在對帳的時候，系統可直接歸類到對應的帳簿。 

 

圖 十五、藍白拖產品建立-4 

 

 

  

 

 

 

 

 

 

 

 

 

 

點選【庫存】。在這裡只需要設定【在手數量】

即可，我們設定為 100雙。 

【入庫數量】是指使用這個方法來完成這個產

品的採購要求，由於先前在【再訂購點】中，

設定訂購點的最小及最大數量，所以就不再設

定入庫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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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要設定原料。 

我們假設藍白拖的原料有橡膠和藍色染料，所以在產品設置時要設定【橡膠】，然後取消【可被銷

售】勾選【可被採購】，在取消【可被銷售】的同時，下面的【銷售】就會自動消失。 

產品類型選擇【消耗品】，由於橡膠是原料，為不可被銷售所以標價設置為 0。 

 

圖 十六、橡膠原料建立-1 

 

點選【需求】，點選【按訂單生產】   【購買】，假設橡膠的成本價為 10 元。因為橡膠是跟供應商

購買，所以在下方要設定【供應商】gaspard 的資料。 

 

圖 十七、橡膠原料建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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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庫存】，設定【在手數量】5000克。 

 
圖 十八、橡膠原料建立-3 

 

點選【會計】，設定橡膠的會計科目。 

因為橡膠是原料，所以收益科目為原料，費用科目為現金。 

 

圖 十九、橡膠原料建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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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原料【藍色染料】的信息設定和橡膠一樣。 

 
圖 二十、藍色染料原料建立-1 

 

在需求欄的部分【供應商】設定為 Tom 的資料。 

 

圖 二十一、藍色染料原料建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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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欄的地方【在手數量】設定為 2000克。 

 

圖 二十二、藍色染料原料建立-3 

 

點選【會計】，設定藍色染料的會計科目。 

因為藍色染料是原料，所以收益科目為原料，費用科目為現金。 

 

圖 二十三、藍色染料原料設定-4 

 

接下來，點選產品的【物料清單】設定產品的原料內容。點選【產品】   【數量】選擇 1雙。 

下面【部件】的地方，選擇橡膠及藍色染料，產品數量橡膠數量為 50 克/藍色染料 20克。 

 

圖 二十四、物料清單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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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訂購點 

在完成產品的基本設定後，我們要對各項產品的再訂購點做設定。 

 

圖 二十四、訂購點設定 

再訂購規則 

流程:倉庫→設置→再訂購規則→設定產品的最小和最大數量 

首先，點選系統工作列表中的【倉庫】，進入【設置】中的【再訂購規則】做設定。而系統中的再

訂購規則為當虛擬庫存小於指定的最小數量時，系統會生成一個需求單，使得預測數量達到最大數

量。 

以下是我們對產品及原料的設定: 

假設當藍白拖的數量小於 100雙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個最大數量為 200 雙的生產訂單。 

表 二、再訂購規則表 

產品 最小數量 最大數量 

藍白拖 100(雙) 200(雙) 

藍色染料 1000(g) 2000(g) 

橡膠 2500(g) 5000(g) 

並且在【倉儲】之【排程】中的【計畫運行】，點選自動計算訂貨點，在以下個案進行的過程中，

系統在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會自動於採購部門或生產部門生成需求單。 

 
圖 二十五、自動計算訂貨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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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會計-帳簿 

最後，為了會計的運作，必須設定帳簿。 

流程:會計→設置→帳簿→設定帳簿名稱、類型 

在買賣的過程中，會使用到許多會計相關科目，所以在公司開始進行交易前，必須在【會計】中的

【帳簿】，設定帳簿名稱以及類型，其中在類型設定部分，有以下選項 ，而我們分

別在採購及銷售類別中，新建了採購帳簿及銷售帳簿。 

 

圖 二十六、帳簿-1 

圖 二十七、帳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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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銷售流程 

前提假設: 客戶 Monica向本公司訂購 200雙藍白拖 

流程:銷售→報價單→設定客戶、產品、數量→以郵件傳送連絡客戶→確認訂單 

※產品部分 

首先，點選系統工作列上的【銷售】中的【報價單】，進行創建新的報價單 SO012，在客戶清單中，

點選 Monica，並在產品欄點選藍白拖，以及數量欄填寫 200 雙，另外，運用左上方的四個選項，

分別為以郵件發送/打印/確認訂單/取消報價單之功能，其中，公司可以郵件發送的方式與客戶聯

繫，也可以運用打印功能，將報價單轉換成 PDF檔儲存。確認訂單後，點選【確認訂單】，報價單

會自動轉成下一步驟的銷售訂單。

 
圖 二十八、報價單 

 

接下來，在自動生成的銷售訂單 SO010中確認內容，並點選左上角的【查看出貨單】，查看出貨單

的項目。 

 
圖 二十九、銷售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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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在出貨單 OUT/00011 中對所需的產品進行檢查可用。 

因為藍白拖的在手數量只有 100雙，數量不足以應付訂單需求，此時系統會自動通知生產部門進行

生產作業。又因原料的數量也不足以生產訂單剩餘的 100雙藍白拖，所以在原料部分，系統也會自

行通知採購部門進行補貨的作業。 

圖 三十、報價單之檢查可用存貨 

 

※原料部分 

流程:Purchases→詢價單→查看採購訂單→收貨→入庫 

首先，點選系統工作列上【Purchases】中的【詢價單】，點選所框選的詢價單 PO00017、18，進行

採購作業。 

圖 三十一、詢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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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詢價單至採購訂單 PO00017、18的程序後，點選左上方的收貨，進行下一步驟的收貨單 IN/00006。

 

圖 三十二、詢價單之步驟一 

 

收貨單 IN/00006無誤後，點選左上方的收貨。 

 

圖 三十三、詢價單之步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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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確認原料的數量無誤後，點選 Receive，完成採購作業，接收原料。

 

圖 三十四、詢價單之步驟三收貨 

 

接收原料步驟完成後，可以來到【倉庫】的【入庫】看到原料補充的清單。 

 

圖 三十五、入庫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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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點選系統工作列上【倉儲部門】之【按訂單接收發送產品】中的【入庫】，查看採購作業後

的入庫數量，且在【產品】列表中，可以清楚看見原料在手數量的變化。 

 

圖 三十六、產品數量顯示 

 

※生產部門 

流程：Manufacturing→生產管理→查看生產訂單→等待原材料→生產 

首先，點選系統工作列上的【Manufacturing】中的【生產訂單】，查看系統自動產生的生產訂單，

在採購部門尚未採購原物料的情形下，生產訂單 MO0008的狀態為等待原材料。 

 
圖 三十七、生產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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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計畫】的【製造單計畫】中，顯示了生產訂單的排程，而生產訂單 MO0008被設定在 1/16 

8:00時生產。

 

圖 三十八、製造單計畫 

 

當採購部門完成原料採購作業後，在生產訂單 MO0008中，點選未投料數量中的綠色箭頭，系統會

顯示【消耗品調撥】。點選確認後，原料會移至已投料數量，此時，左上角的【生產】按鈕會產生。

圖 三十九、生產訂單步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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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十、生產單步驟二 

 

點選生產後，系統會自動跳出此畫面，來設定生產模式以及確認數量，模式中有兩種選項，分別為

投料並產出/投料，在此訂單中，我們選擇投料並產出，選擇完畢後，點選確認，完成生產。 

 

圖 四十一、生產單步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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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生產訂單後，點選【倉庫】中的【送貨單】，查看送貨單 OUT/00011，確認產品數量無誤後，

即可點選【送貨】。 

 

圖 四十二、送貨單 

整個銷售過程完成後，在【銷售訂單】或者進入會計部門中，可查看發票並且運用系統功能打印或

轉為 PDF檔。 

 

圖 四十三、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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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生產流程 

生產商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在存貨足夠的情況下，另一種是在存貨不足的情況下。前面介紹的是

第一種是在存貨不足的情況下，而現在要介紹的是第二種在存貨不足的情況下： 

 

點選計畫的【製造單計畫】，點選計畫製造的日期，就會出現以下的畫面。 

 

圖 四十四、製造單計畫-1 

 

點選產品欄右邊的箭頭找到【藍白拖】，產品數量設定 1雙。右邊的【物料清單】欄點選箭頭

選擇藍白拖。前面有提到本次作業將 001設定為生產經理，所以在下面【負責人】的地方需選擇

001。 

 
圖 四十五、製造單計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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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點選為【投料數量】的【新增】，即可看到以下的畫面。 

選擇需要的原料。因為目前的製造單計畫是預計的製造單，所以不能選擇【已投料數量】的【新增】。

 

圖 四十六、製造單計畫-3 

 
        圖 四十七、製造單計畫-4 

 

  

        圖 四十八、製造單計畫-5 

 

 

綠色箭頭表示消耗的產品，此時按下綠色箭頭

則會跑到旁邊的已投料數量，所以不可以按下

綠色箭頭。 

 

旁邊的小綠色箭頭則是損失產品，表示在製造

過程中損耗的原料。我們這次的設定是沒有損

耗產品，但是實際狀況是有可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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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綠色箭頭的部分可以知道是用者目前的生產計劃單的進度。

 

圖 四十九、生產訂單-1 

 

點選【產成品】，在要生產產品點選【添加一個項目】。 

 

圖 五十、生產訂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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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產品】那一欄選擇藍白拖。按下【保存並關閉】。

       

圖 五十一、生產訂單-3 

 

點選【安排的產品】欄，點選【計算數據】，下面的產品就會自動顯示。如果沒有操作上一個步驟

的話，這個步驟則系統將無法自動計畫數據。 

 

圖 五十二、生產訂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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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欄可以選擇這筆預計生產訂單的優先順序，不緊急/一般/緊急/非常緊急四個選項。設計這

個選項是因為有時候公司可能會突然接到一筆大訂單，雖然有可能會耽誤到其他的作業排程，但是

公司又不想失去這個大訂單所帶來的利益，所以有可能會選擇非常緊急的方式處理這筆訂單。 

 

圖 五十三、生產訂單-5 

 

接下來，點選【生產訂單】，就會看到先前設定的製造單計畫新建事件。 

 

圖 五十四、生產訂單-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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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之後就會看到以下的畫面，按下【確認生產】。 

 

圖 五十五、生產訂單-7 

 

若【已投料數量】呈現空白卻按下左上角的【確認生產】，系統會出現【強制預留】提醒使用者原

料還沒投入生產過程中，因此無法進行生產程序。右上角的進度流程停留在等待原材料。

 
圖 五十六、生產計畫-8 

 

按下綠色箭頭後，系統會出現【消耗品調撥】，此時選擇需要投入生產過程的原料數量，按下確定。 

 

圖 五十七、生產計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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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投料數量】的欄位裡就會顯示剛剛確認的原料及數量。右上角的生產進度來到已開始生產的階

段。 

 

圖 五十八、生產計畫-10 

 

已投料數量欄位確認無誤後，按下左上角的【生產】。就會來到下面這個畫面，選擇【投料並產出】，

按下【確定】。 

 

圖 五十九、生產計畫-11 

 

此時右上角的生產進度就會來到完成階段。此生產訂單也就完成了! 

 

圖 六十、生產計畫-12 



34 

 

柒、 結論 
 

  OpenERP是一套企業資源規劃及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此系統是屬於靈活性較大的系統，提通

許多不同功能的模塊做選擇，而我們這組自行假設某公司生產及銷售流程，進行我們對此軟體的

試用。 OpenERP系統有項特點讓用戶使用起來更簡單方便，有就是他的靈活性，用戶可以針對

自己的需求去夏在所需的應用程式，也就是說，我們在進行案例時只需下在銷售管理、會計、採

購管理、倉儲管理以及生產管理的應用程式，各取所需，使作業活動更有效率。 

 

捌、 組員心得 
 

侯雅嵐： 

一開始，我們這組選擇從 OpenBravo開始嘗試，透過寇先潤同學的安裝教學，我順利的下載完

成程式，不過卻在登入時無法開啟程式，而終告失敗，所以轉為選擇 OpenERP。 

OpenERP的安裝程式下載非常簡易，完全不費工夫，接著，下載完所需的 app後，便開始研究

系統內的功能，剛開始我們從每一個部門的功能做設定，嘗試著了解部門內的運作流程，其中，在

生產部門中的物料清單及製作流程的設定階段，花費了較多的時間，大概了解各部門的基本設定後，

我們便開始試著將整個流程串連在一起，在設定完產品基本內容後，填寫完銷售訂單後，採購、生

產、倉儲部門會自動跑出相關訂單，在過程中，曾出現系統異常，無法進行下一步驟，其原因主要

是出在會計部門的設定，系統在產品列表中，都必須要填寫會計科目，與會計部門做連結，才能在

銷售的過程中，順利完成。在整個試用的過程中，我認為遇到最大的問題是，系統在某些設定會顯

示功能說明，加上參照網頁上提供的說明書，雖有幫助我們順利點選需要的選項，不過整體來說，

由於無法完全了解每個頁面中的設定項目，故只能對基本了解的需求進行填寫，如此，可能遺漏系

統所提供的優越性功能。 

    這是在接受企管課程知識的過程中，第一次實際操作，運用電腦系統，跑完簡易的流程，在研

究及製作報告當中，花費了很多的時間去摸索及測試，不過最後順利的跑完整個簡易銷售流程後，

仍是充滿著成就感。 

 

王寶瑄：  

從這次的報告中，讓我對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更了解，以往的經驗中，很少去接觸這類的軟體應

用，藉由這次的報告，讓我可以直接去操作 ERP系統，從蒐集資料到實際練習操作都花了許多心思，

才逐步了解，ERP系統的安裝過程比起上課的時候提過的 Openbravo較不複雜，操作介面簡單，網

路上也有操作步驟，幫助不會使用的用戶可以快速上手，讓使用者使用起來更為便利，我自己也是

依照網站所提供的範例才比較了解如何使用。 

OpenERP系統內包含許多資源有銷售、生產、倉儲、會計.....等，系統內有許多模塊提供用

戶自行依其所需進行下載，可以提供每一個人的需求，當企業在使用系統時，可以把客戶、供應商、

訂單、出貨單、發票.....等資料輸入系統內，系統會整合所有的資料，並且會告知要依照的流程，

使用者只要依照指示步驟，再搭配所下載的模塊，就可完成階段的工作，另外系統還會運用圖表幫

忙分析相關數據，了解未來發展。透過這些系統，企業節省了許多時間，也讓作業流程變得更簡單

化，人人都可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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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今資訊發達的時代，許多新資訊、新科技的發明讓社會變得更便利，環境的變化會比組織內部

變化來的快，因此組織如何在變化中做出一些新的改革非常重要，然而在變革中常常會又新的阻礙，

又是一項新難題。OpenERP 這個系統在操作及使用上都很便利，容易學習，自電腦或是手機上都可

以使用，符合現代人的需求。總結來說，這次的報告不只是讓我們有個機會去使用一個企業規劃資

源系統，更了解這套系統在應用上如何改變原本的使用習慣。 

 

蔡依君： 

 經由這次的報告我學到了很多，知道要開設一間公司並非所想像的容易。有好多事情要顧慮到，

像是生產的過程中要設定倉庫和存貨的管理、當商品不夠的時候該如何設定最小及最大訂購點才能

將存貨補齊、員工的管理和銷售訂單的處理…等等。一開始，我們在網路上設定好試用帳號之後對

所有的模塊毫無頭緒，也找了很多使用及設定 OpenERP的資料和說明書，可是還是沒辦法完成整個

生產的過程。最後在官網上發現了提供的 Demo，我們就按照 Demo跟著輸入，然後就奇蹟似的成功

了！我覺得 OpenERP的好處是可以將他人納入自己的用戶讓用戶可以使用同一家公司的資料，同時

可以設定對方的使用權限，如果只是用戶的話就沒辦法更改產品資料；但是如果是經理的話就可以

更改和創建產品。我們為了這個報告，上台報告的前一天到同學家過夜，目的就是想弄清楚 OpenERP

的整個運作流程。而最後，皇天不負苦心人，我們終於成功了！雖然還有很多地方不足或是沒發現

到的功能，但是在這次的報告裡我真的學到了很多。 

 

蘇怡臻： 

 我覺得這次報告的難度相當高，從選擇軟體時就困難重重，我們這組原本選擇的軟體是

OpenBravo，卻因為安裝程序太複雜，以致組員無法順利安裝而放棄。後來我們選擇了 OpenERP這

套軟體，因為此套軟體在網頁上即可操作使用，不用花時間安裝，在我們選定了軟體之後，我們便

開始進行操作。 

 這次報告可以說是從毫無頭緒到整個報告架構漸漸成形，因為這套軟體最我們來說可以說是完全

陌生，從選擇產品到產品的原料數量及價格都是我們必須自行假設的，然而，在測試的過程中，我

們面臨到原料數量假設不正確或是會計科目與金額錯誤，我們都得一一克服。 

 然而，最後我們終於成功了，我們將所有產品流程串在一起，也讓整個報告有個雛形。所以我認

為，面對很難的報告只要勇於嘗試就可以完成，而且在這過程中，我們組員之間也學會如何分工合

作，使我們做報告的效率提高。 

 

林宜萱： 

 在這次報告之前，從未有過使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的經驗，而藉由此次機會讓我有機會利用實際

操作去了解如何使用 ERP。起初，我們計畫要進行研究的系統是 Openbravo，但由於系統安裝極為

複雜，經過多次嘗試仍無法順利安裝，為了讓報告順利完成，後來才將主題臨時由 Openbravo改成

OpenERP。而在試用 OpenERP 的過程中同樣也遇到不少問題，雖然最後某些功能仍有不懂之處，但

經過多次的操作後，對 OpenERP 的作業方式已經有概略的了解。 

OpenERP 是一套企業資源規劃及客戶關係管理系統，此系統是屬於靈活性較大的系統，提供許

多不同功能的模塊做選擇，例如採購管理、銷售管理、庫存管理...等等，可以依據個人不同的需

求去建立適合的模塊架構。OpenERP系統有幾項特點讓用戶使用起來更簡單方便，首先，就是它的

靈活性，用戶可以針對自己的需求去下載所需的應用程式，舉例來說，銷售部門的人員可以自行選

擇下載銷售管理系統的模塊，若有需要還可在安裝其他功能模塊以獲取更多訊息。再來，OpenERP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C%81%E4%B8%9A%E8%B5%84%E6%BA%90%E8%A7%84%E5%88%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6%88%B7%E5%85%B3%E7%B3%BB%E7%AE%A1%E7%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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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的使用並不限於桌上型電腦或筆記型電腦，也可在手機或平板電腦上操作，這對現今注重便利

性的使用者是很重要的，如此一來便隨時都能掌握即時資訊。第三是它高度的整合性，OpenERP分

成許多不同的功能模塊，供用戶自行選擇安裝，但是用戶在使用模塊時仍可看到其他相關的訊息以

作為決策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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