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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背景及目的 

在科技普遍新穎的科技時代，資訊軟體逐漸地走入我們的生活，公司企業將

軟體程式帶進內部使用的機會也越來越高，做出預測、模擬實境、紀錄、算

術等功能無數，也日益的在增加。 

這次的報告，我們選擇 odoo 軟體作為研究操作對象，程式模擬果汁公司的

交易流程，探討之間的操作，並嘗試找到之間的關聯性，了解公司如何去操

作資訊相關軟體，針對自己所面對的情況得到資訊，搭配分析與紀錄的數據，

做出對公司有利的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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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Odoo 系統簡介 

 前身為 OpenERP，2002 年創始於比利時，完整包含企業營運所需的各種

商業活動，人力資源管理、進銷存管理、生產製造管理與財務會計 。 

 Odoo 系統由三個主要部件構成。 

1. PostgreSQL 數據庫服務器： 

它包含所有的數據庫，其中每一個包含所有數據和 Odoo 系統配置的大

多數元素。 

2. Odoo 應用服務器： 

包含了所有的企業邏輯，並確保 Odoo 優化運行。 

3. 該網站的服務器： 

一個獨立的應用程序調用的打開對象的客戶網絡，能夠通過標準的 Web

瀏覽器連接到 Odoo。 

 功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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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客戶關係管理 

1.提高銷售效率、增加收入 

管理銷售需要靠技巧，如何吸引潛在的客戶，分析線索作出明智的決定，並整合

所有聯絡人在進入應用程序時，集結成電子郵件，節省時間。 

 

2.用整體的看板流程來追蹤 

追蹤你的機會與管道在幾個簡單的步驟看板視圖，在銷售時，獲得下一步的行動

指示、新的郵件，上面的機會和預期收入的信息，用很棒的企業軟體來提高銷售。 

 

3.社交網路集成 

這是唯一的開放源碼 CRM 隨著社會功能內置，這會帶來社會的情報到銷售的過

程。從社交軟體，例如：Linkedin、Twitter 或 Facebook 裡獲得見解，並自動加

載到他們的聯絡簿中。 

 

4.讓管理變得更簡單 

自動創建傳入電子郵件的線索，有效的分析和比較性能競選、部門、和銷售團隊。

找出重複的地方，並將兩者合併起來，分配到正確的銷售員統一操作，便能花費

更少的時間管理，擁有更多的時間找尋符合條件的線索。 

 

5.組織機會 

在屏幕上整理用戶介面，必須要組織你的機會，使你可以專注於最優惠的價格。 

管理所有的客戶互動，從像電子郵件，電話，內部筆記，會議和報價等等。按照

興趣並通知特定的事件找尋機會贏得機會。 

 

6.電子郵件集成自動化 

每天使用的電子郵件應用程序的工作，無論您的公司使用 Microsoft Outlook 或

Gmail，沒有人需要改變他們的工作方式，讓每個人都保持著高效率。 Odoo CRM

自動過濾處理傳入的電子郵件，並將其路徑到合適的機會或銷售團隊。 新的線

索動態和感興趣的銷售人員會自動收到通知。 

 

7.整合議程 

安排會議和通話集成日曆，可以看到自己和別人的行程在同一個議程中。管理者

可以很容易的看到團隊目前正在建立的時間表以及任務。 

 

8.銷售週期 

配置銷售階段，配合銷售方式來制定銷售週期。系統允許創建自己的模板階段，

控制統計數據來預測，在每一個客戶關係的階段提高銷售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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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報告及信息顯示 

設計訂製的顯示讓業務資料一目了然，可以接收正確的信息作出明智的決策，和

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共享即時的報告和流程。 

 

10.推動參與和遊戲化 

利用遊戲機制提高瀛率和即時的表揚獎勵，來鞏固良好的生活習慣，使銷售團隊

與挑戰、個人目標與團隊的領導者調整明確的業務目標。 

 

銷售點 

1.出售友善的指向 

銷售的應用程序 Odoo 是每個人都可以使用的界面。該 POS 機可在線上或離線和

iPad 中使用，Android 平板電腦或筆記本電腦，POS 與庫存應用程序和會計應用

完全集成。這意味著， POS 的交易將自動輸入到您的庫存管理和會計核算，我

們的 POS 包括額外的功能，如客戶服務和開立發票。 

 

2.專為生產力的界面 

介面簡單，且無論是對於餐館或商店裡，可以同時進行，不會讓客戶等待。搜尋

產品時，可分類，快速的獲取有關產品所有的信息。 

 

3.在線或離線的接口 

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連結到，使 POS 無所不在。需要通過互聯網路連接到啟動銷

售點，甚至會完全斷開保持運轉。不需安裝，也沒有特定的硬體，對於電腦、iPad

和其他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和工業 POS 機兼容。 

 

4.綜合庫存管理 

整合所有的銷售，如專賣店、電子商務、內部銷售。從中獲取庫存的控制和預測

採購管理。庫存的應用程序將自動輸入從股票 POS 任何交易。將能夠看到產品

的可用性，而不會浪費時間。此外，POS 與 Odoo 電子商務解決方案兼容，不會

需要安裝單獨的兩個應用程序。 

 

5.保持與客戶保持聯繫 

追蹤客戶的購買習慣，可以給他們特別優惠，銷售與通知書郵寄 Odoo。利用提

供禮品或是折扣這種獎勵的方式讓客戶的忠誠度提升，整個過程是快速且完全自

動化的，鑑定客戶甚至可以更快的提供客戶條碼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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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提供店內客戶服務 

銷售點不止一個 POS 機，應用程序提供額外的功能來服務真實的客戶。辦理退

款、追蹤保養，可依照客戶的需求作處理。只需要點擊幾下出現客戶發票，發送

訊息到會計系統，不必手動記錄每筆交易，系統會自動發送到會計師手上，控制

銷售和現金。 

 

7.了解客戶 

成功的品牌整合所有的通道聯繫他們所有的客戶關係，開發準確的客戶檔案，使

他們做出購買決定，並與消費者溝通。 

 

報價 

1.在線上通知報價 

通過電子郵件發送這些報價，讓您的客戶在網上簽名。利用交叉銷售和折扣，推

動和提高你的銷售。 

 

2.電子簽名 

Odoo 的專業應用程序可以讓你的客戶在網上簽名。使用追加銷售技巧讓他們提

出一些選項。這種先進的功能可以減少時間和投入網上銷售的努力和吸引新客戶。

能夠花額外的時間專注於銷售，不需去記錄數據。 

 

3.高效的溝通 

發送清楚的報價與定價給客戶，讓他們接受它，拒絕它或要求更多信息。可以通

過通訊軟件客戶直接溝通，看看在報價談話的整個歷史。在“選項”功能可以提

出建議的同類產品給客戶，以提高你的銷售。 

 

Odoo 人力資源管理內容 

管理公司的員工 

可以通過公司的位置來監視所有重要的資訊。有一些資訊只有人力資源經理可以

查看，其他的資訊也都是公開的，很容易找到員工資料。 記錄員工的契約，當

契約需要更新時提出預警。讓企業的招聘過程更加合理化。 

 

1. 檢索簡歷，跟進應聘者，查找個人文檔 

提供工作機會並且保持對每一個申請者保持追蹤。用更智慧化的看板來對你的招

聘過程進行追蹤。通過用郵件範文來進行一些溝通可以節省時間。自動檢索簡歷，

讓您可以更容易找到特定的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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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的社交網路、協調不同部門，地域差異和業務模組 

破除資訊閉塞的現象。在所有員工中分享知識和好的工作經驗。追蹤特定的人員

和文檔並且加入一些使用者感興趣的小組去分享專業知識和相關文檔，並及時保

持同事間的互動。 

 

3. 跟蹤出勤情況，根據所選擇的週報和月報來追蹤出勤率 

對花費在專案、客戶以及任務上的時間進行追蹤，並記錄時間表或者核對每個員

工的出勤率，根據花費在專案中的時間自動建立的財務分析並且發送報告。 

 

4. 假期管理 

管理請假事宜，包括合法的假期和病假 

追蹤每個員工應有的請假天數。員工們可以通過系統將他們的年假、病假等請求

發送到管理人員處審批。這些操作只需要簡單的點擊幾下電腦就全部完成了，每

一個員工的日常議程也都會進行相對應的更新。 

 

5. 追蹤員工費用事宜 

追蹤員工費用事宜已經可以擺脫紙張了，可以直接在 Odoo (Formerly OpenERP)裡

面操作。員工費用審核、員工費用報銷，在財會模組中將會自動發送相對應報告

以及開票據給客戶。 

6. 定期對員工進行工作考核 

設置評估計畫以及對您的員工進行調查來考核他們的進步的情況。定義這個面試

的步驟並且在Odoo (Formerly OpenERP)中可以告知您的經理或者自動讓您的屬下

去準備相應的評估，定期對您的員工進行工作進展考核。 

 

7. 遊戲化的元素增加了互動，制定的明確目標並及時提供回饋 

激發成就與挑戰，設立目標以及獎勵將激勵員工成功。制定明確目標並且提供及

時的回饋和具體的結果。將員工的最出色的表現展現到團隊中，並且公開每個人

出色地完成工作。 

(1)積分榜：提升管理者的能力並且員工們表現情況的對比讓他們有一個良性的競

爭。 

(2)個人目標：明確指定每個員工的職能使他們與公司的目標達成一致。 

(3)團隊目標：通過及時的預測和預算來對比公司收益率。 

 

8. 管理您的招聘過程 

Odoo 的開源軟體 alllows 組織你的工作板。按照每一個申請人和索引的文檔建立

技能和配置文件的數據庫。您不需要招聘外包，你就可以在內部做任何事情在一

個簡單的和專業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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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發表您的最佳工作委員會職位 

自動連接到最有名的職位公告板網站，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會由應用程序自動按順

序分配通路直接到合適的工作位置上，並附上一個新的電子郵件地址。申請人是

否通過電子郵件或聯繫您使用在線表格，你的所有自動索引的數據（簡歷，動機

信），你只需點擊，回答重用的模板。 

 

 

10. 自定義您的招聘流程 

創建您自己的招聘策略，招聘軟體會同時為大小企業提供一流的服務。使用看板

視圖和自己定義的步驟招聘流程：資格預審，第一次面試，第二次面試，談判，

得到您的招聘管線準確的統計數據。獲取報告來比較你的外部招聘網站不同的投

資表現。您可以在此基礎上比較容易改變你的戰略和招聘計劃。 

11. 簡化招聘流程 

按照申請人在招聘過程中與智能看板視圖，透過使用電子郵件模板自動篩選一些

通訊來節省時間。像簡歷和動機信的文檔會自動建立索引，讓您輕鬆搜索特定的

技能，建立配置文件的數據庫。 

 

12. 綜合調查 

如何提高貴公司的招聘過程？我們有一個建議 - 使用 Odoo 的調查！基於我們

的最佳實踐創建自己的採訪藍圖。使用調查設計師，以適應問題和自己的過程。

請申請人在調查中填寫或問面試官在即時訪談使用它。 

13. 在線管理業務費用 

Odoo 軟體來管理日常開支提供了流暢的編碼過程-管理員工開支的全部流程： 

- 由員工所制定的費用  

- 由員工所確認的紙張  

- 由經理來驗證  

- 由會計師來驗證 

-創建會計分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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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經理人監控 

Odoo 的開源軟體來管理業務費用，您可以管理員工的日常開支。無論是員工出

差費用或任何其他費用，該軟體使您可以查看員工的費用票據，使您能夠準確地

完成驗證或拒絕的票據權利。 

15. 多用戶管理 

作為一名經理： 

 根據您的團隊提出費用 

 批准或拒絕的費用 

 提交批准的費用給會計部門 

作為一個用戶： 

 記錄您的費用 

 對您的經理發表評論 

 檢查你的費用狀況 

作為一個會計部門負責人： 

 檢查員工的費用 

 開立發票 

 處理付款 

16. 網上績效考核軟體，建立定期的員工的評價 

Odoo 的應用程序“鑑定”為您帶來一個開源績效考核軟體，讓你為你的員工績

效進行定期評價，以維持公司的激勵過程。人力資源的定期評估可以為你的人民，

以及你的組織帶來的好處。這個應用程序可以很容易地使用在小型企業或跨國公

司。 

17. 建立正確的評價 

創建合法的調查，收集員工的答案。準備自己的模板，或者從例子中選擇。管理

多種類型的評價：自下而上，自上而下，自我評價和經理的最終評價。 

18. 輕鬆地設計自己的問卷調查 

網上績效考核系統可以讓你創建自己的調查。隨著我們的表單編輯器，你可以快

速添加問題、編輯頁面並擬定一個有用的調查，從你的員工中得到最好的答案，

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創造範例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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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在發送出調查之前先測試調查 

Odoo 的系統提供您將其調查發送給您的下屬、同事或其他僱員，在正式測試您

的調查之前，你可以把它展示給你的合作經理或主管看，完成調查前徵求其意見

和評論。 

20. 建立評估計劃 

評價是根據創建各種調查來完成的。每個調查可以由特定部門、員工的層次來回

答。最後的審查和評估是由經理完成。評估計劃可以被分配到每個員工。 

21. 正確的地點在正確的時間 

每個用戶會自動接收電子郵件，並要求在特定時刻執行他們的定期評估。 

22. 公司車輛管理軟體 

Odoo 軟體為您提供了選擇的可能性，從與租賃公司到分配給員工的車輛相關的

服務，第一份契約管理所有的公司車輛的生命週期。 

23. 契約和行政法的後續行動 

管理所有契約的車輛，當契約達到過期日期收到警告郵件。您不需要為公司的車

輛安裝任何專門的跟蹤系統只要與 Odoo 的智能應用程序搭配，你就可以密切關

注你的艦隊。 

24. 追蹤公司的汽車 

你可以簡單地指定一個汽車員工跟交接時設置的確切車況概述。同時，檢查車輛

狀態和里程表值之間的差異，並註冊追蹤艦隊生命週期。 

25. 分析和報告 

顯示與給定的車輛或具有服務類型相關聯的所有成本。透過使用報告工具，你還

可以比較和分析不同類型的成本之間的差異，以提高你的投資報酬率。 

27.成本管理 

您可以鑑定和追蹤公司為每個車隊的車輛花的錢。你的經常性費用（例如，租賃

契約）在會自動根據契約中規定的頻率每個週期（天/週/月/年）去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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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o 生產率內容 

A. 即時在線聊天 

簡單的方法來與你的員工、同事和你的系統的其他內部用戶進行通信。Odoo 的

實時通訊軟件，用戶可以互相聊天的即時性。你可以方便地直接在聊天網站查找

其他用戶；而且它支持多種聊天並行，無需外部程序進行即時聊天或任何其他應

用程序，一切都可以在此基礎網絡即時聊天被發現。 

B. 看到別人的可用性 

您可以查看其他用戶的可用性或綠/紅指示按鈕簡單視圖，並開始對話與任何當

前在線的用戶。Odoo 的即時消息服務是企業一個很好的工具，無論你的公司規

模多大多小。 

C. 能在旅途中解決重大的問題 

這是一個驚人的功能，避免長而複雜的電子郵件討論和有問題的電話，您可以快

速與任何人說話，你需要一個簡單、方便、快捷的方式去解決問題。當你寫一個

訊息給其他用戶，它會自動彈出他們的屏幕，他們就能立即回覆給您。 

D. 內部消息 

即時網絡聊天不只是這個應用程序的唯一功能。 Odoo還為您提供了內部收件夾，

直接匯集在系統中。您可以輕鬆地將它連接到您正在使用的任何郵件信箱，並可

以隨時隨地從任何地方查看你的郵件。 

E. 筆記 

自己整理高效的待辦事項列表和筆記。從個人的任務協助作會議紀要，可以增加

你的員工的工作效率，讓他們使用正確的工具來優先考慮自己的工作，分享他們

的想法和協作處理文檔。 

F. 個人待辦事項列表的工作 

創建一個在線的待辦事項列表在您需要的格式。 快速創建待辦事項，組織水平的

中期（今天，本週，本月）優先垂直在短期內，並將它們通過分配特定的顏色，

以及特定的任務。以看板方式給你的待辦事項列表一個簡單的可視化的組織。 

G. 自定義您的筆記和待辦事項列表 

對於 Odoo 的 Notes 智能看板視圖允許每個用戶以他們自己的步驟定制自己的待

辦事項列表和筆記。您可以選擇一個模板或創建自己的步驟或方法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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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私人筆記可以共享 

您可以將相關的文件和使用標籤和顏色來組織信息。一旦你的想法是成熟的，您

可以與其他用戶共享，拋磚引玉，並通過直接提高規範墊合作。 

I. 協助會議紀要 

“注意事項”也為您提供了以即時協助共同記錄的工具。本次會議的與會者都能

夠有助於記錄，並附上重要文件或討論相關的想法。每個部分都有一個乾淨的和

可以理解的結構，每個用戶的意見都用一個特定的顏色記錄著，所以很容易讓大

家看到誰寫了評論和想法。 

Odoo 操作內容包含 

i. 管理你的任務，順便讓你喜歡它！ 

Odoo 的操作和即時項目管理可以幫助您完成工作。從大局到最小的細節;從客戶

契約到最終結算。 

ii. 設計，找出適合自己的需求 

組織項目根據你自己的流程。任務和使用看板視圖問題的工作;調度任務的甘特

圖和控制期限的日曆視圖。這個開源軟體為您提供了多種可以很容易地適合自己

的項目管理系統的工具。為每個項目創造特定階段，因此所有的團隊可以在一個

簡單的和專業的方式優化自己的工作。 

iii. 使用方便 

這是易於使用的界面，不需要花時間去學習，你做的每一個動作是瞬間的。當收

到電子郵件會自動地匯集到動態，創建新的任務和問題，讓您與客戶輕鬆進行操

作。 

合作-即時聊天、共享文檔、整合你的電子郵件 

使用開放的聊天介面與您的團隊或與您的客戶共享文檔、任務和問題的意見溝通。

整合所有的討論，迅速與電子郵件整合。提供即時聊天功能，它可以幫助你找到

快速解決方案，對於您的項目的任何問題。 

 

 

 



 

14 
 

iv. 共同寫作 

協作編輯相同的項目建議書，規格或會議紀要權的應用程序中。摻入的 EtherPad

的功能可以允許幾個人一起工作，對於相同的任務，在同一時間。這是一個非常

有效率工具在總結的會議上，擬定會議紀要或複雜的項目要求的工具。每個用戶

都有自己的顏色。 

v. 追蹤問題 

是指，發生在該項目的問題才能更專注解決他們的問題，並匯集客戶互動的每一

個問題，同時您的團隊更能得到準確的報告。 

vi. 倉庫管理系統 

降低你的處理時間、交易自動化、降低庫存水平，並獲得完整的可追溯性與 Odoo

複式庫存系統的所有操作。 

vii. 複式記帳庫存管理 

基於徹底改變會計複式系統上，這個開源的庫存管理軟體並不是消費、損失或丟

失的產品。優點包括完整的可追溯性（從客戶到供應商，不僅限於倉庫），先進

的報告和一個非常簡單的用戶界面。 

viii. 減少您的處理時間 

Odoo 為您準備所有的操作，根據自己的邏輯規則：按訂單生產，最小庫存規則

等優化的規劃和工作的調度，以減少你的處理時間。 

ix. 自動交易 

使用你自己規劃的路，由 Odoo 自動安排您的採摘、包裝、招待會和內部移動。

定義推拉規則來組織一個倉庫或管理多個倉庫之間的產品移動。 

x. 獲取全程追溯 

保留所有你的股票透過追蹤你所有的過去和未來的庫存交易。追蹤所有詳細股票

的舉動，不僅在你的倉庫，遍及其他任何地方（客戶，供應商或生產基地）。 

xi. 減少你的庫存水平 

可以設置最小庫存規則，讓自動採購與正確的數量計算，以獲得指定的最佳水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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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i. 完全運營-銷售，採購和會計整合 

作出準確的採購。 Odoo WMS 完全完整準確預測銷售和採購。會計完全允許即時

費用計價和更深入的報告對您的庫存運營成本和收入。 

 

xiii. 追蹤序列號 

在您接收或傳送的每一步分配序列號。Odoo 處理生產批次（相同的產品批次）

或後勤地段，以幫助您得到充分的上游或下游的可追溯性。 

xiv. 輕鬆擴展您的 WMS 

與基於分層位置結構，Odoo 多倉庫管理系統管理自己的內部和外部位置、顧客、

供應商或製造的庫存。 

xv. 報告和儀表盤-分析您的倉庫的效率來提高性能 

獲取更明智的決策見解。設計定制的儀表盤，可以更一目了然查看你的倉庫。具

有即時深入報導，任何人都可以創建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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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實際操作 

基本設定 
1. 首頁

 

2.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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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公司

 

4. 輸入 email、公司人數、電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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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後進入的功能頁面

 

6. 點選「管理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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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新的組織

 

8. 下載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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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更改語言→點選「偏好」

 

10. 點選「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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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完成語言修改

 

簡易操作流程 
1. 創立公司：Soochow，一家專門賣健康果汁的公司。 

2. 安裝所需程式 

3. 會計與財務的程序設計：更改預設公司幣類別為新台幣 TWD。 

4. 設置公司資訊： 

(1)設置公司的名稱、地點、聯絡方式以及聯絡人 

5. 設置採購與銷售價格： 

(1)「設定」>「採購」 

(2)使用「價格功能表」以及「產品不同的計量單位功能」 

(3) Purchase>價目表 

(4)系統已設立「預設採購價目表」 

(5) purchase>設定>「價格列別」，公開價格=Sales price 成本價=cost 

6. 編輯會計科目資訊： 

(1)「會計」>「科目」 

(2)為方便管理將我們常用的科目調整成中文 

(3)創立我們之後會用到的新的會計科目 ex:庫存商品>商品類型為「資產」 

7. 建立客戶： 

(1) 客戶名稱-KERSRASE 超商  

(2)聯絡人資訊-Key 經理 

(3)填入客戶的資料 ex: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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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更改到此客戶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更改夥伴是「客戶」/「供應商」 

(5)系統已經默認設定「應收科目」→「應收賬款」「應付科目→「應付賬款」 

8. 建立供應商： 

(1)「purchase」>「suppliers」>「新建」ex :BIOTHERM 木瓜 

(2) 聯絡人資訊-BIO 經理 

(3)更改到此客戶所使用的「語言」以及改夥伴是「客戶」/「供應商」 

(4)系統已經默認設定「應收科目」→「應收賬款」「應付科目→「應付賬款」 

9. 設立產品： 

(1)「銷售」>「設定」>「計量單位」設置產品單位→度單位為「瓶」 

(2)「purchase」>「產品」>「產品」>「新建」 

(3) 設置產品基本訊息 

(4)在底下分頁 「採購計劃」更改「成本價」與新增「供應商」 

(5) 設立產品的供應商 ex :BIOTHERM 木瓜 

(6)「倉庫」>「Recording Rules」 

(7)設置產品最大庫存量為 600Ｌ (一瓶 Qoo 果汁為 0.3L) 

(8)設置產品會計資訊「設定」>「倉庫」>「Accounting」 

(9)讓系統在出庫、入庫時，自動生成庫存的會計憑證 

10. 銷售訂單處理（建立銷售)： 

(1) 建立銷售報價單 

(2) 選擇銷售客戶  

(3) 「其他資訊」填寫國際商業用語> FOB 貨運規則> 可供產品先出貨開立

發票> 依需求 

(4) 報價單填寫完畢後，系統會自動將此「報價單」轉為「銷貨單」 

(5) 「開立發票」>「產生訂單發票」 

(6) 「依整張銷售訂單開立發票」>會生成「發票草稿」 

(7) 客戶付款之後要先到「客戶發票」裡「登記付款記錄」，輸入付款資訊，  

系統生成會計憑證 

(8) 客戶付完款項後>發票草稿中的「使其生效」> 將生成「發票」 

11. 採購訂單處理： 

(1) 系統根據「最小庫存規則」生成「採購詢價單 

(2) 「purchases」> 「requests for question」 

(3) 「確認訂單」後，系統即將生成「採購單」 

(4) 點選「開立發票」> 「產生訂單發票」，生成「發票草稿」                                       

（此步驟與「銷貨單」生成發票給客戶相同） 

(5) 採購付款和銷售收款基本上是一樣的  

(6) 會計」> 「供應商發票」>「付款」即產生下圖 

(7) 付完款項後 > 發票草稿中的「使其生效」> 生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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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會計憑證查詢： 

(1) 完成會計處理的同時，系統會自動生產出會計憑證「會計」>「分錄」 

應用流程圖 

 

 

 

 

 

 

 

 

 

 權限 

 Case1 分享權限給「銷售經理」 

1. 首先→創立一個新的 odoo 帳號 

 

2. 到我們自己的 odoo 裡面，這時候使用人是 D.W 

點選「設定」→「用戶」→「建立新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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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填寫新用戶的 ODOO email 及使用名稱 

我們設定此人為銷售經理並分享權限 

 

 

4. (同上)  

我們設定用戶「偏好」為英文，設定完畢並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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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認證用戶的使用資格 

點選網址(這時候此人的使用權限尚未連接) 

 

6. 點選網址後 

填上我們一開始設立的帳號並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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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登入後發現 

用戶已變成陳宗澤，且為英文版面，他的權限也是能看到銷售(sales)的

部分 

 

8. 回到我們 odoo 的原本帳號，可以看到用戶多了陳宗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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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點進去「陳宗澤用戶」可以發現此用戶的權限已啟用 

 

 Case2 分享權限給「會計部人員」 

1. 點選「設定」建立新的用戶，這時候使用人為 D.W(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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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新的用戶 

填寫新用戶的 ODOO email 及使用名稱 

我們設定此人為會計部人員並分享權限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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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同上) 

我們設定用戶「偏好」為中文，設定完畢並儲存 

 

4. 認證用戶的使用資格 

點選網址(這時候此人的使用權限尚未連接) 

 

5. 點選網址後 

填上我們一開始設立的帳號並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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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入後發現 

用戶已變成鄭佩欣，且為中文版面，他的權限也是能看到會計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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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同上)這次會計原始用到的分錄頁面 

 

8. 回到我們 odoo 的原本帳號，可以看到用戶已經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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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銷售-產品：西瓜汁 

1. 要賣西瓜汁第一步→可先製作報價單，將西瓜汁銷售的數量價格填好 

 

2. 確認訂單後可以要檢視出貨單，確定銷貨單的金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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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貨單) 

 

3. 開立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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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生訂單發票 

 

5. 檢視發票(確認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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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使發票生效 

 

7. 確認發票無誤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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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用現金付款 

 

9. 付款完後，西瓜汁就銷售出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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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銷貨單完成 

 

11. 可以記錄通話日誌，明確記錄與銷售方之間的溝通訊息 

 

4. 採購-產品：西瓜汁 

1. 先在「銷售」的模組裡面增加一項新的銷售產品「西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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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好西瓜汁的產品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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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 

 
4. 建立好西瓜汁的銷售時用到的會計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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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立好西瓜汁的庫存倉位，都設好後按「儲存」 

 

6. 開始採購西瓜汁囉→建立採購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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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詢假單→確立訂單 

 

8. 開立發票→收取發票 

 

9. 使發票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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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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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付款 

 

12. 付款完後可以收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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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收貨後就可以準備運送貨品 

 

14. 運送時要選擇產品擺放倉庫及來源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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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運送時要選擇產品擺放倉庫及來源地點(填寫供應商資料)→儲存 

 
16. 填完後→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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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都填寫完畢後，西瓜汁就會從供應商出貨囉  

 

7. 會計 

1. 點選「會計」中的「借貸款」中可以找到 2015 年銷售帳簿 

 
2. 點選「會計」中的「借貸款」中可以找到 2015 年採購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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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選「會計」中的「借貸款」中可以找到 2015 年現金帳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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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會計中的「借貸款」中可以找到 2015 年銀行帳簿 

 

5. 點選「會計」中的「分錄」 可以看到每筆交易的分錄 

 

6. 點選「未登帳」的分錄→點選「過帳」，可以將「未登帳」的分錄過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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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過帳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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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點選「會計」中的「報表」 

找到資產負債表的選項→列印 

 
9. 系統會將網頁上的會計科目直接轉成 pdf 的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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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點選「會計」中的「報表」 

找到盈利與虧損的選項→列印 

 

11. 系統會將網頁上的會計科目直接轉成 pdf 的損益表 

 
  



 

52 
 

 生產 

1. 安裝「生產(物料需求規劃)」 

 
2. 建立物料清單→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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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完成，可以在「物料清單零件」中看到剛剛建立的清單 

 

4. 點選「製造命令」，新建製造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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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填寫完畢→點選「可用數量」 

 

6. 檢查可用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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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將庫存商品設定為可製造商品 

 

8. 設定完後，點選「全部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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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檢視完可製造的商品數量→點選「生產」 

 

10. 選擇生產產品數量，確定消耗品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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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開始生產 

 

12. 回到製造命令選單→已經開始生產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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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倉庫盤點 

1. 點選「倉庫」→建立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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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盤點的編號→選擇盤點的商品→點選審核盤點結果 

 
3. 倉庫的商品數量都盤點出來囉→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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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盤點就完成囉 

 

 

 

 

肆、 結論 

 介面操作方便。 

 功能完整。 

 系統模組化。 

 彈性靈活。 

 
 

伍、 建議 

 要有明確的操作手冊，方便初次使用者快速入門。 

 倉儲可以增加顯示各種產品儲存位置的頁面。 

 與權限人共同使用時不方便，速度較慢容易當機。 

 一個帳號一次只能登一個人 不能兩個人共同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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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組員心得 

 01121328 胡增意 

這次的資管報告，本組是做 Odoo 軟體。Odoo 包含了各式各樣商業應用

程式，囊括「進銷存」、「客戶關係管理」、「專案管理」、「生產管理」、「財會」

及「人資」於其中。彈性的系統設定及模組化的設計，讓您可輕鬆導入，提

昇公司競爭力！針對他的每一項功能，我負責的是行銷跟財務功能，發現 Odoo

提供了公司更方便的管理系統，發票的記帳分析、社交軟體運用……等。 

從這學期的資管課，我們學習到了資訊是甚麼?如何有效的運用資訊?其中

我覺得最有趣的是，去分析有系統化的商店跟沒系統化的商店。從分析中可

以發現大量複雜的數據會使商家需要用到系統化去歸納分析他的客源來源、

銷售情況、買賣狀況……等。在報告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全英文的論文報

告，發現針對多樣化，發現資料有好的多樣化跟不好的多樣化，我們應該擴

大好的多樣化、減少不良的多樣化。相機票買賣的多樣化會是消費者無法輕

鬆的買到最需要的路線，此時，我們就要將路線過長、不適合的路線先刪除，

使消費者更輕鬆地找尋所需要的票。以亞馬遜書店為例，他的多樣化的販賣

冷門商品，充分的發揮了長尾效應，此多樣化，使亞馬遜書店銷售量增加。 

 

 01153322 鄭佩欣 

這學期的資管課真的讓我大開眼界，原本以為是跟電腦操作相關的課程，但實際

上了之後才發現，是跟資訊管理相關的課。老師常常在課堂上丟出來的問題，都

很值得我們思考跟實際了解。讓我最印象深刻的還是期末的軟體報告。為了研究

這個軟體，我們做了大概快 10 個的帳號，為的就是要了解他所有的功能跟測試。

網路上的參考手冊是之前的 odoo 版本，我們也試著去做但是常常卡住，導致後

面的功能測不出來結果。因為沒有設置好前面的方案，就無法繼續往下做測試，

所以我們只好再辦一個帳號來做。從創辦帳號.銷售.採購.生產到權限設置等，我

都有參與，在過程中常常遇到困難，都要一直試，使用不同的方法，像是在採購

流程上，我們遇到無法將訂單完成的問題，所以我們重新設置了一個西瓜汁產品，

並且從頭開始測試一遍。但是隨著對軟體越來越熟，摸索越來越多，我們後來做

的也比較順比較快速了。看了其他組的 odoo 軟體報告，才知道還有很多的功能

是我們還沒發現的，也有一些功能是我們有用到他們卻沒有的，同樣的報告，卻

可以學習不同的東西，感覺還沒有進入企業，卻有種在使用企業裡相似系統的感

覺。也謝謝老師與給我們機會多學習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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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3335 張霈菁 

時間很快的就過了一個學期，一轉眼資訊管理也上了一學期。剛開始還很陌

生的在摸索這個課程，因為本人我很不擅長跟電腦有關的課程，但上了一學期的

資訊管理才發現，並不是只有電腦的範疇，還有更豐富、更實用的資訊與知識，

對我來說了解各種商業軟體並學習應用比學習理論更加有趣和實用。然後我們就

投入了Odoo ERP系統的研究，這是一個完整包含企業營運所需的各種商業活動，

人力資源管理、進銷存貨管理、生產製造管理與財務會計，雖然可能有些人覺得

這是一個簡單、齊全專業的 ERP 系統，但是對於我們這些不太懂電腦系統的人

來說，剛開始的接觸是陌生的。即使是如此，研究報告還是得繼續做下去，因為

它是個很齊全專業的系統，在一開始我們必須去了解它每一項功能及操作，但是

這系統不是我們所熟悉的樣子，我們必須去設定好一切的假設才能使它發揮其最

大功能。這學期即將結束，我們也將這系統研究報告完成，也讓我們對於資訊管

理這門課不再這樣的陌生，也能夠了解到為什麼資訊管理會是一門必修課，科技

不斷在演進，而科技給人帶來的影響和方便更是體現在我們生活周遭，公司組織

更是無法缺少電腦、科技系統的幫助，不斷更新自己的資訊，學習更多與科技有

關的知識，了解實務的系統軟體並學會使用是必要的。雖然還不能說是很專業很

了解，但希望我們都能學以致用。 

 

 

 01153354 鄭祐函 

學期的一開始，認為資訊管理，是一堂需要用電腦上課的課程，而老師在教

室用 PPT 上課，我們仍受益良多。了解到網際網路日新月異，使貿易全球化，

讓資訊管理在企業的營運上成為更加重要的角色。 

在第一次的報告，我們做了「沒有使用電腦的零售店」，對於一些小商家，

也許沒有電腦的使用，可能造成計算財務、存貨不容易，但對於他們卻沒有太大

的影響，因為少了或多了，只要賺到錢，店家就可以一直營運下去；假若使用電

腦，程序上也許會變得麻煩一些，但是對長遠來說，可以從歷年來的資料去找出

哪一個時間銷售的數量較多，去控制庫存量，也能夠更精確的計算成本、計算營

利等等。讓我們知道，資訊的應用不只是資料的查詢，而如何將資料統整起來提

高效率，是一個我們必須去學習的重要課題。 

這次的報告是操作 ERP 的部分，在還沒上這堂課之前，ERP 是一個很陌生

的英文字母組合，在整組一起操作這個系統時，才真正的學習到所謂的企業資源

規劃系統。透過所有資料的整合，就不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在整理資料上面，利用

會計為導向串聯製造、運送與客戶的聯繫等整個企業資源，將所有整合起來，進

而能夠使決策者更明快地做出決策，且強調了資料的一致性、即時性、整體性。

而使用 ERP 最大的問題在於，若買進一個系統，就會和那些也使用此系統的公

司，少了差異性；若自行創造出一個系統，當中會出現的問題也很多，浪費人力

及時間，這是目前企業中最需要去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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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身為一位管理者，需懂得將資訊科技應用於企業中，組織運用資訊

科技來管理企業，以創造優勢來因應多變的企業環境。而我們現在能夠做的，就

是掌握時勢，在盲目追求流行時，也不要忘了追求科技的流行趨勢，無論年齡在

哪個階段都必須活到老學到老，才能夠將科技運用在我們的事業，甚至是生活當

中。 

 

 01153355 程郁萱 

對我來說「資訊管理」是相較於其他管理課程來說最不熟悉的一門課，在既

有的印象中，跟資訊扯上關係的不外乎就是電腦軟體、程式等等的專業，但真正

進入資管的領域後我才發現，原來跟原本的印象很不一樣，電腦的運用只是做資

料管理的一部份，其他的絕大部分是指資料的意義解讀與應用，一間公司如果能

讓資訊流通管道能快速暢通，減少不必要的溝通成本，不僅能避免重複作業也能

更有效率的運作。 

這學期的課程規劃將實務帶入理論，利用個案討論的方式找出不同類型的組

織在運作時的操作方式；第一次的問題討論我這組選擇的是麵包店的領班在進貨

時所會遇到的例行性問題與需要的資訊，這次的作業相較於後面幾次報告簡單，

卻能幫助我開啟思考邏輯；接著，第二次作業是要找到一家沒有電腦的零售店，

探討該店在沒有電腦的情況下，在進貨、銷售、結帳時需要紀錄那些資料，被記

錄下的資料之後又被如何使用與管理，藉由這一連串的過程，找出該店在此方法

的經營下會不會產生問題；再來就是文章討論的作業，本組剛好被分配到英文文

章，一開始不少部分都看不太懂，經過反覆推敲才能確定文章想表達的意思，此

篇主要在說企業要如何在複雜化與成本控制間取得平衡，這其中有許多因素要考

量，同時也考驗著公司的領導階層的決策能力；最後，就是期末報告 Odoo 軟體

操作，從建立虛擬公司開始，利用系統的各個功能，將一筆訂單從開放權限、銷

售、採購、會計、盤點等相關資料都做紀錄，雖然過程中因操作方式不熟悉所以

遇到一些障礙，但最後順利解決，這次的軟體操作演練，讓我對 Odoo 有初步的

認識。 

 

 01153339 吳蕙君 

    資管課裡不只能學到相當的理論知識、也從許多的個案探討中模擬結果、結

合先前的所學。包括這次的 odoo 程式，大家都花了相當的時間研究與討論，過

程中不斷重複著思緒打結、整理、溝通，最於在最後一刻達成了流程步驟!!覺得

相當開心。了解 odoo 與其他組別軟體的操作，更能知道廣大資訊流的其中層面，

或許之後還能操作實用，是很珍貴的經驗。藉由這次對資訊軟體的初步認識，相

信之後接觸到其他的軟體或專業知識時，不會如此陌生。 

    在資訊管理課的課程中，可以藉由老師不斷在課堂上丟出問題，不停轉動腦

筋，思考很多相關的資訊知識，一步一步地去理解曾經是如此遙不可及的專業知

識層面，在每份課題的參與中也練習著獨立思考，整理所學、依循老師的脈絡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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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老師正確的答案；教學中，不只可以知道從前到現在資訊科技的進步，更重要

的是去釐清科技在人類世界裡的機器的重要性、與人類自己的無可代替性；如今，

科技新穎進步快速，機器幫助人類做到了更多精密且瑣碎的工程研究、人類也必

須以機器作為技術性搭配，開創屬於自己的脈絡，而不是畏懼的退縮甚至遭到取

代。機器時代造就了現在的資訊爆炸，而我們又應該如何從閱聽人的角度抓取我

們需要的資訊流並且好好的利用，這應是我們該學會的。 

 

 

 01153343 邱恩儀 

這次資管報告我所負責的部分是 odoo 的實際操作流程。在研究流程的過程中很

挫折，不斷地在思考要怎麼去進行，時常前面幾個步驟看似進行得很順利，下一

個步驟就卡住了，卡住之後又要再去試試看到底是哪裡出問題，和組員們討論、

推理出問題所在，然後再來重新一遍，這樣的一遍又一遍重複著，最後也慢慢了

解到 odoo 跑整個流程的邏輯。而為了想要讓同學更清楚我們的操作流程，選擇

錄製螢幕操作畫面，不斷重錄又後製剪接的過程，雖然很累但在報告時似乎吸引

到觀眾，這樣就值得了。 

    這是一個很特的的課程、很特別的經驗，之前因為社團的關係有接觸到類似

的平台(salesforce)，但那時候覺得這樣的管理系統很複雜，但同時也對我們社團

來說是個管理很方便的平台。而今天有機會研究到類似的資訊管理軟體，不禁令

我深深地敬佩開發這些軟體的人們，這樣的設計使企業們更有效率地管理其產業，

也節省許多時間與人力，而我認為像這樣一個優秀的軟體，應該要有更全套的教

學方法（各種語言版本皆應具備），這樣才能讓使用者用起來更順手，工作管理

起來更有效率。從這次的報告中學習到資訊管理的實務面，使我更加了解到資訊

管理對現今社會的正面影響力有多麼大且重要，資訊管理是現今以及未來每一家

企業都不可或缺的一項管理技能。 

 

 

 01153383 陳宗澤  

這次的資管報告為 ODOO 系統，系統有許多的功能可以讓使用者有次序

的管理公司，每個部門都有各自的功能。我們選擇ｏｄｏｏ系統主要原因是因為

介面看起來較有條理，可以較快的進入狀況，而實際操作起來後，認為這套軟體

使用起來很方便，各個部門間的資料可以互相流通，相當方便，而且各個系統獨

立運作，也可以分配權限；不過有些地方也有重複，例如商品在訂購、倉庫及出

貨，有一樣的產品還是需要自己填寫，令我們最不懂的事會計和財務等，許多地

方可能還不是那麼熟悉，需要再多了解。這次的系統操作體驗很新鮮，以前從來

沒有使用過類似的東西，中間也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在上面，但出來的成果可能差

強人意，還有許多地方需要改進，但至少有初步的認識，並可以做基本的處理，

以後能慢慢改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