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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大綱

• 系統簡介

• 系統範圍

• 模組介紹

– 生產作業管理模組

– 進銷存管理模組

– 財務會計管理模組

– 人事薪資管理模組

– 冷藏庫租賃管理模組

– 農民組織管理模組

•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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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簡介

• 農業永續發展

– 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簡稱ERP系統)，整合農產品經
營業者內部資訊，應用資通訊技術，有效管理運用內部資源，
以農業資訊化帶動農業企業化經營效率和能力，提升競爭力。

• 系統適用對象

– 國內農產品經營業者，惟生產作業管理主要適用於〞蔬果〞

生產業者。

• 系統應用範圍

– 農產品經營業者可應用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有效管
理其進銷存作業、生產作業、人事薪資、財務會計和農民組
織，以資訊化管理，邁向企業化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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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管理

庫存管理
冷藏庫租賃管理

生產作業管理

生產計劃作業記錄

用藥用肥管控

採樣檢驗

農產品交
易行情站供應行情匯入

農民組織管理

社務管理

股務管理

發文管理

冷藏庫租賃

農產品供貨生產規劃

採收進貨作業

進銷存作業管理

進貨管理

銷貨管理

庫存管理

集貨作業

如何有效滿足?
「不同特性」
「不同需求」

銷售統計資訊

財務會計管理

財務報表損益分析

帳款處理

資產管理

會計總帳

結轉

結轉

結轉

結轉

存貨

結轉

供應資訊

人事薪資管理

月薪、時薪、日薪、件薪…制

薪資計算

差勤管理

履歷資 料上傳

產銷履歷資訊平台

登錄

產銷履歷
驗證機構

電子訂單

批發市場
共同
運銷

直銷
業務

大賣場
零售商
加工業
國 軍
宅 配
販運商
出口商

系統應用服務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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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生產作業管理

• 農產品生產業者種植作物種類多，各作物對應生產作
業流程複雜、差異性大，無法採用通用的作業辦法。
故沒有一套標準化的生產作業程序，導致產物品質參
差不齊。

• 作物產量難以預估與掌握，常出現供需不均，導致價
格暴漲暴跌，造成營收不穩定。

• 作物種植過程易受外在環境影響，造成預估採收量準
確度低，使生產排程控管不易。

• 食品安全重視程度日益抬頭，如何針對農產品用肥、
用藥進行較嚴謹把關，以提供安全可靠的農產品。

• 對於具規模之農民團體，耕作面積廣大，耕地利用狀
況資訊繁瑣，難以明確即時掌握耕地整體使用情形。

• 維護生產歷程資料相關作業頻繁且耗時，如何有效達
到詳實記錄作業。

生產作業管理

生產排程管理

採收作業管理

用肥用藥管控

耕地利用管理

生產履歷追溯

系統提供解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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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益-生產作業管理

作物品項 品種資料

栽培資訊

耕地利用管控

履歷資料上傳

用肥處方籤

生產批次建立

耕地資料 作物與作業辦法

採收紀錄

育苗作業資訊

資材品項 防治對象 用肥知識 用藥知識

履歷標籤列印

農民生產計畫

採收通知

採樣檢驗紀錄

用藥處方籤

• 核心效益：
• 以標準化的作物作業辦法進行農作物生產，以提昇農業生產作業流程效率，

進而確保品質一致性。
• 依市場資訊與採收預估，擬定生產計畫降低產銷失衡問題，「適時、適量、

適質」地供應消費者所需農產品，符合實際市場需求。
• 藉由系統進行用肥用藥的嚴謹把關，詳實記錄生產栽培、採樣檢驗紀錄，提

供有保障的安全農產品。

進銷存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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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農產品生產業者維護生產過程時

相關生產作業內容，如整地、田間施

肥、播種、除草、採收等作業，並可

依據工作種類型態區分不同作業類別。

透過系統讓業者瞭解生產標準作業程

序，提昇供貨品質的一致性。

透過快速匯入標準生產作業辦法之功

能，依標準流程加以管控作物，確保

生產作物的品質。

可自訂標準生產作業辦法或匯入台灣

良好農業規範(TGAP)作業流程辦法。

特色：依各作物特性，規劃合適的生產作業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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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育苗栽培採收作物生產過程

完善栽培資訊記錄。

可記錄育苗與栽培作業過程，相關生產作

業內容與資材使用情形。

可記錄育苗移植轉移栽培之對應關聯資訊。

可記錄如栽培作物品種、種植耕地、預計

產量、採樣檢驗結果…等資訊。

特色：針對栽種作物，建立一套專屬的成長紀錄。

….. 育苗

農產品
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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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系統進行農民/農場生產排程計

畫，以預估作物的採收日與生產量，

藉以瞭解是否可滿足訂單需求量，

以求適時、適量供應農產品。

可透過系統查詢生產計畫數據、預

估供貨數量、供貨期程、採收歷史

紀錄…等資訊，以做為後續生產規

劃排程之調整參考。

特色：按據生產計畫、栽培資訊統計預估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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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可依照作物屬性建立專屬的用

肥、用藥知識規則(包含防治對象、

採用資材、施用劑量、施用規格、

安全天數…等)。

可依照用肥、用藥知識集進行處方

籤開立，並詳實記錄作物的用肥、

用藥資訊，以進行有效控管，並作

為後續採樣檢驗的備查使用。

藉由農產品用肥、防冶進行嚴謹的

把關，以提供安全可靠的農產品。

特色：管理作物用肥用藥劑量，提供安全可靠的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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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作物採樣檢驗、土壤/灌溉

水採樣檢驗紀錄之資訊化管理，記

錄農產品殘留農藥、土壤和灌溉水

等採樣檢驗結果資訊。

透過系統所建立的相關採樣檢驗資

訊，可供後續備查使用，亦可依據

農作物、栽培編號、檢驗期間等條

件進行檢驗記錄查詢。

特色：資訊化作物採樣檢驗紀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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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依台灣良好農業規範 (Taiwan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 , TGAP)所

建構的農產品產銷履歷體系，透過本

系統，可直接快速上傳履歷紀錄供驗證

機構審查，以取得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

省下後續重複資料輸入人力。

透過農產品產銷履歷體系授權，系統可

直接列印通過履歷驗證之農產品履歷

標籤，標籤內容含產品資訊與履歷追溯

號碼。

特色：提供快速田間記錄維護與追溯查詢服務

-12-



功能簡介-生產作業管理

設定耕種作物相關資訊，如作業內容、防治對象等。
並可定義作物生長參數資訊，以利計算預採收日、預
採收量。

制定生產流程中會執行的作業辦法內容資訊。

定義作物施用肥料的相關知識規則，統一用肥標準規
則，以供後續處方籤開立判斷使用。

設定作物施用藥物時知識規則，如安全期、可用資材等，
以供後續處方籤開立判斷使用。

作物品項設定 生產作業設定

用肥知識集設定 用藥知識集設定

作物標準生產
作業流程設定

用肥、用藥
安全劑量與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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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生產作業管理

可因應市場資訊，藉由本功能規

劃未來生產耕種計畫，安排預計

生產作物及相關排程資訊，以供

瞭解預估未來供貨情形。

維護作物進行栽培的資訊，及生產過程的紀錄，栽培資訊將延

伸許多相關功能，如採收作業、作物檢驗、上傳履歷等。

生產計畫管理

栽培資訊維護

用生產計畫來作
生產預估與規劃

完整作物栽培
批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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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生產作業管理

統計目前各作物供貨的資訊，作為

規劃生產計畫時的參考數據。

系統提供3種統計方式：

✓農民供貨統計

✓作物供貨統計

✓期間供貨統計

利用各種條件查看目前耕地利用情

形，以進行相關生產管控作業。

✓視覺化呈現耕地狀態，以直覺方式，

瞭解整體耕地使用狀況。

✓可直接針對未利用空地建立栽培資訊，

提供更快速、便利栽培管理。

作物供貨統計

耕地利用管理

作物預估採收
量系統幫您算

視覺化耕地
利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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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生產作業管理

針對栽培資訊執行施用肥料的相關作業，開立用肥處

方籤，農民可依處方籤執行用肥作業，以統一管理用

肥作業。

可由專門負責人員來管理用藥作業，系統依據用藥知

識集，自動依據作物、防治對象提供用藥自動配藥建

議，並可將開立資訊轉入栽培資訊之生產紀錄。

提供查詢目前所有生產資材之保存期限資訊，透過各

資材之保存期限，可優先使用將過期的資材。

維護領/借給農民資材的相關資料，並可瞭解農民的

歸還、領用歷史記錄。

用肥處方籤 用藥處方籤

資材保存期限 資材領/借用維護

系統協助
開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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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生產作業管理

由於農作物之預計採收量往往易受到環境變化而影響，

因此需視實際情況，適時調整栽培預估採收的相關資

訊。

作物採收提醒可依據各生產批次之預定採收日資訊。

栽培種植之採收日到期時，農民團體可透過本功能發

出作物採收通知。

提供記錄採收作業完成後之實際數量及採收入庫日，

並可將採收結果轉至栽培紀錄。

採收預估修正 作物採收提醒

作物採收通知 採收紀錄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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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作業系統功能簡介

將通過履歷驗證農友某

批通過履歷驗證作物相

關栽培資訊，傳送到產

銷履歷資訊平台，經該

平台確認後，後續才能

列印履歷標籤。

當栽培資訊審核並上傳資料至履歷資訊平台後，才進

行履歷標籤列印。

本功能針對後續履歷標籤列印，以離線版功能列印標

籤時使用。

上傳履歷資料

列印履歷標籤 傳送大量列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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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進銷存管理

• 農作蔬果品項及其包裝規格過於複雜與多樣性，故農
產品商品規格管理功能需具備農業適用性。

• 包裝、理貨、分貨作業複雜，工作分配細膩。

• 各農產品經營業者組織架構規模差異性大，導致作業
需求不同(如人員角色、倉庫管理、場別劃分、簽核機
制…等)。

• 農產品運銷通路模式(直銷業務、共同運銷、傳統運銷
)差異性大，因此銷貨作業有所不同。詳實記錄作業。

品項商品
資料管理

銷貨理貨管理

客製功能設定

運銷通路模式

系統提供解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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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益-進銷存管理
• 核心效益：

• 以系統有效串聯進銷存相關交易作業循環，以達即時性的資訊管理，
並可針對累積資訊進一步統計分析，以作為決策支援參考。

• 依據不同農產運銷通路模式，提供共同運銷與共同計價相關作業功能，
以符合實際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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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提供可適用農產特性之品項類

別、品項資料、商品包裝規格…等

自訂項目功能。

針對農產品進、出貨包裝規格複雜

問題，系統提供規格單位換算機制，

讓系統可因應計算目前庫存。

提供農產作物品項之秏損率、保存

期限…等對應處理機制，以促進庫

存有效管理。

特色：品項、類別、商品規格自訂好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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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依實際包裝分貨作業劃分，於系

統進行各理貨組別設定，包含負責

工作事項範圍與分組規則。

系統自動依據各理貨組別作業範圍

設定，進行客戶訂購品項之包裝理

貨作業工作分配與對應，產出各理

貨組別個別單據作業表單。

特色：透過系統自動進行理貨組別作業分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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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不同型態、規模之農產品經營

業者，進行組織參數與作業流程設

定，以確保系統運作符合業者實際

作業情形。

提供高度彈性功能參數客製設定，

進行功能選用與參數調整(例：簽

核機制、單據編碼格式、人員權

限…等) 。

特色：依照人員角色，分派所屬功能與權限事件。

客製化的報表樣式設定，直接線

上進行簡單的報表參數編輯，以

滿足不同表單列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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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農產品經營業者的客戶藉由

Excel、Web介面進行交易單資訊

匯入處理與交換。

提供匯入資料確認介面，進行交易

資料之檢索與確認。

特色：提供客戶、廠商電子訂單、履歷資訊串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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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可依農民團體組織
規模成長，可擴增

場別、倉庫
作業場別設定

倉庫資料設定

系統選項設定

進貨扣款項目
銷貨扣款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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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高度人員角色權限彈性
– 具彈性之權限架構設計：採RBAC (Role Base Access Control)設計概念，提高權限彈

性。

– 較完善之組織權限管理：透過設計型樣實現支援下列需求

• 符合「人→角色→功能」

• 符合「人→場別(部門等)→角色→功能」

– 實現相關功能：人員帳號設定、角色資料管理、角色權限設定。

• 人員可擔任「多個角色」及「多個場別」
• 場別可擁有「多個角色」 。

角色預設權限畫面RBAC(Role Base Access Control)設計型樣示意圖

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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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支援複雜的農
產品交易規格

商品規格管理

品項類別管理

品項資料管理
商品規格管理

(1種品項可有多種
交易單位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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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完善的客戶、
廠商資料管理

客戶資料管理、廠商資料管理
客戶貨號對應、廠商貨號對應 (常交易品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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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於輸入單據時
可自動帶入特定
交易期間價格

銷貨檔期價格、進貨檔期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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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報價單

– 採購單維護

– 進貨單維護

– 進貨退出單

• 可直接打進貨

• 可單據複製

• 明細可排序

• Excel檔匯入

• 可選擇是否簽核

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進貨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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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戶報價單

– 訂貨單維護

– 理貨單作業

– 銷貨單維護

– 銷貨退回單

• 可直接打銷貨

• 可單據複製

• 明細可排序

• Excel檔匯入

• 可選擇是否簽核

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銷貨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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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自行上網登打電

子訂單，亦或Excel匯入。

•農產品經營業者可於後台

進行客戶電子訂單確認與

匯入。

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客戶訂單輸入

自已來電子訂單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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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存盤點單

– 庫存報廢單

– 出庫單維護

– 入庫單維護

功能簡介-進銷存管理

庫存作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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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財務會計管理

• 大部份的農產品經營業者，只進行簡單帳務管理，不
熟悉完整財會作業流程，以委外處理居多。

• 農產品經營業者於進銷貨時產生之其他費用折扣較多
，且沖銷依據不確定性高，造成帳面調整幅度大，其
複雜度與農民團體規模大小成正比。

• 例行性的單據(如進銷單、生產資材)所產生之傳票，
屬大量且重覆性統計工作，易增加作業成本且帳務追
蹤不易。

會計作業準則

收支沖帳流程

總帳報表管理

系統提供解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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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益-財務會計管理
⚫核心效益：

• 利用系統輔導培養農產品經營業者記帳習慣，透過客觀財務分析報表與應收付帳
款追蹤，以瞭解實際經營成效並掌握資金流動狀況，作為後續分析診斷與經營決
策用。

• 提供不同規模、不同作帳習慣，彈性化功能調整，同時滿足企業化經營所需複雜
帳務管理，以及合作社記帳之基礎的作業記錄，達到「深淺適用、易懂易學」快
速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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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財務會計概念較薄弱農產品經營業者，

提供便利且簡易的界面與相關輔助預設資

料及功能，簡化系統使用前置作業，以協

助快速導入系統。

提供標準預設會計科目檔，迅速建立會計

基礎資料，並可依據各業者營運屬性自行

調整。

提供常用傳票與常用摘要匯入引用功能，

提升登錄效率。

提供複製功能，節省相似性資料輸入時間。

特色：提供基礎資料導入，預設會計參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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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關卡式防呆驗證，資料修刪流程限制。

鎖定結轉、沖帳、收付款與核准等

層層關卡，資料的修改、刪除與反

回皆需依關卡環環相扣，依序執行。

傳票輸入過程自動進行借貸平衡驗

證，如資料有誤將予以提示，降低

錯誤率，提高資料正確性。

透過嚴謹權限控管，減少隨易異動

的可能，避免造成重覆過帳等帳務

錯誤情形，以強化系統安全性與資

料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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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完善跨模組傳票拋轉介接，詳細拋轉歷程來源紀錄。

系統拋轉傳票過程，進行完整歷程

資訊記錄，亦提供原始單據連結，

快速查看原始單據資訊，減少帳務

查證尋找時間。

提供與其它系統之快速簡便批次拋

轉功能，進銷單據亦可自動依據品

項類別歸類拋轉至財會系統，減少

繁瑣操作步驟。

嚴格控管已結轉之原始單據，並自

動化帳務處理一致性，預防資料反

轉不完整導致帳面資訊不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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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提供非同步樹狀結構與表格式維護方式，亦提供
Excel匯入與預設值匯入功能。

建立單位內部使用之往來銀行活存、活儲與甲存帳
戶，亦提供每個銀行帳戶可用場別之權限設定。

會計科目設定 銀行帳號設定

常用傳票設定 常用摘要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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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設定於各場別進銷存單據結轉時，各科目所使用
之進貨、進貨退出、銷貨與銷貨退回之會計科目。

設定廠商、客戶、社員於不用場別其各自使用之明細
會計科目，如無設定則使用總帳科目。

提供記錄單位內部銀行往來相關單據內容，包含銀行存款單、銀行提款單與銀行轉帳單。

品類科目設定 營業對象科目設定

銀行往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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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支票簿相關設定，亦可分場自訂支票簿使用權限。 應付票據列印格式設定。

由收款單新增後產生之應收票據維護資料，提供託收、
兌現、貼現與退票之票況異動。

由請款單新增後產生之應付票據維護資料，提供提
領、銷帳與作廢之票況異動。

票據號碼設定 票據格式設定

應收票據維護 應付票據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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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提供固定資產基本

資料維護，亦包含

購買、改良與處份

之相關作業記錄

提供批次產生折舊記錄，亦可依自訂依月份或年份產生折舊單。

財產資料維護

財產折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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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提供每筆零用金完整申請

作業，核准、實支與結轉

作業流程。其中核准與實

支功能可依單位需求閉關。

利用銀行存款單、提款單維

護各場別零用金帳戶總額。

系統亦自動依實際申請支出

記錄，計算各零用金帳戶餘

額。

零用金申請作業

零用金帳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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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提供各模組結轉單據，進行收款沖銷作業。 提供各模組結轉單據，進行請款沖銷作業，並稅用請
款、付款獨立作業流程控管支出。

以廠商為單位統計某一區間內之進貨單，進行批次付
款產生大量請款單確認調整後，再進行批次付款之作
業流程。

依查詢條件整合客戶、廠商各別之應收付帳款已收與未
收總額，亦可依統計結果檢示明細單據資料。

收款單維護 請款單維護

批次請款、付款 應收付帳款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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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財務會計管理

提供跨模組單據拋轉傳票作業，包含進銷存、生產管
理、人事薪資、農民組織之單據結轉作業。

每張結轉產生之傳票皆可透過來源單據檢示原始單據
資訊。

會計年度結束後鎖定傳票資訊不可異動，系統亦
產生相關關帳傳票以產生正確年度報表。

提供傳票、日記帳、分類帳、試算表、損益表、資產
負債表六大基本帳冊報表列印。

結轉作業管理 傳票作業管理

期未關帳作業 帳冊報表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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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問題-人事薪資管理

• 各農產品經營業者人事制度相異且繁雜，亦無統一規
則標準，如何提供多樣性出勤排班、請假、扣款機制
等制度設定，為重要考量因素。

• 配合員工之多元的出勤工作時間，導致單位管理困難
，易無法掌握每位員工實際出勤狀況。

• 多種薪資計算導致大量人力耗費且錯誤率高。

人事制度建立

出勤作業管理

薪資發放作業

系統提供解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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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益-人事薪資管理
• 核心效益：

• 透過系統化的考勤作業管理，藉此達到良好的監督控管機制。
• 利用資訊系統以較少的人力完成耗時耗力的薪資計算事務，並

減少薪資發放錯誤的困擾，提升組織作業效率。
• 提供多元化薪資計算

與細緻化班別設定，
單位可透過自訂內部
人事制度進行後續差
勤薪資計算，達到
「彈性、自動、快速」
人力管理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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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化班別設定項目，減少重覆性高

之班別項目設定，降低班別管理複

雜度。

透過公式化扣款計算設定，條件式

準則制定，以符合各單位的相異制

度與計算方式。

提供制度啟用期間點設定，做為識

別新舊制度之計算依據。

以員工為個體單位，提供自訂每位

員工其加班費、出勤時間等薪資計

算準則。

特色：提供多樣化制度設定，條件式規則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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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作業現場需求變動，提供彈性調

整單筆記錄與設定(針對個人或班

別)，並自動依修正判別出勤記錄，

減少人工個別判定作業。

依出勤刷卡記錄與加班條件設定，

自動產生員工加班申請單。

透過出勤資料檢示產生補請假單，

亦或使用批次作業快速建立假單。

特色：便利差勤調整介面，批次請假加班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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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薪資制度設定(月薪制、

日薪制、時薪制、計件制、委外加

工、臨時工) 。

整合出勤記錄(請假、加班與遲到

早退記錄)與薪資設定(加班費與扣

款方式)，自動計算變動薪資明細

金額。

提供批次薪資發放調整作業，減少

重覆性調整作業時間。

提供薪資錯誤補發作業，避免直接

修正異動財會系統記錄，造成帳務

錯誤與無法對應。

特色：多元且便利的薪資計算，避免複雜計算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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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人事薪資管理

提供每個薪資項目各場別使用之會計科目設定，計
薪不足月之員工，薪資計算方式。

提供批次維護整年度一般例假日與國定例假日，做為
排班員工計算休假天數之依據。

提供設定不同種類假別其可休天數限制與扣款準則。
可休天數設定可以每次、每月或每年方式進行累計。

提供設定遲到、早退與曠職之扣款準則，可配合班別
設定給予不同扣款機制。

薪資項目設定 年度例假日設定

假別基本資料設定 違規扣款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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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人事薪資管理

提供正常班、跨日班、無下班標準時間之特殊班別屬
性設定。

設定委外計件、委外計量之基本工作薪資單位設定。

提供線上更新退休金、所得稅、勞健保等相關政府發怖公訂級距表資料。

班別基本資料設定 委外計件、計量基本資料設定

公訂資料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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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人事薪資管理

➢ 員工基本資料
➢ 員工薪資設定
➢ 員工勞健保設定
➢ 員工班別設定
➢ 員工卡號設定(RFID Tag)
➢ 員工領用作業
➢ 員工借貸作業

員工人事基本資料相關設定，之間互相
牽引，設定皆影響薪資計算結果。如刪
除員工基本資料，將一併刪除該員工其
它相關設定。

人事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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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人事薪資管理

請假申請作業、出差申請作
業資料，皆會整合至出勤資
料。亦透過整合之出勤資料
計算加班，做為薪資計算依
據。

差勤管理作業

➢ 卡鐘資料匯入
➢ 刷卡資料檢核
➢ 出勤資料作業
➢ 請假申請作業
➢ 加班申請作業
➢ 出差申請作業
➢ 年(月)假計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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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人事薪資管理

薪資發放作業之發放結果，可將錯誤記錄重新
調整後重新進行發薪計算直到資料正確。

薪資作業管理

➢ 委外薪資發放作業
➢ 長期臨時工發薪
➢ 短期臨時工發薪
➢ 計時計件作業
➢ 薪資發放作業
➢ 薪資發放批次調整
➢ 補發薪資作業
➢ 獎金發放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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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效益：
• 以資訊化管理提升冷藏庫動態庫存準確度，輕鬆有效掌握庫存資訊。

• 透過系統管理冷藏庫租賃相關作業，快速統計查詢冷藏庫租賃狀況。

• 定期使用系統計算租金、缷櫃費、出入庫費、預冷費，方便又精準。

系統效益-冷藏庫租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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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問題-冷藏庫租賃管理

 問題：多數農產品經營業者對於冷藏庫管理作業往往缺乏一套有效管理
機制，主要在於冷藏庫管理作業涉及租賃業務、單位進銷自用…等多樣
化業務種類，造成作業流程資料繁雜。

 解決：本系統整合不同業者作業流程相異處，融合多種業務需求(租賃
與自用)，可客製選用所需適用功能以符合實際作業需求。

 問題：各農產品經營業者冷藏庫存放方式與使用容器差異性高，
導致難以掌握冷藏庫使用狀況。

 解決：依農產品經營業者不同冷藏庫管理作業特性進行統整規劃，
提供彈性化的冷藏庫品項規格管理，以達到精準明確顯示冷藏庫
狀況。

標準化的管理模式

掌握冷藏庫使用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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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冷藏庫參數設定
設定冷藏庫費用預設值、冷
藏庫對應場別，以及結轉對
應之會計科目。

客戶冷藏庫參數
訂定客戶常用冷藏庫品項種類，便於
輸入單據時，可透過客戶快速選擇常
用品項，以加速作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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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庫品項設定
提供冷藏庫品項資料維護
功能。

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冷藏庫品項分類
提供冷藏庫品項分類
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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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收費方式基本檔
訂定冷藏庫租賃收費方式，便於系統依租賃方式、期間、空間等條件計算租金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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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入庫作業
記錄冷藏庫入庫明細作業，包含
自用與租賃入庫品項，與容器使
用明細借還記錄；亦提供直接轉
換進貨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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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出庫作業
記錄冷藏庫出庫明細作業，
包含自用與租賃出庫品項，
與容器使用明細借還記錄，
出庫品項透過對應入庫、
轉庫單方式建立，可有效
控管庫存與空間；亦提供
直接轉換銷貨單功能。

轉庫作業
記錄冷藏庫轉庫明細作業，
為使用單位內不同冷藏庫
轉儲作業，不會產生任何
費用，僅影響庫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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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缷櫃作業
記錄協助客戶卸櫃收取之費用明細與收取狀況。

空間查詢
冷藏庫空間現況
查詢，依據參數
設定容器占用坪
數，進行使用空
間試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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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簡介-冷藏庫租賃管理
租金計算
依據入庫、出庫、轉庫單計算客戶租用冷藏庫
的應收租金費用，以相同客戶、入庫日期、計
費方式為條件進行計算。

費用計算
依據入庫單計算客戶的應收
缷櫃費、出入庫費、預冷費
等金額，以相同客戶為條件
進行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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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效益-農民組織管理
• 核心效益：

• 協助合作社型態之業者進行組織內部社務、股務與收發文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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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論

1. 系統採以服務化設計模式，符合雲端運算(雲計算)發展，

農產品經營業者不需自備資訊系統作業軟硬體設備，資

訊化投資門檻低。

2. 系統具延展性的架構設計，有助於系統功能擴充與調整

3. 高度彈性的客製參數設定，可針對人員角色、報表樣式、

功能模組進行調整等，滿足不同需求，確保系統可用性。

4. 具便利性的操作介面設計，提升操作人員作業效率。

5. 農業生產組織經營管理系統為一套符合農業特性之企業

資源規劃(ERP)系統，以協助農產品經營業者經營型態逐

步朝資訊化、企業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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