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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ty Chan 小檔案

從事程式設計及開發超過二十年，
主力開發倉儲系統。

….2002
參加資訊科技署的卓越成就獎比賽

獲企業組冠軍 (IT Excellence Gold Award 2002)
獎座及證書由唐英年頒發。

….2003
參加在泰國舉行、亞太十個地區的
亞太資訊及通信科技大獎

獲最佳工業應用獎亞軍 (APICTA Awards 2003)
獎狀由泰國副總理頒發。



 

 

oymLMS 模塊式設計的物流系統

模組包括　：

TMS 　 ： 運輸管理系統

JIT 　 ： 適時制管理模塊

WMS　 ： 倉儲管理系統

VMI 　 ： 供管管理模塊

Sales Portal 　 ： 銷售平台



 

 

oymLMS 模塊式設計的物流系統

TMS
運輸管理系統

Sales Portal
銷售平台

JIT VMI

計費
Charging

採購
Procurement

my name is LMS



 

 

www.oymlms.com

login WMS system
from here
從這裡登錄
WMS 系統



 

 

choose language different
from your default setting
選擇使用系統默認以外的
語言或文字顯示模式



 

 

use your company logo to 
let all users notice this is 
your web
使用您的公司標記讓各用
戶知道這是您的網庫



 

 

用戶設定

set default usage status 
and language for each 
user
設定各用戶的使用狀態及
默認的語言

set accessible function of 
each user
設定各用戶可使用的功能



 

 

用戶設定… .II

User based 
Function setting
個別用戶的功能
選項



 

 

詳盡的貨品登記



 

 

詳盡的貨品登記

Record product 
name both in Eng, 
T.Chi & S.Chi
同時登記貨品的英文
及繁、簡中文資料



 

 

詳盡的貨品登記

Record product 
name both in Eng, 
T.Chi & S.Chi
同時登記貨品的英文
及繁、簡中文資料

Other than Barcode & 
RFID etc, HS info can be 
recorded under S.Chi
除條碼及無線射頻識別碼
外，簡體中文下還可記錄
貨品的中國海關碼及資料



 

 

詳盡的貨品登記

Goods dispatch 
sequence other than 
FIFO
除先進先出以外的出貨
次序控制



 

 

詳盡的貨品登記… .II

Unit and size and 
weight of product
貨品的單位及其包裝與
重量資料



 

 

WMS　 ： 倉儲管理

任何時侯、任何地點。。。。
清楚了解貨物的進出及狀態
如正品、次品、損壞… .

單據的流程與及狀態
如執貨、送貨、退貨、完成… .
以至遠程送貨之所在地



 

 

貨品狀態

stock quantities under various 
status and the date of next arrival
在不同狀態下的庫存數量及下次到
貨日期



 

 

訂單狀態

建立

配貨

送貨

完成

simple order status
簡單的訂單狀態



 

 

訂單狀態 … .II

order status with location 
and time details passed for 
long distance deliveries
遠程配送顯示的訂單狀態包
括經過地點的日期及時間



 

 

運輸管理系統



 

 

運輸管理… .II



 

 

系統連接 --- 經 ftp

order received via FTP 
server
通過 FTP 服務器接收的訂
單



 

 

系統連接 --- 經 ftp….II

order format via FTP server
通過 FTP 服務器接收的訂
單格式



 

 

系統連接 --- 經 eMail

order received via eMail 
server
通過電郵服務器接收的訂單



 

 

系統連接 --- 經 eMail….II

multiple orders received via 
one single eMail
單一電郵可包含多個定單



 

 

系統連接 --- 經 eMail….III

order detail in client’s format via eMail
(shown in wrong encoding to hide business secret)

經電郵傳送由客戶自定的訂單格式
( 顯示亂碼以隱藏商業秘密 )



 

 

系統連接 --- 經 eMail….VI



 

 

系統連接 --- 經 eMail….VI



 

 

系統連接 --- 經 eMail….VI

rejected order information 
returned to client
反饋拒絕接收的訂單給客戶
，列出被拒的內容及原因



 

 

報表… . 倉管
system reports to 
warehouse manager at 6 in 
the morning
系統在早上六點發出給貨倉
的報表

take a look to 2 of the 
reports
看看其中兩份報表



 

 

報表… . 倉管… . II

alert make possible for huge 
quantity to be double checked 
or manpower arrangement
預警作用對龐大的數字可先作核
實或作人手的準備

goods to be arrived 
tomorrow, let management 
prepare for the arrival
明天將會到貨的報表，讓管理
層先作準備



 

 

報表… . 倉管… . III

alert allows double checking to obvious  
weights between measurement and actual
對不合理的貨品重量及實際重量作複核



 

 

報表… . 商戶
system reports to client at 6 
in the morning
系統在早上六點發出給客戶
的報表

take a look to 2 of the 
reports
看看其中兩份報表



 

 

報表… . 商戶… . II

shows original quantity arrived in 
warehouse by lot, day of storage, 
current quantity and last movement date
顯示原進倉數量，儲存日數，現在庫存
量及最後出貨日期



 

 

報表… . 商戶… . III

management of client able to 
see the activities of each 
system user
商戶的負責人是可以得知各用
戶在系統上的活動



 

 

報表… . 實時在線

interval of days within report 
can be set by user, this 
example is every 30 days
報表內的日數相隔可以由用戶
自行設定，這個樣本是每 30
天顯示



 

 

報表… . 實時在線

interval of days within report 
can be set by user, this 
example is every 30 days
報表內的日數相隔可以由用戶
自行設定，這個樣本是每 30
天顯示



 

 

報表… . 實時在線… . II

number of storage days to be 
defined as expired can be set 
by user too
儲存多久才等於逾期也可以由
用戶自行設定



 

 

報表… . 實時在線… . II

number of storage days to be 
defined as expired can be set 
by user too
儲存多久才等於逾期也可以由
用戶自行設定



 

 

oymLMS之優點

為供應鏈提供
實時、實在的庫存管理

準確的數據、定時的報表

跨供應商、跨地域的管理

網上平台，無時間、身處世界各地
也可以經互聯網操作或取得數據



 

 

基礎

oymLMS
建基於 Linux 平台

採用 MySQL 數據庫

以 JAVA 開發

讓使用者無需花費太多在版權費上

集多年的實務及開發經驗
配合不同行業的客戶要求
而開發出來的全面解決方案

將在兩個月後誕生的 Sales Portal更會使用
Struts 及 hibernate 技術



 

 

收費

以低於聘請一個 IT 人的價錢，
享用專業的倉庫管理軟件

>>硬件設備 – 供應商保養

>>軟件系統 – OYM維護



 

 

增值推介

奧瑪物流
由有豐富經驗的團隊建立及組成

全程投入第三方物流業務

包括
系統、培訓、咨詢
倉儲、集併等物流實操業務

在物流方面，
奧瑪物流服務有限公司
都能滿足閣下的需要！



 

 

用戶



 

 

Thank You
多      謝

IT@oym-onlin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