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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系統軟體概述 

第一節 何謂 ERP系統 

Openbravo 系統軟體為一種企業資源規劃系統（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簡稱 ERP）是由企業常見之物料需求規劃（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簡稱

MRP）及製造資源計劃（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MRPII）演變而來，可

以說 ERP 是 MRP 及 MRPII 的延伸版本。 

其主要功能在於，整合企業各內部門的工作流程，統一與模組化企業內部

資料處理程序，即時瞭解、掌握內部資源使用、分配狀況，並協助決策層及員工

做反應與適時決策之參考管理平台。故 ERP 系統為一種整合企業管理理念、業務

流程、基礎數據、人力物力、電腦硬體和軟體於一體的企業資源管理系統；並試

圖提高企業經濟效益，加快作業流程的順暢度，與面對風險及問題的反應能力。 

其主要宗旨在於，對企業內的人、財、物、信息、時間和空間等，進行綜

合性的資源平衡與優化管理，協調企業各管理部門，圍繞市場導向開展業務活動，

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從而取得最好的經濟效益。所以，ERP 首先是一個系統

性軟體，同時也是一個管理工具。它是結合 IT 技術與管理思想的融合體，也就

是先進的管理思想藉助電腦，來達成企業的管理目標。1 

故 ERP 系統是一種最佳的整合企業內部價值並加以結構化系統工具，透過

                                                      
1
 資料來源：《ERP 系統》，MBA 智庫，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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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統一性的資訊、格式與模組傳導並連接到各部門。ERP 將企業內部包括財

務、會計、人力資源、製造、配送、以及銷售等作業流程所需要的作業資訊、藉

由組織與流程的再造以及資訊技術的運用以達到有效的整合。 

 

〈圖一〉ERP 系統示意圖： 

 

第二節 軟體簡介 

Openbravo ERP 系統是以 Java 為開發語言，運用方便的網頁（Web）介面模

式為基礎，適合中小企業的企業資源規劃系統，並提供客製化的模組來導入與維

護系統。2其應用的產業範疇相當廣泛，從農業到非營利組織皆可適用（如下表

所示），於網站所提供之線上與下載試用版本，線上試用版僅提供「食品與飲料

                                                      
2
 資料來源：http://ossa.im.wfu.edu.tw/node/33/obwelcome，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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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Food and Beverage，簡稱 F&B）之零售業範例模組；而下載試用版，則

皆依據不同的產業，提供不同的試用模組，並加入該模組企業過去的資料（未含

近一年資料），讓使用者更容易的進行測試與使用，加速熟悉此系統軟體的一系

列可能之操作與使用模式。 

〈表一〉：產業範疇 

1. 農業／礦業 

2. 建築業 

3. 醫療保健與生命科學 

4. 製造業、非營利組織 

5. 公共部門／政府 

6. 零售業 

7. 服務業 

8. 軟件 

9. 運輸業 

10. 通信／公共事業 

11. 批發業 

12. 其他 

功能包含：採購管理（Procurement Management）、庫存管理（Inventory 

Management）、生產管理（Production Management）、物料需求管理、銷售管理

（Sales Management）、專案與服務管理（Project and Service Management）、財

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簡稱 FM）。同時於一般設定（General Setup）、

主數據庫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中內建延伸管理，例如：顧客關係管

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CRM）、供應商關係管理（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簡稱 SRM）、企業模組（Enterprise Model）之資料設

定。並將所有資料進行彙整與分析，並以圖像及動畫的方式進行資料與分析結果

之呈現，即商業智能（Business Intelligence，簡稱 BI）3等功能。 

                                                      
3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簡稱 BI） 乃是 IT 產業中資料管理技術的一個領域，主要是以

IT 技術整合與分析業務資料，提供線上報表、業務分析與預測，以供企業決策所需。這有如戰

場上資訊與情報紛飛，但欠缺整合，只能期待主將與其幕僚英明，以作出明確的決策。BI 就好

比一套戰情系統，可將企業前端各系統之有用資訊匯整，經過一連串特定的分析，得出可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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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bravo ERP 系統功能示意圖： 

 

第三節 軟體特色 

Openbravo ERP 系統將企業內部所有資源整合在一起，並對採購、生產、成

本、庫存、生產、銷售、專案、財務等進行系統性的規劃，從而達到最佳資源組

合，取得最佳效益。從系統之應用，可以説明企業內部業務操作合理化，並支援

企業外部業務管理，其運用功能豐富且完整，從中藉以幫助企業在跨合作企業群

                                                                                                                                                        
援各種決策的結果。資料來源：http://www.netpro.com.tw/?FID=23&CID=158&category=1，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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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和交易夥伴間提高管理水準，擴展企業競爭空間和提高綜合能力。以下為

Openbravo ERP 系統的成功要素與特色： 

一、 系統運行集成化： 

系統為跨部門的運作，從採購端的供應商與伙伴關係管理，到物料需

求、生產流程、庫存管理，最後到銷售、專案與服務管理，進而產生完整、

邏輯性的財務報表，為企業活動的完整流程。 

二、 業務流程合理化： 

依據不同業務部門的業務，進行設計、制訂並完全優化、模組化的重

新構建流程，以提高企業效能與節約成本開銷。 

三、 績效監控動態化： 

當企業模組被妥當的設計與執行後，績效系統將能依據設定，進行即

時性的回饋，糾正管理中存在的潛在問題，例如：即將到期之應付帳款/收

款提醒、到貨提醒、庫存下限/過量等問題之回報。 

四、 管理改善持續化： 

提供企業一個建立不斷自我評價和不斷改善管理的機制與機會。同時，

此系統透過提供多種型態的產業與企業 ERP 系統之使用平台，從中進行系

統之改善、模組之蒐集與分析，給予使用者更新、更完善的服務。 

五、 操作簡易邏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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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平台上所有之功能，皆經過有意識性的設計與排列，於使用者操作

中可發現，Openbravo 將一般性之業務流程按順序由上至下的進行排列，

並由子目錄中加強其功能之設定，所有資料於存檔後，將自動的移轉到下

一流程。使用者將能快速的掌握其資料之流動方向。 

經統計，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已被下載了 200 多萬次，官方入口網站支

援語言包含：英文、中文、義大利文、葡萄牙文及西班牙文，軟體支援之語言目

前僅為：英文、義大利文與西班牙文為主；其中義大利文之加入為 2014 年 1 月

1 日。於軟體中文方面，可藉由其他軟體網站或論壇所提供之付費「漢化」軟體，

進行部分的「漢化」，目前 Openbravo 尚未提供完整之中文軟體。在軟體更新方

面，據編者經調查分析後發現，該企業更新速度約半年至一年進行更新與提供新

版本之下載，目前為 Openbravo3.0 MP29.1 版本。在辦事處方面，美國、西班牙

和印度都設有。 

語言支援比較 

官方入口網站 軟體 

1. 英文 

2. 中文 

3. 義大利文 

4. 葡萄牙文 

5. 西班牙文 

1. 英文 

2. 義大利文 

3. 西班牙文 

總體而言，Openbravo ERP 系統功能強大且完整，為目前業界首屈一指 ERP

的系統軟體。 

 



7 
 

第四節 軟體版本比較與價格 

Openbravo 不僅提供企業後台運作的 ERP 系統軟體，也提供銷售前台作業的

POS 系統，並將兩者進行結合與連線，使企業能更快速的掌握所有內部資源使用

與分配狀態。在 ERP 系統軟體之產品上，Openbravo 企業將其略分為四種版本，

四種產品，四種計價方式；版本分類上，以儲存載體作為主要區分方式；產品類

別上，是以同步上線人數設定作為最主要的區分方式，後再依據時間長短進行差

別取價。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版本比較： 

優點 試用 
自選版 

（On Demand） 

雲端使用版 

（On the Cloud） 

就地部屬版 

（On-Premises）4 

無須授權 Ｖ Ｖ   

完整 IT 支援服務 Ｖ Ｖ   

Amazon EC2雲端存取5   Ｖ Ｖ  

無須購買 Ｖ Ｖ Ｖ  

使用所有功能  Ｖ Ｖ Ｖ 

在地支援服務6 Ｖ Ｖ Ｖ Ｖ 

企業模組更換  Ｖ Ｖ Ｖ 

根據系統進行搭配    Ｖ 

詳細說明請見「第二章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安裝」。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版本比較： 

 標準版 自選版 企業版 永久版 

                                                      
4
 就地部屬（On-Premises），指系統或軟體被直接安裝於企業內部，為與外部之雲端系統作連結。

資料來源：http://www.arthurtoday.com/2010/11/on-premises-off-premises.html#.UtmaGBAVEdU，

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5
 Amazon EC2 雲端，由亞馬遜企業提供之 Web 服務，為一個讓使用者可以租用雲端電腦執行所

需應用的系統。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6
 在地支援服務，指由 Openbravo 認證或合作的伙伴，進行在地性的 IT 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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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單位 
同步上線使用者

（至少 3 人） 

使用者帳號 

（至少 3 人） 

同步上線使用

者（至少 10 人） 

企業 

價格 
500 美元/年/同

步使用者 

49 美元/月/使用

者 

750 美元/年/同

步使用者 

75,000 美元/年/企

業 

網路服務 500 人 無上限 無上限 無上限 

服務等級協議（SLA）7 一般 高級 高級 高級 

付款方式 

每年預付款（立

即扣款） 

逐月 每年預付款（使

用 30 天後扣

款） 

每年預付款（使用

30 天後扣款） 

經編者大略估算後，一間企業為一位員工配置一個系統的使用帳號，所需

支付價格花費一天約在 1.5~2 塊美元之間，約 48~64 塊台幣左右，與其他廠商之

ERP 系統使用價格大同小異，例如：OpenERP，其一個月之基本費為 49 美元/月/

使用者，1 天的價格約在 1.6 美元8，並無需過多的預算。 

第五節 軟體教育訓練價目表 

Openbravo 亦提供各項操作使用的教育訓練，藉以使企業內的員工得以更快

速的操作上手，並適應此系統軟體之作業流程，從而將此系統之功用發揮至極致，

以提升企業整體的工作效率，並進一步的增加企業整體競爭能力。 

在產品方面分為三種類型、六種選項。 

類型可歸類為三種，第一種為「功能訓練」，著重於企業內部員工之基本功

能與軟體操作之訓練；其次為「功能模組訓練」，主要是提供企業加強某一管理

                                                      
7
  服務等級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簡稱 SLA），指服務提供者與使用客戶間的服務品質、

服務水準以及效能等方面訂定協議或契約。以保障客戶使用服務後的權利，也作為服務收費

的客觀依據。資料來源：http://buzzwall.blogspot.tw/2012/12/1.html，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8
  資料來源：https://www.openerp.com/oe_pricing，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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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操作技巧訓練，其中包含：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9、零售業、

生產管理及項目與服務管理，此課程內容更加入了實作的教學；最後為「技術培

訓」，此教育訓練主要為延伸至合作夥伴與顧問，加強企業流程運作效率。接著，

再以授課時間長短進行差別取價。 

教育訓練價目表 

課程 開課時間 地點 上課時間/週數 課程語言 價格 

功能訓練 
1 依據指定開課時間 線上 40 小時/ 3 週 英/西 800 美元 

2 依據指定開課時間 線上 30 小時/週 英/西 499 美元 

功
能
模
組
訓
練 

共同工作空間 隨時 線上 10 小時上課/ 30 天實作 英/西 299 美元 

零售業 隨時 線上 10 小時上課/ 30 天實作 英/西 299 美元 

生產管理 隨時 線上 5 小時上課/ 30 天實作 英 150 美元 

項目與服務管理 隨時 線上 3 小時上課/ 30 天實作 英 150 美元 

技術培訓 
1 依據指定開課時間 線上 40 小時/ 3 週 英/西 800 美元 

2 依據指定開課時間 線上 45 小時/4 週 英/西 1100 美元 

 

 

  

                                                      
9
 「共同工作空間」（Coworking Space），共用工作空間是指共同工作者的社群平台，彼此若有共

同價值觀且志同道合的共同工作者，多半會在共用工作空間自然產生合作。工作者在共享的

工作環境、辦公室、或者空間，都算是共同工作。與典型的辦公環境的差異在於共同工作者

（Coworker）來自不同公司或組織。而共同工作者大部分都是 SOHO 族、旅行出差者或小型

工作團隊。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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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裝流程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之安裝流程，相較於其他同等級之成熟 ERP 系統而

言，較為簡單且易於操作，但仍有一些阻礙存在。其原因在於，多數使用者對於

程式語言並未相當的熟悉，且在啟動虛擬化軟體運作之際，需進行一些作業系統

及 IP 帳號之設定，於此使用者心中容易產生畏懼感與抗拒之心理。 

安裝流程大致如下圖所示。於進入該主要網站http://www.openbravo.com/，

請依據下列流程進行下載安裝，中文版與英文版將會略有些許不同，中文版較為

簡潔，且易於操作。 

但編者經討論後，認為試用版之軟體為英文版本，未提供中文之版本，為

求語言之一致性，故將以英文版之入口網站進行文字敘述講解，而流程圖為中文

版之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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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之下載流程： 

1. 由「Recourse」（資源）進入資源功能簡介區 

功能分歧： 

線上試用版 下載試用 

2. 點選「Demo Center」（展示中心） 2. 點選「Product Download」（產品下載） 

3. 點選進行「Access the ERP demo 

now！」（ERP 系統之試用） 

3. 進入下載網頁，點選左邊之「I want to use it 

as a user」（以使用者身份） 

4. 進入線上試用系統 

 

4. 進入使用者簡介區，點選右邊之「I want to 

download the Openbravo Appliance」（下載

Openbravo 應用程式） 

5. 進入下載試用版之 Openbravo 應用程式專

區 

進入下載專區後，將進入接下來的三個安裝步驟，分別為以下： 

1. 安裝「虛擬化軟體」（VMware player） 

2. 下載 Openbravo 主軟體 

3. 啟動 Openbravo 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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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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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安裝「虛擬化軟體」（VMware player） 

「虛擬化軟體」（VMware player），為一種可以在實體電腦裡，再建立一台

虛擬電腦之技術；也就是說，使用者可以在同一台電腦中，建立一部虛擬的電腦

系統，利用虛擬電腦系統，進行安裝任何支援的作業系統。如同，Windows 系統

於 Win 7 系統開始推行後，推出「Windows XP Mode」讓 Win7 系統得以使用 XP

系統。簡而言之，「虛擬化軟體」（VMware player）是利用虛擬機器來來建立一

個「隔離環境」來測試軟體。 

當使用者進入下載試用版之 Openbravo ERP 系統應用程式專區時，將會進

行使用者電腦作業系統之選擇，根據不同的電腦作業系統與其不同的位元數，給

予不一樣的虛擬化軟體版本（Windows 版本下載網址：

https://my.vmware.com/web/vmware/free#desktop_end_user_computing/vmware

_player/6_0）。檔案大小大約為 100 至 200MB 左右，下載完成、點選、確認進行

安裝後，將自動進行安裝活動。 

Linux 32bit 與 64bit，安裝程式分開 

Windows 32bit 與 64bit，安裝程式合用 

Mac OS 未做區分 

※於此，經測試後，編者建議使用者，於安裝前：先將防毒軟體關閉，避

免不必要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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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下載 Openbravo ERP系統主軟體 

 

在第二步驟中，主要進行 Openbravo ERP 系統主軟體之下載。當點選「here」

之後，畫面即轉至另一個網頁，Openbravo 將要求使用者提供一些資料，包含：

E-mail、使用 Openbravo 之原因（中文版：主要興趣，英文版：Primary interest）、

選用試用產業（中文版：行業，英文版：Industry），其詳細資料如下表： 

使用 Openbravo 之原因 試用產業 

1. 了解 Openbravo 

2. 實施 Openbravo 

3. 成為合作夥伴 

13. 農業／礦業 

14. 建築業 

15. 醫療保健與生命科學 

19. 服務業 

20. 軟件 

21. 運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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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製造業、非營利組織 

17. 公共部門／政府 

18. 零售業 

22. 通信／公共事業 

23. 批發業 

24. 其他 

於所有資料填寫並選定後送出，接著進入 Openbravo ERP 系統主軟體之下

載網站（下載網站網址：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openbravo/postdownload?source=dlp）進行下載，

其檔案為壓縮檔，檔名為「openbravo-3.0MP29.1-vmware-i386」，大小約為770MB。

於下載完畢後，進行解壓縮，此步驟即完成。 

第三節  啟動裝置 

 

此步驟相較於其他安裝步驟，為所有安裝過程中，最複雜、最容易失敗的

一個環節；其原因在於，第一步驟所安裝的「虛擬化軟體」（VMware player）需

要與 Openbravo ERP 系統主軟體進行架接，再與該電腦當下使用之網路 IP 進行串

聯。 

首先，使用者需尋找上一步驟進行之安裝與解壓縮檔案目的地，其資料夾

名稱應為「openbravo-3.0MP29.1-vmware-i386」，意指此版本為：Openbravo 第三

版、第 MP29.1 更新檔。打開資料夾後，請點選「openbravo-3-i386」類型為「VM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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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er 虛擬機設備」；於此，提醒使用者要特別注意，因於同一資料夾內具有相

同名稱之檔案，故於點選時要特別留意其「檔案類型」。 

於「openbravo-3-i386」之「VMware player 虛擬機設備」運行後，將自動的

為使用者進行一系列的電腦環境測試，若於初次使用軟體無法自動導航時，可能

會出現下面畫面，請選擇第一個作業系統「Ubuntu, with Linux 3.5.0-23-gneric」。 

 

電腦環境測試後，緊接著軟體將會要求使用者輸入「作業系統（Ubuntu）

登陸」之帳號密碼（帳號：Openbravo、密碼：openbravo），於後畫面中雖然會

顯示「Login incorrect」，請使用者不用擔心，此為正常現象，但原因尚待釐清；

於作業系統登錄後，為 IP 之登錄（帳號：openbravo、密碼：openbravo）。於此，

提醒使用者以下兩點，一為所有的密碼於輸入後，將不會顯示於畫面中；二為若

需要切換視窗，回到主系統，請同時按下「Ctri」與「Alt」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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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系統（Ubuntu）登錄 IP 登陸 

帳號：Openbravo（第一個字大寫） 

密碼：openbravo 

帳號：openbravo（全部小寫） 

密碼：openbravo 

 

在「作業系統」與「IP」登錄後，若虛擬器成功與 IP 架接上，畫面即會出

現一組網址，例如：IP address for eth0:192.168.1.XXX，即代表成功，請使用者將

後面之數字進行複製，並輸入於瀏覽器之網址欄位，即「http://192.168.1.XXX/」，

請使用者切記「請勿將此軟體（虛擬器）關閉！」，否則將無法進行連線。若架

接失敗，將不會顯示任何 IP 地址（失敗 1），請使用者將整個虛擬器關閉「Power 

Off」，並重新再來一次。當虛擬器與網路 IP 連接時，此網路系統可為：有線/無

線網路、手機行動網路，但校園無線網路將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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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 

 

失敗 1： 

 

於 IP網址輸入於瀏覽器後，將直接進入Openbravo3 ERP系統的登錄畫面（帳

號：Openbravo、密碼：openbravo），但有時仍會失敗（失敗 2）。同時，在此提

醒使用者，有些電腦系統於虛擬軟體與 IP 架接後，Openbravo 線上直接測試版將

無法被啟動，只能使用下載試用版，此情況又以 Win8 最為明顯（失敗 3）；Wi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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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不會發生此類現象，且線上與下載試用版本能同時運行。 

失敗 2： 

 

失敗 3： 

 

第四節  線上試用版與下載試用版之比較 

Openbravo 將試用版略分為兩種類型，線上與下載兩種版本之試用類型，於

先前章節中以略有提及，於章節將進行更清晰與簡易的整理與比較。簡單而言，

線上與下載試用版本，最大的不同點在於，線上試用版之模組較為完整，但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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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存檔之動作，於每次登入/登出後進行重新整理。 

下載試用版，主要針對企業之常見管理功能，進行試用；並將資料與該系

統、IP 位置、電腦進行搭配，且將資料儲存於使用者之電腦當中，即使用者，使

用同一部電腦，但利用不一樣的網路 IP 位置，其之前的使用資料將不會改變；

反之，使用者使用不同電腦，相同的網路線路，將出現不一樣的使用資料。 

兩種版本於使用上，大同小異，且內建模組資料相當完整，具有將近 5 年

內之資料，可以協助試用者從中觀察此系統之優劣，並利用所提供之其他分析工

具進行圖像化分析。 

下載與線上試用版之功能比較 

項目 線上試用版 下載試用版 

存取 無法存取 可永久存取 

版本 專業版 一般版 

使用者 Demo User-XX Openbravo 

公司 僅「食品與飲料公司」（F&B） 依據不同的產業，提供不同模組 

模組 皆無法進行企業原有模組之更改，僅能增加與更改「部分」模組與設定 

應
用
功
能 

1. 一般設定（General Setup） 

2. 主數據庫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 

3. 採購管理（Procurement Management） 

4. 庫存管理（Inventory Management） 

5. 生產管理（Production Management） 

6. 物料需求管理（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 

7. 銷售管理（Sales Management） 

8. 專案與服務管理（Project and Service Management） 

9. 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1. 一般設定（General Setup） 

2. 主數據管理（Master Data Management） 

3. 採購管理（Procurement Management） 

4. 庫存管理（Inventory Management） 

5. 銷售管理（Sales Management） 

6. 財務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管
理
作
業
區 

1. 更新（Refresh） 

2. 新增 Widget（Add Widget） 

1. 更新（Refresh） 

2. 新增 Widget（Add Widget） 

3. 管理其他（Admin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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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環境設定 

在接下來的此章節裡，我們將進行一些外觀環境與基本設定之介紹，從首

頁簡介、一般設定，到主數據庫的建立，提供使用者進一步的瞭解 Openbravo 之

功能機會。 

第一節 首頁簡介 

Openbravo 在作業的頁面上，主要以白色與綠色為主要色調，畫面簡約、乾

淨、簡單，在排版上我們可將它簡單分為兩個部分，功能區與作業區。 

 

功能區位於畫面上方，並可再細分為兩個區域，右邊為模組公司與

Openbravo 的 Logo 標誌，顯示著使用者目前使用的軟體版本，於線上試用版中，

所顯示的為 Openbravo 3 專業版與指定模組企業「食品與飲料公司」（F&B）；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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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業下載試用的，僅為一般版與所搭配的「食品與飲料公司」（F&B）模組

公司，並與商品簡介作超連結。左邊長條橫幅的是功能表，為最主要的功能入口，

其中包含快速搜索、應用功能、使用者角色（分公司、部門…）、語言更改等，

同時是操作所有於 Openbravo 的動作入口，我們將會在下一節中，進行更詳細的

介紹。 

而在功能區下方，為 Openbravo 的作業區（Workplace），它主要承接上方

工作區所下的指示，並以類似於瀏覽器中的「網路分頁」方式顯示。於作業區左

邊欄位，由上至下，分別為大項的「最近瀏覽功能」（Recent Views）到細項的「最

近瀏覽表單」（Recent Documents），最後為「管理作業區」（Manage Workplace）。 

「管理作業區」的功能可分為三種；首先，「更新」（Refresh）為刷新佔右

方最大畫面的小視窗/工具/捷徑（Widget）。其次為，「新增 Widget」（Add Widget）

為控制右方欄位之增減，其可新增之 Widget 功能強大且完整，主要是因為提供

使用者自行定義 Widget 之功能，僅需使用者自行輸入 HTML 網址，便能與所有

想加入之網站進行聯繫，故加入 Facebook 或其他社群網站是可以的，但於此需

要提醒使用者，若與社群網站連結後，其 Widget 僅能閱讀動態消息之更新訊息，

無法進行回覆。最後一項功能為「管理其他」（Admin Other），此功能將改變整

個使用者在企業與Openbravo系統中的扮演角色，例如：從供應商變成顧客端等，

於改變後，將會通知其他同一公司連線之使用者此消息。 



23 
 

最後，所有於作業區的 Widget 都是以視窗的方式呈現，且能像視窗一樣進

行拖拉移動，讓使用者能依據喜好進行排列，但基本上其排版類似於 Windows

系統的手機，只能略分為兩欄的進行上下、左右之調整。 

新增 Widget 

1. 最佳銷售員（Best Sellers） 

2. 貨幣兌換（Currency converter） 

3. 客戶案例（Customer story） 

4. 簡介說明（Getting started） 

5. Google 日曆（Google calendar） 

6. Google 文件（Google Docs） 

7. 加入 HTML widgets 教學 

（How to create Query and HTML widgets） 

8. 加入 URL widgets 教學 

（How to create simple URL widgets） 

9. Insights 

10. 發票總攬（Invoices to collect） 

11. 待付發票（Invoices to pay） 

12. 動態圖（Motion Chart） 

13. 我的日行程表（My Current Timesheets） 

14. Openbravo 整體狀態 

（Openbravo 3.0 Overall Status） 

15. Openbravo 教育訓練課程單 

（Openbravo Education Listings） 

16. Openbravo 技巧訓練課程單 

（Openbravo Technical Training Listings） 

17. Openbravo 的 Google 日曆 

（Openbravo’s Google Calendar） 

18. Openbravo 的全球官方 Twitter 

（Openbravo’s Twitter） 

19. Openbravo 的西班牙官方 Twitter 

（Openbravo’s Twitter(Spanish)） 

20. 應收帳款 

（Payment in- awaiting for execution） 

21. 應付帳款 

（Payment out- awaiting for execution） 

22. 待處理商品表（Pending Goods Receipt） 

23. Planet 

24. 報價資訊（Quotation Details） 

25. 產業別漲幅（Sector Summary） 

26. 倉庫庫存（Stock by Warehouse） 

27. 使用者的 Twitter（Twitter） 

28. 使用者自編 widget 

（User defined HTML widget） 

第二節 功能區簡介 

在前一節中，以概略的說明功能區之功用，於此一章節中，將針對功能區

左邊之功能表進行更詳細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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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簡介 

 
創建新表單捷徑 

所有的表單，皆可於此進入，並進行創建；

同時，在搜尋欄之上方顯示近三次的活動紀

錄，以方便使用者之操作。 

 
快速功能鍵 

此按鍵提供「應用功能」之第一、二層的功

能捷徑，並依照它在「應用功能」中的排列

順序進行排列；同時，在搜尋欄之上方顯示

近三次的活動紀錄，以方便使用者之操作。 

 
應用功能 

為所有活動的主要操作入口，以下載試用版

為例，內容包括：一般設定、主數據庫管理、

採購管理、庫存管理、銷售管理、財務管理

（FM），每一管理功能下，皆具有二至三層

更細部的設定與流程。於接下來的章節中，

將進行更細部的介紹與實際操作。 

 
警告 

警告使用者有哪些單據是處於待解決，或即

將快到期等需要使用者費心的單據，並分為

四種等級：新（New）、等待（Pending）、忽

略（Ignore）、解決（Solved）。 

 
幫助 

目前使用的使用者、使用者狀態、系統版本

等訊息，並與設有產品簡介網站之連結。 

 
企業系統內的相關資訊 

主要功能在於更換密碼以及企業資料。「更換

企業資料」，指將改變整個系統的觀看角度，

因一個中小企業，底下可能會有部門、分公

司與合作夥伴等，故在交易來往過程中，為

避免混雜的情況發生，Openbravo 刻意的一

些資料進行分類，以利於使用者操作。其觀

看角度包括：角色（Rule）、客戶（Client）、

分公司（organization）、倉庫（Warehouse）。 

 
登出 登出整個系統。 

於功能表內，所有之功能排列，皆經過精心的設計，由大區塊至小細項，

由大功能到附屬功能，都經過 Openbravo 細心的安排。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應

用功能」，其內部所有的功能選項排列，依照企業流程、交易流程、使用頻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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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有邏輯的排列；因在經過企業、交易流程等模組設定後，表單將自動的傳送，

而使用者有時可能會遺忘下一個流程，或一位新進人員或新調任之員工在不熟悉

企業或交易流程下，可能會因為表單的自動傳送，而在系統內為了找一張表單，

而翻遍整個系統。 

故 Openbravo 將所有的選項，進行邏輯性排列，皆依照流程順序進行排版，

故使一位不熟悉或第一次使用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的使用者，也能在很短的

時間內瞭解整個系統的操作方式。 

第三節 一般設定與主數據庫 

「一般設定」與「主數據庫管理」主要關注焦點在於，企業所有流程的基

礎設定，其中包含：財務管理（FM）、產品管理（Product Management，簡稱 PM）、

顧客關係管理（CRM）、供應商關係管理（SRM）、企業流程管理（Enterprise Process 

Management，簡稱 EPM）、組織架構管理等基本資料的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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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先來假想，若今天我們的所經營企業，為顧客導向的完全拉式流程

企業，所有的交易皆為被動的等待顧客上門訂購，其交易是來自於顧客端的建立，

接著進行產品品項的建立，從而尋找供應商，最後成立付款機制，並完成付款，

此為一個完整的簡單交易流程。 

在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內，「一般設定」與「主數據庫管理」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為整個交易流程模組的建構基礎，提供未來所有的交易一個完整且可

複製的模組型態，以增加資訊流動的效率及減少資訊錯誤的產生；並紀錄供應商

和顧客的詳細資料，從電話、地址到與 Google 連線的衛星空照地圖資料，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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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過去，或是現在，一系列的消息建構，同時也紀錄著雙方，甚至是三方的關係

與所有交易過程，提供企業未來進行分析的基礎，以發展企業之商業智能（BI）。 

「一般設定」功能的層次、結構樹枝圖 

 

「一般設定」主要專注於 ERP 系統內概括性的企業內部環境基本設定。以

下列三點做為代表，進行說明。 

一、「應用功能」 

此選項，是從貨幣運算單位的設定、到貨幣的兌換匯率追蹤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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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設定、偏好模組的設定。其中，偏好模組設定與組織即刻互相連

接，於連接時，將會出現彈跳視窗，並可於其內進行填寫新客戶或新

組織之資料，或與固有的企業相連結。 

二、「客戶」、「組織」、「使用者」 

著重在顧客資料之建立，同時提供部分的修改模組給定之固有的

客戶資料、名稱、顯示圖等。 

三、「安全」 

主要是基於一間會使用 Openbravo ERP 系統軟體之企業，其企業

具有一定規模大小，故可知旗下的子公司、部門、倉庫、客戶、供應

商等為數不少，故在同時上線使用本系統時，資料進行大量且快速的

交換，但各分公司、部門、倉庫…等又各自具備自己得客戶與供應商情

況時，記載之資料量將會非常的龐大，且企業內部可能會有內部業績

競爭、交易等議題之下，會產生之間的隱私問題。故此功能將針對這

些分公司、部門、客戶、供應商等將不同的角色、角度進行區分，提

供專屬領域的資料，並運用密碼進行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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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數據庫管理」層次、結構樹枝圖 

 

「主數據庫」所提供的，為企業交易流程中的細項設定，從商業伙伴（供

應商）到產品本身一系列的完整型態設定，最後到建立依據不同的產品進行不同

的付款機制，每一功能皆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在系統功能排列上，我們可分為

兩個部分來看，前半部為商業伙伴、商業伙伴資訊與產品，後半部為商業伙伴設

定、產品設定與價格設定。 

這樣的排版方式為 Openbravo 軟體一貫的排序風格，從大項目到小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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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且詳進的區分不同功能與設定，進一步的希望能藉以加快使用者尋找、閱讀

資料的效率，同時，減少資料內容設定錯誤的發生率。前半部重視的為資訊的展

現與提供使用者瀏覽的方便；後半部著重在資料、流程、規則等流程、交易細項

的制訂。 

其中，「商業伙伴資訊」提供了所有的訂貨狀態、貨物狀態、發票狀態等訊

息，同時因一位商業伙伴與企業間可能具有多重關係，它不一定是一間企業，亦

可能是一位經理人或員工，故提供複選的選項，進行分類提醒，如：客戶、供應

商、員工與業務代表，四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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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下載試用版」重要管理功能之流程與操作 

大致瞭解 Openbravo 整體，進入到系統後，並完成基礎設定後，本章節將

以下載試用版，進行三種重要管理功能之流程與實際操作介紹，分別為：採購管

理、庫存管理與銷售管理。所有的管理功能皆具有二到三個層級的功能，且所有

的資料設定不論是在企業的設定，或是在訂單、發票、庫存等設定中，每一項設

定下亦具有二至三層的表單，提供使用者更詳細的表單，以記錄所有的交易事件、

項目等資料。同時，所有的功能排列，也表呈現著 Openbravo 一貫的風格特色－

邏輯排列，故相信使用者在閱讀完此篇操作說明後，便能更快的上手。 

在流程上，利用不同的形狀，代表著在流程中，資料流動的所有情況。以

下表作為說明： 

 
單據 

 

系統處理 

 

人員 

 部門內的資料流動 

 跨部門/組織的資料活動 

紅色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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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採購管理 

採購管理，為由請購人員進行請購之時即成立。在流程中，所有的請購單皆

須經由採購人員的管理、核准，並開始執行請購，由採購人員向供應商/商業伙

伴要求進行報價之活動，若價格可被接受，即成為正式的採購單，並正式的向供

應商進行訂貨，核發訂貨單。於等待貨物的同時，請購人員將著手進行兩個部分

之會計活動，一為庫存管理，其次為請購確認，一方面向倉庫進行確認此項目是

否真的需要，另一方面通報給請購單位將進行採購之活動。於貨物進來後，將請

庫房人員與請購人員一齊進行檢查貨物，並著手進行入庫或入資產之動作；同時，

若雙方皆同意收貨，則進行發票與付款之相關會計活動，不同意，則進行退貨相

關事宜。 

於此，我們可知曉，採購活動從採購單的生成、執行、到貨、驗收、入庫，

到採購發票的收集、採購結算等的採購活動，於所有過程中，所有環節與其他部

門環環相扣，非單一部門能獨自完成，且可能需與組織外部廠商進行合作，故於

所有環節狀中，藉由嚴密、謹慎的跟蹤、監督是必要的，從而實現對企業採購活

動執行過程的科學管理10。 

  

                                                      
10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2014 年 1 月 17 日點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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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管理」層次、結構樹枝圖 

 

於Openbravo ERP系統軟體中，我們可以將採購流程依據表單之創建與管理，

略分為三大類別八大步驟，從初始的「請購」開始，由請購單的創建、管理請購

單、申請訂購；接著為進行「採購」，首先為採購之訂購、等待取貨、收到貨物

與採購收據；最後由「會計」進行付款。於流程中，可以發現，在預設的模組下，

多半的單據在確認並成立後，將自動的跳至下一步驟或進行跨部門/管理，無須

使用者重新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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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購 

Step 1：創建請購單 

 

如同前一章節所述，所有的管理功能皆由「Application」應用功能進入，並

從中點取目標選項，並選取創建新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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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請購表單創建中，將輸入包含： 

i. 哪一間公司/分店（店名）需要進行請購。 

ii. 輸入自定義的表單搜索號。 



37 
 

iii. 由哪一位員工所進行的請購，進行責任劃分。 

iv. 由哪一間企業伙伴（供應商）來提供所需採購之項目。 

v. 會計科目表，以利於未來之財務計算。 

 

在創建「請購單」後，於畫面下方具有兩個更細項的功能，為此表單的第

二與第三層次的設定，一為「Line」設定於此份請購單中的請購物件，其次為

「Matched PO Lines」與採購單進行連結。完畢後，按下畫面右上方的「Complete」

完成填寫。 

於此步驟中，使用者要特別注意單據的設定，因有些單據在成立後，經過

隔夜，可能會因為模組之設定或是系統本深的設定，將單據自動移轉，並關閉

「Close」單據修改，並無法進行恢復「React」，此狀態可能會引起往後一些流程

之操作，使使用者無法順利的進行訂購。 

  



38 
 

請購單狀態 

1. 關閉 

2.完成 

3.草稿 

4.退回 

5.未付款 

6.重置 

7.暫存 

8.進行中 

9.未知 

10.放棄 

※於頁面中，第二或第三層的灰色表單欄上，按滑鼠右鍵兩下，即可將下

方之欄位向上提升，進行更細部的填寫；再按滑鼠右鍵兩下，即可恢復。 

Step 2：管理請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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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進入「管理請購」時，可以發現，在完成請購單申請後，表單即

直接的傳送至下一步驟的「管理請購」中。 

Step 3：訂購請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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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進入到申請訂購「Requisition to Order」時，即發現申請之購買項目細則

以直接的被傳送至此，並等待進行加選「Add」確認，再加選後，購買項目將由

上方之欄位，移動至下方，並要求進行自動創建「Cr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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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將出現一彈跳視窗，再次自動顯示之前所有之填寫項目，並詢問將

存入哪一個倉庫之中，並於點選後出現倉庫目前狀況，從中使用者需進行確認，

且思索是否需要確定請購；若經過確定後，請購完成，系統將自動的給定採購編

號，以利使用者往後進行搜索，同時進入到採購部分。 

2. 採購 

Step 4：採購之訂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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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程將在確定請購，並產生採購編號後，自動將單據移轉至採購訂購

「Purchase Order」，使用者可於其中發現此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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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等待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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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確認訂購並等待取貨「Pending Goods Receipts」的同時，將再次的與使用

者進行進倉的確認，再一次的調出倉庫目前狀況，並請使用者確認，於確認後將

使整張單據正式進入採購流程當中。 

Step 6：收到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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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上面步驟所指定的收貨時間，系統將在收貨日期將近時，於畫面上方

的功能區中的警告「Alerts」進行提醒，並在指定日期將訂單移轉至收到貨物

「Goods Receipts」，並詢問使用者是否真的已收到貨物，於確認後點選創建發票

「Complete Invoice from Receipts」。 

Step 7：採購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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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會計 

Step 8：進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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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行發票檢查後，將進入到付款動作「Add Payment」，此動作將與會計

系統進行聯繫，並於確認後，系統將與採購確認後一樣，由系統給定一組付款之

會計編號，以利使用者之後的搜尋，且確認此單據將進入到會計付款流程中。 

同時，由此可知，一張單據從無到有，其所屬的編號將會有三至四組，皆

為描述同一貨品，同一流程，系統在每一張單據下的「Line」中，皆會幫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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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載了所有的與此單據相關的單據，以及財務會計分類帳，幫助使用者能更清楚、

快速的瞭解，整個流程以及目前貨品所處的狀態。 

使用者亦可以在這些流程中發現，所有的流程於功能選項中的排列，皆是

被精心設計過的，按照程序，進行排列。 

※附錄－「一般退貨」 

 

退貨，具有多種方式，可能牽涉到二到三組織的流程，分別為：自身、供

應商與貨運業者。在眾多的退款機制下，編者將以「一般退貨」進行流程講解，

使用者與供應商間進行退貨與退款的活動。 

Step 1：創建退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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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退還給供應商「Return to Vendor」的同時，系統將會自動的列出最

近的交易，並要求使用者在進行退貨時須填寫，欲退貨的數量、退貨的單位價格

與退貨的原因。於完成後，進行預約退貨，並進入退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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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回原因 

1.取消訂購 

2.瑕疵品 

3.數量不對 

4.物件不對 

5.產品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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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2：發票之退還 

 

 

於發票創建與進入退貨及退款機制時，當點選採購收據「Purchase Invoice」，

於第二層中有退回發票之選項「Reversed Invoice」，點選後將自動進行發票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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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若無法找到匹配之發票時，可經由「快搜」給定相關關鍵資料進行搜索，於

找到後，進行退回收據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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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退貨選項確立後，進行關閉並儲存，同時系統將會出現彈跳視窗，

提醒使用者接下來將進行的任務，並再次要求確認。 

第二節 庫存管理 

庫存管理的認定與該公司之營業範圍有關，凡企業爲了營業活動所購買或

製造的商品，才能計入存貨科目中，否則必須計入其他的資產科目中。 

主要用來處理有關存貨採購入庫、銷售出庫以及其他存貨出入庫等業務，

是協助倉庫保管員正確及時地記載存貨進、出、存動態的主要係統，也是企業物

資存儲環節的重要係統，通過系統提供的盤點、調撥等業務，企業可以嚴格貫徹

存貨清點制度，保證賬賬、賬實相符。 

倉庫管理主要模塊包括：其主要功能是記錄入庫、出庫、盤點等庫存詳細

信息，幫助用戶清楚地統一管理庫存的每一次出庫入庫及盤點情況，提高庫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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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效率。 

「庫存管理」層次、結構樹枝圖 

 

在 Openbravo 中的倉庫變動是自動根據銷售交易和採購流程。而管理一間

倉庫必須涉及多個活動，如實物盤點，貨物移動和他們的跟踪和庫存估值。庫存

管理是根據下文中描述的業務流程： 

 

一、 庫存盤點〈Physical inventory〉： 

此一過程，在特定時間點，系統內更新其庫存量，糾正記錄中任何不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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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在這裡有幾個原因許要進行實物盤點： 

 要啟動的股票 

 為了驗證實際數量、條件和庫存項目的位置 

 為了確保合法轉讓或不再清單目錄上進行的項目 

 找出任何缺失或損壞的物品需要被定位，修理或更換 

在過程中需要創建一個盤點，檢查或更新庫存數量，必須遵循以下步驟創

建庫存盤點： 

Step1:點選 Transactions，選擇 Physical inven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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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列出其主要參數。 

 

 公司名稱： 

用來查看庫存作業以及對帳，因此使用一個顯著名字是很重要

的。 

 作業時間： 

作業開始時間，為當前的日期。這個日期也用於庫存盤點的文檔

以及總帳過帳記錄，運動時間應為當前的日期，除非用戶可以確保沒

有倉庫的交易中同時被處理。 

 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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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一倉庫實際庫存。 

Step3: 創建庫存清單。 

 

 倉儲：必須選擇一倉儲的名稱，並給予一關鍵字，利於往後搜尋。 

 產品類別：給定的產品類別。 

 庫存數量：根據產品實際數量。 

Step4: 並按下 ok，就可看到創建完的資料。 



59 
 

 

二、 庫存調撥〈Goods Movements〉： 

是在多倉庫的環境下，從一個倉庫轉移庫存物料至另一個倉庫的過程；調

撥的結果是一個倉庫的庫存減少了，另一個倉庫的庫存增加了。對於存在多個倉

庫或分支機構的企業來說，將貨品在不同倉庫之間進行劃撥，是一種較為常見的

業務。當發生這類業務時，使用此模塊來記錄與調撥業務相關的各項數據：調入、

調出倉庫名稱，調撥貨品的編號、名稱、規格和數量，以及用於財務結算的調撥

價格。在經財務結算後，形成調撥單分別作為調入、調出倉庫的入庫、出庫依據。

創建必須遵循以下步驟： 

Step1:點選 Transactions，在選擇 Goods Mo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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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列出其主要參數。 

 

• 調撥名稱：該名稱將被用來當作這次調撥作業的名稱，因此使用一

個顯著的名字是很重要的。 

• 作業時間：即貨物移動事務處理的日期，為當前的日期，根據需要可隨

時更改。從會計角度，貨物移動將反映在此日期。 

Step3: 選擇調撥的倉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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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4: 按下 ok 後，輸入關於產品的資料。 

 

Step5: 創建完成後，就可以看見該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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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品交易〈Goods transaction〉： 

商品交易具有廣泛的過濾功能，顯示所有庫存交易。我們可以看到所有實



64 
 

際倉庫的作業包含：進帳、倉庫存貨等之間的變動。 

Step1:點選 Transactions，在選擇 Goods transaction。 

 

Step2:就可以看到有關該公司所有商品交易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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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創建倉庫〈Warehouse and Storage Bins〉： 

我們必須創建倉庫和使用儲物箱來整理庫存的商品。在創建的過程中要定

義倉庫內貨物所在的位置。創建、設置倉庫可獲取有關在倉庫和信息相關的交易

提供商品信息。 

Step1:輸入有關該倉庫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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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索關鍵字： 

確定適當關鍵字，以便往後可以透過此關鍵字在其他窗口和報告中

觀察到此倉庫的資訊。 

 退貨倉庫： 

存放退回的原物料以及客戶的產品退貨後所存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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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 完成後，便可看到創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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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銷售管理 

銷售系統主要用來處理與企業的銷售活動相關的業務，系統提供了從銷售

計劃、銷售訂單、銷售發貨、貨品出庫到銷售退貨等完整的銷售管理功能。從業

務類型的角度來講，可以處理諸如賒銷、現銷、分期收款銷售、委託銷售等類型

的銷售業務。通過銷售系統與其他系統的結合使用，您還可以動態掌握每一客戶

的發貨、結算及拖欠款情況，從而幫助企業及時調整生產計劃、銷售計劃、發貨

計劃，加快資金的回籠，此外，還可以跟踪銷售業務員發貨、銷售及回款情況，

從而全面考核業務員的銷售業績，銷售指標完成情況，協助企業製定銷售考核目

標，擴大銷售成果。 

1.從訂貨到出貨的銷售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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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客戶端提出一報價要求時，銷售管理部門必須創建一銷售訂單，針對訂

單中每個產品的數量、大小、顏色做分析，同一時間，銷售管理部門也會將產品

的報價單傳送給客戶，若客戶滿意此價格，銷售部門就會聯絡原物料管理部門，

將客戶的訂單傳送給他們，原物料管理部門必須查看庫存的存量是否滿足訂單要

求，若庫存不夠，則必須從另一個倉庫調貨，若庫存有貨，則可以開始準備出貨。 

2. 顧客退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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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客戶提出退貨資訊時： 

銷售人員：創建一個新的客戶退貨資訊窗口，並在尋找客戶名稱，並編輯

商品運輸線和退貨商品的價格和退貨原因、數量。 

倉庫工作人員：接收到退貨產品後，必須檢查該產品其退貨原因，若可以

修理，則會在修理後存放在倉庫中，繼續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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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管理」層次、結構樹枝圖 

 

一、 銷售訂單（Sales Order） 

是企業與客戶之間簽訂的一種銷售協議，銷售訂單實現企業與客戶之間的

溝通，實現客戶對企業待售貨物的一種請求，同時也是企業對客戶的一種銷售承

諾；是銷售管理系統實質性功能的第一步，它上接銷售合同，並向下傳遞至銷售

發貨。通過訂單信息的維護與管理，實現企業對銷售的計劃性控制，使企業的銷

售活動、生產活動、採購活動處於有序、流暢、高效的狀態。 

銷售訂單功能：接收對方訂單、發送訂單確認信息、生成銷售發貨單及發

票。 

首先，點選「Transactions」，在選擇「Sales Order」，就可看到 Openbravo

資料庫中銷售訂單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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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銷售發票（Sales Invoice） 

銷售發票是發布和管理客戶的發票的地方，其是提供業務合作夥伴有關商

品或服務的明細單，並標示每個產品的數量和價格。此菜單記錄著每一次銷售發

貨、退貨、等每一筆的交易。 

什麼是發票，發票是指在購銷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務以及從事其他經營

活動中，開具、收取的收付款憑證。它是消費者的購物憑證， 

是納稅人經濟活動的重要商事憑證，也是財政、稅收、審計等部門進行財

務稅收檢查的重要依據。創建銷售發票流程，如以下步驟： 

Step1:點選「Transactions」，在選擇「Sales Inv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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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2:輸入交易資訊。 

 

 發票日期：簽發發票的日期。 

 會計日期：其日期為銷售發票在會計帳款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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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款方式：指示如何發票應支付，例如：現金付款、或是分期付款。 

 付款期限：選擇最後必須付款的期限。 

Step3:輸入產品資訊以及輸入付款方式、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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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bravo 資料庫中銷售發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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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商品出貨〈Goods Shipment〉 

商品出貨這個模塊就相當於銷售發貨、在接到訂單後，根據訂單的上的信

息而進行發貨，銷售發貨模塊為您提供了非常詳細銷售發貨記錄界面以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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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建商品出貨流程， 

Step1:點選 Transactions，在選擇 Goods Shipment。 

 

Step2:輸入商品出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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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bravo 資料庫中商品出貨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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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使用心得 

我們將分為三個部分來說明：  

安裝： 

i. 此一系統使用模擬器，故在安裝時，會遇到許多軟體衝突的問題。  

ii. 在登入時，時常抓不到 IP，所以很常會需要重新啟動虛擬軟體。  

iii. 網站上的「啟動」說明看似敘述得很清楚，但不懂程式語言，以

及英文之專有名詞不甚熟悉之下，需逐一摸索。  

啟用：  

i. 於軟體介面上，該公司非常細心的將所有商業流程之設定按順序

排列，故在使用上，了解其邏輯後，便很快進行測試。  

ii. 該公司的 wiki 百科，對於每個管理功能都記載十分詳細，雖然不

到完整的地步，但仍然可以幫助使用者提早了解該軟體。  

iii. 在「Work Place」中的 Widget 的設計十分人性化，可自由的加入

其他網頁之 HTML，使整個首頁更能與工作結合。  

Openbravo 適合廣泛的在職業或部門使用，於試用時可以選擇各種不同的職

業，例如：服務業、政府部門、農業等等，而且裡面已經有幫使用者創立了一些

資料，這可以幫助使用者在初次使用時，能更加了解該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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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已經有幫使用者創立了一些資料，這可以幫助使用者在初次使用時，

能更加了解該軟體，也能讓我們更加了解每個管理功能其功能。 

再者，我們也希望 openbravo 可以增設中文版的軟體，因為很多專有名詞

都是英文，我們必須一直查辭典，但有一些字彙從中文直接翻譯成中文是很不合

適的，如果遇到這種狀況，就會讓我們在操作上面產生些許疑問，而且官網上也

只有簡體翻譯，所以我們希望 openbravo 也可多增設中文翻譯的服務，讓更多想

利用這個軟體的人，在操作上更順利，更了解其作法。 

最後，在這次資訊管理的期末報告中，我們勇敢的選擇了 openbravo 這個

複雜且多功能的軟體，真的讓我們大開眼界，從安裝到使用讓我們遇到許多困難

和疑問，還好它有附設 openbravo 的維基百科可以讓我們這些初次使用的人更快

速了解每個按鍵的功能，也讓我們了解為什麼現在很多企業都選擇委外開發的軟

體，因為它真的很方便，而且功能又多，例如 openbravo 裡面還有為各種部門、

職業規畫其所需的管理功能，讓各個企業在使用時能更加貼近其管理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