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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簡介 

1.1 簡介 

薪金帳主要用於員工的帳單管理。本帳可產生諸如月薪、津貼、公積金等日常帳單。帳單允

許用戶輸入和修改。 

帳單按批組織，同一筆帳單的薪金碼相同，如‘Housing’、‘P Fund’、‘Salary’。一筆

帳單可輸入多個員工數據。 

輸入帳單後，用戶可列印大量報表。已檢查的帳單過入總帳，過期帳單則被刪除。 

薪金帳除提供帳單管理環境外，用戶亦可從輸入資料中列印多類相關報表。 

薪金帳所產生之文件、帳單列表及報表 

薪金碼列表 
職級碼列表 
成本部門列表 
員工資料工作表  
員工資料撮要列表 
員工強積金資料列表 
員工流動報表  
員工銀行戶口列表 
香港IR56資料 
香港IR56M資料 
行政帳單列表 
薪金列表 
薪金調整列表 
薪金調整通知書  
確認升職通知書 
離職信  
聘書  
薪金通知書 
公積金供款結算書 
會計報表  
自動轉帳授權書 
薪金報表  
薪金分析報表 
IR56B報表  

注 : 本部分所指的各類標準功能在本手冊的【系統管理】部分中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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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薪金帳功能表  

本帳使用功能表設計。其結構如下: 

1.帳  1. 薪金碼  

 2. 職級碼 

 3. 成本部門 

 4. 輸入支付計劃 

 5. 輸入支付期 

 6. 選擇 

  

2.員工 1. 員工資料  

 2. 行政帳單  

 3. 薪金  

 4. 調整  

 5. 離職信  

 6. 聘書 

 

3.帳單  1. 產生帳單 

 2. 輸入帳單 

 3. 離職  

 

4.強積金資料 1. 產生公積金 

 2. 更改自願供款 

 3. 供款結算書 

 4. 公積金磁碟 

 5. 公積金過帳 

 

5.列表                      1. 傳票  

 2. 帳單列表  

 3. 廢單列表 

 4. 薪金通知書 

 5. 會計報表  

 6. 自動轉帳授權書 

 7. 自動轉帳磁碟 

 

6.報表 1. 查看薪金 

 2. 薪金報表 

 3. 薪金分析報表  

 

7.稅表  1. IR56B 

 2. IR56E表格  

 3. IR56F表格 

 4. IR56G表格  

 5. IR56M表格 

 6. 香港IR56資料 

 

8.過帳 1. 模擬過帳 

 2. 真實過帳 

 3. 清除已過帳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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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啟始程序  

啟始薪金帳前，用戶首先需要設定會計科目，然後執行以下程序: 

啟始程序 說明  

設定薪金選擇 參看下文 2.4 節。 

設定薪金碼 參看下文 2.1 節。 

設定職級碼 參看下文 2.2 節。 

設定成本部門 參看下文 2.3 節。 

輸入員工資料 參看下文 3.1 節。 

輸入薪金 參看下文 3.3 節。 

帳單週期  

產生或輸入帳單  

列印薪金通知書 

列印帳單報表  

過帳  

清除已過帳舊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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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本資料  

2.1 薪金碼 

薪金碼用於產生帳單。薪金碼的數量不限。 

 

輸入薪金碼，此欄位操作為標準之『輸入基本資料』操作 。 

欄位 說明 

中文說明 35位元。 

說明 35位元。 

IR56B欄位 輸入 A-N，此欄位相對應報稅表上之不同收入項目。如該薪金碼之薪

金是不用報稅的請輸入 0-9。 

IR56F欄位 輸入 A-N，此欄位相對應報稅表上之不同收入項目。如該薪金碼之薪

金是不用報稅的請輸入 0-9。 

IR56G欄位 輸入 A-N，此欄位相對應報稅表上之不同收入項目。如該薪金碼之薪

金是不用報稅的請輸入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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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56M欄位 輸入 A-F，此欄位相對應報稅表上之不同收入項目。如該薪金碼之薪

金是不用報稅的請輸入 0-5。 

報表欄位 薪金報表中薪金碼列印欄位。 

列印標誌 選擇薪金碼是否在薪金通知書上列印。 

貸方 輸入總帳貸方科目(通常為銀行科目)。 

借方 輸入總帳借方科目(通常為工資費用科目)。 

計算公式 薪金碼金額計算方法。選擇適當的金額：薪金/津貼1/津貼2/薪率1/

薪率2/固定金額(如選擇固定金額，可在後一欄位輸入具体數值，如 

500)。系統自動以此金額、乘率計出薪金碼金額。 

乘率 輸入乘率。 

薪率模式 選擇是否採用薪率模式。採用薪率模式，在產生帳單時，系統會提問

時間並自動以薪金碼金額、時間計出帳單金額。 

計算強積金 選擇是否包括此薪金碼於計算強積金之有關入息內。 

計算公積金 如採用計算公積金之方案，選擇是否包括此薪金碼於計算公積金之有

關入息內。如採用計算強積金之方案，選擇是否包括此薪金碼於計算

自願性供款內，只適用於選擇員工特別公積金及百分比大於最低金額

時。 

 

以下八個薪金碼為系統內置薪金碼，用於公積金或強積金。 

PF-CE 顧員供款 (公積金) 

PF-DE 顧員存款 (公積金) 

PF-CC 僱主供款 (公積金) 

PF-DE 僱主存款 (公積金) 

MPF-EC 強積金僱員供款 

MPF-RC 強積金僱主供款 

VOL-EC 僱員自願性供款 

VOL-RC 僱主自願性供款 

薪金碼列表 

選擇列印至螢幕、列表機或檔案。  

2.2 職級碼  

每個員工皆處於一個職級。除郤作為參考之用外，職級碼並用於產生帳單。產生帳單時，系

統取出員工之職級，然後從職級碼取出相關之薪金碼作為產生帳單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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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職級碼，此欄位操作為標準『基本資料輸入』之操作。 

輸入職級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中文說明 職級碼中文說明。本說明為各類員工信件中所使用的說明。 

說明 職級碼英文說明。本說明為各類員工信件中所使用的說明。 

薪金碼- 薪金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薪金

帳單之用。 

薪金碼- 津貼1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津貼 

1 帳單之用，用戶可自定義津貼1的中文和英文名稱。 

薪金碼- 津貼2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津貼 

2 帳單之用，用戶可自定義津貼2的中文和英文名稱。 

薪金碼- 薪率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薪率 

1 帳單之用，用戶可自定義薪率1的中文和英文名稱。 

薪金碼- 其它1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其他

薪金 1 帳單之用。 

薪金碼- 其它2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其他

薪金 2 帳單之用。 

薪金碼- 其它3 選擇薪金碼。這是自動產生帳單時系統從職級碼中取出作為產生其他

薪金 3 帳單之用。 

超時工資 選擇超時工作是否計算工資。 

權利組 用戶在假期管理帳設定了權利組後，可在此選擇相應的權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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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如採用職級特別公積金方案，系統提問以下欄位資料:  

欄位 說明 

公積金員工 % 員工支付月薪百分比。  

公積金公司 % 公司支付月薪百分比。  

2.3 成本部門 

輸入成本部門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中文說明 20位元。 

說明 20位元。 

 

2.4 輸入支付計劃 

輸入支付計劃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中文說明 20位元。 

支付期 可選擇每月、每月兩次、每週、隔週支付。 

支付科目 選擇支付科目碼。 

支付銀行 選擇支付銀行。 

公積金受托人 選擇公積金受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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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輸入支付期 

 

支付期是供產生強積金之用。選擇支付期，按  然後輸入截數日期，再按<F10>

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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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選擇  

選擇儲存薪金帳所需基本選擇。例如:金額的整數位，是否使用小數位;輸入帳單是否顯示薪

率;是否使用津貼1;是否使用薪率。及選擇控制產生的帳單、表格紙張、報表欄位、自動轉帳

資料及稅務資料等。 

更改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欄位 說明 

金額整數位 輸入金額整數位(7-9位 )。 

使用小數位 選擇金額是否使用小數位，小數位默認為2。 

薪率整數位 輸入薪率整數位(3-7位)。 

薪率小數位 輸入薪率小數位(0-4位)。 

時間整數位 選擇時間整數位(3-7位)。 

時間小數位 選擇時間小數位(0-3位)。 

ID號碼闊度 選擇ID號碼闊度(15-18)位。 

輸入帳單顯示薪率 選擇輸入帳單時是否顯示薪率。 

輸入帳單時更改薪率 選擇輸入帳單時是否允許用戶更改薪率。 

是否使用津貼1 選擇是否使用津貼 1。輸入津貼 1 具體名稱，如房屋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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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使用津貼2 選擇是否使用津貼 2。輸入津貼 2 具體名稱，如午餐津貼。 

是否使用津貼3 選擇是否使用津貼 3。 

是否使用津貼4 選擇是否使用津貼 4。 

是否使用津貼5 選擇是否使用津貼 5。 

是否使用薪率1 選擇是否使用薪率 1。輸入薪率 1 具體名稱，如日薪。 

是否使用薪率2 選擇是否使用薪率 2。輸入薪率 2 具體名稱，如件工。 

時間名稱 輸入時間名稱，如 :天數。  

表格 

 

選擇 說明 

薪金調整通知書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及列印份數。 

聘書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及列印份數。 

升職通知書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及列印份數。 

離職通知書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及列印份數。 

薪金通知書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及列印份數。 

薪金單頁長 輸入薪金單頁長。 

簽署頁尾 輸入以上文件簽署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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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通知書 

 

以下說明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上邊界(列) 輸入上邊界。 

左邊界(字位) 輸入左邊界。 

字粒 選擇收據之字粒大小。 

新頁列印表頭 如果報表內容超過一頁，是否要在每張新頁裏列印表頭內容。 

橫印 選擇是否要橫向列印，適用於報表欄位太多，在A4紙張縱向列印不下，

或字體太小。 

頁長 選擇列印收據之紙張頁長。 

紙張類別 選擇列印收據之紙張類別。 

 白紙 

 公司紙張 

 信紙 

項目最後列 設定項目列印的最後列，以控制每頁列印的項目數。 

列印 “……續” 如果報表內容超過一頁，是否在前頁尾列印“…… 續”以承接下頁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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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此處選擇產生薪金報表各欄位名稱。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 

選擇 說明 

欄位1-11 選擇薪金報表是否使用本欄位並輸入欄位名稱，如：房屋津貼。 

分組總和欄位 輸入分組總和列印欄位數。 

產生  

此處選擇控制帳單的產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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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說明 

產生薪金 選擇是否產生薪金帳單。  

產生津貼1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1帳單。 

產生津貼2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2帳單。 

產生津貼3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3帳單。 

產生津貼4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4帳單。 

產生津貼5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5帳單。 

產生薪率1 選擇是否產生薪率1帳單。 

產生其它1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1帳單。 

產生其它2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2帳單。 

產生其它3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3帳單。 

離職支付碼 輸入離職帳單使用的薪金碼。 

員工備考 選擇是否使用員工備考。 

過帳模式 選擇薪金帳過帳模式：詳細/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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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積金 

 

此處選擇控制公積金帳單的產生 。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員工百分比 由員工支付的薪金百分比。 

員工公積金計劃 選擇員工公積金計劃。 

公司百分比 由公司支付的薪金百分比。 

僱主公積金計劃 選擇僱主公積金計劃。 

扣除款項銀行 支付員工薪金銀行科目。 

公積金開支 公司借記成本或費用科目。 

支付銀行 支付公積金銀行科目。 

員工特別公積金 用戶是否採用員工特別公積金方案。 

職級特別公積金 用戶是否採用職級特別公積金方案。 

僱主名稱 輸入僱主名稱。 

聯絡人 輸入聯絡人信息。 

電話 輸入聯繫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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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 

選擇 說明 

香港稅務局檔案號碼 輸入公司稅務檔案號碼。 

檔案公司名稱 輸入公司稅務名稱。 

報稅簽名位 輸入稅表簽署人姓名。 

稅表簽署人 輸入稅表簽署人職位。  

IR56G地址 輸入公司地址。用於列印在IR56G稅表上。 

自動轉帳顯示英文名稱 選擇自動轉帳時是否顯示英文名稱。 

自動轉帳  

選擇如何產生自動轉帳帳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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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銀行1 輸入銀行1說明。 

銀行2 輸入銀行2說明。 

使用HKBC 選擇是否使用HKBC。 

自動轉帳媒介 選擇自動轉帳方式：列印、傳真、軟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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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員工 

3.1 員工資料 

輸入員工碼。此欄位操作為標準之『基本資料輸入』操作。   

 

輸入員工碼後， 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 

欄位 說明  

名稱 員工英文姓名。首先輸入姓，然後輸入名。  

中文 員工中文姓名。 

性別 輸入性別。  

出生日期 輸入出生日期。 

婚姻狀況 員工婚姻狀況：獨身/已婚/離婚。 

國籍 員工國籍。 

身份証 員工身份証號碼。 

教育水平  員工受教育資料。  

電話 員工電話號碼。  

住址 員工通訊住址。  

銀行戶口 自動支付銀行戶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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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輸入員工備考。  

職級 選擇員工職級碼。  

職位 輸入員工職位。員工職位將列印到多類文件，如：聘書。 

部門 輸入員工所屬部門名稱。 

辦公室電話 輸入員工辦公室電話號碼。 

成本部門 輸入員工所屬成本部門。  

入職日期 輸入員工入職日期。系統拒絕此日期之前的員工帳單。                   

離職日期 輸入員工離職日期。系統不產生此日期之後的員工帳單，系統接受此

日期之後的員工帳單時，將發出警告。 

已離職 選擇員工是否已離職。 

稅務 選擇員工稅務形式。  

支付週期 如採用依員工計劃，請選擇員工之支付週期，如強積金預設、每月、

每月兩次、每週或隔週。 

 

用戶如採用員工特別公積金方案，系統提問以下欄位資料： 

欄位 說明 

員工供款 % 員工支付月薪百分比。 

公司供款 % 公司支付月薪百分比。 

員工資料撮要列表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依員工碼/ 支付計劃/ 職級碼/ 成本部門/ 入職日期/ 

英文名稱。 

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欄位 選擇報表中需要列印的欄位。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及截數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員工資料工作表 

本報表提供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輸出員工檔案 

本功能將員工檔案輸出至外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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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依員工碼/ 支付計劃/ 職級碼/ 成本部門/ 入職日期/ 

英文名稱。 

列印薪金 選擇是否列印薪金。 

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欄位 選擇報表中需要列印的欄位。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及截數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員工強積金資料列表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依員工碼/ 身份證。 

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包括已離職員工。 

支付計劃 選擇支付計劃碼。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之標準範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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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流動報表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員工碼/ 職級碼/ 成本部門。 

只包括新員工 選擇是否只包括新員工。  

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包括新員工及剛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包括新員工及剛離職職工。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員工銀行戶口備考 

用戶將員工銀行戶口寫入磁碟作為備考後，本功能可對銀行戶口加密。目的在於遞交文件時

便於確認。 

員工銀行戶口列表 

本報表提供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依員工設定支付計劃 

依員工碼範圍批量產生支付計劃。 

依職級設定支付計劃 

依職級碼範圍批量產生支付計劃。 

3.2 行政帳單  

輸入行政帳單  

 

輸入帳單號碼。以下操作為標準之『輸入帳單號碼』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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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日期 輸入日期。 

備考 輸入備考。 

說明 輸入帳單說明。 

帳單列表 

本報表提供依帳單號碼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依員工列印帳單 

本報表提供依員工碼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廢單列表 

本列表列印所有已作廢的行政帳單。 

行政帳單過帳  

已過帳行政帳單不接受修改及刪除。 

3.3 薪金  

用戶可在輸入員工資料時輸入員工薪金。若想整批輸入可選擇本功能。  

此操作為標準之『瀏覽式輸入基本資料』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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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金列表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員工碼/ 職級碼/ 成本部門。 

包括不活躍職員 選擇是否包括不活躍職員。 

列印項目 選擇是否列印薪金、津貼1、津貼2、總數、薪率1、薪率2。 

選擇欄位 選擇報表中需要列印的欄位。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之標準範圍設定。 

3.4 薪金調整  

此操作為標準之『瀏覽式輸入基本資料』操作。 



縱橫會計系統使用手冊 

A17 部份. 薪金管理帳 

                                                             A17 - 23                         

 

薪金調整列表 

選擇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項目。  

本報表提供依列印次序之標準範圍設定。 

薪金調整通知書  

這是給已調整薪金員工的正式通知書。 

 



縱橫會計系統使用手冊 

A17 部份. 薪金管理帳 

                                                             A17 - 24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生效日期 資料從何時生效。  

列印表格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包括薪金 選擇是否列印薪金。  

包括津貼1 選擇是否列印津貼1。  

包括津貼2 選擇是否列印津貼2。  

包括薪率1 選擇是否列印薪率1。 

包括薪率2 選擇是否列印薪率2。 

注腳 輸入授權簽署人姓名。 

列印範圍 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升職通知書 

這是給已升職員工的正式通知書。 

確認調整 

本功能用於確認調整薪金已累加到薪金中，並重新將薪金調整數恢復成 0。  

3.5 離職信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員工 輸入離職員工碼。 

列印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注腳簽名 輸入授權簽署人姓名。 

3.6 聘書  

這是發給受聘員工正式通知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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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員工 輸入員工碼。  

有效日期 資料從何時生效。  

列印紙張 選擇使用白紙還是信紙。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包括薪金 選擇是否列印薪金。  

包括津貼1 選擇是否列印津貼1。  

包括津貼2 選擇是否列印津貼2。  

包括薪率1 選擇是否列印薪率1。  

包括薪率2 選擇是否列印薪率2。  

註腳 輸入授權簽署人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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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帳單 

4.1 產生帳單  

本程序產生薪金帳單，如月薪、津貼和公積金。產生的帳單接受用戶修改。 

本功能產生的帳單類別受限於基本選擇。 

 

本程序依以下條件產生帳單： 

欄位 說明  

薪金 選擇是否產生薪金帳單。 

產生公積金 選擇是否產生公積金帳單。 

產生津貼1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1帳單。 

產生津貼2 選擇是否產生津貼2帳單。 

產生薪率1 選擇是否產生薪率1帳單。 

產生其它1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1帳單。 

產生其它2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2帳單。 

產生其它3 選擇是否產生其它3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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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會提問以下欄位資料： 

欄位 說明  

本次產生日期 帳單日期。  

備考 帳單備考。 

時間 薪率模式的乘數。 

本功能提供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4.2 輸入帳單 

輸入帳單號碼  

以下操作為標準之『輸入帳單號碼』操作。  

 

4.3 輸入帳單資料  

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薪金碼 輸入表示帳單類別之薪金碼。  

日期 帳單日期。  

貸方 輸入總帳貸方科目。系統默認為有關薪金碼中科目。 

借方 輸入總帳借方科目。系統默認為有關薪金碼中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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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輸入和修改  

輸入員工碼 ，以下為可供使用之特別鍵: 

特別鍵 按鈕 名稱 使用說明 

<F10> 
 

完成 儲存並準備下一張帳單。 

<Alt F2> 
 

刪除帳單 刪除整張帳單。 

<F4> 
 

列印 列印帳單。 

<F3> 
 

查取代碼 查取薪金碼。 

4.5 輸入詳細資料  

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備考 帳單備考。 

時間 時間。 

薪率 帳單薪率。系統默認為有關薪金碼薪率，此欄位受基本選擇限制。 

金額 支付金額，如支付的是某類薪率，系統自動乘出金額。 

4.6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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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員工 選擇員工碼。 

離職原因 選擇員工離職原因。 

日期 輸入帳單日期。 

最終日期 輸入員工最終工作日期。 

產生帳單 選擇是否產生離職帳單。 

列印離職書 選擇是否列印離職書。 

列印IR56F 選擇是否列印IR56F表。 

列印IR56G 選擇是否列印IR56G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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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積金 

5.1 產生公積金 

依支付計劃產生公積金。 

5.2 更改自願供款 

 
 

用戶可更改自願供款之金額。選擇員工碼，選擇需要更改之項目，按  儲存所

作之更改，再按<F10>儲存整張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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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供款結算書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範圍 依支付計劃碼分組列印。 

支付日期 選擇支付日期。 

包括範圍 所有員工或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公積金 選擇列印帳單類別，包括所有帳單、強積金或 ORSO。 

包括已離職員工供款 選擇是否包括已離職員工供款。 

列印員工碼 選擇是否列印員工碼。 

列印入職日期 選擇是否列印入職日期。 

列印離職日期 選擇是否列印離職日期。 

列印範圍 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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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公積金磁碟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支付計劃 選擇支付計劃。 

支付期 選擇支付期。 

產生日期 輸入產生日期。 

公積金類別 選擇公積金類別。 

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包括已離職員工。 

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5.5 公積金過帳 

用戶在核對帳單後可把強積金過帳至薪金帳。帳單在過帳後不能更改，故此用戶應小心核對

後才執行過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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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列表 

6.1 傳票  

輸入帳單時，可按  按鈕列印傳票，本功能可整批列印傳票。 

本功能提供依帳單號碼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6.2 帳單列表 

本功能提供依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6.3 廢單列表 

本功能提供依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6.4 薪金通知書  

這是發給員工正式通知書。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分組範圍 依支付計劃碼範圍分組。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包括已離職職員 選擇是否列印已離職職員。 

列印標準 依員工碼之標準範圍設定。 

6.5 會計報表  

本報表提供依科目碼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6.6 自動轉帳授權書  

本功能提供依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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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自動轉帳磁碟 

本功能產生一張由銀行處理的自動轉帳磁碟。 

 

在磁碟機中插入一張空磁碟，然後輸入以下資料： 

欄位  說明  

支付計劃 選擇支付計劃分組。 

應付日期 輸入支付日期。 

將磁碟放進 A 磁碟機。按 <Enter>，系統即將數據寫上磁碟中。 

一般而言，支付銀行將給予支付公司一個變形程式，使一般人仕不能從磁碟資料中看出有意

義的數據。若此，用戶需再執行該程序。有關程序請向銀行查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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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報表 

7.1 查看薪金 

系統提供了便利的介面查看員工薪金支付情況。 

輸入員工碼。此操作為標準之『查看帳項活動情況』模式。 

 

7.2 薪金報表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依員工碼/ 職級碼/ 成本部門。 

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是否只包括已離職員工。 

選擇欄位 選擇列印欄位，未選擇的不列印出來。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7.3 薪金分析報表 

本功能包括以下報表： 

 撮要分析 

 多月份分析 

 季度分析 



縱橫會計系統使用手冊 

A17 部份. 薪金管理帳 

                                                             A17 - 36                         

 

以下為可供之選擇： 

選擇 說明 

列印次序 選擇列印次序：依員工碼/ 職級碼/ 成本部門/ 英文名稱。 

包括公積金-僱主 選擇是否包括公積金-僱主。 

選擇欄位 選擇列印欄位，未選擇的不列印出來。 

列印範圍 依列印次序及日期之標準範圍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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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稅表 

8.1 IR56B 

用戶需先向香港稅務局申請使用磁碟報稅，獲批準後用戶只需遞交電腦磁碟及IR56B控制表予

稅局，IR56B表格只需發給員工。 

 

IR56B 磁碟 

輸入以下欄位資料: 

選擇 說明 

報稅年份 輸入報稅年份。 

成本部門 輸入單獨報稅的成本部門。 

上表日期 輸入上表日期。上表日期應在當年四月份之後。 

IR56B 控制列表 

列印IR56B控制列表前，需要準備IR56B 磁碟。想得到稅務資料必須在磁碟機中插入IR56B磁

碟。因此最好準備兩張磁碟一張用於後備，一張用於遞交稅務局。 

插入磁碟，選擇列印至螢幕、列表機或檔案。 

IR56B表格  

插入磁碟，選擇列印至螢幕、列表機或檔案。 

8.2 IR56E表格  

選擇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每月津貼 輸入每月津貼。 

酬金 輸入酬金。 

上任僱主 輸入員工以前的僱主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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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R56F表格 

選擇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離職原因 輸入員工離職原因。 

新僱主 輸入新僱主姓名。  

新地址 輸入員工新地址。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8.4 IR56G表格 

選擇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離港日期 輸入離港日期。  

離港原因 輸入離港原因。 

將返港 輸入是否返港。 

回港日期 輸入回港日期。  

僱主付 選擇是否僱主付。 

金額欄位 輸入金額欄位。 

份數 輸入列印份數。 

8.5 IR56M表格 

 

輸入以下欄位資料: 

選擇 說明 

報稅年份 輸入報稅年份。 

成本部門 輸入單獨報稅的成本部門。 

上表日期 輸入上表日期。上表日期應在當年四月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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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香港IR56資料 

此資料用於列印IR56B、IR56F和IR56G稅務表 。 

 

選擇員工碼後，請輸入以下欄位的資料: 

欄位 說明  

員工稅務檔案 輸入員工稅務檔案號碼。  

護照號碼 輸入員工護照號碼。 

配偶名稱 輸入員工配偶名稱。 

配偶身份証號碼 輸入員工配偶身份証號碼。 

配偶護照號碼 輸入員工配偶護照號碼。  

通訊地址 輸入員工配偶通訊地址。 

全職僱主 輸入員工配偶全職僱主名稱。 

備註 輸入備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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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過帳及清除 

9.1 模擬過帳 

本功能將未過帳之帳單轉送往總帳。 

使用本程序時，系統提問過帳日期。所有該日期及之前的帳單皆被過帳。 

轉送帳單之帳簿碼為"PAYRL"。 

9.2 真實過帳 

本功能將未過帳之帳單轉送往總帳並確認薪金帳單。過帳後，帳單不允許更改或刪除。 

使用本程序時，系統提問過帳日期。所有該日期及之前的帳單皆被過帳。 

轉送帳單之帳簿碼為"PAYRL"。 

因過帳後帳單不允許更改或刪除，用戶因在過帳前做好後備工作。 

9.3 清除已過帳數據 

本程序從硬盤中將已過帳並已完全清付之舊數據清除。 

使用本程序時系統提問清除日期。所有該日期及之前的帳單皆被清除。 

本程序執行後不能還原，用戶應在執行前做好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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