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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網站網站網站: http://www.memdb.com 

系統網址：http://www.memdb.com/MemPos/MemPos.htm



很多從事零售的店舖還是用帳簿記錄或不記錄採購和銷售貨品的資料， 對自己的

庫存量沒有系統的管理， 銷售時還是用算盤或計算機， 不但浪費時間, 而且容

易產生錯誤。 有了 MemDB 零售管理系統， 你就能有系統地管理你的貨品, 供

應商和客戶. 向供應商採購貨品後， 你只要輸入一些資料， 銷售時只要用條碼

器閱讀貨品上的條碼就可以銷售貨品。 銷售的總額也會自動計算出來， 方法快

捷。 你亦可以根據不同類別， 查詢每日採購和銷售的狀況， 已銷售和未銷售貨

品的總數量。 你也可以列印報告， 方便你查核庫存和採購短缺貨品, 是一個零

售店舖不可缺少的一個系統. 

1 下載和安裝下載和安裝下載和安裝下載和安裝 

上網輸入以下網站下載安裝檔案: 

http://www.memdb.com/download/MemPos.zip 

 

執行會看到以下視窗: 

 

按[是]， 



 

按[下一步]， 

 



選擇安裝位置，預設為 C:\MemPos， 

 

 

輸入系統名稱，按〔下一步〕， 

 



選擇是不在桌面建立捷徑，然後按〔下一步〕， 

 

最後按〔安裝〕開始安裝。 

 

安裝後，按〔完成〕。如果選擇〔執行〕，系統就會執行。 



2 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執行系統 

如果是安裝在本機儲存器，可選擇〔開始-> MemDB 零售管理系統-> MemDB 零

售管理系統〕或在桌面按入〔MemDB 零售管理系統〕執行。 

當你首次執行這個系統時， 第一個視窗是這個系統的主視窗， 顯示出這系統的

主要功能， 這篇文章會把每一個功詳細解釋， 所以你只要跟隨著這裡每一個步

驟學習， 很快就學懂如何使用這系統。 

 



在主視窗主視窗主視窗主視窗裡有三個鈕制, [貨品管理 ], [供應商管理 ] 和 [客戶管理 ] 鈕制, 是這

系統三個主要的基本資料. 

2.1 貨品貨品貨品貨品 

首先, 你要輸入一些貨品貨品貨品貨品資料, 在主視窗按 [貨品管理 ] 鈕制, 一個貨品列表貨品列表貨品列表貨品列表的

視窗會顯示, 如下: 

 

接著按 [加入] 鈕制, 你就可以加入貨品. 加入貨品前, 你需要設定貨品的類別, 

按[加入類別] 鈕制, 然後輸入類別名稱, 首字串和自動編號, 例如你是珠寶零售, 

你可以設定一個"戒指"的類別, 首字串是"RING"和自動編號是"1", 首字串和自動

編號是用作設定貨品編號, 例如你加入一個"戒指"的貨品時, 貨品編號就會自動

設為 RING1, 下一個是 RING2, 如此類推. 如下圖: 

 



選擇貨品類別後,按 [加入單位] 加入一個貨品單位, 例如 "件", 最後輸入貨品條

碼, 貨品名稱, 採購和銷售金額, 輸入後可以按 [Enter] 鍵到一個欄, 如下圖: 

 

 最後按 [儲存] , 就可以建立一個貨品. 

返回貨品列表視窗, 你可以用 [加入] 加入其他貨品, 在表格裡選擇貨品, 然後按 

[更改] 更改 或按 [刪除] 刪除已選擇的貨品, 最後按 [關閉] 返回主視窗. 

(這系統讓你只輸入貨品資料這系統讓你只輸入貨品資料這系統讓你只輸入貨品資料這系統讓你只輸入貨品資料, , , , 無需輸入供應商無需輸入供應商無需輸入供應商無需輸入供應商, , , ,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 , , 進貨進貨進貨進貨, , , , 也可以進行銷售也可以進行銷售也可以進行銷售也可以進行銷售, , , , 如如如如

果你是這類的店舖果你是這類的店舖果你是這類的店舖果你是這類的店舖, , , , 現在可以按現在可以按現在可以按現在可以按    [[[[銷售貨品銷售貨品銷售貨品銷售貨品] ] ] ] 鈕制鈕制鈕制鈕制, , , , 加入一個銷售類別加入一個銷售類別加入一個銷售類別加入一個銷售類別, , , , 輸入貨品輸入貨品輸入貨品輸入貨品

條碼就可以銷售了條碼就可以銷售了條碼就可以銷售了條碼就可以銷售了.)  



2.2 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接著你需要輸入一些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供應商, 方法和輸入貨品資料一樣, 按 [供應商管理] 鈕, 按 

[加入], 按 [加入類別], 輸入類別名稱, 首字串和自動編號, 例如中國, CHINA, 1, 

按 [儲存] 鈕建立一個供應商類別, 然後輸入供應商其他資料, 你可以在這裡設定

這一供應商使用的採購類別, 按在預設採購預設採購預設採購預設採購類別旁的 [加入類別] 鈕, 輸入採購

類別的名稱, 付款方式和付款限期, 例如 COD, CASH, 14 天, 然後按 [儲存] 鈕建

立一個採購類別, 當向這供應商採購貨品是, 會自動選擇這個採購類別. 

 



2.3 採購貨品採購貨品採購貨品採購貨品  

當你完成輸入貨品和供應商, 你可以按 [採購貨品] 鈕制向供應商採購一些貨品, 

方法和輸入貨品資料類似. 在採購貨品列表按 [加入] 鈕, 然後可以用條碼器輸入

貨品條碼, 或按 [加] 或 [減] 鈕輸入. 例如貨品條碼是 RING1, 你可以用條碼掃

描器或鍵盤輸入 RING1, 貨品就會加入採購訂單裡. 

 

輸入所有採購的貨品後, 在條碼不輸入任何字串, 按 [Enter] 可跳到供應商編號, 

輸入供應商編號, 如 CHINA1, 按 [Enter] 鍵, 系統會跳到之前預設的採購類別

COD, 再按 [Enter] 鍵, 系統會跳到 [儲存] 鈕, 這時你可以按 [列印] 列印這採

購訂單, 或按 [儲存] 鈕建立一個採購訂單. 



2.4 客戶客戶客戶客戶  

接著你需要輸入一些客戶資料, 方法和輸入供應商資料類似, 加入客戶類別時 , 

你可以輸入給這客戶類別一些折扣, 例如 0 代表沒有折扣, 20 代表八折, 40 代表

六折. 例如類別名稱為 VIP, 首字串為 VIP, 自動編號為 1, 折扣為 10 (九折). 

 



2.5 銷售貨品銷售貨品銷售貨品銷售貨品  

你可以在主視窗按 [銷售貨品] 鈕制把貨品銷售給客戶, 方法和輸入採購貨品類

似. 首先你必須按[加入類別] 鈕建立一個銷售類別, 例如類別名稱為 CASH, 付款

方式為 CASH, 然後在貨品條碼位置輸入貨品條碼, 例如 RING1, 就可以銷售這

貨品. 如下圖: 

 

輸入銷售貨品後, 在條碼不輸入任何字串, 按 [Enter] 可跳到銷售類別, 選擇一個

類別, 然後按 [Enter] 鍵, 輸入客戶編號, 如 VIP1, 按 [Enter] 鍵, 輸入收取金額, 

按 [Enter] 鍵, 最後按 [儲存] 就可以完成銷售. 

 



3 如果購買和註冊如果購買和註冊如果購買和註冊如果購買和註冊 

MemDB 所有產品都有密碼保護，讓客戶試用後才購買。想購買的客戶，首先瀏

覽 http://www.memdb.com/order.htm 填寫購買表格，MemDB 會電郵發票給客

戶，客戶把應付的費用匯款到發票內的銀行帳戶（可匯款到香港，台灣和中國內

地銀行），付款後請保留收據，然後瀏覽 http://www.memdb.com/tt.htm 填寫匯款

表格，MemDB 核對款項後，會電郵收據和使用密碼給客戶。 

 

客戶離開系統時，會看到以下視窗和剩餘試用日數： 

 

 



按 [登記]，輸入收據內的註冊資料，按〔登記〕就可以。這個不用上網也能註冊： 

 

 

登記使用密碼後，公司名稱會自動改為註冊名字, 就可以繼續使用系統，無需重

新安裝和輸入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