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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運出口運單系統 

1.1 空運出口運單資料匯總 

空運出口運單資料匯總查詢條件增加一個 REF NO 抓取會務追蹤畫面的 REF NO 

 

 

空出 eAWB EDI  

在空出提單資料匯總 Grid 新增欄位 [中文 eAWB 傳送時間 ] [英文 eAWB Send Date] 

以該提單最後一次傳送成功的時間為准,默認是隱藏的 

 

1.2 空運出口運單 

空運出口 Handing Info 可以有建檔功能使用 F1 呼叫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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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空運出口尺寸信息功能搬到海運出口 

(1)開放 DIM 欄位 

 

空運出口尺寸信息畫面裡有 4 個選項  

1.6000  

2.7000  

3.366  

4.0.006  

由於前方有選項號碼會讓客戶混淆，故希望修改成  

6000(cm)  

7000(cm)  

366(inch)  

0.0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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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吋信息功能, 類型選項新增 5000 

 

美國客戶(空運出口)目前有多組 PO、Inv.、Ref 的問題，目前請他們輸入在 GFBL.PO 的附圖欄位，方便客戶於資料彙總

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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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該三組欄位需要顯示在提單上他們希望可以在提單的 Descp. 以及 Dim.欄位自行做排版，故提出需求申請於提單畫

面增加三組功能鈕 

1. Move PO# to Descp. – 點擊後將 PO 欄位多組的資料帶到提單 Descp.  

且前面加上 PO#字樣，若 Descp.裡已經有值請於下一行插入。 

2. Move INV# to DIM– 點擊後將 INV 欄位多組的資料帶到提單 DIM 

且前面加上 INV#字樣，若 DIM 裡已經有值請於下一行插入。 

3. Move Ref# to DIM– 點擊後將 Ref.欄位多組的資料帶到提單 DIM 

且前面加上 Dock#字樣，若 DIM 裡已經有值請於下一行插入。 

並顯示中文:操作成功，英文:Success. 

 

If 空運出口運單 get doc 的功能要判斷,該客戶是否走訂艙流程  

如果有走, get doc 後,運費不要新增資料  

如果沒有, get doc 維持現功能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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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空運出口訂艙 

開放 文件(英文:DOC) , 操作(OP)欄位, 且生成提單後帶入提單 

 

資料匯總 GRID 新增顯示 此兩個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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艙單顯示重量, 修改後 保存會跳回跟毛重一樣 

若有修改毛重, 目前有同步更新至 艙單顯示重量,  

但若手動修改 艙單顯示重量, 保存不應再更新回毛重 

 

計費重欄位改為自動從 毛重/體積重 取大值(同提單), 單位預設帶 K 

 

1.4 空運出口併單資料匯總 

新增 下方分單資料, 點擊兩下跳到空出訂艙 該筆資料的畫面(打開新頁籤)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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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空運出口併單 

備註新增彈出視窗功能, 供 USER 輸入備註使用(同提單麥頭) 

 

 

1.6 費用信息 

 

目前於提單的其他費用區塊, 輸入費用不管國內外都會帶入英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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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費用信息中的 複製到其他費用 功能, 帶入提單其他費用時, 描述改為帶入費用代碼建檔中的英文描述(目前

是直接複製) 

 

複製到其他費用 帶入提單的其他費用後, DUE 預設為 C.Carrier 

或於應付費用 GRID 新增 DUE 欄位, 預設為 C.Carrier 

 

1.7 空運出口本地業務 

1.本地業務保存帳單時，帳單對象欄位是會跳出提示是否修改匯率，想修改成若帳單匯率，與匯率建檔匯率相同時，則不

須跳出此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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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存時系統會跳出與航班不同日期警示框，想修改成若沒有輸入航班日期，則不需檢查 

 

二． 海運出口運單 

2．1 運單計費鎖 

海運出口提單鎖介面加一個勾選框-是否產生 M 單（MAWB/MBL CHECK），當勾選時執行以下邏輯，預設不勾選：  

1.如勾選，則需檢查對應的 H 單是否有產生 M 單；且點擊鎖定時，勾選資料中符合條件的先鎖定，留下未產生 M 單的資

料  

2.目前有檢查：如是訂艙則所有資料都不鎖定，需改成跟 1 一樣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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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費鎖作業加一個鎖定日期（LOCK DATE），可以供 user選擇鎖計費的日期，類似提交財務裡的審核日期，標紅，且預

設當天日期 

 

2.2 海運出口提單 

海運出口訂艙以及海運出口提單,希望有磅與公斤代換以及 CBM 與 CUFT 代換的功能,毛重、計費重、體積重下方加兩個

欄位(1)重量(2)單位, 

當上方選擇公斤(K)時，下方自動換算為 L.Pound 

當上方選擇磅(L)時，下方自動換算為 K.Kilogram  

當上翻選擇 K or L 以外的單位時下方自動清空，並反灰  

CBM 下方增加一個欄位顯示換算成 CUFT 的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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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海運出口訂艙 

海出訂艙的 SO 常會有重覆號碼，可否在基本信息的查詢條件增加委託人、委託人名稱、發貨人、發貨人名稱、收貨人名

稱、海外代理名稱，查詢條件的 GRIFD 也一併顯示 

 

2.4 海運出口並櫃作業 

並櫃的時候並不知道哪些單子並在一起是最佳適配，需要在並櫃查詢介面上方加一個件毛體加總，勾幾筆資料就顯示這

幾筆的加總，格式為 件數/毛重/體積：PKG/GW/CBM  

只需顯示加總的數位，單位不需顯示，單位不同也只加總數字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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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帳務系統 

3.1 對賬作業 

對帳作業若在國內/外下拉 BAR 選擇[國外]，統計類型為[本幣]。  

點擊查詢 BUTTON 時，要詢問是否變更為[外幣]。 

 

3.2 管理費作業 

增加票支票號碼 自動取號功能  

與現有銷帳作業參數 ISOPEN_CHEQUEBOOK 共用，當參數=Y 時  

管理費作業-依據 付款=支票、付款銀行有輸入，則自動抓取支票號碼(與銷帳作業 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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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賬單本地業務 

目的:在各部門本地業務 帳單 加一功能鍵 「UPDATE 提單號」 

原因: 因尚未確認提單時  FEDEX 就會來請款，因此會計必需先行產生帳單 付款後，再將帳單回寫  

      到對應的提單成本上 

作法: 1 先在各部門的本地業務 帳單中輸入帳單(此時還不會知道是那一個提單項下的成本) 

     2 帳單過 AR、銷完帳後 ，可能過了一、二個月才會知道歸屬的提單號 

     3 利用 UPDATE 提單 功能鍵，輸入 提單號碼(可輸入主單或分單號)，將該帳單資料關連回寫 

       至正確的提單(主單)項下，帳單費用明細中提單號碼也要一併 UPDATE , 使帳單回歸至各部門的帳單中 

     4 在關帳後即不得 UPDATE 回提單資料  

     5 帳單 LOG 檔要記錄 

 

在本地作業中,修改帳單日期之後跳提示  

修改了帳單日期,改提單下未審核的帳單將一起修改,請確定是否要修改  

邏輯同提單跳提示時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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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銷帳作業 

由於銷帳作業-資料匯總畫面上的部分查詢欄位元無法顯示完整的資訊  

請把銷帳作業-資料匯總畫面的查詢準則做 layout 處理,收/付款物件不帶出來名稱 

 

目前在銷帳時 外幣的銷帳 ,會選到本幣的銀行,導致轉入 GL中憑證科目不正確  

申請:  

1.在銀行建檔中加一欄 幣別  

2.銷帳時,輸入幣別之後,只有當 銷帳主檔幣別 與 銀行建檔 中的幣別匹配時,才允許被查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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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對賬作業 

在对账作业加上提单日期(GFBL.BL_DATE)的查询条件，可以查询一段时间的账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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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關進出口 

查詢條件增加報關對象 

 

五. 運營分析 

新增 海外業務員 查詢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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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客戶建檔 

在提單畫面的業務員會檢查客戶建檔及員工建檔,如果沒有建檔的話會出現資料不存在  

可是在客戶建檔的公司業務員卻不會檢查,這樣如果客戶建檔是亂打的帶出來的資料就很奇怪,請在客戶建檔的公司業務

員也掛上檢查 

 

 

七. 不共用基本建檔 

7.1 區域建檔 

新增複製功能, 複製此區域下所有的城市, 費用區塊 



第頁 共24 頁 20 

 

八.  空運進口提單 

1.1 提單資料匯總 

資料匯總的 grip 加一個提單畫面的 IT NO欄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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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統計報表 

9.1  利潤分析報表 

grip 加一個空運進口提單畫面的 IT NO欄位 

 

9.2 營運分析 

a.營運分析報表 Grid加上客戶簡稱  

b.Grid加上 Save layout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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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業務比較表 

1. 針對同一客戶建檔代碼，無法辨認站別。 

2. Revenue(錯字)及 Profit 幣別目前分別為各站別設置之本幣，無法進行加總。 

3. 若部門全選，TEU 中包含空運相關資料，造成判讀困難。 

解決方案： 

1. DB grid 新增欄位：”站別”以增加辨識度。 

2. DB grid 新增欄位：”幣別”帶出各站集團公司建檔所配置之幣別。 

3. DB grid TEU，請協助過濾空運部門。 

 

十.  航空公司合約 

1.航空公司合約 報價, 給航空公司的區域費用 主要是應付 費用, 是否可以改成預設在應付,  

當主檔的買賣價是  C應付時, 下方的區域費用預設在應付,  

                  D應收時, 則預設在應收 

2. 在右下方的區域費用 dbgri 建議增加可完整顯示區域費的欄位 

3. dbgrid 可以 save lay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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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開票作業 

目前發票作業畫面中的購方資訊是手動填寫，所以申請直接帶出購方資訊客戶建檔的主檔以及發票資訊中的相關資料，

並加參數來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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