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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POS門市收銀專家簡介 
 

Hi-POS門市收銀系統的特色 

Hi-POS門市收銀系統之軟體操作介面訴諸於簡單、易操作之特性，人人

都可輕鬆上手。快速結帳、快速功能按鈕、PLU商品、會員電訪預約、贈

品、會員點數的累積、欠款、還款之部份、產品前台即時叫貨、查帳及交

接班功能…等，即使是初學者亦能在短時間內熟悉各項功能及操作，讓人

充分享受 POS軟體所發揮的便利。 

 

Hi-POS軟體簡介 

適用行業：藥局，超市，賣場，通信行，連鎖店、等各類流通業市場。可

連線使用亦可單機模擬前後檯作業。多種會員促銷方式可採積點、會員價、

折扣等方式。 

獨家的線上即時分析功能讓你更能掌握與客戶的互動關係。有效提昇你的

銷售競爭力!  操作簡單，一般電腦鍵盤即可操作，也可選擇使用多種 POS

週邊，如 POS鍵盤、條碼機、條碼閱讀器、盤點機、錢櫃等。多台銷售

免主機，二台電腦連線只要二台電腦不用再花費主機的建置費用。 

系統需求：MS  Windows NT、2000、XP 、Vista、Windows7 作業環境。 

建議硬體配備：Pentium III 800 以上 CPU 

              記憶體 256 MB 以上 

              硬碟空間 200 MB Free 

              螢幕最小解析度: 80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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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如何使用 Hi-POS門市收銀系統嗎？跟著以下說明一個步驟一個步

驟進行，你會發現每一項作業都變得很簡單喔！ 

 軟體安裝 

1. 將〝Hi-POS門市收銀系統〞的光碟放入光碟機，選擇軟體安裝，接著

選擇您所買的軟體別進行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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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圖，點選《下一步》，接著選擇《是 Y.》接受授權合約。 

3. 依照畫面指示點選《下一步》繼續執行安裝直到安裝完成即可。 

4. 請將光碟盒內所附的 USB KEY插入電腦的 USB埠。 

    
請盡量接入電腦後方、靠近鍵盤接頭附近的 USB埠，以免失竊或遺失。 

也盡量避免接在 USB延長線或 USB Hub上以免造成判讀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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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第一次啟動：用戶名稱為 123，密碼為空白。進入後，請馬上到【F.系統

支援】→【1.密碼設定】去設定自己的使用名稱與密碼。往後進入系統僅

需輸入自己設定的用戶名稱與密碼即可。 

 操作介面 

本系統於整體操作上，採精簡原則，直接多重輸入模式(鍵盤、滑鼠)，可

依個人習慣選擇輸入介面。進入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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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工具列的作用在於不用進入選單而直接點選進入。

 

軟體選單： 

 

1.使用滑鼠操作：進入系統畫面，使用滑鼠直接點選。 

2.使用鍵盤：若操作者比較熟悉鍵盤，【Alt】按著不放，再按相對應的英文

字母，就會開啟下拉功能視窗。用【←】【→】鍵控制左右移動光棒，選擇

功能視窗，再用【↑】【↓】鍵移動功能選項光棒，選好後按【Enter】即

可進入。 

 

 設定你的螢幕解析度 

如果你的後台作業字體過大或過小，你可以到後台參數設定中設定你的螢

幕字體的放大比率。 

列如:解析度 1024*768,放大比率--1.34倍,1920*1080 ---1.54看起來就比

較舒服，當然你也可以依你的習慣改變軟體的字體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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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開始之前的準備 

 使用 HiPOS軟體前的幾點建議 

 1.產品分類  

依販售的產品數多寡及未來經營方式考量。比方說高單價的精品業、往往

產品只有數百種、更有的只有一、二百種，商品分類碼只要 3碼就已足夠

分類也不宜太多。更甚者零件業、文具頁有的產品數高達數萬項，其實 3

碼的分類也已足夠。3碼的分類編碼以純數字來說就可編到 999類。 

類別編碼建議純數字就好。 

 

 2.產品編碼  

產品編碼即是外面常聽到的店內碼、就是自己的編碼，與產品資料中的國

際條碼及原廠料號都不相干。 

店內碼會依行業別有所不同，目前系統內最高可達 20碼長度，一般零售

業建議 8碼最適宜，原因無它、進可功退可守。第一印出的條碼最好看，

第二以後事業做大了編碼也足夠了。 

產品編碼最好以純數字編碼，這樣輸入也方便些，免的老是切換大小寫。

再來英文字有些條碼也有所限制。反正 HIPOS軟體內找資料方便著，要

硬背編碼的機率不高啦。 

HiPOS內定的編碼模式是  分類+流水號  ..組合成 

以分類編碼 001來說，如果你訂定往後編碼就是 8碼那你的產品編碼就是

00100001開使順編。當然你也可以自定每種產品編碼長度各異，只是看

起報表來就頭疼。 

也有一種懶人編法，就是只指定產品分類，至於產品編碼就打上產品條碼

或是原廠料好也可以，同上只是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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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其它基本資料的編碼  

常常遇到有些零售業明明供應商不多，可能只有數十家編碼確編到 8碼。

建議一般廠商不多的商家 6碼就以足夠，客戶編碼 8碼倒是可以的，不過

要滿的機會實在很低。不過有令一種用途，用在連鎖店版前面冠以店號加

上流水號，如客戶編碼 00100023就可以判別是由店號 001新增的客戶。 

 

 4.還是不知道怎麼編碼  

看看你的產品上的標籤，除了國際條碼外有沒有其它的料號或是條碼，參

考一下吧，最後還是不知道怎麼編，用電話編碼吧，問問同業都怎麼編碼、

再者請看手冊最後面一個章節就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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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基本功能指引 
 

共用編輯按鍵說明 

 
若是呈現暗灰色的鈕，可能正處於新增或修改模式，請先選存檔或放棄再

按離開。 

 
快速鍵一覽表 

 鍵盤對應的快速鍵 

新增 INS 

修改 Enter 

查詢 F2 

刪除 Del 

列印 F7 

存檔 F3 

放棄 F9 

離開 ESC 或 F12 

過濾 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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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資料 

 
索引查詢，可以查詢並排序所要查詢的資料。 

查詢時可按【PgUp】或【PgDn】快速切換查詢排序的項目，或用滑鼠點

選 選擇排序項目。查詢的資料若沒有被找到將停在最相近的一筆資料

上。 

全文檢索：

 

例如要找一個 ??奶?? 的產品，可能是 奶茶??、也可能是??? 

奶粉，如果奶字樣是在備註欄中呢?  利用全文檢索功能可快速找出你要的

產品。 

如圖檢索到奶瓶、奶茶、椰奶、奶粉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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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條件過濾 

 
過濾查詢和快速查詢不同的是過濾只列出所查詢的項目，其他的資料並不

會出現，可利用此功能加條件過濾資料後再列印你要的資料。 

 

例如：在【F8過濾查詢】中輸入產品名稱等於"阿華田三合一"或是等於"

開喜烏龍茶"，則系統只會抓取相關的資料，不屬於查詢中的資料皆不會出

現，如要取消過濾回復到原資料內容，再按一次過濾選擇取消即可。 

 

 報表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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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F7】或 ，出現報表列印視窗，如圖。 

《列印選擇》選擇報表別，按【Y.確定】，出現列印預覽視窗，如下圖。按

即可印出報表。 

 

表文設定 自訂報表的表頭及表尾文字。 

匯出選項 選擇報表別及匯出資料存放位置後，按【E.匯出】可將資料匯出

至 Excel。 

紙張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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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輸入 

當系統游標移到地址欄框時可按【F10】或連續按滑鼠左鍵兩次或按下此

鈕 ，開啟地址輔助輸入視窗。 

依圖示，使用鍵盤【↑】【↓】選取所需的縣市，如高雄縣後按【Enter】

鍵或滑鼠連續點兩下，隨即出現高雄縣三個字，而畫面也由 1.縣市跳到 2.

鄉市，出現鄉鎮市區欄，使用鍵盤【↑】【↓】鍵選取鳳山市後按【Enter】

鍵或滑鼠連續點兩下，隨即出現高雄縣鳳山市(830)。依此將路街、巷、弄、

鄰、樓、室等資料，全部點選完成後，記得按一次取回(或【Ctrl＋Enter】)。 

使用秘訣： 

(1)地址輸入時會依照使用的頻率來排序資料。 

(2)縣市或鄉鎮村里如果用不到可以刪除，以節省挑選的時間。 

(3)縣市、鄉市、路街也可自行新增。 

  



                                              
 軟體使用手冊                 

 

 18 

 輔助視窗的選用及設定 

 

當欄位旁邊有  時，可點選或利用鍵盤按Ctrl+Enter鍵開啟輔助視窗，

點選畫面中的取回鈕或按下 Enter鍵以便快速輸入你要的資料內容。 

圖為日期選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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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編碼 

許多有關編號的欄位、一般情況下按 Enter後會自動以最大流水號順編 

如果你想決定編碼的碼數，你可以在第一次自己鍵入第一碼的長度 

如鍵入 001，爾後編碼只要按下 Enter鍵後就會從 002~開始順編碼。 

另一種尾隨編碼，如果你的編碼開頭混有你自己的分類，如客戶資料你自

己用數字編號作為區域代碼，如10003,10004..20001,20002諸如此類的。 

要讓軟體自己順編只要鍵入開頭編碼 1/或 1? 即可自動幫你順編流水號。 

編碼圖例: 

 

按 Enter後自動帶出 01開頭的最後一碼。  

 

 

 文字剪貼 

在可剪貼欄位時，使用滑鼠左鍵標記選取文字後，按下滑鼠右鍵 

 
可於其它欄位或是其它應用軟體的文字模式下，貼上選取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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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瀏覽視窗 

 

在使用瀏覽畫面時你可以將滑鼠停在欄位分界點調整每個欄位的寬度。 

或是按住標題移動瀏覽標題的排列次序、如下圖將備註移到前方 

 

如果你想每次瀏覽時都固定這樣可按下滑鼠右鍵出現選單 

 
選擇保存，如此一來每次進來這畫面時會依照你定的格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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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單據功能指引 
共用編輯按鍵同一前章節的按鍵功能 

 
若是呈現暗灰色的鈕，可能正處於新增或修改模式，請先選存檔或放棄再

按離開。  

 鍵盤對應的快速鍵 

新增 INS 

修改 Enter 

查詢 F5 

刪除 Del 

列印 F7 

存檔 F3 

放棄 F9 

離開 ESC 或 F12 

 

 

 鍵盤對應的快速鍵 

新增明細 Alt  +  1 
刪除明細 Alt  +  2 
插入明細 Alt  +  3 
多選輸入 Alt  +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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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選輸入 

 

左邊為挑選區、挑選後得產品會移到右方視窗，如果要刪除單項的已選取

商品，可在右方視窗快點滑鼠兩下移除已選產品。 

此處的搜詢預設已是全文檢索。 

 員工輸入 

 

 

 

單據員工輸入時會判定員工基本資料內的

離職日期、如果員工的離職日期小於今天

日期是不會出現在挑選的員工視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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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據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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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HI-POS後台基本資料 
基本資料這個作業，是在您剛使用本系統之期初建檔項目，您必須整理原

始人工作業之資料，經過規劃之後編號，然後逐步建檔，以便在輸入作業

下能順利完成各項作業。 

 

 廠商基本資料 

意義：建立所有廠商基本資料，以便迅速查詢廠商的聯絡電話、所在地址、

付款方式、條件和其他備註，方便往後的進貨及其相關之聯絡事宜。 

 

 

1. 在〈基本資料〉選擇〈廠商基本資料〉選項，開啟後畫面如圖所示。 

2. 選擇《新增》來建立廠商資料。 

3. 依序將每個欄位資料輸入後，按《存檔》即完成。 

視窗左半部為資料瀏覽預視，右半部為資料明細，資料編輯或修改時均在

右半部資料明細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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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方式請參照 基本功能指引

 

。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廠商代號 按 Enter產生流水號或自行編碼，或可利用尾隨編號功能，

例如按 A/或 A? 則產生 A開頭之流水號。廠商編號共六

碼，建議盡量以數字編號，以免發生流水號位數不足之情

形。 

公司名稱 輸入廠商的名稱。 

廠商簡稱 系統會自動擷取公司名稱前五個字，亦可自行輸入。 

統一編號 輸入廠商的統一編號。 

電話、傳真  輸入廠商的聯絡電話及傳真。 

聯 絡 人 輸入廠商的訂貨聯絡人。 

其他電話 
輸入聯絡人的行動電話號碼，發送簡訊 時可自動帶入。 

所在地址 輸入廠商的所在地址，可開啟選擇視窗  (詳見 地址輸入 )。 

發票地址 輸入廠商的發票地址，可開啟選擇視窗  (詳見 地址輸入 )。 

請款方式 可區分是屬於現金或月結的交易方式，以便日後當成應付

帳查詢之過濾條件。 

帳 款 日 輸入廠商的結帳日期，在 進貨作業 中便會自動帶出結帳

日期，以便日後當成應付帳查詢之過濾條件 

E - Mail 若有輸入廠商的 E-Mail帳號，則按下 可連結 outlook

發送信件。 

營 業 稅 設定該廠商的營業稅稅別，在 進貨作業 中便會自動設定

營業稅別。 

預付餘額 取用預付款後所剩於可用的餘額。系統會將〈付款作業〉

中的預付餘額自動帶入此欄位，因此可不用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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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進貨 最後一次向該廠商進貨的日期。 

其他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說明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相關項目：進貨作業、付款作業、產品基本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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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分類、產品單位設定 

意義：建立產品的分類類別、產品單位等常用資料，使往後的資料建檔更

順暢、方便。 

 

 產品類別設定 

 
1. 在〈A.基本資料〉選擇〈5.其他編號設定〉選項，如圖所示。 

2. 選擇〈產品分類設定〉，按《Y.確定》。 

3. 選擇《新增》，輸入代碼及類別名稱後，按《存檔》完成。 

註：產品分類請以數字為主 

產品編號為產品分類代碼+流水號，至多為 14碼，若產品分類

代碼以英文為主，容易導致產品增多時流水號位數不足使用，且

列印條碼時容易有過長的困擾。 

 產品常用單位設定 

操作步驟如同上述產品類別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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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銷售前台_其他付款別設定 

設定前台現金以外的其他付款方式 

 

1.點選《修改》輸入要顯示的付款方式。 

2.存檔後，銷售前台 F7.其他付款別便會依照設定顯示，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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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基本資料 

意義：產品輸入總覽、新增、修改及查詢。 

 

1. 在〈基本資料〉選擇〈產品基本資料〉選項，開啟視窗如圖所示。 

2. 選擇《新增》來建立一筆新的產品資料。 

資料輸入方式請參照 基本功能指引 

 

。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產品名稱 輸入該產品的名稱。 

產品類別 若類別項目太多時，可按【F10】開啟視窗選取。 

產品編號 按【Enter】讓電腦自動編號，或是直接鍵自編碼亦可。
最多可編至 14碼。編碼原則：類別代碼加上流水號。 

產品條碼 

將游標移到『產品條碼』欄位，如果是國際條碼，拿 CCD
條碼掃瞄機在條碼標籤上掃瞄一下，則會有一組數字產

生，待存檔後，往後在銷售時只須刷入國際碼即可，不必

在每樣產品都貼上條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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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廠料號 商品出廠時之廠商編號。可方便於進貨中使用加速進貨作

業。 

注音簡碼 
單字中的第一個注音符號，如【日式蘇打餅乾】，”蘇 ”
的注音拼音是ㄙㄨ，而ㄙ對照鍵盤上的英文則為 N，依此
類推【日式蘇打餅乾】對照鍵盤上的英文則是【BGN21】 

基本單位 銷售最小量的計算單位，可按【F10】開啟視窗選取。如：
口香糖一盒有 10條，則單位為「條」。 

包裝單位 銷售較多量的計算單位，可按【F10】開啟視窗選取。如：
口香糖一盒有 10條，則單位為「盒」。 

包裝數量 銷售較多量的數量，如：口香糖一盒有 10 條，則單位為
「10」。 

銷售預設

包裝 

可依較常用的包裝單位為預設包裝單位。 
例如:黑松汽水通常都是整箱賣的，則銷售預設包裝設為
「箱」。 

儲存位置 可填入產品存放的位置，如 A1,B1,C3等。 

請 購 點 當產品低於多少量時得要提出採購的要求。 
現有數量 貨品目前的存量。系統會自動帶入，可省略不輸入。 
安全存量 只要該貨品低於安全存量，系統便會有警示作用。 

規格型號 輸入該產品的規格型號。 

供應廠商 同一商品，可輸入三家供應廠商。系統會將進貨作業中的

廠商自動帶入，故可省略不輸入。 

產品計算

點數 

為了回饋顧客，常會以點數累積到某一程度時，公司將提

供贈品或優惠。點數計算方式對照系統參數設定中有詳細
說明，若不勾選則不會累積點數。 

應稅 若此產品屬於應稅商品，則在此處勾選應稅。 
健康捐倍

數 
產品售價包含健康捐由此設定健康捐的倍數，O表示不含
健康捐。 

市價 一般市面上所賣的售價或同業售價。 

零 售 價 賣給一般顧客的價錢。 

會 員 價 
比一般顧客較低的價格，若沒有實施會員制度，可省略不

輸入。 

V I P價 
通常 VIP會員可享有更多優惠，若無 VIP 會員制度，可省

略不輸入。 

包裝售價 賣給一般顧客的包裝價格。 

包裝會員 賣給會員的包裝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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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銷售下限 讓銷售人員有商品變價空間，如售價 200元，銷售下限設
定 150元，則銷售人員有 50 元的商品變價空間。 

產品贈點 

若不想依系統參數設定中的幾元幾點去計算點數的話，則

可在此輸入每項產品的點數。例如，產品“奶嘴”在『產

品贈點』選項裡填入 10，則表示會員每買一個“奶嘴”，
就可以得到 10 的點數。請參照 系統參數設定 中有相關

說明。 

最近進價 最近一次進貨的價格。由電腦自動運算，故可省略不用輸

入。 

最高進價 
表示在進貨相同產品時，曾經所付過最高的進貨價格，會

顯示在這一個欄位裡。最高進價是由電腦自動運算，故可

省略不用輸入。 

最低進價 
表示在進貨相同產品時，曾經所付過最低的進貨價格，會

顯示在這一個欄位裡，最低進價是由電腦自動運算，故可

省略不用輸入。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是由電腦自動統計，故可省略不用輸入。 
平均成本=全部進退貨金額/全部進退貨數量。 

固定成本 可由使用者自行抓取其一較常進貨成本。 

員工獎金 銷售員每賣出一份這項產品時，可以得到多少的獎金。若

公司並無此獎金制度，則可以略過不輸入。 

毛利率 此欄位不需輸入，系統會自動帶出。 
毛利率=(零售價格-平均成本)/零售價格*100。 

產品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說明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產品圖片 可將產品圖片或型錄，轉成影像檔後放入。 凡是瀏覽資料

欄位有打勾的標誌，就表示該產品有圖片或型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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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基本資料 特項功能說明： 

 產品銷售分析 

針對選定的單項產品，做會員層購買分析。可以看出購買該項產品的會員

及總額、總量（依銷售總額做排列）。 

 
1. 在產品基本資料中選擇《分析》。 

2. 輸入想要分析的時段，按《Y.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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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進價紀錄 

在產品基本資料中選擇《歷價》選項即可。 

 

可將選定的產品歷史進退貨的價格、日期、單價、數量、金額及廠商等資

料顯示出來，且可以將最低價與最高價之供應商及供應價格列出來，也可

重新計算平均成本，選擇是否將成本寫入產品或將最低價廠商成為主供應

商。 

 產品快速輸入作業《 Alt + M 》(隱藏鍵) 

在產品基本資料的視窗中按《 Alt + M 》可呼叫出產品快速輸入作業的視

窗，可利用次功能快速大量修改產品基本資料。 

不需確認即存檔，請謹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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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方式：直接在各欄位輸入修改資料即可。 

注意：若使用者權限未開放修改及成本顯示功能，將無法執行此項作業。 

 

 條碼列印 

 
若有購買條碼列印機按下此鈕選擇列印張數後，直接從條碼輸出機印出條

碼的標籤。可自行設定條碼列印的文字及格式。 

目前軟體僅適用 TSC TTP243E/TTP245系列之條碼列印機。 

若有多種條碼格式，可藉由條碼檔名挑選。檔名須以 CLEVMED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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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LEVEMED1、CLEVMED2...以此類推。一般可設定產品條碼及貨架

卡條碼。 

 

條碼樣式參考: 

 

貨架卡樣式參考: 

 
 

 

相關項目：其他編號設定、單品期間促銷 、庫存總表列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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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基本資料 

意義：建立所有會員基本資料，以便迅速查詢；可代替舊有電話簿和名片

簿，節省查詢的時間，亦可查詢會員的銷售記錄。 

 

1. 在〈基本資料〉選擇〈會員基本資料〉選項後，如圖所示。 

2. 選擇《新增》選項即可新增資料。 

3. 逐一輸入欄位資料後按《存檔》即可。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會員編號 按 Enter產生流水號或自行編碼，或可利用尾隨編號功能。

例如按 A/或 A? 則產生 A開頭之流水號。 

會員等級 分為一般會員及 VIP會員（較一般會員高級）。 

累積點數 記載該會員的累積點數(不可自行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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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日期 輸入會員的生日，可設定會員生日數天在前台出現提醒。 

身分證號 輸入會員的身份證號，具有檢查功能，當輸入格式錯誤時會

出現警告。 

性    別 可按[Spc]空白鍵切換選擇『男』或『女』。 

居住地址 輸入會員的地址，可開啟選擇視窗 (詳見 地址輸入 )。 

其他地址 若會員有其他的地址可輸入在此，可開啟選擇視窗 (詳見 地

址輸入 )。 

郵遞區號 若使用選擇視窗功能輸入地址時，此欄會自動帶入，否則請

自行輸入。 

E- Mail 若有輸入會員的 E-Mail 帳號，則按下 可直接連結至

Outlook發送信件。 

最後購買 該名會員最後一次來店購買的日期，系統會自動帶入。 

停    用 若此欄位打ˇ，表示目前此客戶的會員資格暫時停用，只能

用一般的零售價去購買商品，而無法享用商品價格優惠或累

積點數。 

其他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說明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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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項功能說明： 

 會員銷售分析 Alt+A 

 
可以針對某一位會員做所購買的產品、購買總量、購買總額的分析。輸入

時段即可，如 90.01.01～90.11.19。(由此可知其在 90.01.01～90.11.19

這期間所購買的產品、購買總量、購買總額，依銷貨總量作排序，如左圖) 

1. 在會員基本資料中按《Alt+A》。 

2. 輸入欲分析的時間。 

 

註：此與前台銷售的《Alt+A》會員分析同 

 

相關項目：前台銷售、會員積點統計、會員郵寄標籤、會員欠款帳齡分析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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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基本資料 

意義：基本資料、薪資明細、聯絡電話及進銷貨中的人員代碼設定。 

 

操作方式同如 會員基本資料

相關項目：

 設定。 

進貨作業、進貨退回作業、門市補貨作業、售貨員業績統計表、

庫存調整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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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販商品快選區設定 

 

可修改快速鍵名、利用插空白的方式讓版面看起來更美觀! 

快速鍵名不一定要跟產品名稱相同，可認意鍵入自己要的文字，並不影響

往後的統計功能及報表。 

設定完後前台的畫面: 

 
便可利用滑鼠點選或搭配觸控使用! 

分類快選及分類快速商品都是本節的做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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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編號設定 

意義：其他基本資料的輔助視窗設定，一次補足，以後只要開啟輔助視窗

選入即可。另外，也可以開啟輔助視窗時再臨時新增。 

1. 在〈A.基本資料〉選擇《5.其他編號設定》選項，如圖所示。 

 
2. 詳細操作方式請參照 產品分類、單位設定 、 輔助視窗設定及選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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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編號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產品分類設定 產品分類設定完後，只需按F10 開啟視窗查詢，而不需

每次再輸入一次，此項資料在 產品基本資料 有相關聯。 
產品常用單位 產品常用單位設定完後，只需按F10 開啟視窗查詢，而

不需每次再輸入一次，此項資料在 產品基本資料 有相

關聯。 
銀行基本資料

設定 
輸入往來銀行的基本聯絡資料，此項資料在 銀行存提作
業 有相關聯。 

銷售前台_其
它付款別設定 

可設定除現金之外其他六種不同的付款方式，此項資料

在 銷售作業 有相關聯。 
常用片語設定 可設定常用、收支及其它三種不同的常用片語，此項資

料在 現金日記帳 有相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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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屬性設定 

 
同產品分類的設定方式，若開啟此功能所有統計報表皆會出現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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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U商品設定 

意義：此項功能主要用於商品本身無法貼上條碼紙或較常用且不符貼條碼

的經濟效益而設定的，建立前檯銷售中所需的PLU商品資料，以便迅速銷

售、節省時間。操作方式請參照 產品基本資料

 

 設定。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序號 按 Enter產生流水號或自行編碼，或可利用尾隨編號功能。 

產品編號 可用滑鼠或按【F10】開啟視窗選取。 
產品名稱 選定產品編號後，按 Enter系統會自動帶出產品名稱。 
相關項目：前台銷售 

PLU商品前台銷售時操作方式：請參見《F8 PLU商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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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 BOM 組合設定 

 
多種產品組合成為單一商品、銷售時扣除設定的包裝內容物子件數量。 

或是多種產品組成後的價格有折扣。 

 

例如:設定一組合品 [ 哈哈文具組合] 、內容物分別為[鉛筆 2隻]，[橡皮圖

擦 3個]、[鉛筆盒 1個]。銷售時輸入[ 哈哈文具組合]即會扣除相關的產品。

統計時仍可個別統計或是以組合品單獨統計。 

 

操作: 

1. 在〈A.基本資料〉中選擇〈7.包裝組合商品設定〉。 

2. 按《新增》後可選擇所要組合的產品，新增內容物並輸入組合用量後，

可在產品中制定母件、子件是否扣除數量，按《存檔》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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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成本試算可推算組合後的成本做為訂定價格的參考依據。 

 
產品組合後、產品輸入視窗的[組]會有勾選提示。 

 
開啟此功能，所有統計報表皆會出現統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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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參數設定 

意義：在使用系統前，需先將貴公司的相關基本資料及系統操作等必要的

環境參數設定好，以便日後在各項作業中能夠順利進行 ，軟體更具彈性以

符合不同使用者的習慣。 

當您輸入完基本資料後，在貨單抬頭上就會有貴公司的(公司名稱、電話、

傳真、公司地址)顯示。 

 

欄位說明 

1. 系統參數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廠商查詢預設索引 預設廠商基本資料中查詢索引。 

產品查詢預設索引 預設產品基本資料中查詢索引。 

會員生日警告天數 進入系統，提醒會員生日的提前天數 。 

報表預設輸出方式 若已經有連接印表機，系統會自動連結。 

是否使用注音簡碼 若是請選擇"Y"，反之則"N"。 

成本計算方式 共有三種計算方式，可依使用者的需求去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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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自動切換輸入

法 
輸入資料時電腦會自動更改輸入法，例如輸入會員

姓名或產品名稱時，則電腦會自動變更為注音輸入

法或者是倉頡輸入法，可方便銷售者的使用，而不

須再做變更輸入法的動作。 

統計報表列印習慣 有三種報表輸出方式，可依使用者的需求去設定。 

產品自動編號位數 最高 14碼 (產品編號 :分類+流水號)。 

是否隨解析度調整

字形大小 
螢幕解析度該改時是否自動調整視窗大小。 

解析度的放大倍數 隨解析度調整字形大小時所要放大的倍數。 

 

2. 銷售前台參數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銷售前檯成本開放 設定開放前台的成本權限，如果不開放（不打勾）

的情形下，前台作業（銷售時）不可使用與成本有

關之按鍵。 
產品查詢預設索引 前台銷售時按 Ctrl+Enter查詢產品的預設索引。 

自動開啟會員視窗 若經營型態為會員制，可設定為 Y 則自動代入會
員查詢視窗。 

代入電話區碼 銷售前檯使用《會員查詢》鈕時，會直接帶入系統

參數設定的 電話區域號碼
本欄空白時預設欄位是停留在客戶編號而非聯絡電

話。 

 方便快速輸入。 

是否使用 VIP價 若開放使用 VIP價，則 VIP會員購物即可以 VIP 價

格購得；若不開放，則 VIP 會員就如同一般的零售

購物價格。 

是否使用會員價 若開放使用會員價，則客戶可使用會員價購得；若

不開放，則會員只能用一般的零售價購得。 
銷售累積點數(?元) 設定銷售時要累積的點數比值, 如 1 元 1 點。且

在 產品基本資料 中的計算點數需要勾選才能計算

點數。 
銷售累積點數(?點) 

是否自定產品積點 若開放為 Y 則以上的點數比值自動失效。積點值
則取決於 產品基本資料 中的產品積點 。 

存量警告方式 選擇現有量低於設定的值時在銷售前台會有不同的

顏色(黃色)警示。可搭配前台的即時叫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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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電訪設天數 在前檯銷售中叫出會員資料後，按【Alt+D】呼叫電
訪預約時的互動日期會以今天日期加上此欄天數為

預設日期。 

電訪記錄保留天數 設定要保留的電訪預約記錄天數，過期後自動刪除。 

銷售完自動列印發

票 
若在銷售完後要列印發票，則設定"Y"。 

銷售後登入員工代

號 
銷售完畢必須登入員工代號，用於電腦不足且多銷

售人員時。 
必須先登入員工代

號 
使用銷售前台是必須先登入員工代號，用於單人單

銷售前台。 
可否銷售中更改員

工代號 
用於單人單銷售前台。 

發票剩餘幾張時警

告 
若設定為 5張時，則在銷售前檯中，當使用剩餘 5
張時，則電腦便會出現警告訊息，提醒使用者該準

備請領發票。 

銷售資料刪除密碼 設定前檯刪除銷售資料的密碼。 

強制輸入收款金額 設定前台銷售完畢強制輸入實收現金才能結帳存

檔。 
結帳時播放聲音 設定結帳時是否播放聲音。 

單筆_銷售最大數
量 

設定單筆銷售最大的數量。 

單筆_銷售最大單
價 

設定單筆銷售最大的單價。 

關閉前台之查帳功

能 
設定為〝Y〞時，前台將無法使用查帳功能。 

關閉前台之交班功

能 
設定為〝Y〞時，前台將無法使用交班功能。 

銷售前台禁止更改

單價 
若不想讓銷售員在前台更改單價，則此處設定 Y。 

銷售前台禁止金額

折扣 
若不想讓銷售員在前台作金額折扣，則此處設定 Y。 

銷售前台禁止總計

折數 
若不想讓銷售員在前台作總數折扣，則此處設定 Y。 

銷售前台禁止單筆

折數 
若不想讓銷售員在前台作單筆折數，則此處設定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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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完自動列印(收
據) 

若想銷售完後自動列印收據，則此處就設定 Y。 

毛利率高於多少(綠色)
警告 

前台銷售時該產品名稱會以綠色底色提醒。 

毛利率低於多少(紅色)
警告 

前台銷售時該產品名稱會以紅色底色提醒。 

菸酒健康捐 設定產品售價中包含的菸酒健康捐金額。 

 

3. 進/出貨參數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發票稅率 5 % 設定 0.05。 

貨單是否列印金額 "Y"，則進出貨單會印金額，不需每次手動做更改。 
進出貨列印習慣 可選擇 1.預視或 2.直接列印。 

票據警告天數 進入系統，提醒應付或應收票據的提前天數。 

進貨預設稅別 於進貨單作業的稅別中自動代入設定值。 

出貨預設稅別 於出貨單作業的稅別中自動代入設定值。 

維修預設稅別 於維修作業的稅別中自動代入設定值。 

貨單是否套表列印 設定貨單列印時是否套表。 

出貨價格策略 可設定為預設售價或上次售價二種，若設定預設售

價，則每次出貨電腦會自動擷取預設售價，而不需

再輸入一次。 
進貨價格策略 可設定為平均成本、上次進價或最低進價三種，若

設定為平均成本，則每次進貨電腦會自動擷取平均

成本，而不需再輸入一次。 

數量__小數位數 可決定系統中數量欄位顯示小數的位數。 

單價__小數位數 可決定系統中單價欄位顯示小數的位數。 

合計__小數位數 可決定系統中合計欄位顯示小數的位數。 

其他__小數位數 可決定系統中其他欄位顯示小數的位數。 

數字 3位一撇 設定為"Y"時，數值顯示如「55,000.00」。 

 



                                              
 軟體使用手冊                 

 

 51 

4. POS週邊參數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錢櫃連接阜 設定錢櫃連接至電腦主機的阜口或錢櫃連接至發票

列印機的阜口。可按空白鍵切換選項： 

錢櫃連接至電腦：【RS】→RS232介面，【COM】→

型號 CR3104，【PRN】→列表機連接阜。 

錢櫃連接發票機：【POS】→型號 CR3101，【UDF】

→型號 C430 

價格顯示器連接阜 設定價格顯示器連接至電腦主機的阜口。可按空白

鍵切換選項： 
【COM】→型號 PD7100/7200系列，【WDP】→型號

WD304 

盤點機型號 設定盤點機的型號，可選擇 1. CPT-711 或 2. 

PT600 。 

盤點機連接阜 設定盤點機連接至電腦主機的阜口。 

條碼列印機型號 設定條碼列印機的型號。可按空白鍵切換選項 

Z-S300、Z-S400、ZEBRA→Zebra廠牌型號 ， 

CLEVER、TTP243→型號 Clever TTP243， 

OTHER →其他 

條碼列印機連接阜 設定條碼列印機連接至電腦主機的阜口。 

發票列印機（兩聯

式） 
設定發票列印機的型號。可按空白鍵切換選項： 

發票列印機 
（三聯式） 

CHN→型號 PP2020， POS→其他三聯式發票機， 

WPS→型號 WP-103S，EPS→型號 RP-U420。 

P57→型號 PP5700 

收據列印機 設定收據列印機的型號及連接阜。可按空白鍵切換

選項。 

條碼機連接 
工作站號 

若要從進貨單中列印條碼，後台工作站號須與條碼

機工作站號一致。 

註：1.一般電腦主機的連接阜口只有 1~2個，建議選購擴充卡，以提高穩定性。 

     2.由於 POS的相關硬體週邊繁多，若有 POS週邊設定問題，請洽詢本公司。 

     3.POS周邊均有指定型號，若您所使用的非本公司指定之型號，不保證其相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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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門市作業管理 

 產品促銷設定 

 單品期間促銷（變價） 

意義：讓產品在促銷期間以促銷價格售出，而不須去更動到產品原始的售

價，待促銷期間一過，電腦便會自動恢復原價。 

 

1. 在〈門市〉中選擇〈單品期間促銷〉 

2. 按《新增》後選擇所要促銷的產品，輸入促銷的價格及促銷期間的起

迄，則在此段時間所銷售的產品皆以促銷的價格去販售。 

3.按《存檔》完成。  

 

註： 

(1)可依日期去設定促銷的時間，如立頓奶茶隨身包 10入原價 120元，在

促銷期間 98/12/01~98/12/31這段期間內只賣 99元。 

(2)可依時段去設定促銷的時間，如立頓奶茶隨身包 10入原價 120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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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銷期間 98/12/01~98/12/31且 17:00~18:00這一個小時中只賣 99元，

與第一項不同是，加註時間區段。 

 
(3)可整批依產品類別、廠商、產品編號帶入促銷產品明細。 

(4)並可由之前促銷編號將前先相同之促銷產品複製到新的促銷中。 

(5)可整批帶入之後按整批修改按鈕以手key修改每筆促銷價、會員促銷價、

包裝促銷價、會員包裝促銷價等修改，也可以直接使用下方的大量快設定

選項直接制定以原_零售價、原_會員價、原_批發價、原_VIP

 

價乘以折數

後按 ，制定的金額會直接帶入所有促銷價格欄位中。 

 

相關項目： 前台銷售操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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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組合折扣促銷作業  

 
意義：讓產品在促銷期間以一次購買 2件折扣 50元價格售出，而不須去更

動到產品原始的售價，待促銷期間一過，電腦便會自動恢復原價。 

1. 在〈B.門市〉中選擇〈2.組合折扣促銷作業〉。 

2. 按《新增》後可選擇所要促銷的產品及數量，輸入折扣金額與會員折

扣，並在備註建入一般折扣 50元及會員折扣 100元，按《存檔》完成。 

註：此處與 單品期間變價促銷

 

 不同的是，這裡是一次購足數量做促銷，

且依制定的折扣金額的折數做為促銷扣低價格。 

 

 
相關項目：

 

銷售前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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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定發票 

意義：在銷售前檯時，需事前將發票號碼設定好後，銷售時才會代入發票

號碼並列印發票。如果發票不用透過向會計部門請領的話也可以在前台中

利用更換發票鍵達到相同的目的及功能。 

 

新增後依序輸入、日期、發票字軌及起訖號碼，輸入完畢後按《F3存檔》

即完成發票設定作業。 

若不知道所屬站號請看前台的右下角，若為單機版，站號則輸入 0 。 

 
若成功的完成發票設定後，銷售前台會顯示發票號碼。 

註：銷售前台亦可按 Alt+4設定 

相關項目：銷售前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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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票作廢 

意義：可預防一些人為輸入錯誤或發票機發生故障，可在此作業系統下作

廢發票。 

註: 若在前台銷售時補開已開立的發票則該原始發票會變成作廢狀態。 

操作方式參照 基本功能指引

 

 。 

 開立發票瀏覽  

意義：前檯所開立的發票或手開發票皆會在此出現，方便使用者查詢。 

 
1. 在〈門市〉中選擇〈開立發票瀏覽〉，如圖所示。 

2. 在顯示月份的欄位中輸入欲查詢的年、月份後，按【Enter】，即可列

出明細表。 

3. 由上角 重新驗算發票號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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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系統維護 

 
發佈後前台銷售畫面出現如圖示 

 
點選可開啟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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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進/出貨 

 進貨作業 

 
意義：商品進貨輸入轉入產品現有量中並計算相關成本，並產生應付帳款。 

在〈進/出貨〉中選擇〈進貨作業〉，進入後，所出現的是日期最近的一張

進貨單據，如左圖所示。按【瀏覽】可看所有進貨單明細。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進貨日期 系統會直接帶出當天的日期。可自行輸入進貨日期。 
進貨單號 通常輸入完『進貨日期』按【Enter】鍵後，系統會直接帶

出『進貨單號』。預設採用進貨日期 + 流水號。 

廠商編號 按【F10】鍵開啟查詢視窗，請確實輸入本公司是向哪一
家廠商進貨，此項資料在付款作業 相關聯。 

發票號碼 若此張進貨單是有稅額的，則需輸入發票號碼，若沒有發

票，則無需輸入。 
原始單號 可輸入廠商進貨時的原始進貨單號，方便日後查帳時可直

接查詢廠商的進貨單號。 
經辦人員 輸入此張進貨單是由哪位員工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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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用預付 一筆貨款分多次出貨，下次出貨時，只需到取用預付中沖

帳，而不須再付款，此項資料在 付款作業 有相關聯。 
倉號 選擇進貨的倉號（倉庫），適用於多倉版。 

帳款日期 在 廠商基本資料 中若已有設定帳款日期，在此處會自動

帶出帳款日期，此項資料在 付款作業 有相關聯。 
稅別 在 廠商基本資料 中若已有設定稅別，在此處會自動帶出

其稅別，或可自行切換其他稅別的計算方式。 
稅前金額 進貨單中未含稅額的小計金額。 
已付金額 指已付給廠商的「訂金或金額」。 
折扣金額 廠商給予的折扣金額。 
未付金額 即〔稅後總額 - 已付金額 - 折扣金額〕。 

稅後總額 即〔稅前金額 + 營業稅〕。 

貨單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部份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新增進貨單  

步驟 1. 單身建立 

按 新增 鈕或 Insert 鍵，出現一張新空白單據，填入各項必備資料 

 
 

步驟 2. 建立進貨品名細項 

按  鈕加入所進貨產品的項目。亦可用 一次

勾選。 

產品編號可輸入產品編碼、原廠料號、產品條碼， 系統會自行轉成產品編

號  亦可採用條碼閱讀機輸入。鍵入單價及數量若有接條碼機可一併輸入

預列印的條碼張數，之後核對稅前金額及稅後總額無誤後按存檔鍵將該筆

進貨單存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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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貨單據修改 

按快速鍵 Enter 或 修改 鈕，若有必要再針對某一張單據作修改（或加

入一筆資料）的話，可移動光棒至欲修改的單據後，按 Enter進入修改狀

態後，如同建立進貨單之方式建立即可。 

註: 已付款沖帳之單據不可修改，若須修改必須進行反沖帳後才能更改單

據。 

 歷史記錄 

按 可將該進貨廠商所有的歷史進貨單據列出來。在修改或

新增的模式下按 Enter 鍵可取回再針對差異部份進行修改。 

 單品比價 

按 可查看指定的單項產品的進退貨記錄、及各廠商比價記

錄。該項產品的歷史進退貨日期、單價、數量、金額及廠商…等資料均會

顯示出來，並且將最低價與最高價之供應商、供應價格及平均成本列出來；

也可重新計算平均成本，選擇是否將成本寫入產品或將最低價廠商成為主

供應商。  

 庫存查詢 

按  可查詢目前的庫存量，避免庫存量過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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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碼列印 

按條碼列印可列印該筆進貨單中有輸入條碼張數的所有產品條碼。 

 單據列印《F7》 

 

 進貨退回作業 

〈2.進貨退回作業〉與上述〈1.進貨作業

  

〉的操作方法略同，故不重述。 

相關項目：廠商基本資料，產品基本資料，系統參數設定，應付支票，付

款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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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退貨資料統計 

意義：可直接在此項功能表中查詢進貨及退貨的詳細情形，而不必再到 進

貨作業  或 進貨退回作業

 

 中個別查詢，可節省使用者的時間。 

可依使用者的需要去設定所要查詢的時間、廠商、進貨、退貨、已付款、

未付款及全部，可單獨查詢一家或者是一次查詢多家，做為付款對帳單，

與付款作業

 

有相關聯。 

列印報表，可選擇簡表、明細表、總表，共三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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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貨採購建議 

意義：採購建議書為針對自定的需求，讓系統作一庫存的統計，擬定一份

最精確的採購建議書或訂購單。 

 

1.在〈進/出貨〉選擇〈進貨採購建議〉，如圖所示。 

2.設定所欲查詢的條件後，按《Y.確定》即可 

條件設定： 

查詢指定廠商現有產品庫存量<=安全存量之品項。 

查詢指定廠商現有產品庫存量<=請購點之品項。 

查詢指定廠商的所有產品全部列出。 

查詢指定廠商產品被訂購量>=現有量之品項。 

查詢指定廠商產品全部訂購保留量>0之品項。  

可再設排列方式如：依產品編號、名稱、存量、價格等，再選擇由排大到

小或由小排到大。 

查詢單一廠商時，廠商編號起訖部分，輸入同一個編號即可，或者不輸入

表示要全部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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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勾選所需的產品編號，可一次勾選單一項產品或按《全部選擇》勾全部

產品。產品比價請參照 產品基本資料 中歷史進價記錄有詳細說明。 

若確定要列印報表，則需要勾選好欲列印的產品後，按《列印》鍵，列印

報表中可選擇產品採購建議表或產品訂購單二種報表 

 
或轉出成採購單或廠商詢價單再行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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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市補貨作業 

在銷售前台的 即時叫貨 資料會轉入本項門市補貨作業中。 

若已向廠商下單完畢可點選已訂貨狀態，待訂貨物品送達後，如果在登錄

進貨單有進到同一產品時，則補貨已訂之產品會自動刪除。 

在銷售前台的 即時叫貨 資料會轉入門市補貨作業中。 

若門市補貨作業中有相同產品，系統會自動將該產品的數量累加上去。 

 
可選擇註記產品後，列印或直接轉出成採購單或詢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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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叫貨日期 通常一開始，系統會先直接帶出當天的日期。若不是

於當天叫貨，則請自行輸入正確的叫貨日期。 
產品編號 按【F10】鍵開啟查詢視窗，選擇欲叫貨的產品編號。 

叫貨數量 輸入叫貨的數量。 
單價 通常輸入完『產品編號』按【Enter】鍵後，系統會直

接帶出產品單價。 

叫貨人 輸入叫貨的經手人。 
已叫貨 若此項商品已叫貨，在欄位中打 ，̌系統畫面左邊的”

已訂”欄位會有提醒標示。 

訂貨廠商 按【F10】鍵開啟查詢視窗，選擇欲叫貨的廠商編號。 
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說明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相關項目：銷售作業、進貨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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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撥作業  

 

意義：此功能只有在系統設定使用「分倉」的管理模式時才能輸入資料，

其用途是做不同倉庫間貨品的調撥。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調撥日期 通常一開始，系統會先直接帶出當天的日期。若不是當天

的調撥，則請自行輸入正確的調撥日期。 
調撥單號 通常輸入完『調撥日期』按【Enter】鍵後，系統會直接帶

出『調撥單號』。預設採用調撥日期 + 流水號 

經辦人員 輸入此張單據的經辦人員。 

撥出倉號 選擇是由哪一個倉庫撥出的。 
調入倉號 選擇要調入哪一個倉庫。 
相關項目：銷售前檯，產品基本資料，其他編號設定，進貨作業，進貨退

回作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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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調整單 

意義：當帳上的庫存量與實際庫存盤點的結果不符時，即可利用此功能來

調整帳上的庫存量及成本。 

 

 

在〈進 /出貨〉選擇【庫存調整單

按《瀏覽》進入庫存調整單據瀏覽。 

】，如圖，可按《新增》、《修改》、《查詢》

或《刪除》鈕，更動關於調整庫存的相關資料。 

 

 

操作方法： 

庫存調整單中的「數量」欄位，應輸入實際庫存量與帳面現有量的差異量

作庫存調整時，若目前某產品在系統中的現有量為 10個，但實際上賣場

中只剩 8個，則在數量的欄位中輸入-2，即可將系統中的現有量調整為 8

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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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使用者無進貨作業的動作，卻想要統計出產品的銷售成本及利潤，可直

接在此處輸入產品的成本，或覺得目前系統中的平均成本不正確亦可自行

修改。 

 

註：盤點作業中若有盤差或盤盈時會自動產生一張盤點調整單。 

其他操作方式請參考基本操作方法

 

。 

 

相關項目：

  

產品基本資料，盤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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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會計/帳款 

 付款作業  

新增單據若為當日請直接以 Enter跳過付款日、付款單號，選定廠商後再

按詢鈕，帳款日期若為空白者表示將帶出此家廠商所有未付之款項，勾選

將沖消的單據，若此筆為支票付款者，在支票金額欄位按

額後會自動帶入沖帳金額再點 ，出現應付支票管理視窗建入存檔即

建立支票連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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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付款日期 系統預設使用當天日期，若不是當天日期，可自行輸入付款

日期。 

付款單號 通常輸入完付款日期後按【Enter】鍵後，系統會直接帶出

付款單號。預設採用付款日期+流水號。 

登錄人員 輸入該筆資料的登錄人員。 

廠商編號 可按 F10開啟快速查詢視窗，選擇所需的廠商編號。 

帳款日期 輸入欲查詢的帳款日期區間。 

現金金額 輸入付款的金額。若此筆帳款不是由現金支付，則此欄位不

需輸入。 

票據金額 輸入開立支票的金額，按 等跳出視窗輸入開立之付

款支票。 若此筆帳款不是由支票支付，則此欄位不需輸入。 

其他折讓 輸入折讓的金額。 

取用預付 取用預付餘額中的金額來沖銷。必須在預付餘額欄位中有金

額，才能做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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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入預付 可預先付一筆帳款分多次沖銷，預付的金額則輸入在此處。 

預付餘額 預付金額中尚可沖帳的餘額。 

沖帳合計 可用滑鼠勾選欲沖銷的單據號碼，也可自行在沖帳金額欄位

中輸入欲沖帳的金額，系統會自動將總金額統計出來。 

對應支票

查詢 
按 可以馬上看到對應這張付款單的支票明細內

容。 

客戶歷史

帳款 按 可查閱舊付款記錄。 

備註 補充上述欄位中所不足的資料。 

 

其他操作說明請參照基本操作方法 

 現金日記帳  

現金日記帳為對於公司每日現金收支流向的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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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日期 系統預設為當天的日期及時間 ，若不是可另行輸入。 

項目/科目 輸入收支的會計科目。例如：水電費、郵電費、文具費等

等...，亦可按 F10或快擊滑鼠二下即可開啟選擇視窗 。 

類別 可選擇支出或收入二種。 

金額 輸入收入或支出的金額。 

摘要 可更詳細記錄每筆帳目資金流向的明細和用途。 

註：項目/科目，按 F10或快擊滑鼠二下可開啟選擇視窗，自建較常使用的

會計科目片語，如此一來，以後輸入現金科目時，只需點選即可，而不必

再另外輸入片語，節省操作時間。 

相關項目:銷售前檯、其它編號設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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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付)支票  

可沖銷應付帳款中所有由支票給付的記錄，節省會計人員作帳，以便查詢

核對廠商的帳款。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開票日期 系統預設使用當天日期，可自行輸入開票日期。 

支票類別 支票的種類，此處為應付支票。 

支票號碼 開立支票上的號碼。 

支票金額 開立支票上的金額。 

來源單號 輸入這張支票是要沖銷哪一張 付款作業 中的進貨單

號。 

廠商編號 可開啟快速查詢視窗，選擇所需的廠商編號。 

廠商名稱 廠商編號選定後會自動帶出該廠商名稱。 

到期日期 開立支票上的到期日期。 

兌現日期 這張支票預計何時會兌現的。( 因有時票據的交換需時

1~3個工作天金額才能真正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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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據狀態 目前票據的狀態，有未兌、兌現、退票、作廢、領取及

其他共六種。 

開票銀行 選取開立的支票銀行， 若尚未設定請至 其他編號設定 

中的銀行基本資料設定。 

銀行名稱 開票銀行選定後會自動帶出該銀行名稱。 

其他備註 補充上述欄位所未提到的。 

未兌支票總額 系統會自動統計所有未兌現的支票張數及總額。 

 

其它說明: 

支票簽回單 

點選《列印》即可列印支票簽回單，若要更改表單字頭字尾請參照 按鍵說

明

 

 。 

相關項目：進貨作業，已過期支票，付款作業 。 

 應(收)支票 

可沖銷應收帳款中所有由支票收款的記錄，以查核客戶的帳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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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收票日期 系統預設使用當天日期，若不是當天日期，可自行輸入收票日

 支票類別 支票的種類，此處為應收支票。 

支票號碼 應收票據上的支票號碼。 

支票金額 應收支票上的金額。 

來源單號 輸入這張支票是要沖銷哪一張 收款作業 中的出貨單號。 

客戶編號 可按 F10或 鍵開啟快速查詢視窗，選擇所需的客戶編號。 

客戶名稱 客戶編號選定後會自動帶出該客戶名稱。 

到期日期 應收支票上的到期日期。 

兌現日期 這張支票預計何時會兌現的。 (因有時票據的交換需時 1~3

個工作天金額才能真正入帳) 
票據狀態 目前票據的狀態，有未兌、兌現、 託收、轉讓、退票、票貼

 開票銀行 應收票據上開立支票銀行的帳號。 

開票銀行 應收票據上開立支票銀行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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託收銀行 選取開立的支票銀行， 若尚未設定請至 其他編號設定 中的

銀行基本資料設定。 
託收銀行 開票銀行選定後會自動帶出該銀行名稱。 

其他備註 補充上述欄位尚未提到的。 

其他操作方式與應付支票作業

相關項目:  

相同。 

出貨作業，收款作業，已過期支票 

 已過期支票 

意義：所有已過期的支票皆會轉入此視窗，方便會計人員查詢核對。 

過期支票瀏覽：列出所有過期支票（應收、應付），可依需求排列，如名稱、

開票日期、兌現日期、銀行…等。（本功能為整合上述”應付”、”應收”

二項支票作業，所產生的資料對照表）。  

註：此處只能做查詢的動作，並不能做新增或修改的動作。 

相關項目: 

 

應付支票，應收支票 

 應(收/付)票批次兌現  

意義：可一次將單張或多張應收付票據轉兌現，並將兌現的支票轉入過期

支票中。 

按鍵說明： 

相關項目：

  

應收支票，銀行存提作業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全選 將所列出的支票全部選擇為要兌現的狀態 

全不選 將所列出的支票全部選擇為要非兌現的狀態 

兌現轉入過期

 

將已選擇的支票轉成兌現狀態，並將支票轉入過期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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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收票齡分析表  

 
意義：此分析表是用來顯示已收未兌現的應收支票，其帳齡分佈在各個設

定期間的統計數據。 

圖片左邊的日期區間可依使用者的喜好去設定，設定好後只需按【設定為

預設值】鍵，則每次進入系統時依此設定統計。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開始客戶 可按 F10開啟快速查詢視窗，選擇欲查詢的開始客戶編號。 

結束客戶 可按 F10開啟快速查詢視窗，選擇欲查詢的結束客戶編號。 

報表標題 可選擇 1.天數或 2.日期二種為報表標題。 

結束到期

 

系統會自動帶出當天日期，若不是可自行輸入欲查詢的結束

 相關項目：應收支票 

 

 應付票齡分析表  

意義：此分析表是用來顯示開立給各個廠商的未兌現應付支票，其票齡分

佈在各個設定期間的統計數據。操作方式請參照 應收票齡分析表

相關項目：

 。 

應付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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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系統設定 

 密碼設定 

意義：本設定首重資料保全功能，系統依使用者名稱及密碼，選擇性的開

放系統功能，可確保資料的隱密性，預防一些重要資料外流，而設定通行

密碼，可依特定人員使用密碼才能執行。 

 

進入時，需輸入您的使用者密碼，才有權限進入密碼設定中去新增或是修

改。此設計目的在於防止管理者離開時，他人趁機擅自修改帳號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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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增加完使用者名稱及密碼後，再設定使用功能明細（打ˇ者，為開放

本項功能）。 

成本顯示若沒有打ˇ，則該使用者進入後台時基本資料的產品欄位成本相

關欄位則不顯示。 

你可以利用下圖按鍵快速設定一組權限 

 

 

 

 

技巧: 

利用下圖圈選的全開鍵、進行功能的開放或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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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份作業 

將所有資料另存一份，應注意不要備份在同一部硬碟（以免硬碟實體損壞），

同時為保障資料安全，應自訂備份期間，如每週三、六各一次。 

 
選定備份的目錄位置，按下《開始備份》鍵後即可完成備份作業。 

建議您在備份的檔案名稱 Data後再加上備份日期，以避免備份資料太多

產生混淆。 

註：選擇備份路徑時需注意資料夾的名稱應避免為空白或包含特殊符號，

如/><$@%#…等。 

 

方框處可以勾選是否含備份圖及加到壓縮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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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重整 

意義：當系統在操作途中因發生停電、不正常關機或硬體發生故障而故造

成系統資料中異常現象，導致資料毀損，可利用本功能做一資料維護。 

 
 
注意！執行資料重整時務必讓其他工作站或前後台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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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碼更改 

因本系統中，所有基本資料的編號只要存檔後，就不能做修改的動作。故

在此設立一個修改編號的程式。 

註：因為基本資料中的編號會跟進銷貨產生連動關係，為保持舊有歷史資

料的正確性，所以更改編號時須在此更改，以保持資料的完整。若您要修

改基本資料時，請先到【2.備份作業】做資料備份的動作，避免系統在編

修的過程中發生停電或不明原因當機，而造成資料流失。 

 

操作方法： 

1.選擇欲修改的編號之資料庫，有客戶、廠商、產品、員工及產品類別資

料檔共 5種供選擇。 

2.用滑鼠或按 F10在原編號的欄位上選擇欲更改的編號。 

3.直接在新編號的欄位上輸入新的編號。 

4.按下《確定更改》鍵，即可完成編號更改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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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顏色修改 

意義：覺得系統中預設的顏色不喜歡嗎，想自創風格時可利用本功能修改

畫面，使用者可依個人喜好修改使用的畫面，其中必須注意的是，

修改畫面確定後按  Y儲存設定 要先離開本系統，再重新進入本系

統才能生效。 

 

若欲更換背景圖片，圖片格式可為.jpg、.gif、.bmp…等檔案格式。 

改亂了可按系統預設值變回原來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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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曆管理  

 
意義：經常忘東忘西的，寫在紙條上麻煩又不容易找；利用本功能吧，啟

動系統時會提醒哦。 

操作方法： 

1. 點選《新增》後輸入事件日期、時間、對象、地點、事由，事項的欄

位可註記細節事項。 

2. 勾選事件提醒方式，若沒勾選便不會出現提醒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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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片簿管理  

意義：可將重要的電話或經常聯絡朋友，記錄在此，容易找又不會丟，可

分類，還有多項詳細資料欄位可供利用。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名片分類 可點選 開啟客戶分類的快選視窗。 

電子信箱 
若有輸入 E-Mail 帳號，則按下 可直接連結至

Outlook發送信件。 

其他備註 補充欄位中不足的說明或做為某些特殊資料註記。 

 

選擇發送簡訊功能時可自動帶入行動電話號碼。 

操作方法請參照 基本操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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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停用/啟用處理 

意義：將產品基本資料中已經停產或停售，長時間不使用的產品資料作停

用處理，可加快搜尋的速度也增加盤點、補貨等工作的效率。若日

後進貨時新進產品的條碼與停用產品條碼相同時，系統會出現警告

訊息，可直接將產品恢復續用。 

操作方法： 

1. 產品停用： 

A)將欲停用的產品打勾，勾選的品項會列在右上方的挑選清單列中，

確認後點選《停用》。停用的產品會列在下方的〈停售或停用之品項〉

中。 

B)直接在產品基本資料中刪除的品項也會自動被系統列到停用產品中

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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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啟用： 

在欲恢復續用的產品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Y.產品續用/恢復》，確

認後該筆資料會回復到產品基本資料中。恢復續用的產品庫存量、售

價、成本等均會歸零，若要查看過去的歷史進貨紀錄及銷貨分析請利

用〈歷價〉及〈分析〉的功能。 

 
 

相關項目：

 

產品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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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逐日/月銷耗報表 

意義：驗證庫存量的正確性，且可以將驗證後的正確量寫入現有量，並轉

入下月的期初存量。 

 

1.期初開帳程序： 

(1)請到 K.系統支援的庫存開帳作業將期初量作開帳的動作。 

 

  
按開帳後立即跳出提示。 

 
並可列印及刪除所開帳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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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庫存相關報表中作庫存結轉帶入： 

 

 
若已上線一段時間，或是舊系統或其它系統轉換成 HIPOS系統時，可至，

將可以產生庫存結轉驗算作轉入期初的動作。 

可依 1.全部產品列出、2.僅月份有消耗異動之產品、3.有差異量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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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部產品列出：列出當日全部產品的庫存數量變動情況，用來

驗證庫存量的正確性。 

(2) 僅月份有消耗異動之產品：列出距離開帳或前一次結轉日至目

前當天的庫存數量變動情形，用來驗證庫存量的正確性，另可

將計算後的實際現有量轉入期初量。 

(3) 有差異量之產品：列出有差異的所有產品提供比對或將其差異

量轉入期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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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庫存區間銷耗報表 

列出查詢當日或區間日期的庫存數量變動情形，用來比對庫存量的正確

性。 

庫存量又有問題了! 怎麼都跟架上物品不符! 相信大多數人都有這樣的心

聲。 

很多使用者的觀念上總是認為庫存只要交給電腦來管理，庫存量一定準確。

殊不知電腦軟體有可能發生不可預期的結果(程式暇疵或使用中突然的斷

電，當機 )或是產品管理不當導致失竊或是破損或是產品擺設到不正確的位

置都有可能使得電腦中的庫存量異常。所以在庫存管理中盤點變成了一項

非常重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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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點作業 

意義：盤點各倉的庫存量，以便管理可避免庫存太多或不足，節省公司無

謂的支出。 

有關庫存量的準確性一直為各行各業及門市經營管理者所困擾。即使使用

電腦軟體一樣產生庫存量不準確的情事，皆因方法錯誤或關念的偏差導

致。 

 

在庫存做盤點前有些前置工作若準備充足，則可收事半功倍之致。 

 A.盤點的前置工作： 

1. 貨架上物品的擺設是否整齊，乾淨。 

2. 貨架的分類是否明確並且標示清楚。 

3. 待進貨，瑕疵物品，異常品是否與陳列區清楚區分。 

4. 人員的物品熟悉度及教育訓練是否充足。 

 B.盤點實施要點： 

1. 全面盤點(期初，期末盤點)或循環盤點。 

2. 盤點的開始時間，及預計結束時點。 

3. 人員編組及人力分派。 

4. 列印盤點單(可利用盤點機)。 

5. 盤點機轉入或人工鍵入盤點數量。 

6. 列印盤點報告單(盤盈盤損表)。 

 C.檢討此次盤點作業及問題研究。 

 

 

在【F.系統支援】選擇【盤點作業

操作方法： 

】的選項，會出現最近一張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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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盤點機盤點： 

 

新增一張盤點單，將盤點量輸入盤點機，再按 鍵，

直接將盤點機中的資料傳送到系統中，按下 鍵即可完成

盤點作業。 

 

2.由人工手動盤點： 

A)新增一張盤點單，按《A.盤點產品轉入》鍵，選擇欲盤點的產品編號，

可依全部產品、廠商、產品類別、儲放位置、產品編號及庫存數量共六

種選擇方式選擇所需的產品，或者用《新增明細》的方式輸入要盤點的

品項，接著按下《F3.存檔》。 

B)按下《F7.列印》報表選擇為「盤點單」，列印出盤點單由人工盤點，並

將盤點量寫在盤點單上。 

C)進入盤點作業，點選《修改》將盤點量輸入系統中，按下《存檔》後，

再按《轉入現有量》鍵即可完成盤點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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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盤點日期 系統預設使用當天日期，若不是當天日期，可自行輸

入盤點日期及時間。 

盤點單號 通常輸入完盤點日期後按【Enter】鍵後，系統會直接

帶出盤點單號。預設採用盤點日期+流水號。 

盤點人員 輸入該筆資料的盤點人員。 

盤點備註 補充欄位中所不足的資料。 

盤點倉號 選擇欲盤點的倉號 (◎多倉版)。 

 

 盤點產品轉入 

 
按  可針對特定部份產品或廠商選取所需的盤點商品。 

1.先選擇轉入依據。 

2.輸入起始編號及結束編號。 

3.按下《Y.確定》便可將符合條件的產品加入到盤點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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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盤點機輸入 

 

按  可先由盤點機盤點，再直接將盤點機中的資

料傳輸到系統中，可節省再輸入一遍的時間。 

 

 轉入現有量 

當盤點完後且已經將盤點數量輸入至系統中後，此時可按 鍵，

將盤點量轉入現有量且同時在【庫存調整單】產生一張盤盈盤虧單，即可

完成盤點作業。 

 

  

相關項目：產品基本資料，員工基本資料，庫存調整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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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成本重算 

意義：若於系統使用時發生停電或當機或硬體故障情形，而造成平均成本

有異常之情形，可利用此作業將平均成本重算。 

 

可選擇年或指定月份計算，確定無誤時可利用寫入功能將目前平均成本更

新。 

若平均成本重算後有發生******的情形，則執行《W.將計算之平均成本寫入》

後，必須利用 資料偵錯 功能將異常的產品資料修復，接著再到產品基本

資料中利用〈歷價〉重新寫入成本。 

 

 

相關項目：產品基本資料、資料偵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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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偵錯 

藉由資料偵錯系統來偵測錯誤的資料再加以修復，是屬於軟體異常控管的

一項重要功能，有如Windows中的磁碟偵錯功能。 

 
操作方法： 

   選擇客戶資料，檢測編號是否重覆及累積點數、預收金額數值溢位等

異常檢測。 

   選擇銷貨資料，檢測編號是否重覆及小計金額、銷貨成本數值溢位等

異常檢測，且可將銷貨成本以目前平均成本置換，但此項功能需在已

驗證過產品資料且無異常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選擇廠商資料，檢測編號是否重覆及異常資料偵錯。 

   選擇產品資料，檢測編號是否重覆及數值溢位等異常檢測。 

   選擇進貨資料，檢測編號是否重覆及異常資料偵錯。 

   選擇訂貨資料，則會重新計算產品檔中的被訂購量。 

   選擇倉庫資料，重新分析產品檔及倉庫檔中的庫存關聯結構並自動將

錯誤修復。 

以上各個資料檔檢測後若有異常情形出現，只需按《自動修復錯誤》鍵，



                                              
 軟體使用手冊                 

 

 99 

即可完成資料偵錯修復的動作。 

 用戶使用記錄  

可記錄各用戶進入系統的日期及時間，及使用哪個功能表、做哪些動作，

避免在多人使用狀況下，無法查到資料修改或刪除是由何人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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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桌面上建立捷徑 

當桌面上安裝的捷徑不小心刪除或在一開始安裝軟體時沒有建立捷徑，皆

可利用此功能輕鬆在桌面上重新建立捷徑，再也不用擔心找不到執行路

徑。 

 

 

操作方式： 

1.輸入前台工作站號，若是單機版則不需輸入。 

2.直接點選《1.建立後台管理捷徑》或《2.建立 POS前台捷徑》就會在桌

面上自動建立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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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份還原 

意義：當您發現銷售前台進入後出現錯誤代碼或存檔後交易紀錄無法存入

時，代表銷售資料庫已經遭受毀損，備份還原能夠幫助您將資料還原到您

最後一次做備份的狀態。 

 

1. 請先執行資料備份，並記下您的備份目錄位置，操作方式請參照 備份

作業 。 

2. 請將原本的軟體移除後，放入安裝光碟重新安裝，或至我們的網

站http://www.hipos.com.tw/ 下載試用版本（切記：版本必須相同）。  

   註：請確定所有工作站或前台均已離線，且無其他軟體正在執行。 

3. 請至[開始][程式集][叡鴻 Hipos軟體系列]點選[備份還原]或至電腦中的

c：\salewin中點選 備份還原.exe ，如圖所示，選取您的備份目錄位

置後，點選《S.開始還原》即可。 

 

 
  

http://www.hipo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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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Hi-POS銷售前台操作 

 畫面導覽 

下方功能鍵區可使用觸控螢幕點選或是滑鼠點選。每個按鍵也有相對應的

鍵盤功能快速鍵。 

 
C2區為會員銷售時特有的分析統計或特項功能按鍵區 
C3區為使用特殊模組專用的按鍵區 

 快速產品輸入區 

  
用於比較常販售的商品，可自行建檔及調整字體。也可以用於常售商品且

不適合貼上標籤條碼的商品，如茶葉蛋或是超小物品等....。 

共計可設定多達 12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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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產品明細區 

 
所有已輸入的販賣商品，有不同的動態顯示。如[特]前方有打勾表示商品

在特價期間內，[圖]表示商品有圖片、點選可以觀看圖片，如果產品名稱

以亮綠色代表高毛利商品，紅色表示低毛利商品。 

 狀態列及會員顯示區 

 

顯示會員資訊或其它的訊息 

[註]代表會員資料內有備註，可點選或觸控觀看內容。 

第二按鈕表示會員等級為一般或 VIP 

下圖為促銷狀態提示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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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一般銷售結帳 

意義：銷售作業，以條碼閱讀掃瞄器掃瞄條碼輸入作業為主，經由此作業

產生統計報表以分析門市點的營業狀況，作為決策方針。 

 

進入前台銷售時，若系統參數設定為必須先登入員工代號，則必需輸入

銷售人員代號及密碼方可進入前台。 

銷售時以條碼掃瞄器將產品上的條碼掃入即可。若是條碼破損或無法判讀

時亦可手動輸入產品編號、條碼或是原廠料號軟體都可以自動判讀輸入。 

輸入後的合計金額會顯示在右上角。 

 

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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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向客戶收取的金額(不要按Enter)後按下銷售存檔結帳(F3)鍵即完成一

筆銷售交易，交易畫面下出現如下圖 

 
此時若有連接發票機或收據機若設定自動列印會立即印出對應的發票或收

據。同時如果有接電子錢櫃也會同時打開。 

 

  POS結帳就是這麼簡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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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銷售結帳 

如果你的營業型態是會員制或是想記錄會員購買資訊時，銷售的動作只許

點選下方的會員查詢

 

鍵或按F6 

輸入會員的資料如電話或生日等按下查詢並取回 

這裡如果你備註有打"Beaity"的話，你輸入"Beauty"也可以找到該會員 

接下來你的會員顯示狀態列即會出現相關資訊及累積點數(如果你有開啟

點數累積開關的話)。 

 

接下來操作如同上節中的一般銷售操作結帳即完成會員的銷售動作。 

HiPOS的會員結帳模式無論是你銷售開始或是銷售到一半都可以按會員

查詢進行會員銷售，不用取消或放棄該筆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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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班及清帳 

如果你有分班別或是人員突然要請假外出或是要執行交班作業時。 

點選交班作業 

 
清點錢櫃中的現金金額(圖中綠色數字)，是否相符合後即可進行 1.清帳作

業，如果要藉由收據機或印表機列印本班的交班表，可按下 2列印結帳單

印出。 

清帳完後會將金額歸零，直到下一次的清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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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帳目查詢 

結束忙碌的一天，看看今天的成果如何吧! 

C1區按下帳目查詢即可觀看今日所有的成果 

 

如果你不想讓員工或是其它因素要關閉某些功能。 

可以到後台系統參數中永久關閉。 

註: 

1.例如只關閉利潤及成本相關的金額。 

2.或是不得進入此項功能，當然後台中還是可以查詢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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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銷售其它操作 

 其他收款方式 

有時交易型態不是現金交易或是混合現金交易時、如部份現金部份刷卡或

是部份刷卡部份禮卷時的操作 

點選下方功能鍵其它收款如圖 

 

輸入對應的金額後離開，接著按下銷售結帳鍵，即可 

在此處對應的名稱可到後台的其它編號設定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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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取消 

有時後輸入錯誤過多，或是客人忘了帶錢...等其它因素，可整筆交易取銷

重新輸入。 

點選下方取消交易按鍵後按 [Y]即可。 

 

 結束交易 

 

回到Windows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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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POS一般銷售進階操作 

 單價修改 

於輸入區輸入要更改的產品單價(不需按 Enter) 

 

接下來點選 單價 按鈕即完成單價修改，前提是要有修改單價的權限。 

 

上方的對應產品即修改完成! 

如果有多筆要修改也可以利用觸控區的 上筆 及 下筆 或使用PgDn 及

PgUp鍵來進行多項產品變價。 

 

 數量修改 

 合計折扣 

 

結帳時顧客要求去零頭，如何做？ 

於輸入區輸入要更改的折扣後點選 合計折扣 即可，如圖示。若後台系統

參數設定中《銷售前台禁止金額折扣》設定為〝Y〞，則無法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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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筆打折 

於輸入區輸入要更改的折數後點選 合計打折 即可， 

整筆交易全部打折時，按【Alt＋1】後， 

輸入 90代表整筆交易打 9 折，若鍵入 100 或 0 為不打折。 

若後台系統參數設定中《銷售前台禁止總計折數》設定為〝Y〞，則此功能

無法使用。 

 

 

 單筆折數 

於輸入區輸入要更改的折數後點選 單筆折數 即可 

如果有多筆要修改也可以利用觸控區的 上筆 及 下筆 或使用PgDn 及
PgUp鍵來進行多項產品變價。 

如果修改的是位於促銷期間內產品會出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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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品項 

若在銷售時輸入錯誤的產品編號或客戶臨時取消購買某商品，欲刪除時只

要於輸入區鍵入欲刪除之產品的序號，不必按 Enter 

 

再點選刪除鍵或按 Del 即可刪除該筆銷售品項。 

若是未鍵入序號，則預設為刪除最後一筆銷售品項。 
 

 成本顯示 

若在後檯系統參數設定的《銷售前台成本開放》中設定為〝Y〞開放前檯

成本權限時，銷售直接按《F11成本顯示》，可觀看當筆商品的成本 

 

按任意鍵可關閉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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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包裝切換 

輸入產品編號後若在產品基本資料中有設定大小單位時，可點選切換該產

品的包裝單位，單價會自動改為包裝售價。 

 

 

 PLU 鍵 

用於商品本身無法貼上條碼紙或較常用且不符貼條碼的經濟效益而設定的，

如熟食類或報紙類等。點選 PLU或按 F8鍵。 

 
也可直接鍵入序號後點選 PLU快速代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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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速查 

銷售時產品無原印條碼或無標籤的商品，系統仍提供速查鍵讓用戶查詢產

品。銷售時點選 

 

或使用按鍵 Ctrl+Enter 

 
在此一樣提供智慧全文查詢。 

也提供產品圖片觀看、如果使用雙螢幕模組可將圖片秀到第二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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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時叫貨 

輸入產品編號後，發現現有量低於安全量或請購點時，即可立即在前檯按

《ALT+B即時訂貨》後，直接輸入欲訂貨的數量，如下圖所示： 

 

例如在銷售產品時，發現存量不夠的話，則可立即按《ALT+B即時訂貨》

輸入叫貨數量，而不需要再到後檯去輸入訂貨的作業程序，而這邊所輸入

的訂貨資料也會顯示在後檯的【門市補貨作業】中，提醒採購人員該訂哪

些貨、數量多少。 

 贈點切換 

銷售若有作會員積點活動時，銷售前台會根據後檯之產品資料設定代入積

點與否，若是臨時要改變該項產品的積點與否可按此鍵切換。 

 贈品切換 (產品贈送) 

若該產品為贈送品可按此鍵註記，該品項小計及單價均會改為 0。 

可於日後單獨計算贈品的金額及銷貨員之獎金發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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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市支出 

 
在銷售前台作業時若臨時有櫃外支出或收入時，則可直接在此登錄明細，

如圖示，此處的功能與【會計作業】中的【現金日記帳】是一樣的。 

 

 銷售記錄速查鍵 

客戶在銷售完後要求要開發票或者是要補打統一編號時，可補印發票。如

商家未申請發票，也可按補印收據列印收據做為報帳依據。 

若要刪除某一筆銷售資料，按刪除確認後，輸入前台授權密碼（即系統參

數設定中《銷售資料刪除密碼》，預設為 123即可刪除該筆銷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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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POS會員銷售進階操作 

 會員新增 

前台銷售作業進行中可動態新增新會員， 點選 會員新增 出現會員基本資

料新增畫面，即可輸入新會員資料，而不需再跳到後檯中的會員基本資料

去新增，可省去作業上的麻煩。 

 

小技巧 : 

可輸入電話就好，待營業空檔時再按會員修改或進入後台會員資料填入會

員相關資訊、如地址姓名等...可縮短會員建檔時間及加速結帳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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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修改 

於會員銷售狀態時可點選 【會員修改】 進行資料修正。 

例如客戶電話或地址的變更作業等。

 

 會員備註 

 
於會員銷售狀態時，若狀態列出現如圖示可點選[註]查看會員備註資料。 

若要修改會員備註的內容，請關閉客戶備註視窗，使用會員修改功能編修

會員相關資料或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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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歷史銷售記錄 

於會員銷售狀態時可點選【會員歷史】 

 
可叫出此會員的歷史銷售記錄，可清楚知道此會員於何時買了哪些東西 

(以單日單筆，依時間由近到遠排序)  

 會員出貨歷價 

於會員銷售狀態時點選出貨歷價或按【Alt+5】，可查詢產品的銷售記錄，

與會員分析及會員歷史銷售記錄不同的是，此處是針對各項產品做銷售分

析，可了解此會員是於何時購買此項產品，且數量及金額各是多少。

 

如圖: 只針對蘋果西打 1250cc該品項的交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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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分析 

 
銷售中若有輸入會員資料時，可按會員分析快速查看會員的銷售分析，以

掌握會員購物傾向，並可以了解此會員總共來本店消費多少，利潤多少等

資料。 

輕鬆快速的判定該客戶是潛在有望客戶或是無效客戶，做出銷售的推廣依

據。 

若前台成本權限未開放則有關成本及利潤並不會顯示。 
 

 會員欠款 

在銷售時，若會員有臨時欠款時，可記錄欠款金額。 

還款操作: 在欠款金額的欄位中輸入負數代表還款。如 -250，便可完成還

款的手續。完成欠款動作後，若開會員再次交易時會自動提示所欠款之金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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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數修改(兌換) 

 

若有輸入會員資料時可修改該會員的積點數。 

點數修改：例如兌換贈品需要點數 500點，則在扣除點數的欄位中輸入 500， 

如此一來剩餘點數就為 518，再按確定按即可完成點數修改的手續。反之

若要累加點數按負數即可累加該會員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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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時段 (電訪功能 ) 

此項功能的目可用於了解客戶使用產品後的使用情況，若有輸入會員資料

時，按此鍵可記錄欲跟客戶電訪的日期，如圖： 

 

可設定多種片語加訴操作。 

預約的日期，電腦會自動依照後台系統參數設定中《客戶電訪設天數》帶

出日期，亦可自行修改。 

 

若今日有預約時，銷售前檯會顯示今日的電訪預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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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未輸入會員資料時，點選客戶預約則可查看今日或全部的電訪及預約人

數、明細資料。 

 

若已處理完預約事項時，點選[電訪註記]，前台的預約人數將會減去註記

完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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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POS前台發票操作 
 發票紙卷設定  

 
發票用完後，只需點選更換發票輸入新的發票號碼即可。 

而不需再到後台輸入發票號碼，節省使用者在操作上的時間。 

 

 發票號碼 

 

若發票機有卡紙或中斷的情形，而導致發票機的發票紙捲與目前的發票號

碼不一致的情形則可利用此功能訂正目前的發票號碼。 

若臨時本筆交易不開發票，可點選發票號碼按清除 CLR鍵，清空發票號碼

結帳時便不會印出發票。 

 

 統一編號 

若客戶需要在發票上註記統一編號時，則只需要在《 統一編號》的欄位中

輸入客戶的統一編號即可。 

  

1.鍵入折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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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庫存管理 

基本庫存管理功能操作說明  
 
作業流程 

 

進貨作業 

進貨時確實輸入正確的進貨量，要留意進貨單位是否正確。進貨及進貨退

回時，產品的庫存量都會自動增減。 

 

盤點作業 

（一）盤點前置作業 

1. 貨架上物品的擺設是否整齊，乾淨。 

2. 貨架的分類是否明確並且標示清楚。 

3. 待進貨，瑕疵物品，異常品是否與陳列區清楚區分。 

4. 人員的物品熟悉度及教育訓練是否充足。 

（二）盤點要點 

1. 全面盤點及循環盤點：除了期初或期末的全面盤點之外，應固定

每隔一段時間做循環盤點。循環盤點可以依照產品類別、儲放位

置或者產品編號等等，例如固定每個月作一次循環盤點，第一個

月盤點第一排貨架的商品，第二個月盤點第二排貨架的商品。 

2. 盤點時效：盤點開始到盤點結束的時間盡量不要超過預定時程，

為了防止盤點錯誤應避免盤點期間同時進貨、銷售，盤點完畢應

即時將盤點量轉入現有量。 

3. 盤點差異量：軟體系統中的現有量欄位嚴格來說是帳面上的產品

數量，而盤點量則是實際庫存的數量；軟體操作過程有疏失，產

品瑕疵、失竊及盤點錯誤等許多因素，均可能導致帳面上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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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際庫存不符的情況，因此有些許盤差是可以被接受的。但若

差異量太大時，管理者便應觀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盤點作業前為求資料更為正確，可至報表中的庫存相關報表中-庫存結轉讓

系統再做一次庫存驗算、以得到最正確的數字後再行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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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 Q&A 
 

銷售時要是沒有先叫出會員，要如何再叫出會員？ 
銷售存檔前按 [F6] ，就可以叫出會員資料。 

 

產品條碼掃瞄不到，要如何處理？  
這種情形在圓弧型包裝產品上的條碼，或會產生反光折射的條碼，或印刷

不良的條碼經常發生；在條碼四週圍可以找到一組號碼輸入即可。 

若產品是因為體積過小導致條碼太小不易判讀可換用判別率高的雷射式條

碼閱讀機。 

 

結帳時客戶要求部分刷卡、部分付現，如何操作？  
按 [F7] 其他收款，輸入刷卡金額後按[Y.離開] ，按 [F3] 輸入實收現金→ 

[Enter] 存檔即可。其餘付款方式(如提貨單、聯名卡、禮券等)皆以此操作

模式完成。 

 

已輸入客戶甲要買的東西，在未結帳時他又去拿別的產品，此時客

戶乙急著要結帳，此時要如何做？  
答：可以按 [Ctrl]+[C] 多開一個前台銷售視窗(如下圖)來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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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存檔時出現錯誤，如何處置？ 
在後台 ， [F.系統支援] → [3.資料重整] → [Y.開始重整]。 
 
退貨如何處理？(已結帳)  
在前台找到產品(掃瞄條碼)後，直接修改數量 [F2] 即可，退一件數量填 

-1 ，以此類推，如果同時換貨，則再新增一筆產品資料。 

 

產品遺失或損毀，如何處理才能維持庫存量的正確性？ 
在後台， [進出貨] → [庫存調整單] → [新增明細] →輸入差異量後
存檔。 

 

前後台可分別安裝在不同的電腦上，如何分開安裝呢？ 
（1）後場的電腦(當 SERVER主機用)安裝 HIPOS門市收銀系統完成後，

將桌面上的 HIPOS前台的桌面刪除，只留後台的捷徑就好了。(軟體在

C:\Salewin裡面找得到 sale_only為(前台) 而 salemenu為(後台)。 

（2）前場那台電腦請安裝 hipos門市收銀系統完成後將因安裝後顯示在桌

面的捷徑刪除以後，以網路分享後場那台電腦的 C:\salewin中的 sale_only

到前場的電腦桌面當捷徑就可以用了。 

 

資料備份有必要嗎？ 
相當重要。最安全的方式為作兩個資料夾一個在 c:，另一個在 d:並且預留

1個星期或 2個星期的備份資料，這樣可以避免硬碟因不同磁區壞軌，而

造成某一個單一的客戶資料庫備份不完全，當然這必須視每個客戶本身的

接受度，我們是以最保險的方式建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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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基本資料中的平均成本出現星號時，如何讓其復原？ 
先到系統支援中作成本重算以後會發現星號的部份被取代出現的平均成本

之金額為：0，所以請您在產品基本資料中(先選定剛被修正為 0的產品)

的細項資料按歷價選取將平均成本寫入。 

 

 

產品基本資料中的現有數量與實際庫存量不符合 
1. 僅有少數幾項產品的庫存量不符時，可利用「庫存調整單」做調整。 

並參閱附件中的庫存管理作業進行管理。 

2. 多項產品的庫存量不符時，利用「盤點作業」並將盤點量「轉入現有

量」。 

3. 每日營業結束時，可利用「庫存消耗表」核對產品庫存量，以利稽核

是否作業疏失。 

4. 檢視產品-進出異動表，可查明是否有單據數量錯誤。 

 

產品現有量不會隨銷售或進貨變動 
1. 檢查產品資料中的 [計算庫存] 是否勾選。 

2. 執行資料重整。 

3. 檢查前台 Alt+F5銷售記錄是否正常，若銷售存檔後無銷售紀錄或者銷

售明細僅有時間及金額，代表資料庫可能已經損壞。 

4. 檢查銷售及進貨時的產品編號是否一致。 

5. 檢查產品基本資料中，產品是否有重複建檔，換言之，相同的產品名

稱是否有兩個不同的產品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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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存日/月消耗表中的調入量與實際調整的數量不符合 
1. 發生原因：盤點作業轉入現有量時，重複執行轉入現有量的動作。 

2. 進入【庫存調整單】→點選【瀏覽】，尋找備註中盤點轉入單號重複的

資料。 

3. 刪除重複的調整單即可。 

 

 

已經將盤點量轉入現有量之後發現盤點時數量點錯 
1. 利用「庫存調整單」調整現有量。 

2. HIPOS-Light版：利用「盤點轉入現有量」作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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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週邊常見 Q&A 

 

Q1. 銷售結帳時錢櫃無法開啟，如何處理？  
答：按 [Alt]+[O]， 若出現：(1.)卡擦聲響表示有異物卡住，請關閉電源

手動開啟錢櫃檢查。(2.)螢幕出現錯誤訊息，應該是訊號線(COM 

PORT)掉落，請檢查電腦後方接線處。 

 

Q2. 發票無法列印？  
答：檢查發票機 [連線] 燈號是否有亮，或在前台作業時，按 [Alt]+[4] 檢

查站號及發票號碼是否正確。 

 

Q3. 報表列印出來，字全部擠在一起，如何排除？  
答：預設輸出設備的預設紙張小於Ａ４，會發生這種情形大部分是將條碼

列印機設為預設印表機所致；排除的方式：新增一台有Ａ４紙張的印

表機為預設印表機或將條碼列印機取消預設。 

 

Q4. 忽然跳電，電腦重新開機後銷售變得很慢，該如何處理？  
答：這種現象一般而言，是不正常中斷導致資料庫損毀，請先關閉前台作

業，到後台的 [系統支援] 的 [資料重整] 即可。  

不過還是建議能夠加裝 UPS不斷電系統，以保持資料的正確性。 

 

Q5.中文價格顯示器（WD-304）結帳金額後面出現亂碼，如何處理？ 
答：1.將中文價格顯示器重新開機，確認出現 30*2行或 4行。 

    2.若出現 30*2行，按住價格顯示器上的【△】出現選項，選擇第一項

後按【▽】即可。 

  



                                              
 軟體使用手冊                 

 

 133 

POS選購周邊參考 
 

 

光罩式條碼掃瞄器 桌上型條碼閱讀機 

  
發票機 可程式化中文收銀鍵盤 

  

盤點機（資料收集器） 熱轉式條碼列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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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價格顯示器 收據列印機 

 
 

電子智慧錢櫃 觸控式一體化主機 

  
三聯式發票列印機  

 

 

  

 

POS週邊產品產類繁多，歡迎來電洽詢， 

或參考我們的購物網站  http://www.hipos.com.tw/shop    

  

http://www.hipos.com.tw/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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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模組功能簡介 

 IC卡管理模組 

 

專有的晶片 IC卡是會員卡也是儲值卡，客戶一卡在手既可儲值使用又可享

受會員優惠，能夠帶給客戶更尊榮的感受，同時提昇企業的專業形象。 

銷售前台只須將 IC卡放入讀卡機，即可進行開卡、儲值、使用 IC卡收款，

以及查詢 IC卡資料。 

 

 自定儲值比--可以自由決定實收及儲值金額，搭配促銷活動更具彈性，

例如：實收 1000元可儲值 1200元。  

 

 列印 IC卡收據--銷售前台可搭配出據機列印 IC卡交易的收據。   

 

 IC卡資料查詢--銷售前台可即時查詢 IC卡的持有人、剩餘金額、儲

值紀錄等資料。  

 

 開卡及卡片作廢--為經過開卡的 IC卡將無法使用；報銷或遺失的 IC

卡則可作廢，避免客人卡片遺失而造成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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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訊 SMS發送模組 

SMS簡訊發送功能透過網際網路直接由 HiPOS軟體系列中發送簡訊至客

戶的行動電話，能夠達到迅速、確實、即時傳遞訊息及行銷的效益。 

HiPOS門市及進銷存 v6以後都可使用、免申請..儲值後馬上開通。 
 

 
功能特色 

1. 低廉的發送費用 

一般使用手機發送簡訊每通大約 $2.5~ 3.5 之間，使用 HiPOS SMS

每通只要 1.1~1.3之間。足足省了 50%! 

2. 搭配 HiPOS軟體分析有效客戶發送 

利用 HiPOS的各項統計，如累積點數、已購商品、累積消費金額、生

日..。等等的各項數據做有效的簡訊廣告行銷。並且會自動過濾重覆的

電話及統計發送的通數。 

應用 1: 生日到時，發送祝賀簡訊，並告知來電優惠方案。 

應用 2: 廠商新商品推出時可過濾已購買同類商品的客戶清單做簡訊

廣告發送…更多應用等你來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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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量簡訊發送 

除了對單一客戶發送簡訊外，大量發送簡訊的功能可同時對多個客戶

行動電話號碼發送簡訊。 

4. 簡訊發送時效性佳 

簡訊發送後正常情況下約 3~10秒鐘就可即時將簡訊傳送到客戶手機，

重要訊息不怕客戶收不到。若因故對方無法接收將會自動重發，直至

發送成功滿 24hr 止。 

5. 常用訊息片語編輯 

「常用訊息」功能可以編輯儲存常用的簡訊內容，可以加快編寫簡訊

的速度。 

6. 預約發送 

可自定要發送的時間，時間到才發送簡訊，更有效率的廣告效益! 

 

單一簡訊發送 

在會員資料、廠商資料、員工資料...等中，按下  即可發送簡訊。 

大量簡訊發送 
﹝統計報表﹞→﹝C.會員郵寄標籤/大量簡訊﹞依照條件選擇要發送簡訊

的對象後，點選《S.發送簡訊》即可將簡訊發送到所選擇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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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修管理模組 

針對電器、電腦等行業，提供維修、保固以及合約管理系統。 

可依照每個產品的原廠序號設定保固資料，維修作業可詳細記錄產品故障

情形、處理方式、維修時數、維修更換零件、維修費用、並且可查詢歷史

紀錄。統計報表可查詢保固內外之產品、產品維修統計以及維修人員業績

統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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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發管理系統 

經營型態除了門市零售的現金交易之外又兼有批發的買賣業，HiPOS進銷

存系統能夠提供 POS所不足的報價作業、訂貨作業、出貨作業及應收款

統計，批發用的進銷存與門市的 POS共用相同的資料庫，產品資料、廠

商資料、客戶資料…等各樣資料不需要再重新建檔，門市銷售及批發出貨

時庫存均會扣除，不需擔心庫存管理的問題。 

 

 發票列印模組 

針對 HiPOS門市收銀系統-Light版的用戶前台搭配發票機使用，後台有發

票設定、發票作廢作業、開立發票瀏覽以及發票驗證等功能。 

詳細操作方式請參見 發票作業

 

 部分的說明。 

 生鮮磅秤條碼 

針對超市、有機食品…等販售生鮮類產品的門市零售業，生鮮類產品以重

量計價時，使用磅秤條碼機為客戶選購的產品秤重並貼上產品價格標籤，

銷售前台如同一般產品一樣刷取條碼就能結帳並且扣掉產品庫存量。 

 

 盤點機（資料收集器）模組 

HiPOS軟體搭配盤點機(資料收集器)讓盤點變得更輕鬆!盤點時只要用盤

點機刷取產品條碼即可，轉入 HiPOS軟體時系統會自動將相同條碼產品

的數量加總，有效提高盤點效率。 

在進貨作業時也可以同樣的方式，將進貨產品的條碼刷取後傳輸到 HiPOS

軟體中，作業更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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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雙螢幕顯示模組 

不用購買昂貴的機器，只須一般常見顯示卡+HiPOS雙螢幕模組! 

除了顯示商品價格外，另可自定圖片與 PowerPoint簡報，只須丟進資料

夾即可，時間也可以自由設定控制~ 

對於精品業與服飾業可將產品的圖或 DM隨時釘到第二螢幕給客戶看，方

便推廣商品。 

只需以一般電腦的液晶螢幕搭配使用，就可以省去購買一組客戶價格顯示

器的價錢，到達主銷售畫面與客戶價顯相同之價格顯示功能，並且提昇了

價格顯示所沒有的功能，讓來店內消費之客戶清楚的看到自己所購之商品

金額外，並可即時看到公告的商品折扣與各項公告文字內容。 可支援液晶

電視或 Full HD 1920*1080 以上的解析度! 

第二螢幕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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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VR監控系統模組 

HiPOS門市收銀系統搭配數位監控，可將操作 HiPOS前台的動作以文字

傳送到數位監控系統，在監控螢幕上同步顯示，讓管理者可以透過遠端 IE、

PDA、手機(GPRS/3G)連線，不限時間、不限地點，透過監控螢幕+文字，

隨時隨地掌握門市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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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現場監控畫面 (調閱畫面) 

 
調閱或監看畫面可清處得知是否交易成功! 

每筆銷售品項無論是否結帳均可得知，杜絕銷售時只刷條碼沒有結帳的金

融短差。 

另外可依據產品名稱調閱監視錄影畫面。 

若開放店長刪除交易記錄權限，一併也會記錄至 DVR主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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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IE 連結畫面 

 

 

高速旋轉球型攝影機 

 

 OSD螢幕功能表顯示 

 360度無限位旋轉 

 自動 90度翻轉功能 

 128個 3D預置位 

 16個預置位巡航軌跡 

 PELCO-D/P協議 

 特殊的防水結構設計 

 旋轉速度 1°/秒~400°/秒 

 焦距 3.8°mm-114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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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技術支援 
 

看完手冊，仍然無法解決您的問題嗎？我們提供了多元的諮詢管道： 

 

公司網站技術支援 http://www.hipos.com.tw/web/ 

V8交流論壇網址 http://bbs.hipos.com.tw/ 

HiPOS購物網 http://www.hipos.com.tw/shop/ 

 

 

 

線上客服另外提供 MSN,Skype,即時通等服務 

網址 

  http://www.hipos.com.tw/web/content/view/5/65/   

 

 

 

電話諮詢：07-7030898 

傳真專線：07-7032066 

電子郵件： Service@hipos.com.tw 

 

http://www.hipos.com.tw/�
mailto:Service@hipo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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