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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更新歷史 

版本 日期 撰寫人員 修正依據 修正說明 

1.0 099/06/30 湯智能 初版  

2.0 099/12/30 湯智能 無 無 

2.1 100/03/17 湯智能 無 無 

3.0 100/06/30 湯智能 無 無 

3.1 100/08/18 湯智能 無 無 

3.2 100/10/12 湯智能 無 無 

4.0 100/12/30 湯智能 無 無 

4.1 101/03/01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審查

意見 

修改第 3-211頁，

依需求項目編碼

順序排列。 

5.0 101/06/29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意見 分割為獨立文件 

5.1 101/08/24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審查

意見 

第 5-6增加加註環

保標章顯示訊息

說明。 

6.0 101/12/26 湯智能 無 無 

6.1 102/02/08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審查

意見 

修改第 5-6頁，增

加環保標章效期

已過說明。 

7.0 102/06/26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審查

意見 

修改第 5-6頁，增

加環保標章效期

已過說明。 

7.1 102/08/07 湯智能 無 無 

8.0 102/12/30 湯智能 工程會需求單 更新為最新頁面。 

8.1 103/02/24 湯智能 無 無 

9.0 103/06/27 湯智能 工程會需求單 更新為最新頁面。 

9.1 103/08/08 湯智能 無 無 

10.0 103/12/30 湯智能 工程會需求單 更新為最新頁面。 

10.1 104/02/24 湯智能 無 無 

11.0 104/06/26 湯智能 工程會需求單 更新為最新頁面。 

11.1 104/08/10 湯智能 
依據工程會審查

意見 

修正第 26頁圖

4-42及第 27頁圖

4-43。 

12.0 104/12/30 湯智能 工程會需求單 
更新第 7-29頁為

最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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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105/05/04 湯智能 無 無 

 

文件審核歷史 

版本 日期 審核人 核驗人 

1.0 099/06/30 湯智能 陳盈潔 

2.0 099/12/30 湯智能 陳盈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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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0/08/18 湯智能 陳盈潔 

3.2 100/10/12 湯智能 陳盈潔 

4.0 100/12/30 湯智能 陳盈潔 

4.1 101/03/01 湯智能 陳盈潔 

5.0 101/06/29 湯智能 陳盈潔 

5.1 101/08/24 湯智能 陳盈潔 

6.0 101/12/26 湯智能 陳盈潔 

6.1 102/02/08 湯智能 陳盈潔 

7.0 102/06/26 湯智能 陳盈潔 

7.1 102/08/07 湯智能 陳盈潔 

8.0 102/12/30 湯智能 陳盈潔 

8.1 103/02/24 湯智能 陳盈潔 

9.0 103/06/27 湯智能 陳盈潔 

9.1 103/08/08 湯智能 陳盈潔 

10.0 103/12/30 湯智能 陳盈潔 

10.1 104/02/24 湯智能 陳盈潔 

11.0 104/06/26 湯智能 陳盈潔 

11.1 104/08/10 湯智能 陳盈潔 

12.0 104/12/30 湯智能 陳盈潔 

12.1 105/05/04 湯智能 陳盈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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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壹、簡介 

一、 文件目的  

本系統使用手冊旨在提供機關端及廠商端的使用者了解「契約

品項訂購管理」之整體功能架構、各項作業功能、各功能操作

方式與流程說明，以備使用者操作系統時參考與查閱之用。 

二、 文件範圍 

文件範圍為需求項目 2.2.3契約品項訂購管理。 
2.  

貳、系統概述 

一、 系統目標 

提供適用機關查詢商品選購、產生請購單、下訂、退件、簽收、

驗收。 

二、 系統範圍 

本系統主要為契約品項訂購管理。 

三、 系統架構 

本系統採用了 J2EE 架構及 STRUTS 的 MVC Framework 架

構，並以系統化的標準設計與開發流程進行本功能之開發。 

四、 系統環境 

需可連上網際網路、JRE 版本至少頇 1.6以上、瀏覽器版本為

IE6.0或 FireFox3.0以上。 
3.  

參、作業概述 

一、 使用者職責 

提供訂約機關共同需求調查管理、契約管理、契約品項訂購管

理、滿意度調查管理、人工傳真下訂管理及履約管理。 

提供適用機關共同需求調查管理、契約品項訂購、請購單管

理、訂單管理、滿意度調查、電子支付及適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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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立約商契約品項訂購、訂單管理、型錄管理、滿意度調查、

撤銷訂單記錄、歷史訂單、電子支付(發卡銀行)、電子支付明

細及維護聯絡資料。 

二、 人工及電腦作業程序 

人工作業程序依各用戶所屬機關各有不同，請依實務要求進

行，電腦作業程序請參考二、工作程序。 

三、 電腦設備使用規則 

使用本系統需連上網際網路、JRE 版本至少頇 1.6以上，建議

瀏覽器版本為 IE6.0或 FireFox3.0以上，解析度 1024 X 768，

進行網站操作，以取得最佳效果之展現；如使用 Internet 

Expleror建議將系統加入信任網站。 

四、 異常狀況處理 

操作中如遇異常狀況可洽客服協助。 
4.  

肆、工作說明 

一、功能說明 

提供適用機關查詢商品選購、產生請購單、下訂、退件、簽收、

驗收。 

二、工作程序 

(一) 商品查詢 (2.2.3.1、2.2.3.16、2.2.3.17) 

由系統功能選單點選「商品查詢」後，系統會列出可購買商

品之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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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商品查詢-列表查詢 

點選分類後依照資料有以下情境： 

 同一分類的購案有不同的訂約機關：讓用戶選擇訂約機

關 

 此分類需要選擇組別：讓用戶選擇組別 

不屬於以上兩者的分類或用戶選擇訂約機關/組別後，系統

列出符合條件的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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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商品查詢-品項列表 

在商品查詢各頁面中，若點選「檢視購物車」圖示後，可於同

畫面之彈出視窗(不必離開原本的查詢頁面)，檢視目前購物車

存放之商品。 

 

圖  4-3：商品查詢-檢視購物車 

按品項列表的「擇定理由」可查看購買過該品項之機關選擇訂

購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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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商品查詢-擇定理由 

點選有無降價促銷的「有」連結或按立約商一覽表的「選取」

鈕會列出符合條件的立約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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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商品查詢-立約商一覽表 

訂約機關為商品登載的環保標章資料會顯示於廠牌型號

內，若標章有效日期小於目前時間，則依標章是否屬強制性

而加註不同的紅色文字，標章為強制性會顯示「本項商品依

契約規定頇為環保商品，因證書有效期限已過期，目前不能

購買」，無強制性則顯示「ＯＯ標章效期已過，不列入綠色

採購績效」，按選購鈕時會顯示訊息視窗再提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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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商品查詢-環保標章效期已過 

若欲選購品項有其他立約商提供更優惠之降價或促銷，則會

顯示提示訊息。 

 

圖  4-7：商品查詢-有其他立約商提供降價或促銷 

當商品查詢列出品項或分項商品時，若查詢條件包含分類且

其下有熱門商品資料時，功能左選單下方會顯示熱門商品列

表，包含目前查詢的分類組別中，採購數量前 10 名之廠牌

型號，點選該「熱門商品」之項次或廠牌型號後，會進入符

合該條件之廠商一覽表，進行供應商選擇及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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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商品查詢-熱門商品 

另有一種查詢模式是在列表模式點選「綜合查詢」，填寫查

詢條件後，點選「查詢」。 

 

圖  4-9：商品查詢-綜合查詢 



系統使用手冊 

2.2.3契約品項訂購管理 

  第 9頁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若要查詢指定立約商之商品，可點選「@以立約商名稱查詢

統編」先查得其統編： 

 

圖  4-10：商品查詢-立約商名稱查詢統編 

依查詢條件不同，系統將以下列三種方式呈現結果： 

1、 以促銷分類顯示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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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商品查詢-以促銷分類顯示結果 

「擇定理由」及「選取」按鈕與前一功能相同。 

2、 以廠牌型號/產地/促銷分類顯示結果 

類似以促銷分類顯示結果，右方提供「選取」按鈕可進一步

列出符合群組資料的所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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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商品查詢-以廠牌型號/產地/促銷分類顯示結果 

3、 查詢條件包含廠商統編時 

按畫面右方「選購」按鈕可進入購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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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商品查詢-條件包含廠商統編 

機關透過商品查詢找到商品並點選「選購」後，若帳號為法

人團體且依據法規為政府採購法第 4條者，則系統會先要求

填寫補助資料： 

 

圖  4-14：法人團體填寫補助資料 

自購物車選取補助資料可列出先前已填過的補助資料，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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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即自動帶入。 

 

圖  4-15：自購物車選取補助資料 

接下來進入以下頁面： 

 

圖  4-16：詢問是否高於市價 

若用戶選擇「否，繼續進行商品選購」則系統顯示商品詳細

資料，使用者於頁面下方填寫購買數量等相關資料，若所屬

機關非屬該契約之適用機關，還需登載至少一組查價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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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按「放入購物車」，如該品項有設定「限制性招標法條」，

則會先顯示彈出視窗警示訊息進行確認，該商品即加入購物

車。 

 

圖  4-17：選購商品 

 

圖  4-18：放入購物車 



系統使用手冊 

2.2.3契約品項訂購管理 

  第 15頁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圖  4-19：填寫查價紀錄 

 

圖  4-20：填寫查價紀錄-標案種類為「品項定價 x[數量]x折數 

(如:禮卷)」或「[訂購總定價]x折數,[數量] (如:圖書)」 

 

圖  4-21：放入購物車-品項有設定「限制性招標法條」警示 

若用戶認為產品價格高於一般市價，點選「是，進行高於市

價通報」，則進入以下頁面填寫通報人及相關市價資料，點

選確認送出後，即完成高於市價通報，系統將提示該機關人

員暫時不可購買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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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高於市價通報-資料填寫 

(二) 立約商商品查詢 

由系統功能選單點選「商品查詢」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圖  4-23：商品查詢-列表查詢(廠商) 

點選分類後依照資料有以下情境： 

  同一分類的購案有不同的訂約機關：讓用戶選擇訂約機

關 

  此分類需要選擇組別：讓用戶選擇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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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屬於以上兩者的分類或用戶選擇訂約機關/組別後，系統

列出符合條件的品項。另一查詢方式如下，可選擇條件： 

 

圖  4-24：商品查詢-綜合查詢(廠商) 

 

圖  4-25：商品查詢-商品列表 

按「擇定理由」可查看購買過該品項的機關選擇的理由(此

功能與適用機關相同)。 

「各階段滿意度」為該商品相關訂單的滿意度資料，與後述

之滿意度查詢功能相同。 

「商品資料」按鈕可查看商品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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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商品查詢-商品詳細資料 

(三) 請購單查詢 (2.2.3.2、 2.2.3.7、 2.2.3.9) 

由系統功能選單點選「請購單查詢」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圖  4-27：請購單管理介面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目前之請購單。點

選請購單編號連結可查看/列印該請購單的詳細資料，如訂

單包含有設定「限制性招標法條」之品項，則會顯示「限制

性招標法條」欄位及相關註解，按「友善列印」時，會先顯

示彈出視窗警示訊息，按確定後顯示供列印之畫面。 

 

圖  4-28：列印請購單-品項有設定「限制性招標法條」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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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該請購單符合契約訂定之優惠條件時，系統將顯示「填寫

徵詢結果」或「修改徵詢結果」，用來開啟優惠條件徵詢的

輸入畫面。右方的「修改」按鈕可進入請購單修改畫面，「刪

除」按鈕可用來刪除該筆請購單。 

填寫/修改優惠條件徵詢畫面如下 

 

圖  4-29：請購單優惠條件徵詢 

填寫完畢後勾選「已完成優惠條件徵詢」，按「確認送出」

按鈕即可儲存。 

(四) 下訂管理 (2.2.3.3) 

由系統功能選單點選「下訂管理」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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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下訂管理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目前之請購單，其

功能與「請購作業」類似但功能選項增加「下訂」功能，選

擇後系統顯示訂單預覽頁面如下： 

 

圖  4-31：請購單下訂-訂單預覽 

若請購單內品項有其他立約商提供更優惠之降價或促銷，則

按「下一步」後會先顯示提示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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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2：請購單下訂-有其他立約商提供降價或促銷 

按「確認」後再進入下訂相關資料填寫畫面，若訂單包含有

設定「限制性招標法條」品項，則填寫下訂相關資料頁面中，

會顯示額外欄位「限制性招標法條」、「核准採限制性招標日

期」、「核准人職稱」、「核准人姓名」，後三個為輸入欄位且

必填，訂單預覽時也會包含品項的限制性招標依據法條。 

 

圖  4-33：請購單下訂-下訂相關資料填寫 

按「下一步」後系統顯示確認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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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4：請購單下訂-下訂確認 

請在讀卡機內插入政府採購 IC卡，輸入 PIN碼後按下「確

認送出」，系統完成作業後將顯示訂單編號等訊息。 

 

圖  4-35：請購單下訂-下訂完成 

 

(五) 訂單查詢 (2.2.3.4、2.2.3.6、2.2.3.10、2.2.3.12、2.2.3.13) 

功能選單的「訂單管理」內包含「請購單位訂單」、「下訂單

位訂單」、「簽收單位訂單」、「驗收單位訂單」其操作方法類

似，主要差別在於功能選項依單位有所不同。由系統功能選

單點選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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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6：訂單管理-訂單查詢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目前之訂單，點選

訂單編號連結可查看/列印訂單。下方的匯出 Excel可將查詢

結果匯出並下載為檔案。以下針對右方功能選項內的功能一

一介紹。 

1、 退件/取消退件 

可透過此功能將訂單退件，由訂約機關進行仲裁。系統會出

現以下畫面： 

 

圖  4-37：訂單管理-退件 

退件後訂單狀態會顯示機關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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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8：訂單管理-退件 

點選「機關退件」連結將顯示退件相關資料(廠商退件同樣

有連結可查看退件原因)。 

 

圖  4-39：訂單管理-退件 

若反悔可進行取消退件，系統將詢問「您確定要取消退件？」

選擇「是」即完成作業。 

2、 退回到請購單 

當訂單狀態為「新訂單」時，可透過此功能將訂單退回到請

購單，以便重新修改。系統會出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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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0：訂單管理-退回到請購單 

請在讀卡機內插入政府採購 IC卡，輸入 PIN碼後按下「確

認送出」即可。 

3、 撤銷/刪除訂單 

當訂單狀態為「新訂單」時，可透過此功能將訂單刪除。系

統會出現以下畫面： 

 

圖  4-41：訂單管理-撤銷 

請在讀卡機內插入政府採購 IC卡，輸入 PIN碼後按下「確

認送出」即可。 

4、 簽收 

選擇簽收後，系統顯示以下畫面，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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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即可。 

 

 

圖  4-42：訂單管理-簽收 

5、 辦理驗收/修改驗收紀錄 

當訂單狀態為「已簽收」時，可進行驗收。系統顯示以下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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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3：訂單管理-驗收一次付清 

若訂單付款分式為分期付款，則顯示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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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4：訂單管理-驗收分期付款 

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 

完成驗收後若訂單為電子支付，在未支付前仍可在此修改驗

收記錄，其操作方式與驗收相同。（人工支付可至歷史訂單

下進行）。 

6、 修改訂單 

此功能可用來修改部份訂單資料，若該欄位不可修改時，系

統將於輸入欄位提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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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5：訂單管理-修改訂單 

修改完成後請在讀卡機內插入政府採購 IC卡，輸入 PIN碼

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完成作業。 

7、 廠商未履約結案 

若廠商因故無法履約，要將訂單結案時，可利用此功能處理。 

 

圖  4-46：訂單管理-廠商未履約結案 

輸入結案理由後在讀卡機內插入政府採購 IC 卡，輸入 PIN

碼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完成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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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立約商訂單管理 (2.2.3.5、2.2.3.10) 

在機關下訂之後，立約商可透過此功能查看/管理訂單。由

系統功能選單點選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圖  4-47：訂單管理-訂單查詢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符合條件之訂單，

點選訂單編號連結可查看/列印訂單詳細內容，右方會依照

訂單狀態出現不同功能選項，參考以下各節內容。 

若只是要查看某一訂單狀態變更的歷程/時間資料，填寫「訂

單編號/序號」後按「訂單動向查詢」即可。 

 

圖  4-48：訂單管理-訂單動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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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退件/取消退件 

可透過此功能將訂單退件，由訂約機關進行仲裁。系統會出

現以下畫面： 

 

圖  4-49：訂單管理-退件 

填寫後送出即完成作業。 

退件後若反悔可進行取消退件，系統將詢問「您確定要取消

退件？」選擇「是」即完成作業。 

2、 接收訂單 

當訂單狀態為「新訂單」時，可透過此功能接收訂單。系統

會出現以下畫面： 

 

圖  4-50：訂單管理-接收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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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 

3、 費用提報 

若訂單所屬的購案種類為貨櫃海運，在接收訂單後，可透過

此功能進行填寫/修改相關的費用，系統將顯示以下畫面。 

 

圖  4-51：訂單管理-費用提報 

右方的功能選項可用來複製/刪除品項或在品項內加入以下

子項目：「燃油附加費」、「近洋航線貨幣附加費」、「遠洋航

線貨幣附加費」、「兵險附加費」、「特殊櫃使用費」、「佔艙

費」、「櫃場作業費」、「提單費」、「拆櫃費」、「低板架車使用

費」、「危險品附加費」，例如加入「特殊櫃使用費」將顯示

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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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2：訂單管理-費用提報加入項目 

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 

4、 出貨 

在將機關購買的貨品/服務送交後，可透過此功能進行通知

與變更訂單狀態，系統將顯示以下畫面。 

 

圖  4-53：訂單管理-出貨 

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 

(七) 修改請購單 (2.2.3.8) 

進入此功能後，系統顯示如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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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4：請購單修改畫面 

刪除項目可直接按功能選項內的「刪除」按鈕。 

請購單各項目的數量與其它資料修改完成後按「確認送出」

按鈕進行儲存。 

若帳號為法人團體且依據法規為政府採購法第 4條者，可透

過「修改補助資料」變更補助資料。 

 

圖  4-55：修改補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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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的「新增商品額外項」/「修改商品額外項」點選後將

出現以下畫面： 

 

圖  4-56：請購單-商品額外項 

可用來填寫非屬共同供應契約之項目與金額或登打備註說

明文字，其中「增加金額」不能大於該訂單訂購共同供應契

約產品之金額總和，填寫完成後按「確認送出」即可。若立

約商為拒絕往來廠商則不允許勾選「增加金額項目」與填寫

相關欄位。 

 

圖  4-57：請購單-不允許新增額外項增加項目 



系統使用手冊 

2.2.3契約品項訂購管理 

  第 36頁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 

要增購其它商品，可按請購單修改畫面下方的「新增商品」

按鈕，系統將列出目前可購買之商品一覽。 

 

圖  4-58：請購單維護-增加項目之查詢 

按畫面右方「選購」按鈕可進入購買流程，此處與一般購買

流程相同，只有商品詳細資料畫面下方按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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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9：請購單維護-填寫購買資料 

在填寫購買數量等相關資料後，系統顯示預覽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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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0：請購單維護-預覽增加項目 

按「確認送出」按鈕後，系統將所選商品加入請購單並回到

請購單修改畫面。 

(八) 購物車管理(2.2.3.11) 

由系統功能選單點選「購物車」後會出現以下畫面，點選表

頭「標案案號」或「立約商」欄位內的上下圖示可變更排序： 

 

圖  4-61：購物車頁面 

右方的功能選項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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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購同立約商商品 - 跳至該商品同立約商於同契約提供之

品項列表。 

加購同組別商品 - 跳至該商品同組別品項列表。 

加購同項次(品項名稱)商品 - 跳至該商品同品項名稱之立

約商及廠牌型號列表。 

擇定廠商理由 - 可編輯擇定廠商理由。 

勾選商品後可使用「修改數量」、「刪除商品」或「產生請購

單」功能。若按下「修改數量」，則系統顯示以下畫面： 

 

圖  4-62：購物車-修改數量 

修改數量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若按下「刪除商品」，

則系統顯示以下畫面讓使用者確認要刪除的商品： 

 

圖  4-63：購物車-刪除商品 

按下「確認送出」即可刪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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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任一訂單尚未完成簽收或驗收、操作當日已超過「預計

完成驗收日期」，且其所有權機關及延伸碼與登入帳號相同

時，則按下「產生請購單」會顯示錯誤訊息。 

 

 

圖  4-64：購物車-刪除商品 

若無以上情況，按下「產生請購單」，則系統顯示請購單預

覽畫面： 

 

圖  4-65：購物車-產生請購單預覽 

按「下一步」填寫請購單資料，若帳號為法人團體且依據法

規為政府採購法第 4條者，需一併填寫機關填寫補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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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6：購物車-填寫請購單資料 

填寫完畢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產生請購單。 

 

圖  4-67：購物車-產生請購單完成 

 

(九) 撤銷訂單記錄 (2.2.3.14) 

此功能提供立約商查詢被機關撤銷的訂單，從系統功能選單

點選「撤銷訂單記錄」後會出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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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8：撤銷訂單紀錄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符合條件的訂單，

點選右方的「作業歷程」，系統將列出該筆訂單狀態變更的

歷程/時間等資料，畫面與圖 4-231：訂單管理-訂單動向查

詢相同。 

(十) 歷史訂單查詢 (2.2.3.15) 

在電子支付的訂單完成所有付款，或是人工支付的訂單完成

驗收後，系統會將訂單搬移由歷史訂單。此功能即用來查詢

/管理此類訂單。從系統功能選單點選「歷史訂單」後會出

現以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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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9：歷史訂單查詢 

填寫條件後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歷史訂單，其中右

方的功能選項可能出現以下功能「修改驗收紀錄」、「修改訂

單」（功能與前述訂單管理內的相同）以及保固滿意度的「填

寫滿意度」、「檢視滿意度」。 

選擇填寫滿意度時，系統顯示以下畫面： 

 

圖  4-70：歷史訂單-保固滿意度填寫 

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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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訂單查詢頁填寫訂單編號或序號並按下「動向查詢」

可查看該訂單的處理歷程。 

 

圖  4-71：歷史訂單-動向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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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立約商歷史訂單查詢 (2.2.3.15) 

在電子支付的訂單完成所有付款，或是人工支付的訂單完成

驗收後，系統會將訂單搬移由歷史訂單。此功能即用來查詢

此類訂單。從系統功能選單點選「歷史訂單」後會出現以下

畫面： 

 

圖  4-72：歷史訂單查詢 

填寫條件，如需查詢特定機關之訂單，可點選客戶名稱進行

輸入，按「查詢」按鈕後，系統列出符合條件的歷史訂單，

點選訂單編號連結可查看訂單詳細內容。 

(十二) 逾期未簽收或驗收訂單管理(2.2.3.18) 

從系統功能選單點選「逾期未簽(驗)收訂單」，可查看登入

帳號所屬機關逾期尚未完成簽收或驗收之訂單： 

 

圖  4-73：逾期未簽(驗)收訂單 

可使用之功能選項與訂單查詢一樣，會依帳號訂單處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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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訂單狀態有所不同，若選擇「填寫未簽收或驗收理由」，

系統顯示以下畫面，填寫完成後按下「確認送出」，可延長

「預計完成驗收日期」。 

 

圖  4-74：填寫未簽收或驗收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