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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說明 

【壹】開啟系統 
安裝車寶寶系統完畢後於桌面會產生一個新捷徑， 直接點選該捷徑即可

進入車寶寶作業系統登入畫面(如圖一)。 

請輸入使用者名稱及密碼，點選確定按鍵即可。 

預設使用者名稱為”1”、密碼為”1” 

 

    

     
 

若出現左方警告訊息即表示安心鎖未插入電

腦 USB 槽中，系統將會視為試用版，請將安

心鎖插入電腦即可恢復正式版本使用。 

 

 

若插入安心鎖後仍出現試用版警告，請記錄 CODE=NN 的數值與本公司聯絡處理。 

    

    

    

圖一 車寶寶登入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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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成功後系統會先自動整理並檢查資料庫是否完整，之後便進入主選單 

(如圖一.a)，即可點選想要使用的功能開始操作系統。 

    
 

 

車寶寶的所有功能選項請參照【【【【貳貳貳貳】】】】功能表說明功能表說明功能表說明功能表說明 

 

圖一.a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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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功能表說明 

 
快保版 5為庫存管理、6為基本資料、7為系統設定，無保險管理。 

實用版 5為基本資料、6為系統設定，無保險管理及庫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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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作業流程圖解 

 

下列步驟為車寶寶主作業流程，熟悉此流程操作即可初步完成車輛維修的管理，下一章為詳細的操作說明。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開單開單開單開單�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 � 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    工資零件輸入工資零件輸入工資零件輸入工資零件輸入 � 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    委修單列印委修單列印委修單列印委修單列印    � 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    完工出完工出完工出完工出� 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    結帳結帳結帳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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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每日作業流程說明 
【1111----A A A A 廠內車輛即時監控廠內車輛即時監控廠內車輛即時監控廠內車輛即時監控】(圖二) 

 

 

本視窗為整合性的資訊中心，從此畫面可以連結到您每日作業的需求包含： 

【接待】、【出廠】、【結帳】、【進貨】、【零件查詢】、【工資查詢】及【出廠簡訊通知】

等等。 

視窗中顯示之工作單代表廠內所有維修中的車輛，並有統計數字顯示於下方，類別

欄位代表該車之工作類別，保險理賠件會顯示為藍色。 

點選【工作單】可以查看目前車輛維修使用到的零件；如需查看該工單的車輛資料

只需點擊一次該筆工單後再點選【車輛資料】按鍵即可；【區位】代表該車目前所

在的工作區；如已維修完工，可使用【簡訊通知】通知該車輛的主人前來領取；亦

可做【出險補件】之動作（快保版及實用版無保險理賠功能） 

按下

跳到【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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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開啟 1.每日作業 A.廠內車輛即時監控 → 點＜ ＞會出現查詢車輛視窗(如

圖三) → 於{新增車號}或{查詢車號}欄位輸入車牌號碼(XX-XXXX 或 XX-XXX 之

格式)→點選＜ ＞(或直接按 enter 鍵)查詢有無車籍資料。 

其他欄位屬於多重條件查詢方式，可依使用者設定之條件快速查詢。 

 

 

 

如果未曾輸入過該筆車籍資料，會顯示(如

圖四)詢問視窗：     

請點選< >略過

連線功能，改以手動方式自行輸入。如該車

輛資料已經建檔過，系統會直接開啟該筆車

輛資料畫面(如圖五)。 

 

 

 

※要連線到公路監理加值服務，必須先申請中華電信Hinet 上網帳號或購買點數卡並 
  將帳號密碼設定於系統參數設定內。目前監理單位在保護個人隱私權的前提下僅提 
  供少量資訊，請自行評估是否使用此功能。 
 

下頁將詳細說明「車輛基本資料檔」視窗的內容。若已有車輛資料想直接進入每日

作業流程請直接跳到 P.P.P.P.14141414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開單開單開單開單         

圖三：車輛基本資料查詢 

圖四：新增車輛視窗 

輸入車牌號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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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輛基本資料檔車輛基本資料檔車輛基本資料檔車輛基本資料檔    

車輛基本資料檔視窗內可詳細紀錄車籍資料及車主相關資料等，以供未來作業需求時

使用，資料記錄愈詳細愈有利於管理及分析。 

於車籍資料視窗內(如圖五)，主要區分有車主資料、行照資料、入廠紀錄、保單紀錄

及下方的功能按鍵區。 

 

- 

 

於新增狀態時灰色及藍色欄位是由電腦計算或從資料庫取得的資料不可輸入，白色欄

位則是自行輸入的資料欄位，舉凡欄位旁有出現三個紅點 按鈕即代表該欄位資料

可於資料庫中取得，並可立即新增修改資料。如本系統內所有需要輸入地址之資料均

可以點選地址資料庫選擇，免除中文輸入之麻煩。 

 

� 車主資料區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車牌號碼】 
不可修改，如有換牌或輸入錯誤可於功能按鍵區點選 ，

若為監理站換牌舊車牌會紀錄於旁邊之欄位並且可依舊車牌搜

尋。 

【帳款歸屬】 

公司或個人擁有多輛車，若有設定帳款歸屬對象，可將多輛車

進廠維修帳款合併計算並可批次結帳，免除一一對帳，節省時

間，並可於功能按鍵區點選公司車查詢同屬一個帳款對象之所

有車輛。 

【簡訊電話】 輸入客戶接收簡訊之行動電話門號。 

【貴賓卡號】 
適用於於欄位處按 ENTER鍵，會出現一個隱藏視窗為客戶等級設定，

可設定客戶等級固定折扣功能。 

 

車
主

資
料

區
 

入
廠

紀
錄

區
 

保
單

紀
錄

區
 

圖五：車輛基本資料視窗 

功
能

按
鍵

區
 

行
照

資
料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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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照資料區 

【車系車型】輸入方式(如圖六)： 

 

 

點選車系車型空白欄位右方之三個紅點 按鈕出現以下視窗（圖七） 

 

 

依汽車廠牌之英文全名，例如豐田汽車英文名為 TOYOTA，直接輸入前兩個英

文字 TO 即可快速查詢到該車系；若為共用車系請在英文字母前特別加上兩個

**符號才可查詢；然後往下找尋您適當的車種，找到後點< >即可。 

若找不到該客戶的車款，可利用< >按鈕，來增加新的車款。(請參考附件

一車系代號對照表)  

 

【原發照日】輸入時請確認該車之出廠年份是否與原發照日相差過多，如相差

過多請確認是否換牌，請輸入原始發照日以利系統自動計算該車之驗車日期

（驗車日之計算依監理站之規定，請參見附件三）。 

 

� 入廠紀錄區 

【入廠紀錄】及【輪胎檢查】只需設定保養及輪胎更換

之週期即可，電腦會依入廠紀錄計算下次需入廠的時

間。日後可於『售後服務』選單使用保養到期通知或輪

胎檢查通知功能以信件、簡訊通知客戶。 

每次的入廠里程會影響下次入廠時間及里程，若數值輸

入錯誤或遺漏將會造成計算結果失誤。可點選視窗下方

功能按鍵區< >作修改，此部分之修改並不會修改

維修工作單的進廠里程。 

圖六：車型車系輸入方式 

圖七：車型廠牌選擇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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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廠紀錄公（英）里設定欄位之下方如有出現紅色數字代表該車或帳款歸屬對

象有應收（前期）帳款未收，作為提醒。 

 

 

� 保單紀錄區 

此區域會顯示車輛的保險資料，資料需於功能按鍵區點選【保單】設定該車之

保險資料。 

於保單資料管理視窗（圖八）內除了新增修改保單資料外，另可以列印各家保

險公司強制險之保單。(此功能亦可於『每日作業』選單點選進入) 

保險資料區分強制險和一般險，一般險之要保明細（已內建資料庫）可另外紀

錄於一般顯示窗內，其帳款可與一般工作單區分另外結帳。 

 

 

 
 

    

    

    

圖八：保單資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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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按鍵區 

 

以下一一說明各按鈕功能 

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    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查詢/新增 請參閱     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步驟一    接待接待接待接待     PPPP.6.6.6.6 

 
修改 點選後可修改車輛基本資料 

 
刪除 請參閱 P.P.P.P.12121212詳細說明 

 
存檔 新增修改車輛資料後按下 資料才確定存入。 

 
還原 放棄輸入的資料不存入請按  

 
上一筆 顯示上一筆車輛資料(車牌號碼較小) 

 
下一筆 顯示下一筆車輛資料(車牌號碼較大) 

 
最近記錄 

查詢最進入廠日期及里程並可修改 

請參閱 P.8 P.8 P.8 P.8 入廠記錄區入廠記錄區入廠記錄區入廠記錄區之說明。 

 
車歷 

查詢車輛維修記錄 

請參閱 P.P.P.P.12121212詳細說明 

 
車輛換牌 

可執行監理站換牌或車號輸入錯誤更正 

若為監理站換牌舊車牌會紀錄於車號旁邊之欄位並且可依

舊車牌搜尋車籍資料和車歷。 

 

 
開單 請參閱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開開開開單單單單      P.P.P.P.14141414    

 
工作單 請參閱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         P.P.P.P.14141414 

 
出廠    

該車如有廠內工單可於此處辦理出廠作業。 

請參閱     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    完工出廠完工出廠完工出廠完工出廠         P.P.P.P.20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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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    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結帳    

可結清該車之未結帳款。 

 

 
帳款    

查詢該車之未結帳款。 

 

 
公司車 

查詢該車帳款歸屬公司所屬車輛，點選車輛可帶出該車號的

基本資料。 

 

 
預約 請參閱 P.P.P.P.13131313詳細說明 

 
保單 請參閱 P.9 P.9 P.9 P.9 保單保單保單保單記錄區記錄區記錄區記錄區之說明。 

 
印標籤    

列印郵寄地址標籤，可依不同條件選擇列印範圍，亦可選擇

標籤尺寸。 

 

 
監理資料    

可連線監理網站查看該車相關之資料，查詢必須付費給中華

電信每筆 2 元。 

如前所述連線到公路監理加值服務，必須先申請中華電信

Hinet上網帳號或購買點數卡並將帳號密碼設定於系統參數

設定內。目前監理單位在保護個人隱私權個人隱私權個人隱私權個人隱私權的前提下僅提供少

量資訊，請自行評估是否使用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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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刪除刪除刪除】】】】可刪除該車的基本資料，維修記錄則保留。 

按下刪除按鍵會出現 

 
選擇【是】則提示您輸入密碼，系統預設密碼為空白，請直接按 即可。

若您需要設定密碼請到﹛﹛﹛﹛系統參數設系統參數設系統參數設系統參數設

定定定定﹜﹜﹜﹜功能設定。 

請注意此處僅刪除車輛基本資料，工單

資料仍保留，車輛資料刪除後您將無法

從此處查詢車歷。若有誤刪車輛之情

況，請將原車號再新增即可。 

 

【【【【車歷車歷車歷車歷】】】】可查詢該車的維修紀錄    

點選< >後，輸入欲查詢的日期區間按下

[確定]即會顯示該車期間內的維修記錄，若未輸

入日期則會顯示該車全部的維修記錄；若想查詢

公司車全部車歷的請勾選公司車車歷。 

車歷視窗內分成上下二個視窗，上方視窗會顯示

工單號碼，下方視窗則顯示該筆工單的工作單明

細(如圖九)。 

如欲詳看該筆工作單可於視窗上方該筆工作單連續點擊滑鼠右鍵二次即可開

啟工作單。 

 

 

 

 

圖九：車歷查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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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預約預約預約】】】】車輛預約保養維修功能 

點選< >會出現預約功能視窗（如圖十）， 

系統會自動帶入該車資料，再輸入完預約時間後如需設定接待人員，直接下拉

選擇後點選存檔按鍵，如欲紀錄預約工作項目可於預約保養維修項目視窗新增

項目，車系代號欄位選擇（**）代表共用車系，然後選擇工資代號後存檔即可。 

 

 

 

 

 

以上為車輛基本資料檔的重點說明。 

車輛基本資料檔為本系統的重要基本作業之一，資料輸入越詳盡就能有更完整的分析 

接下來開始進入開單作業。 

    

    

    

    

    

    

    

    

    

    

    

    

    

圖十：車輛預約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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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步驟二    開單開單開單開單         

請於「車輛基本資料檔」視窗功能按鍵區點選<  > 

 
 

1.選擇工作類別《普通、保險、定期》

（工作類別定義可於基本資料內另

外新增） 

2.若為保險類工單，請選擇保險公司 

3.輸入進廠里程，點選＜ ＞按

鍵。當出現  時，請

依照需求選擇(若不想每次選擇可於

{{{{系統參數設定系統參數設定系統參數設定系統參數設定}}}}修改設定)。 

開完單後點< >該筆進廠工作

單會顯示在廠內車輛即時監控上。或

按下< >即可進入「維修工作

單」進行工資及零件明細增修作業。 

 

 

    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步驟三    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維修工作單         

 圖十二 維修工作單 

圖十一：車輛基本資料檔-開立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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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廠內車輛即時監控畫面上選其中一筆車輛，連續《點２下》即進入該車輛維修工

作單（如圖十二），或點一下該筆工作單會變成綠色然後再點  也可進入該

筆工單畫面，又或是由該筆車輛基本資料內點選【工作單】按鍵也可進入維修工作

單內容。 

進入後工作單上方紀錄所有相關資料一目了然，如需更改工作類別可點選  
按鍵修改即可，車輛未出廠請勿輸入出廠日期。 

工資項目及零件項目分處不同視窗可選擇＜ ＞索引標籤切換視窗 

 

車輛維修工作單功能按鈕簡介： 

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按鈕符號    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按鈕名稱    執執執執            行行行行            功功功功            能能能能    

 
接待 進入該車的車輛基本資料視窗。 

 
增修    

即新增修改該工作單內容 

詳細請看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    工資工資工資工資、、、、零件輸入零件輸入零件輸入零件輸入。 

 
完工出廠    設定車輛出廠結案。 

 
結帳    即收款資料輸入。 

 
委修單    列印委修三聯單（結帳單），點選右鍵可列印領料單。 

 
折扣    整張工單折扣。 

 
進貨    進貨功能。 

 
車主交修    輸入車主特定維修項目。 

 
技師建議 

建議下次進廠時需處理之工作項目 

（會於下次進場開單時提醒）。 

 
車歷 同車號之車歷查詢。 

 
派工單 列印交修單給技師。 

 
作廢 

點左鍵為作廢，工單會顯示本單已作廢但是還可以還

原；點右鍵為刪除無法還原，刪除密碼預設為空白。 

 
區位 同車輛即時監控視窗中之區位功能。 

 
排序 排列工資或零件項目的順序。 

 
退貨 進貨退回功能。 

 
業績 設定本單之員工績效。 

 
保險 保險理賠案件（快保版無此功能）。 

 
財損 保險理賠案件的拆帳作業（快保版無此功能）。 

 
估價單 

一般估價單之列印 

（保險理賠估價單需於委修單中列印）。 

 
出貨單 一般買賣零件銷貨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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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步驟四    工資工資工資工資、、、、零件輸入零件輸入零件輸入零件輸入         

點 ＜ ＞可進入新增或修改工作單內容之狀態（圖十三）。 

 

 

在零件代號或工資代號欄位處點擊滑鼠左鍵一下即可新增資料，於欄位內直接輸

入零件（工資）代號即可顯示零件（工資）名稱，(點到有資料處為修改狀態)，

定價及售價欄位都是單價，總價系統會計算於工作單畫面的左上方（見圖十二）。 

於工作單內容視窗中間的按鍵會依欄位不同而出現不同功能之按鍵，如於零件代

號欄位會出現【視窗查詢】、於零件名稱欄位會出現【拆修工資】、於員工欄位會

出現【同上】、於售價欄位會出現【歷史售價】即查詢此車輛以前之售價紀錄及【折

數計算】既單筆折扣。 

欲單一筆資料刪除，點到該筆資料處後，按＜ ＞。 

 

點選< >出現零件選擇視窗(圖十四)，工資則出現工資選擇視窗。 

 

 

 

圖十三 

圖十四：零件選擇視窗 ※ 輸入查詢關鍵字若有錯誤請按[ESC]或↑↓鍵即可重新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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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輸入零件（工資）名稱注音編碼的第一個音(例如傳動軸為ㄔㄉㄓ既鍵盤上的

T25；火星塞為ㄏㄒㄙ既鍵盤上 CVN的位置)，找到您要的零件（工資）時按 ENTER

可勾選該零件(工資)或以滑鼠點擊勾選欄位，可連續查詢一次選擇多筆零件，選

完後按 即可將已選擇之零件（工資）帶入工作單項目內，如果於視窗內

找不到您要的零件可直接於此視窗找到類似的名稱後直接點選【新增】(圖十五)

然後輸入不同的代號，再修改名稱、定價等等就可以加入一筆新的零件，下次輸

入同樣零件只要輸入編號就可以直接帶入工單。 

 

 

一切就緒再將員工、定價、數量、售價輸入完畢後點選【存檔】就完成了工作單

輸入之作業。 

 

於工作單每筆零件或工資設定施作員工就會將該筆業績計算於該名員工的績效

內，也會計算於該員工所屬的部門，由於一張工作單未必僅一人施工，故而將每

筆資料之施作員工單獨設定，以利分析作業。 

 

如果該筆零件要要輸入拆修工資的話，請點到 零件名稱欄位 後點《 》

（圖十六）可直接輸入《工資金額》，點【確定】後就會於工資項目內自動新增一

筆工資，所有因更換零件所產生的工資均可以此做法作業，如果是純粹只有工資

的項目才需於工資畫面中輸入。 

     
 

圖十五：增修零件編號視窗 

圖十六：拆修工資輸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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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進現銷現進現銷現進現銷現進現銷         

由於一般民間服務廠沒有特定服務之廠牌車輛，因而未必會有車輛零件的庫存，

如果零件是《現進現銷》則可直接點 ＜ ＞進入進貨作業視窗（圖十七） 

 

  

 

輸入入帳日期、廠商編號、稅別等等後，點選畫面下方的  按鍵，選擇進貨

的零件（與工作單的零件選擇視窗操作模式一樣），

然後輸入數量單價、金額後（此處總金額電腦會自動

計算數量×單價）；如果本次進貨是直接入庫存，就於

這個階段點選【存檔】，電腦會自動將數量加入現有

庫存內；如果是要直接用於廠內車輛，就移至工作單

號 欄位再按上面【 】選擇要用的車輛工作

單後按【確定】會將工作單號及車主資料帶入進貨單

內容內，此時再點選【 】會出現詢問《售價》

視窗（圖十八），填入定價、數量及售價，也可於此

設定施作員工後就可以直接代入工作單之項目內。此

時再回到該筆工作單內容內您會看到該筆進貨資料

會顯示於工作單項目內並紀錄有進貨廠商以便將來

查詢使用。 

直接由庫存選入工單之零件也可紀錄進貨廠商，您只

需於該筆零件後方之供應廠商輸入廠商代號即可。 

進貨除了進零件外也可以進工資項目，例如委外加

工，做法與零件進貨相同。 

圖十七：新增進貨作業視窗 

圖十八：工單資料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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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單輸入時會遇到一些特殊情況，如在維修過程中損毀的零件需由車廠自行

負擔責任時，在工作單增修時於廠商名稱欄位後方有一個空白註記欄位可輸入一

些代號(如圖十九) 

『 - 』代表扣庫存不算帳款 

『 + 』代表算帳款不扣庫存 

『 B 』代表自損 

『 * 』代表託外加工 

『 # 』代表外賣零件 

『 W 』代表待料零件。 

 

 

 

 

 

 

 

    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步驟五    委修單委修單委修單委修單（（（（結帳單結帳單結帳單結帳單））））列印列印列印列印         

於工作單畫面下方按鍵區點選【委修單】即可列

印三聯式委修單（建議使用點陣式印表機）給客

人作為收款依據，委修單格式請參考：【【【【拾參拾參拾參拾參】】】】表表表表

單格式單格式單格式單格式。。。。    
當點入委修單功能時會出現一勾選視窗（圖二

十，中一刀格式委修單才有此視窗）可依需要列

印勾選的資料至委修單內容內，勾選完畢按【確

定】會出現委修單預覽畫面，在預覽畫面上方有

一工具列（圖二十一） 

 

預覽上下頁 、列印 、離開預覽 離開委修單預覽畫面。 
 

 

※車寶寶的報表皆以Windows 作業系統的預設印表機為輸出裝置，如果已調
整好的套印表格位置錯誤，請先檢查預設印表機是否設定錯誤。 

圖二十：委修單列印選項設定 圖二十一：預覽列印工具

圖十九：註記欄位 滑鼠移到此欄位會出現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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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二 

    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步驟六    完工出廠完工出廠完工出廠完工出廠         

點選 （圖二十二） 

點到完工日期空白欄位系統會直接填入完

工日期，確定要出廠請點到出廠日期空白欄

位，系統會直接填入出廠日期。若要設定發

票稅額請於此處先行輸入發票開法後再列

印委修單，如此委修單金額就會出現稅額。 

若之前開單的資料輸入錯誤皆可於此作修

改，例如工作類別、進廠里程、帳款對象等。  

＜ ＞ 即可出廠。 
 

出廠即代表客戶前來領車同時帳款成立，營

業額及帳務相關作業皆以此日期為計算基

準。 

 

    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步驟七    結帳結帳結帳結帳         

點＜ ＞再點選＜ ＞→ 選擇收款類別《現金、票據、折讓……》→ 輸

入收到之金額 →點 ＜ ＞即可 

 

 

如收到款項為票據需輸入票號、入付銀行（即將存入該票據的銀行）、票據到期日，

此票據會自動進入票據管理資料，如收到款項是信用卡需輸入卡號、入付銀行（此

處之銀行為付款銀行即提供刷卡機之銀行）。 

 

恭喜您已經學會操作每日所需之作業流程！說明至此您已經可以開始使
用車寶寶專業汽車保養廠管理系統管理您每日的作業流程。 

圖二十二：車輛維修工單-出廠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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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基本資料設定(主選單７，快保版主選單６，實用版主選單 5) 

 A 往來廠商/帳款歸屬資料檔   

往來廠商包含進貨廠商及帳款歸屬對象都紀錄於此，建議使用者以代號作區分以

便爾後方便查詢，以系統模式可使用名稱注音代碼的第一碼作為代號，例如諭聖

資訊代號為 MGYV，即鍵盤上注音ㄩㄕㄗㄒ的位置。以後如需查詢，只要知道名稱

就可以快速查詢。本資料庫可隨時於作業流程中其他功能需要用到時新增，不必

事先新增。 

 

 

    B 車輛基本資料檔   

請參考每日作業流程中之說明(P.7~P.13) 

圖二十三：往來廠商/帳款歸屬資料建檔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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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零件基本資料檔   

本系統內建零件基本資料超過一萬筆，您可於作業流程中依零件名稱中文注音碼

的第一碼查詢零件（例如傳動軸代號為 T25既鍵盤上注音符號ㄔㄉㄓ的位置），在

作業流程中如查不到您要的零件名稱也可以隨時新增，如前所述 P.16~P.17。 

另外在此作業中還可以查詢某零件的歷史進出貨紀錄。 

 

 

 

 

 

按鈕名稱 功能 

 
可查詢此零件歷史售價與使用的工作單號 

 

可查詢此零件的進貨日期、進貨單號、進貨廠商名稱、單價、

數量等 

 
可查詢正在等待此零件的工作單號、客戶名稱、數量等 

圖二十四：零件基本資料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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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車系工資訂價檔    

系統已內建常用的工資名稱，此視窗提供使用者增修查詢工資基本資料及工資歷

史記錄查詢之功能。如同零件資料，工資編號亦可於作業流程中依工資名稱中文

注音碼的第一碼查詢並隨時新增。 

 

 

    E 保養項目設定檔   

此功能是讓您將固定工作項目之零件及工資設定成組合代號可以一次套用，在維

修工作單輸入時，免除重複動作浪費時間（例如保養項目）。 

欲設定此項工作必須先在【車系工資定價檔】新增一個工資名稱，即設定之內容

是依據工資代號所設定，然後在此加入明細的工資及零件項目。例如：工資項目

五千公里保養代表需更換機油、機油芯子，你必須於車系工資訂價檔內有五千公

里保養之工資代號才可以設定五千公里保養的固定更換項目。 

欲新增一個新的工作設定點選【新增】，先設定車系代號（**代表共用），選擇工

資代號（如果找不到您要的工資代號需先於車系工資訂價檔內新增），設定好工資

名稱後於零件視窗點選【零件代號】選取您要設定的零件，於工資視窗內點選【工

資代號】選取您要設定的工資項目，完畢後點選【存檔】就完成保養項目的設定。

您可於維修工作單內容的工資視窗內點選【F5保養項目設定】帶入您所設定的資

料，此功能對於輸入工作單內容有相當的便利性，建議使用。 

圖二十五：車系工資定價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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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部門基本檔   

系統已內建基本部門資料，您也可以自行增修部門。 

 

 

圖二十六：保養項目設定檔 

圖二十七：部門基本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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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員工基本檔   

使用系統前應自行設定的基本資料之一。 

設定員工基本資料需先參考部門基本資料，員工代碼共四位，前二位代表部門別

（參考圖二十七），後二位為編號（例如 E001 代表引擎部第一位員工，B001 代表

鈑金部第一位員工，以此類推），本員工資料輸入完畢時還可以訂定該名員工所保

管的工具，請點選【保管工具】，後輸入工具項目即可。 

 

 

 H 類別部門目標設定檔   

設定每個部門於每種工作類別需達成之目標績效。此處設定目標後同時於維修工

作單中有輸入員工編號，則於﹛1-M 營業目標分析日報表﹜中可統計達成率。 

 

圖二十八：員工基本檔視窗 

圖二十九：類別部門目標設定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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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保險公司基本檔   

已內建全省所有產物保險公司的名稱資料，可依照實際需要增修刪保險公司。 

 

 

 J 車系名稱對照表   

已內建目前所有進口或國產車輛廠牌資料（請參考附件一），可依照實際需要增修

刪車系代號。車系與零件庫存有關，若不需詳細區分車系零件，請使用共用即可。 

 

圖三十：保險公司基本檔視窗 

圖三十一：車系名稱對照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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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車型代號對照表   

已內建共用車系共用車系共用車系共用車系之進口或國產車輛各廠牌車型資料，可依照實際需要增修刪車型

代號。 

 

 

 L 工作單類別定義檔   

定義各種工作類別之名稱（圖三十三），用以定義工作單之類別，方便未來區分各

種工作分析資料的用途，內建之工作單類別因與程式作業具有關聯性，不得修改。 

若有其他類別需求請自行新增即可。 

 圖三十三：工作單類別定義檔視窗 

圖三十二：車型代號對照表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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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資料列印   

各種基本資料列印都可選擇您所想要列印的資料內容以及列印範圍，例如下圖(範

例):往來廠商/帳款歸屬一覽表 

 

可列印的資料有： 

MMMM往來廠商/帳款歸屬一覽表 

NNNN車輛資料一覽表 

OOOO零件資料一覽表 

PPPP工資名稱對照表 

QQQQ保養項目明細表 

RRRR員工基本資料一覽表 

SSSS車系名稱對照表 

TTTT零件價格對照表 

UUUU工資價格對照表 

    

�點選要列印的項目按此鍵放入已選取項目欄 
�選擇字體大小及列印範圍後按下預覽或列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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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財務管理(主選單２) 

 2-A 收入支出管理   

此項功能用於費用支出的紀錄管理，諸如租金、水電、文具等等費用，並於損益表內

計算營業費用之依據。 

系統已內建標準的收入支出科目可供選擇使用，如欲新增項目直接於新增狀態點

選【增修科目】按鍵即可新增科目，於此畫面亦可列印報表，有【日報表】、【彚

總表】及【明細表】，每一種報表只需輸入查詢期間及科目範圍即可列印您所設定

的資料。 

 
    

 2-B 員工薪資管理   

開始使用薪資管理前您必須先新增員工基本資料（請參考基本資料設定之員工基本

檔）。進入員工薪資管理（圖三十五），先點選【新增】會出現選取員工及設定薪資

月份的視窗，設定好後點【確定】即可進入設定該名員工於當月份的薪資資料，於

應支金額及應扣金額項目欄位內按 F2鍵會出現應支及應扣項目視窗供選擇。 

 

圖三十四：收入支出管理 

圖三十五：員工薪資管理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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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C 損益表   

只要您每天依照正確的作業流程作業，您可以查詢每個月的稅前損益。 

 

 2-D 銀行帳號管理   

提供您輸入您往來的銀行名稱及帳號，包含一般銀行的甲存、乙存帳號外，還有

建立刷卡機提供銀行的帳號，以便管理您的票據及刷卡明細。 

    

 2-E 支票作業系統   

此處是要讓您輸入非營業性質所開立或收取的票據，以便讓您藉由本系統一起管

理這些非營業性質的票據（如會錢，借貸等等）。 

 

    

 2-F 銀行進出明細   

查詢某一帳戶的到期／兌現明細及統計 

    

 2-G 到期未入帳明細   

查詢某一銀行帳號尚未入帳的票據明細 

    

圖三十六：支票作業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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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H 到期支票明細   

查詢某一銀行帳號最近一個有票到期的日期及票據明細 

    

 2-I 過期支票刪除   

刪除已過期的票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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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售後服務(主選單３) 

 3-A 出廠車輛追蹤   

追蹤服務設定期間內出廠的車輛，點選【接待】可進入該筆車輛的基本資料，如

點選【工單明細】可查詢該筆工單的明細，如為保險出險案件可做【保險補件】

的工作，可列印報表，可列印郵寄標籤。 

 

    

 3-B 服務追蹤表   

可查詢超過設定期間內從未進廠的車輛，可列印清單電話追蹤或是列印通知函及

地址標籤郵寄通知追蹤。 

 

 3-C 車輛保養狀況分析表   

可依條件查詢所有車輛進廠保養次數、金額及其他工作類別次數、金額分析，並

可查詢所有車輛累積消費額。 

    

 3-D 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   

可查詢設定期間內需要驗車的車輛通知車主驗車。 

查詢條件有驗車日期、車號範圍、車系、通知代碼（選擇空白即除了於車籍資料

通知欄位內有設定為”N”之外的車輛都會通知）、客戶等級、車輛型式、帳款歸

屬範圍、郵遞區號等等。(圖三十八) 

圖三十七：出廠車輛追蹤管制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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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方式有郵寄通知函、發送電子郵件以及簡訊傳送：郵寄通知函可列印通知函

及地址標籤，直接選擇 e-mail會將通知函的內容透過 outlook express傳送至客

戶的電子郵件信箱；簡訊通知可將簡訊內容直接透過網際網路傳送至客戶的手機

上，既方便又迅速更經濟，是目前對客戶通知最佳管道。 

通知函內容以及簡訊內容都設有可用變數，當您在設定內容同時可用變數來將內

容依客戶資料不同而變動。 

例如圖三十九發送驗車通知給車主：陳一二，車牌號碼：AB-1234，驗車日期：

100.08.20內容為【陳一二您好，您的愛車 AB-1234驗車日 100.08.20將屆，請

於 100.07.20-100.09.20內回廠驗車，以免受罰，諭聖資訊】，通知內容會因車主

的資料不同依變數設定而更改，即每一位受通知的車主都會收到不同內容的通

知，除了較為親切外，更不會被當作廣告訊息而直接被刪除，更何況您只需要點

幾下手指就可以做到。 

 

    

    

圖三十九：驗車通知簡訊內容編輯視窗 

圖三十八：驗車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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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 保養通知標籤，通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保養而已（保養日期電腦會依據

基本資料設定的保養里程計算應保養日期）。 

    

 3-F 保險通知標籤，通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保險而已。 

    

 3-G 車主生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車主生日而已。 

 

 3-H 新車通知標籤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出廠年/月而已。 

    

 3-I 駕駛人生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駕駛人生日而已。 

    

 3-J 活動通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 

    

 3-K 輪胎檢查通知標籤，通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改為輪胎檢查日期及里程（要使用此

功能請切記每次施作輪胎檢查時要在完工出廠時將輪胎檢查項目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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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L 車輛生日通知標籤，通知函   

同驗車通知標籤，通知函功能，只是將驗車日改為原發照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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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帳款業績管理(主選單４) 

 4-A 應收帳款結帳   

於車輛出廠時沒有做結帳動作的都會產生應收帳款，你可以於本項作業內一次結

清某輛車或者是某個帳款歸屬對象的所有未結帳款。 

進入應收帳款結帳畫面直接點選【新增】進入結帳作業（圖四十），選定客戶類別

（車主、保險公司、其他公司、信用卡入帳），車主就是一般車主對象，保險公司

就是出險案件向保險公司請款（快保版無此功能），其他公司就是帳款歸屬對象，

信用卡入賬就是結帳作業選用信用卡的帳款待銀行入帳時再次結清（如有手續費

可做於一般費用或做折讓），當您選定客戶類別後再選擇客戶，客戶編號下拉視窗

出現的客戶都是有未結帳款的客戶，選定客戶後所有的未結帳會顯示於作業視窗

下方，您可以選擇全額結清或是部份結清，如選擇部分結清請於未結帳明細的本

次結帳欄位輸入本次結張金額即可，輸入完畢直接點選存當會出現收款明細視窗

（請參考每日作業步驟七及說明）。 

               

    

 4-B 應付帳款結帳   

做法類似於應收帳款結帳，只要您每次辦理進貨都會產生應付帳款對應於進貨廠

商，您同樣可以於應付帳款結帳作業，一次結清某廠商的未結帳款。 

    

 4-C 請款單   

請款單列印（圖四十一），設定好下方之條件設定點選【重新查詢】即可顯示符合

該條件之對象，您可於請款備註輸入想要列印於請款單下方之文字，點請款單就

會出現（圖四十二）之預覽畫面。 

圖四十：應收帳款結帳管理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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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D 應收帳款月報表   

查詢期間內某帳款類別、某對象之未結帳款，可選擇

列印明細或是不列明細。(圖四十三) 

    

 4-E 應付帳款月報表   

查詢期間內某廠商之未結帳款。 

    

 4-F 帳款彚總表   

包含應收應付、實收實付以及未收未付三種帳款報表，於實

收實付的部分可選擇想要列印的收款項目，您只需點選【列

印項目】既可選擇收款類別項目。

 

        

圖四十一：請款單列印視窗 圖四十二：請款單預覽畫面 

圖四十三：應收帳款報表 

圖四十四：帳款彙總表，以及三種帳款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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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G 車系營收類別分析表   

查詢期間內各種車系營收分析統計報表，區分為車系、件數、比例、類別金額。 

    

 4-H 部門別每日業績統計表   

查詢當月各部門每日業績金額。 

    

 4-I 部門別車系營業統計月報   

查詢當月各部門、各種車系業績金額。 

    

 4-J 部門別績效分析表   

    

    

 4-K 員工績效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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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 業務員績效分析表   

查詢各業務員的績效，業務員的績效是以車輛基本資料所設定的業務員來計算該

車業績給與該名業務員，用於新車業務引進車輛回廠維修之佣金計算。 

    

 4-M 員工領用料一覽表   

用於查詢期間內員工所領用的物料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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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保險管理(主選單５，快保版、實用版無此功能) 
此管理報表之建立必須於每日作業開單時選擇工作類別為【保險】的工作單始可計算

於保險管理分析報表內，並要確實將案件之狀況於工作單內之保險功能中輸入，且必

須確實輸入估價金額及核價金額。 

    

 5-A 保險案件統計分析表   

用於統計分析各家保險公司保險件的狀況分析 

    

    

 5-B 保險案件明細表   

與保險案件統計分析表相似，唯多了出廠日期、出險日期、送件日期、發票及收款。 

    

 5-C 保險收款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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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D 保險帳款分析表   

    

    

 5-E 保險未開發票明細表   

    

    

 F 保險已開發票未收款明細表   

查詢各家保險公司保險案件，發票證件齊全未收款明細 

    

    

    

    

    

    

    

    

    

    

    



 38

【拾】庫存管理(主選單６，快保版主選單５、實用版無此功能) 

 A 零件基本資料檔   

此零件基本資料檔與基本資料內的零件基本資料當相同，視窗顯示的方式不同。 

    

 B 待料零件查詢   

查詢待料零件資料（於工作單”代碼”欄位前有一空白欄位輸入”W”為待料），

請參考備註說明。 

    

 C 前六個月平均用量表   

查詢前六個月零件平均用量，可設定查詢車系及零件範圍。 

    

 D 出貨量排行表   

查詢零件出貨量排行 

    

 E 零件銷貨分析表   

    

本系統內所有名稱為代碼就是成本，內碼就是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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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庫存盤點表   

庫存盤點用報表 

    

 G 低於安全存量   

於零件基本資料檔內可設定零件的安全存量，可於此報表內查詢低於安全存量的

零件。 

 H 零件進銷存貨報表   

                                    

如圖四十五，您可輸入期間內想要查詢的零件進銷存狀況，依各種不同條件查詢

排序。 

 

 I 庫存異動作業   

此作業是讓您調整庫存用，當您開始使用車寶寶系統時，可利用此作業將現有的

庫存輸入電腦，方便爾後之管理。 

當您進入此作業後點選【新增】如圖四十六，再點選【零件代號】選擇您要調整

的零件（選擇零件方法與工作單中的視窗查詢一樣），選完後會將零件帶出，再將

正確的盤點數量輸入於盤點量欄位中，再輸入平均代碼就是平均成本即可，輸入

完畢點選【存檔】，如需再更改其他零件數量就在一次點選【新增】即可。 

圖四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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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要使用此功能前切記做完異動作業的零件當天不能再做銷貨的動作，否則當

天所出的貨將不會從庫存中減少（小秘訣：您可以將電腦時間調回前一天做

異動，作完再將時間調回今天就可以正常作業）。 

 

 J 呆滯料一覽表   

可查詢設定時間內未進出貨之零件。 

圖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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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系統設定(主選單８，快保版主選單７，實用版主選單 6) 

 A 資料重整   

由於電腦使用一段時間經常刪除資料或電腦當機而不正確結束系統會造成資料紊

亂甚至毀損，可使用資料重整功能做簡易的修復，如資料重整過程出現錯誤訊息

就代表資料庫已毀損，請立即與本公司服務人員聯絡。 

進入此功能後直接點【全選】後再點【開始重整】即可，重整過程時間要看資料

庫大小而定。 

 

    

 B 系統參數設定   

此處在設定系統內的一些功能參數，在您剛安裝好車寶寶之同時這些基本設定已

經預設在系統內了，如果您需要變更這些設定，就請進入此畫面作修改，更改後

的系統參數將會於更改後開始使用新設定，不會追溯以往的單據資料。 

 

圖四十七：資料重整選擇視窗 

圖四十八：系統參數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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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成本計算】 
分為平均成本即進貨成本加權平均及標準成本即輸入

於零件基本資料標準代碼欄位之成本。 

【作廢密碼】 設定作廢密碼 

【現行稅率】 目前的營業稅率 

【定保設定】 分為浮動式及固定式 

【拆修工資】 分為自動帶入及不自動帶入（自零件資料帶入） 

【刪除密碼】 設定刪除密碼 

【舊稅率】 以前的營業稅率 

【印派工單】 可選擇印或不印 

【工資計算】 可選擇標準工資換工時或以工資率乘於工時 

【工資率】 每小時的工資金額 

【生效日期】 設定工資率開始生效的日期 

【工單廠商】 
設定工作單內之進貨廠商顯示名稱或代號，空白即二

者都顯示 

【結帳處理】 設定結帳後可修改或不可修改 

【工單零件入帳日】 可選擇以領用日或出廠日計算帳款 

【帳款、出廠管制密碼】 設定已出廠工單再點選完工出廠時需輸入的密碼 

【車型資料】 可選擇輸入代號或直接輸入車型名稱 

【工單序號】 設定工單序號的起始值 

【工單序號換月自動歸零】 打勾即每月自動歸零 

【監理連線設定】 可選擇新增時再詢問、連線及不連線 

【監理連線識別碼】 即設定連線帳號 

【監理連線密碼】 即設定連線密碼 

【發送簡訊識別碼】 即設定簡訊帳號 

【發送簡訊密碼】 即設定簡訊密碼 

【系統備份】 
可選擇手動備份或自動備份，如果您選擇自動備份則

須設定 

【備份路徑】 可直接輸入路徑或點選 選擇路徑 

【工單結語】 列印於工作單工資及零件明細最後一行的結語 

【出貨結語】 列印於出貨單工資及零件明細最後一行的結語 

【工單備註】 設定固定於工作單備註欄位的文字 

【簽名欄】 設定報表簽名欄位 

【成本代碼顯示】 可選擇成本要以代碼或數字顯示。 

    



 43

 C 公司資料設定   

設定公司相關資料，會列印於單據上 

    

 D 個人密碼設定   

更改本次登入使用者之密碼 

 E 使用者權限設定   

設定不同使用者的使用權限，勾選的項目就是要讓此使用者使用的項目，如欲新增使

用者請點選【新增】再設定好名稱及密碼，再勾選權限設定即可。 

    
    

 J 單據號碼編碼設定   

可更改設定單據起始之英文字母代號。 

 

 M 關於車寶寶   

可在此註冊軟體 

    

    

    

圖四十九：使用者權限設定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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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營業報表說明（每日作業報表）(主選單１) 

    GGGG    進出廠動態表進出廠動態表進出廠動態表進出廠動態表      

提供期間內所有進廠或出廠車輛分析表，可選擇統計或明細報表，設定好條件視

窗（圖五十）後點選【預覽】即可顯示預覽畫面，列印請點 圖示。 

 

    

    

    HHHH    進退貨明細表進退貨明細表進退貨明細表進退貨明細表         

同上表，設定好條件視窗後點選【預覽】即可顯示預覽畫面。 

 

    

圖五十：車輛進出動態表視窗、以及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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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I    銷貨日報表銷貨日報表銷貨日報表銷貨日報表         

    

    JJJJ    工作單分析表工作單分析表工作單分析表工作單分析表         

    

    KKKK    營業日營業日營業日營業日////月報表月報表月報表月報表         

在設定條件視窗內可選擇列印

印表機紙張大小，以及選擇印或

不印收款明細，若選擇列印收款

明細需設定要列印的收款項

目，如現金、票據、信用卡、折

讓等等。 

        

 
圖四十五：列印明細 圖四十六：不印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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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LLL    營業狀況分析表營業狀況分析表營業狀況分析表營業狀況分析表         

用以查詢各部門的營業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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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MM    營業狀況日分析表營業狀況日分析表營業狀況日分析表營業狀況日分析表         

    

    NNNN    保單業績明細表保單業績明細表保單業績明細表保單業績明細表         

    

 O 經營管理分析表   

用以提供經營管理分析的重要數據，先於條件視窗

中設定好你要分析的數據資料，例如超過 3個月未

進廠的車輛代表久未回廠、首次進廠在 1 個月內的

代表新增車輛、在過去 1年內有進廠過 4次的代表

有效車輛，各個條件設定都會影響到分析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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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參】表單格式 
本公司提供標準的單據列印格式，如欲使用自訂格式請與本公司專人連絡 

 委修單（結帳單）   

 
標準中一刀 

 

 

         標準全張                    標準全張保險估價單可當一般委修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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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修單（派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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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料單   

 

 出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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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備註說明 
1. 於監理連線完畢會出現一文字說明視窗，離開該視窗後至車寶寶目錄內的 HTM  資

料夾內（c:\gr100\car\htm\）即可看到查詢車輛的資料圖檔，檔名是該車輛的車

牌號碼（例：AB-1234.GIF），請直接點選該圖檔即可或使用其他看圖軟體。 

2. 在工作單輸入時會遇到一些特殊情況，如在維修過程中損毀的零件需由車廠自行

負擔責任時，在工作單增修時於廠商名稱欄位後方有一個空白欄位可輸入一些代

號，”-“代表扣庫存不算帳款、”+”代表算帳款不扣庫存、”B”代表自損、”*”

代表託外加工、”#”代表外賣零件、”W”代表待料零件。 

3. 在進貨作業時如要刪除該進貨單中某一筆資料只需在該筆資料的前方空白欄位點

一下，該欄位會變成黑色，在點選存檔即可刪除。 

4. 當庫存數量有誤時，請於庫存異動作業中調整數量及庫存成本，切記異動的當日

不能進出貨，您可以在當日作業完畢後作調整或是將電腦時間往前調整一天再作

異動，等異動作業作完時再將時間調回正確的日期即可正常出貨。 

5. 要刪除工作單，請於工作單視窗內【作廢】按鍵點右鍵，會出現輸入刪除密碼視

窗，初始值為空白直接點【確定】即可刪除。 

6. 於零件基本資料檔內可查詢某筆零件的歷史進出貨紀錄 

7. 驗車之計算： 

以 7 月為基準，06/30前期滿的車期滿年度驗一次，07/01 後期滿的車期滿年

度驗二次 

089/06/01發照之車輛於 099/06/01滿 10年，99年驗車日為 0601，100年為

0601和 1201 

089/12/01發照之車輛於 099/12/01滿 10年，99年驗車日為 1201，100年為

0601和 1201 

車寶寶系統以原發照日期原發照日期原發照日期原發照日期作為計算基準，若與行照記錄不同請先確認出廠年月

與原發照日期是否差異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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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車系代號對照表 
車系代號對照表車系代號對照表車系代號對照表車系代號對照表 

HO 雅哥 

新雅哥 

喜美 

新喜美 

AL 愛快 AU 

AS 

奧迪 

奧斯丁 

BE 賓士 BM 寶馬 

BU 別克 CH 克萊斯勒 GM 通用 CT 雪鐵龍 CV 雪佛蘭 

DO 道奇 EA 老鷹 FI 飛雅特 F06

4 

EGONOVAN-3W FE 法拉利 

HY 現代 IS 五十鈴 JA 捷豹 JE 吉普 KI 起亞 

LA 蘭吉雅 LD 拉達 LO 蓮花 MA 馬自達 OL 奧斯摩比 

NI 日產 霹靂馬 

ALITMA 

Quest 

MI 菱帥 

Libero 

三菱 

Eclipse 

百利 

得利卡 

威利 

RN 銀鑽 

Twingo 

雷諾 

紅龍 

RO 路寶 

路自達 

PE 新象 

祥瑞 

新銀翼 

標緻 

PL 順風 PO 保時捷 OP 歐寶 PD 龐帝克 SA 紳寶 

SE 喜悅 ST 釷星 UM 優馬 VO 富豪 VW 福斯 

SU 捷速帝 

金美滿 

新福星 

速霸陸 

鈴木 

多猛哥 

金福相 

速霸陸山豹 

百利 

得利卡 

威利 

多利 

鈴木 

捷速帝 

金美滿 

金吉星 

TO 豐田 

COROLLA 

CORONA 

Tercel 

CAMRY 

Avalon 

ZACE 

DANY 

CRESSIDA 

NI 新尖兵 

精兵 

霹靂馬 

MARCH 

裕隆 

好馬 

速利 

新吉利青鳥 

吉利青鳥 

勝利 

飛羚 

尖兵 

霹靂馬 

YLN 

FO 福特 

嘉年華 

新嘉年華 

全壘打 

金全壘打 

新全壘打 

新天王星 

新 TX-5 

好幫手 

載卡多 

天王星 

Mercury 

Sable 

千里馬 

LASER 

TELSTAR 

SABLE 

DA 

DH 

DH 

DH 

DH 

DH 

DH 

DH 

DH 

DH 

大宇 

好載 

穩賺 

銀翼 

大發好載 

大發 

新銀翼 

新祥瑞 

經典祥瑞 

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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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問與答 

問：安裝車寶寶完畢執行時，畫面只閃了一下就不見 

答：您於安裝過程沒有輸入公司名稱，請重新安裝系統並輸入公司全名。 

 

問：安裝車寶寶完畢執行時，出現錯誤訊息【Resource file version mismatch】 

答：版本衝突訊息，請開啟我的電腦並於資料夾（windows98使用者

c:\windows\system\，WindowsXP使用者 c:\windows\system32\）尋找檔案

vfp6rcht.dll，並將該檔案刪除即可。 

 

問：執行車寶寶系統內，視窗畫面超過邊界 

答：安心版可隨解析度變化，最低解析度建議為 1024*768。若為舊版本車寶寶系統最

大使用解析度為 1024*768，請將您的螢幕解析度調整為 1024*768 

 

問：安裝完系統，剛進入系統時出現錯誤訊息【OLE…………】 

答：安裝完系統，剛進入系統時出現 WINDOWS 開啟檔案視窗：此為系統無法開啟行事

曆，在該視窗選擇\GR100\CAR\MSCAL.OCX 即可。安心版已於安裝時自動註冊登錄

檔不會再發生狀況。 

 

問：執行售後服務驗車、保養、保險通知及庫存盤點時出現錯誤訊息【OLE…………】 

答：此為車寶寶舊版本可能發生的問題，請於附屬應用程式內執行命令提示字元，先

輸入 cd\windows按 ENTER 然後輸入 regsvr32 c:\gr\car\msinet.ocx按 ENTER

會出現一個完成視窗，依此步驟繼續輸入 regsvr32 c:\gr\car\msmapi32.ocx及

regsvr32 c:\gr\car\comctl32.ocx 

百年版在\GR100\UTIL有一 BAT檔為 OLE-ERROR.BAT直接執行即可，WIN764BIT

請執行 OLE-ERROR-W764。主機與工作站都需執行。 

安心版於安裝時自動註冊登錄檔不會再發生此狀況。 

 

問：在系統內無法新增、修改或存檔，且畫面會自動跳開 

答：請關閉所有車寶寶系統功能視窗並執行系統內第八項系統設定內的資料重整，如

未出現任何錯誤訊息完成，就可以繼續您的作業，如果於重整過程出現任何錯誤

訊息請與本公司服務人員聯絡。 

 

問：在工作單內點選委修單列印出現【File access is denied】錯誤訊息 

答：您可能重複執行委修單列印，請先關閉之前所開啟的委修單列印視窗。 

 

問：在執行車寶寶後出現開啟檔案視窗，且視窗名稱出現【Do】 

答：您的電腦可能已經中毒，請先解決病毒。 

 

問：原本列印委修單可以，突然列印不正確 

答：請先檢查您的預設印表機是不是已經被改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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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執行車寶寶出現【本軟體試用期已過，請使用合法版本】 

答：您有不正常離開車寶寶系統，請於此畫面按住【ALT】鍵不放在按【F】即可。 

 

問：使用簡訊通知，無法傳送 

答：請先確認已經連結網路且已向本公司購買簡訊帳號並且已經將帳號及密碼設定於

系統參數內，再確定您的訊息長度沒有超過 69個中文字。 

 

問：於註冊時輸入正確的序號及註冊碼，但是無法註冊 

答：您安裝系統時輸入的公司名稱與註冊公司名稱不符合，請重新安裝系統並輸入正

確註冊的公司全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