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
作為長期投身於資訊產業中的 ERP業者，對於資訊科技具有濃厚的興

趣以及熱忱，為了將取之於社會的資源回饋於社會，2014年的夏天從事與
以往不同的安排，選擇到「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舉辦的「2014年 ERP
顧問師養成班」擔任講師，與一群大專碩士生共處了二個月，彼此互相切

磋學習，共同討論 ERP 的學理與實務運用，除了拓寬同學們既有的 ERP
知識領域，提升學生能力及相關領域知識外，教學的過程中還發現高中

職 ERP軟體取得的困難，為了讓更多學生擁有平等學習的機會，決定為社
會盡一份心力，改變傳統的教育模式，與同事商量過後，動手將企業級的

ERP產品瘦身為一個小而美的迷你 ERP系統，在選擇系統的行業別時，接
受了「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劉經理和許經理的建議，以餐飲後勤系統

為主軸，於是「高明資訊餐飲後勤管理系統」就這樣孕育而生。而「高明

資訊餐飲後勤管理系統」具有下列特性：

一、使用完全免費

本系統以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Express 為資料庫，讀者可順利
安裝於 Window 7 家用進階版以上的個人電腦上，使用上並無時間、資料筆
數、安裝次數等多種限制，唯一的限制是系統僅能安裝在電腦中單機使用，

無法多人同時進入系統。不論是企業人士或是在校學生，在購買本書之後，

皆能免費安裝使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Express為免費、多功能版
本的 SQL Server)，體驗本產品系統功能。本書的作者希望讀者透過操作這
套系統，能夠了解 ERP系統使用上的功效，假以時日系統上手之後，能夠
直接運用於日常工作上，達到「學以致用」之效果。

二、系統功能完整

本系統包含會計總帳模組、配銷模組，生管與製造模組，具備 ERP系
統之基本模組，除此之外此系統在 2014 年 10 月導入於某公開發行公司
在英國設立的據點，一併加入了「應收帳齡、應付帳齡、庫存庫齡、庫存

評價 LCM、RFM、ABC 分析」等管理會計相關報表。本系統雖是迷你版
ERP系統，其功能卻非常完整，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能提供給讀者最完
善的資源。



總帳模組：總帳模組具備之功能，除了基本的傳票輸入作業外，亦可

自動處理立帳與沖帳之傳票，並建立常用之傳票型版，減少建立日常交易

傳票所花費的時間，除此之外損益分析還包含年度逐月分析以及各期比較

分析，讓使用者能掌握店內損益狀況。

配銷模組：除了銷貨收入、銷貨退回、進貨、進貨退回，四大單據之

外，若收、付款方式選擇以「月結」結帳時，系統則會自動轉入收付款模

組，而收付款模組在沖銷應收、應付帳款時，亦可以選擇預收、預付貨款

支付，或以應收、應付票據沖銷，整個流程操作全程以自動化產生傳票，

一條龍式的串連到總帳。

生產與製造模組：若在系統上建立「配方表」，並逐項輸入與生產成

本相關的直接人工及製造費用，系統則會自動依銷售狀況，產生直接材料，

並以銷售金額當做分攤基礎，計算出產品別的成本結構。

三、餐飲後勤系統

餐飲業使用的系統不應局限於 POS 系統，繁瑣的後勤作業才是餐飲
業的致勝關鍵，後勤管理系統將成為管理階層必備的決策工具；餐飲業屬

於另類製造業，工作時間長，食材用量大，需要材料用量管理 (BOM)，然
而卻沒有時間維護配方的變更 (ECN)，若使用製造業的 ERP系統導入餐飲
業，成功機率可說是微乎其微，如果將餐飲後勤作業以進銷存系統導入，

又無法具體呈現真正的生產成本。因此本書作者在規畫此套系統時，特別

簡化系統流程，讓有心想將餐飲業電腦化的讀者，也能夠靠一己之力完成

所有系統操作，讓獨自經營管理餐飲店不再是夢想，而是實際能夠完成的

事情。電腦化作業流程特色包括：

1. 銷售時，商品為「製成品」，系統會自動產生生產入庫單，減少登
錄入庫單的動作。

2. 生產入庫時，系統自動依照「配方表」產生領料單，減少登錄領料
單的動作。

3. 系統以「銷售金額」為製成品的分攤基礎，精準算出直接人工、直
接材料、製造費用，讓經營者了解產品別的生產成本。



4. 無特定的會計關帳動作，只要「資產負債表」產生，形同會計關
帳。

5. 無特定的庫存關帳動作，只要「進耗存別關帳」產生，形同庫存
關帳。

6. 採購時，可勾選「即入即出」，免除領料單據的輸入。

以上調整，看在 ERP 顧問師眼中，可能會認為此系統不夠嚴謹，不
過筆者堅持此系統目標只有一個──「讓忙碌的餐飲業，能合理計算出成

本」，因為即使系統再好、再完備，如果無法導入至餐飲業也是空談。

一本書的誕生，從無到有，經歷了許多歷程，在這些歷程中，首先，

必須感謝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許秘書長秉瑜，以及劉經理建毓、許經理

銘家的支持，本書才有機會能夠問世。其次，感謝本書的共同作者：廖棋

弘、葉伊庭、吳宜庭、余承恩等，半年來犧牲假日，日以繼夜的構思本書

的架構與劇本。再者，感謝本系統的共同開發者：吳春明、湯國奇、蘇明

君、林婷婷等，他們在繁重的 ERP開發工作之餘，仍在最短的時間完成本
系統。最後，感謝穀保家商楊潔芝老師與碁峰資訊，以及致理何素美與陳

秀華老師，都是本書得以問世的貴人。

最後，希望透過本書的出版，讓更多學子有機會接觸 ERP系統，本書
在出版前已詳細檢閱校稿，若有疏忽遺漏之處，敬請先進不吝指教。

本書所使用的軟體，版本若有更新，將會發佈於「高明資訊餐飲後勤

管理系統」臉書粉絲團，歡迎讀者前往下載或查看最新消息。

本書範例程式請至碁峰網站http://books.gotop.com.tw/download/AER041431 下載，

檔案為ZIP格式，讀者自行解壓縮即可運用。其內容僅供合法持有本書的讀者使用，

未經授權不得抄襲、轉載或任意散佈。建議直接使用附錄A-1所提供的雲端版本。

範例下載



二版序

在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許銘家與林俞君二位熱心的專家推動之下，

本系列軟體在一年之內已於二十多所大專院校，開了近五十餘班。用戶愈

多，責任愈重，本系列軟體也會繼續朝嘉惠更多學子的方向努力。

本軟體功能齊全，總計六十項功能 ( 請參考章節 1-6)，適合提供給高
中職與大專商管餐飲等相關科系當做實習教材之用，所附軟體是包含所有

的功能，惟提供給高中職做為 ERP基礎檢定之術科範圍時，則不包含下列
二十三項功能。

【 收 款 模 組 】
48M. 應收帳款分析
22A. 應收票據分析
48E. 預收貨款分析
48I. 客戶收款維護
44X. 客戶類別分析
48N. 應收帳齡分析

【 付 款 模 組 】
58M. 應付帳款分析
23A. 應付票據分析
58E. 預付貨款分析
58I. 廠商付款維護
54X. 廠商類別分析
58N. 應付帳齡分析

【 生 產 模 組 】
61A. 商品配方維護
61F. 材料用途分析
63C. 材料領用維護
83G. 每日生產維護
83I. 入庫成本分析
85T. 商品庫齡分析

【 管 理 報 表 】
10L. 材料 ABC 分析
85G. 成本市價分析

【 系 統 模 組 】
99A. 用戶密碼維護
99B. 用戶帳戶維護
99C. 用戶權限維護

本書雖定名為「餐飲資訊管理系統」，但 ERP 的應用是不分行業別 
的。目前已獲會計系、國貿系、企管系、流通系與財金系等商管類科採用。

每個模組亦能獨立操作當作 ERP 實習教材。



C H A P T E R

財務分析流程

7-1 流程說明

7-2 操作練習

 7-2-1 年度費用分析 

 7-2-2 年度損益分析 

 7-2-3 同期費用分析 

 7-2-4 同期損益分析

 7-2-5 資產負債關帳 

7-3 隨堂練習

07



7-2

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7-1 流程說明

本系統包含三大財務報表，費用、損益、資產負債表，還可以進一步

分析淡旺季，我們特別規畫本期、上期、去年同期等三期的費用與損益比

較，針對餐飲業常會推出促銷專案來刺激消費，也規畫出專案別損益分析，

此報表不僅能分析該專案的損益表，亦能追蹤該專案所衍生的應收付帳款

之入帳狀況。

表 7-1  財務分析

功能選項 功能應用

可對全年的費用科目做交叉分析，橫軸是 01月到 12月。

可對全年的費用科目做交叉分析，橫軸是本月，上月，去年本月的比較分

析。

可對全年的收入、成本、費用科目做交叉分析，橫軸是 01月到 12月。

可對全年的收入、成本、費用科目做交叉分析，上月，去年本月的比較分

析。

可依傳票之中的專案代碼彙總成資產負債表、損益、應收、應付的科目餘

額。

可列印資產負債表，統計的最大月份即視為關帳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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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傳票型版維護 25A.每日傳票維護 

92A.會計科目維護 

25M.傳票彙總分析12O.待沖傳票分析

91F.銀行帳戶維護

財務分析流程圖
16A.年度費用分析

16C.同期費用分析

17A.年度損益分析

17C.同期損益分析

17V.專案損益分析 

18A.資產負債關帳

7-2 操作練習

7-2-1  年度費用分析 

案例 1  

為了瞭解 2014年「PAPA  PUFFS泡芙專賣店」的年度費用支出狀況，
因此利用系統功能「16A. 年度費用分析」查詢 2014 年各項費用的支出狀
況，以便針較高的費用支出擬定將低費用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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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功能位置：【財務模組】→【16A.年度費用分析】

 � 功能說明：選擇【16A.年度費用分析】，查詢全年的費用科目的金額，
雙擊任一個「會計科目」，連結到【25M.傳票彙總分析】、【25A.每
日傳票維護】，能追蹤到相關交易明細。

 � 操作練習： 查詢 2014年 1月所有費用科目的總計金額。

Step01  在【財務模組】中的【16A.年度費用分析】，點擊「查詢」。

圖 7-2-1  16A. 年度費用分析 - 查詢

Step02  在「起始年份」填入「2014」。

圖 7-2-2  16A. 年度費用分析 - 查詢條件

Step03  進入【16A.年度費用分析】畫面，按下「統計」。

圖 7-2-3  16A. 年度費用分析 - 查詢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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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雙擊「一月」。

圖 7-2-4  16A. 年度費用分析 - 查詢條件

Step05  在【16A. 年度費用分析】的【檔身】，系統會自動排序，將「一
月」所有費用科目的金額從小排到大。

圖 7-2-5  16A. 年度費用分析 - 自動排序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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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6  在【檔身】最下方顯示 2014 年 1 月的費用科目金額加總，總計金
額為「170,526」。

圖 7-2-6  16A. 年度費用分析 -2014 年 1 月費用總計

7-2-2  年度損益分析 

案例 2  

Chris想特別了解 2014年 4月份的各項銷貨收入明細，透過系統功能
【17A.年度損益分析】了解「PAPA  PUFFS泡芙專賣店」2014年度的損益
狀況，從中針對 4月的銷貨收入個別深入了解。

 � 功能位置：【財務模組】→【17A.年度損益分析】

 � 功能說明：選擇【17A.年度損益分析】查詢全年的收入、成本、費用科
目，雙擊任一個「會計科目」，連結到【25M.傳票彙總分析】、【25A.
每日傳票維護】，能追蹤到相關交易明細。

 � 操作練習： 查詢 2014年 4月收入科目的總計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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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  在【財務模組】中的【17A.年度損益分析】，點擊「查詢」。

圖 7-2-7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查詢

Step02  在「起始年份」填入「2014」。

圖 7-2-8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查詢條件

Step03  進入【17A.年度損益分析】畫面，按下「統計」。

圖 7-2-9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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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4  雙擊 2014年 4月收入總額「195,450」。

圖 7-2-10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統計

Step05  連結到【25M.傳票彙總分析】，顯示 2014年 4月，收入的交易明
細。

圖 7-2-11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統計

Step06  雙擊「傳票編號」→「 20140410003」。

圖 7-2-12  17A. 年度損益分析 - 傳票編號



C H A P T E R

管理報表流程

8-1 流程說明

8-2 操作練習

 8-2-1 進貨差價分析

 8-2-2 廠商 RFM分析

 8-2-3 客戶 RFM分析

 8-2-4 商品 ABC分析

8-3 隨堂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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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飲資訊管理系統

8-1 流程說明

本系統「管理報表」的功能，協助餐飲業者運用「進價差異分析」掌

握材料漲跌狀況，並有效控管成本。而 ABC分析則是在眾多商品與材料之
中，如何抓住重點管理的利器。另 RFM分析可以得知客戶的重要等級和對
廠商的依賴程度。而庫齡與成本與市價分析都是在評價公司庫存的價值。

表 8-1  管理報表

功能選項 功能應用

以指定月份比較同一商品或材料，最近二次的價格差異。

分析廠商採購的三大行為，最近一次採購 (Recency)，採購頻率
(Frequency)，採購金額 (Monetary)等。

分析客戶購買的三大行為，最近一次消費 (Recency)，消費頻率
(Frequency)，消費金額 (Monetary)等。

分析商品的重要性等級。

      Tips
【10L. 材料 ABC 分析】與【85G. 成本市價分析】並不在本書討論範

圍，讀者仍可自行研習。

8-2 操作練習

8-2-1  進貨差價分析

案例 1  

為了提高「PAPA  PUFFS泡芙專賣店」的銷售利潤，使用【10B.進價
差異分析】瞭解商品的進貨成本、採購價格的漲幅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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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功能位置：【管理報表】→【10B.進價差異分析】
 � 功能說明：選擇【10B.進價差異分析】，比較前一次進貨價格、價格漲
幅。

 � 操作練習： 查詢 2017年 2的最後一次進貨單價、漲幅。

Step01  在【管理報表】中的【10B.進價差異分析】，新增一筆資料。

圖 8-2-1  10B. 進價差異分析 - 新增

Step02  在「截止年月」填入「2017/02」，先「存檔」，再按「統計」。

圖 8-2-2  10B. 進價差異分析 - 檔頭設定

Step03   在「截止年月」設定為「2017/02」，代表 2017年 2月底為止，比
較本次、前次進貨的數量、單價、金額。預設 2017 年 2 月有兩筆
進貨資料：分別在 2017/02/01、2017/02/03。所以「本次」的進貨
數據來自於 2017/02/03，「前次」的進貨數據來自於 2017/02/01。

圖 8-2-3  10B. 進價差異分析 - 本次進貨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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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4  10B. 進價差異分析 - 前次進貨數據

Step04   漲幅 = ( 本次單價 – 前次單價 ) / 前次單價。

圖 8-2-5  10B. 進價差異分析 - 漲幅

8-2-2  廠商 RFM分析

案例 2  

評估「PAPA  PUFFS 泡芙專賣店」對廠商的依賴性，因此使用廠商
RFM分析，觀察最近一次的購買時間、交易的次數及金額。

 � 功能位置：【管理報表】→【10F.廠商 RFM分析】

 � 功能說明：觀察最近向廠商採購的時間、交易的次數及金額。

 � 操作練習：統計 2017年 1月至 2月期間內，與廠商最近一次的交易時間、
次數、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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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01  在【管理報表】中的【10F.廠商 RFM分析】，新增一筆資料。

 

圖 8-2-6  10F. 廠商 RFM 分析 - 新增

Step02  在「年度」填入「2017」；在「起始月份」填入「01」。

在「終止月份」填入「02」，先「存檔，再按「統計」。

圖 8-2-7  10F. 廠商 RFM 分析 - 檔頭設定

Step03  「統計」完，【檔身】顯示「PAPA  PUFFS 泡芙專賣店」與廠商
「日式甜點」採購的時間點、交易的次數及金額。

「期間首次交易」：「2017.02.01」
「期間最近交易」：「2017.02.03」
「期間交易次數」：「2」
「期間平均金額」：「5,500」
「期間累計金額」：「11,000」
以上資訊會回寫到【95A.廠商資料維護】檔頭 單筆頁籤的小白框上。

圖 8-2-8  10F. 廠商 RFM 分析 - 檔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