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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論概論概論概論 

付款追蹤是一個簡單又便利的 Android 應用程式。如果你參與了一些群體項目，各人

付出了一些款項，但並未有每次清算，那這程式能幫你很方便地記錄這些付款，並為每

個成員計算結餘。一個典型的活動項目，是和朋友參加的多天旅遊。 

 

這程式的主要特色和功能： 

� 可以同時為多個項目作出記錄 

� 每個項目可有多種不同貨幣的付款 

� 每個付款數目可以很有彈性地分配給每個成員 

� 可匯入和匯出付款紀錄到外部檔案 

� 利用匯出的付款紀錄創建新項目 

� 3 種報表（個別成員, 結餘總表和付款詳細列表） 

� 報表可匯出到外部檔案以方便分發 

 

本手冊的第二部，是一個很簡單的教學篇，讓你很快地去感受一下這程式。第三部是對

每個功能的詳細講解。第四部是本程式輸出的報表的樣本。最後，務必看一下第五部，

有一些使用上的有用提示，不要錯過。 

 

註：文中指的「設備」，是安裝了本程式的 Android 設備，可能是手機或者平板電腦等。 

 

Android 系統要求 

 

所支援 Android 版本： 

 2.0 或以上 

 

Android 權限要求： 

� 讀取聯絡人資料 

讓用戶可以從 Android 聯絡人選取成員名稱 

� 修改/刪除 SD 卡的內容 

讓用戶可匯入及匯出付款記錄、匯出報表到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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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簡易試用體驗篇簡易試用體驗篇簡易試用體驗篇簡易試用體驗篇 

 

步驟 1 

 

當你第一次使用付款追蹤，程式會建立一個新

項目，並自動顯示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和一個訊息，提示

你在結束使用這設定版面之後，可用設備的返返返返

回鍵回鍵回鍵回鍵去開始加入付款紀錄。當你按確定鍵確定鍵確定鍵確定鍵之

後，你便可以開始進行設定。 

 

注意：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是設備上的一個按鈕或者虛擬

鍵，通常以這種圖畫標示： 

 

  
 

 

 

 

 

 

步驟 2 

 

你可以在這裡加入項目的名稱或描述。且輸入

「首個項目」到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項目名稱欄。 

 

根據設備上的地區設定，程式將會為項目預設

基本貨幣的代碼和小數位數目。如果你的項目

不涉及其他貨幣，可接受這預設。在這試用項

目，我們且接受這預設吧。 

 

請點擊成員頁標成員頁標成員頁標成員頁標去設定成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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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3 

 

每個項目必須要設定有一個或以上成員。不

過，通常會起碼有兩個成員，否則，沒有用這

程式的需要吧？ 

 

點擊那 +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去加入成員。 

 

 

 

 

 

 

 

 

 

 

 

 

步驟 4 

 

你可直接輸入成本名稱，或者點擊自自自自「「「「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

選取按鈕選取按鈕選取按鈕選取按鈕去從設備的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選取成員。如果你

打算匯入或匯出項目中的付款記錄，你應該也

為「匯入、匯出識別碼」定義。 

 

在這試用項目，我們且把「張三」輸入到「名

稱」欄，並讓「匯入、匯出識別碼」欄保留空

白，保留「通常承擔份數」為 1 份。 

 

點擊確定按鈕確定按鈕確定按鈕確定按鈕去肯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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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重複步驟 3和 4去加入另一成員「李四」。 

現在，你可從設定版面看成兩個成員。 

你可以開始加入付款記錄。點擊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回到主主主主

頁版面頁版面頁版面頁版面。 

 

 

 

 

 

 

 

 

 

 

 

 

 

步驟 6 

 

在主頁版面裡，暫時相當空白，因為未有任何

付款記錄。 

 

要加入記錄，點撃加入加入加入加入按鈕按鈕按鈕按鈕便可帶出付款詳情付款詳情付款詳情付款詳情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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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7 

 

在「描述」欄中，你可輸入這付款的名稱 / 描

述。假設這是一個早餐的費用，由張工付出金

額 $240： 

� 輸入「早餐」到描述欄中 

� 輸入「240」到版面上部份的「數目」

欄中 

� 從「付出者」列中選取「張三」 

 

「付出日期」會預設為即日。 

 

假設張三和李四會平均分擔這款項，那便不用

改變其他欄位。 

 

按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去儲存資料，並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步驟 8 

 

你可在主頁版面看見一個新建以「張三」為標

題的群組，並有剛輸入的付款記錄。 

 

現在讓我們加入第二個付款記錄。重複步驟 6

和步驟 7 ，加入以下記錄的資料： 

� 在描述欄中輸入「午餐」 

� 在「數目」欄中輸入「480」 

� 從「付出者」列中選取「李四」 

 

輸入資料後，按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回來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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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9 

 

現在，你可見到兩個群組，一個屬於張三，另

一個屬於李四。 

 

要查看一下張三付出和花費了多少，可點擊報報報報

表按鈕表按鈕表按鈕表按鈕。 

 

 

 

 

 

 

 

 

 

 

 

 

 

步驟 10 

 

你會見到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有兩種報表可供選

擇。預設的「成員個人報表」正好合用。「成員」

欄應該已是預設為「張三」，否則，請從「成員」

列中選取。 

 

點擊確認按鈕確認按鈕確認按鈕確認按鈕去確認選擇和產生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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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1 

 

在「成員個人報表」裡，你可看到這成員付出

了的金額、已消費的金額、和結餘。 

 

張三的報表顯示了他透支了 $120。 

 

審視了報表之後，可按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在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再點擊報表按鈕報表按鈕報表按鈕報表按鈕。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

盒盒盒盒將再次顯示。 

 

 

 

 

 

 

 

 

 

步驟 12 

 

在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從「報表類型」列中，選

取「成員結餘總表」。你會發覺對話盒上的「成

員」列已被隱藏，因為這選項不適用於這種報

表。 

 

點擊確認按鈕確認按鈕確認按鈕確認按鈕去確認選擇和產生報表。 

 

 

 

 

 

 

 

 

 

 

 



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 

8 

步驟 13 

 

在這總結報表裡，你可看到每一個成員的結

餘。你可見到張三透支了 $120，而李四多付了 

$120。 

 

要替項目清算，張三支付 $120，李四取回 $120 

便可。 

 

 

 

 

 

 

 

 

 

 

 

完成了這教學篇，相信你已對這程式有一個概要認識。你可以利用本指南的下一部份去

了解每一個功能的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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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指南功能指南功能指南功能指南 

這部份，我們將對每一版面、對話盒和相關功能，作出詳細解說。下圖展示了各版面、

對話盒之間的連繫。圖中括號裡的數目，是討論相關版面、對話盒或者功能的章節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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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顧名思義，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是你最常面對的地方，也

是啟動其他版面、功能的中樞。主頁主頁主頁主頁是由三部

份組成：本項目的名稱、一橫列三枚按鈕、和

一個可開合列顯示付款記錄。這版面有由十個

選項組成的菜單。 

 

項目裡的付款記錄，會以付款者分成群組，再

以付款日期排列，顯示在可開合列中。每人個

群組可獨立展開或者收合。 

列中的每個付款記錄，會顯示出付款描述、付

款日期、使用貨幣和金額。要審查、更改記錄

內容，可點擊列中該單位。 

你可以剔選列中每單位的方格，再經菜單選項

去刪除、匯出那些剔選了的記錄。 

 

 

 

3.1.1 功能按鈕功能按鈕功能按鈕功能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加入 點擊這按鈕會在項目中加入一個新的付款記錄，並在付款詳情付款詳情付款詳情付款詳情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中將這記錄顯示，讓用戶對預設值進行修改。 

刪除 將開合列中已剔選的記錄刪除。刪除前，會有訊息先要求用戶

確定。 

報表 啟動報表製作和顯示。點擊這按鈕，效果等同於從菜單中選取

報表報表報表報表選項。點擊後，程式將顯示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讓用戶選取

報表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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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 

要顯示程式的菜單，可點擊設備的菜單按鈕菜單按鈕菜單按鈕菜單按鈕。根據 Android 的介面標準，菜單中首 5 個

選項會被顯示，並有一個更多按鈕更多按鈕更多按鈕更多按鈕去顯示其他 5 個選項。 

 

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設定 顯示設定版面，讓用戶可以審視和更改設定。 

項目 顯示項目版面，讓用戶選取、加入和刪除項目。 

報表 啟動報表製作和顯示，功能等同於點擊報表按鈕。程式會顯示

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 

匯入 從外部檔案匯入付款記錄。程式會顯示匯入匯入匯入匯入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 

匯出 將付款記錄匯出到外部檔案。程式會顯示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 

張開所有 把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可開合列上所有群組全部張開。 

收縮所有 把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可開合列上所有群組全部收縮。 

選取所有 剔選所有付款記錄。 

消除所有選取 消除所有記錄的剔選。 

關於 顯示程式的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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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付款付款付款付款詳情版面詳情版面詳情版面詳情版面 

 

當用戶點擊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上的「加入」按鈕，或者

用戶點擊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上可開合列裡的記錄，程式

便會顯示付款詳情版面付款詳情版面付款詳情版面付款詳情版面。 

 

用戶可利用這版面，審視和更改記錄內容。完

成之後，可點擊設備上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注意：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份數分配」，

而所有成員的份數數目均為 0 ，當用戶嘗試回

到主頁版面時主頁版面時主頁版面時主頁版面時，會有提示，並被制止。用戶必

須設定最少一個成員的份數不少於 1 。 

 

 

 

 

 

3.2.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描述 這付款的目的名稱或描述。這欄位的內容不宜太長。詳細的

描述，可利用下面的「備註」欄。 

除了「^」字之外，可輸入其他任何字。 

預設值：空白 

付出者 含有所有成員名稱的選取列，標示款項的付出者。 

預設值：若果是新創建項目的第一個付款記錄，又或者是剛

從項目版面開啟的項目，會預設成第一個成員，否則，會預

設成對上一個加入、更改了的付款記錄中的付款人。 

付出日期 付款日期。若要更改日期，可點擊更改按鈕去開啟日期選取

對話盒，選取不同的日期。 

預設值：即日 

數目分配形式 選擇成員將如何分擔是項費用。有兩種形式可供選擇：「以份

數分配」和「以逐一數目分配」。 

「以份數分配」將根據每一成員所標示的份數按比例分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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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所有成員的分擔份數不可全為 0。 

「以逐一數目分配」將根據每一成員所標示的個別金額分

配。選取這選擇時，總金額數目會被清除成 0，再根據成員

分擔數目的總和自動計算。 

預設值：以份數分配 

數目（付款記錄） 付出的金額。由兩部份組成：貨幣和數目。程式支援多貨幣。

你可以對不同付款記錄選取不同的貨幣。 

� 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份數分配」，數目欄為可輸

入欄。 

� 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逐一數目分配」，數目欄為

顯示欄，數目為各成員分擔數目的總和。 

預設值：若果是新創建項目的第一個付款記錄，又或者是剛

從項目版面開啟的項目，會預設成基本貨幣，否則，會預設

成對上一個加入、更改了的付款記錄中的貨幣。數目預設為 

0。 

成員名稱 成員的名稱 

數目（成員分擔） 成員所分擔的金額或者份數。 

� 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份數分配」，數目欄為成員

需分擔的份數。這欄位將不可直接更改，可使用伴隨的 

「「「「+」」」」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和 「「「「–」」」」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去增加或減少數值。 

� 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逐一數目分配」，用戶可在

這裡輸入每人成員所分擔的數目，總數會自動被計算，

並在這記錄上部份的「數目」欄顯示。 

預設值：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份數分配」，預設為該

成員的「通常承擔份數」設定，如果「數目分配形式」是「以

逐一數目分配」，預設為 0。 

備註 用戶可在這欄位輸入這次付款的其他詳情。除了「^」字之外，

其他任何字也可以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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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 

 

當用戶從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選取設定設定設定設定選項，便可

啟動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用戶可在這版面審視或更改這

項目的設定。 

 

注意：當建立新的項目時，程式會首先自動開

啟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 

 

完成設定之後，可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回到主頁主頁主頁主頁

版面版面版面版面。 

 

 

 

 

 

 

 

 

 

3.3.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項目名稱 這項目的名稱或短描述。 

基本貨幣 若果項目付款記錄中有多於一種貨幣，計算總數時將會同時

以這基本貨幣計算。 

代碼 基本貨幣的代碼。 

預設值：根據設備的地區設定所用貨幣 

小數位數目 金額欄位中，小數點後的數字數目。可為 0 或者以上的整

數。 

預設值：根據設備的地區設定所用貨幣的一般習慣 

貨幣列 每個項目可以設置多於一個貨幣，以方便記錄以不同貨幣付

款，例如外地旅遊。要增加貨幣，可在點擊在「貨幣」活頁

上的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除卻基本貨幣外，其他貨幣會在貨幣列中

列出。點擊「「「「+」」」」按鈕按鈕按鈕按鈕或者貨幣列中項目，會開啟貨幣貨幣貨幣貨幣資料資料資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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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盒對話盒對話盒對話盒。 

成員列 項目中的成員會在「成員」活頁裡的成員列中顯示。要加入

新成員，可點擊成員列上的「「「「+」」」」按鈕按鈕按鈕按鈕。點擊成員列上的項

目，將開啟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讓用戶作出修改、刪除。 

 

 

3.4 貨幣資料對話盒貨幣資料對話盒貨幣資料對話盒貨幣資料對話盒 

 

當用戶點擊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裡貨幣活頁上的「+」按

鈕，又或者是點擊貨幣列上的項目時，貨幣資貨幣資貨幣資貨幣資

料對話盒料對話盒料對話盒料對話盒便會開啟。新增貨幣或者被點選的貨

幣的資料會在對話盒中顯示。 

 

 

 

 

 

 

 

 

 

 

 

 

 

3.4.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代碼 貨幣代碼。除「^」字外的任何文字。不可長過 4 個字。 

預設值：空白 

兌換率 這貨幣和基本貨幣之間的兌換率。舉例：假設基本貨幣為英

鎊，新增的貨幣為美元，若果 1 英鎊可兌換成 1.62 美元，

可在「=」號的左邊填上 1 並在右邊填上 1.62。用戶亦可在

「=」的左邊填上 100 並在右邊填上 162，只要左右兩邊保

持相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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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值：左右兩邊均為 1 

小數位數目 在金額欄中小數點後顯示多少個數字。0 或以上的任何數

字。 

預設值：2 

 

3.4.2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確定 確定輸入資料並關閉對話盒。 

刪除 將這貨幣清除。如果是新增貨幣中，又或者已經有付款記錄

採用了這貨幣，用戶便不能使用這按鈕。 

取消 取消任何改動並關閉對話盒。 

 

 

3.5 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成員資料對話盒 

 

當用戶點擊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裡「成員」活頁上的「+」

按鈕，又或者是點擊成員列上的項目時，成員成員成員成員

資料對話盒資料對話盒資料對話盒資料對話盒便會開啟。新增成員或者被點選的

成員的資料會在對話盒中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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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名稱 成員的名稱。可為「^」字外的其他任何字。 

預設值：空白 

匯入、匯出識別

碼 

不長過四個字的識別碼。用於記錄匯入和匯出時。當需要在

不同設備或者同一設備中的不同項目中交換付款記時，會根

據這識別碼去識別付款成員，並非根據成員名稱。 

預設值：空白 

通常承擔份數 加入新付款記錄時，預設這成員的承擔份數。可為 0 至 99 

中的任何整數。 

預設值：1 

 

3.5.2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自「聯絡人」選

取 

打開設備的 Android 聯絡人，讓用戶選取作為項目成員。點

選聯絡人之後，聯絡人程式會關閉，回到成員資料對話盒之

後，聯絡人名稱會自動填到名稱輸入欄裡。 

確定 確定輸入資料並關閉對話盒。 

刪除 將這成員記錄清除。如果是新增成員中，又或者已經有付款

記錄採用了這成員，程式會拒絕刪除要求。 

取消 取消任何改動並關閉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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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 

 

用戶可從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點擊菜單上的項目選項，開

啟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用戶可在這版面建立、刪除或開

啟項目。 

 

這版面有三個按鈕和一個項目列。用戶可以剔

選列中的項目，再選取所需動作。 

 

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用戶會回來之前使用中的

項目。但是，如果之前的項目已經被刪除，用

戶便只可選擇開啟其他的項目，又或者新增一

個。 

 

 

 

 

 

 

 

3.6.1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刪除 刪除已剔選的項目。 

新增 創建一個新的項目。新項目的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項目版面將會被顯示。 

開啟 開啟已剔選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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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報表選項對話盒 

 

可從以下兩種方法開啟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報表選項對話盒盒盒盒： 

� 從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點擊報表選項，

或 

� 從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點擊報表按鈕。 

 

用戶可從這對話盒選擇那一種報表或者為那一

成員製作報表。 

 

 

 

 

 

 

 

 

 

 

 

3.7.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報表類型 製作那一種報表。可以選擇以下其中一種： 

� 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該成員的付款和消費記錄） 

� 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總結所有成員的結餘） 

� 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項目中所有付款記錄的詳細資料） 

預設值：成員個人報表 

成員 選擇為那一個成員製作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若果選擇的報表類型為成成成成

員結餘總表員結餘總表員結餘總表員結餘總表，這成員欄不會出現。 

預設值：第一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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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2 按按按按鈕鈕鈕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確定 確定對話盒上的選擇，開始製作報表。對話盒會被關閉，並開啟

報表版面報表版面報表版面報表版面。 

取消 取消報表製作，關閉對話盒並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3.8 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 

 

程式在製作了用戶要求的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成員個人報表之後，便

會在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成員個人報表版面顯示。該成員的每一個有

關的付款和消費，會在報表內列出，資料包括日

期、款項描述、貨幣和付款/消費金額。項目中定

義了的每一種貨幣會有一結餘。若果有多於一種

貨幣，每種貨幣的結餘兌換成基本貨幣的數目也

會計算和顯示。 

 

可從成員列成員列成員列成員列選擇製作及顯示其他成員的報表。 

 

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便會關閉報表並回到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

面面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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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 菜單菜單菜單菜單 

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匯出 用戶可把報表以 HTML 形式匯出到外部檔案。（HTML 形式是

標準的互聯網網頁形式。用戶可以任何主流互聯網瀏覽器去開

啟匯出的報表檔案，例如 Internet Explorer，Chrome，FireFox 等。 

選取這選項之後，程式將顯示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讓用戶提供目標

檔案路徑和名稱。 

 

3.9 成員結餘總表版面成員結餘總表版面成員結餘總表版面成員結餘總表版面 

 

程式在製作了用戶要求的成員成員成員成員結餘總結餘總結餘總結餘總表表表表之後，

便會在成員成員成員成員結餘總結餘總結餘總結餘總表版面表版面表版面表版面顯示。報表裡會列出

每個成員的總付出、消費和結餘。若果項目有

多於一種貨幣，每種貨幣的結餘兌換成基本貨

幣的數目也會計算和顯示。 

 

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便會關閉報表並回到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

面面面面。 

 

 

 

 

 

 

 



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 

22 

3.9.1 菜單菜單菜單菜單 

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匯出 用戶可把報表以 HTML 形式匯出到外部檔案。（HTML 形式是

標準的互聯網網頁形式。用戶可以任何主流互聯網瀏覽器去開

啟匯出的報表檔案，例如 Internet Explorer，Chrome，FireFox 等。 

選取這選項之後，程式將顯示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讓用戶提供目標

檔案路徑和名稱。 

3.10  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 

程式在製作了用戶要求的付付付付款詳細列款詳細列款詳細列款詳細列表表表表之後，便

會在付款詳細列付款詳細列付款詳細列付款詳細列表版面表版面表版面表版面顯示。報表裡會列出項目

中所有的付款記錄的詳細資料。付款記錄中的備備備備

註欄註欄註欄註欄只會在用戶有輸入的情況下，才會顯示。 

 

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便會關閉報表並回到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主頁版

面面面面。 

 

 

 

 

 

 

 

 

 

 

3.10.1 菜單菜單菜單菜單 

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菜單選項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匯出 用戶可把報表以 HTML 形式匯出到外部檔案。（HTML 形式是

標準的互聯網網頁形式。用戶可以任何主流互聯網瀏覽器去開

啟匯出的報表檔案，例如 Internet Explorer，Chrome，FireFox 等。 

選取這選項之後，程式將顯示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讓用戶提供目標

檔案路徑和名稱。 



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 

23 

3.11  匯入匯入匯入匯入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選項對話盒 

 

當用戶點選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裡的匯入選項，程式

便會打開匯入選項對話盒，讓用戶選擇匯入付款

記錄到那一個項目。 

關於匯入功能的詳細資料，可參考第 3.15部份。 

 

 

 

 

 

 

 

 

 

 

 

 

 

 

3.11.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匯入到開啟

中項目 

把匯入的付款記錄，加進現正開啟的項目中。 

匯入成新項

目 

關閉現有的項目，創建一個新項目，並把充記錄匯入到這新項

目中。 

3.11.2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確定 確定對話盒內的選項，關閉對話盒並開啟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 

取消 取消匯入，關閉對話盒並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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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 

 

當用戶點選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裡的匯出匯出匯出匯出選項，程

式便會打開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匯出選項對話盒，讓用戶選擇匯出

那些付款記錄。 

 

關於匯出功能的詳細資料，可參考第 3.15部份。 

 

 

 

 

 

 

 

 

 

 

 

 

3.12.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匯出那些記

錄 

可從有 3 個記錄種類的選擇列中選取： 

� 所有記錄（匯出項目中的所有記錄） 

� 已剔選記錄（匯出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上已經剔選的付款記錄） 

� 選取成員、日期（匯出某些付款成員和期限內的付款記錄） 

預設值：所有記錄 

成員列 讓用戶選取匯出那些付款成員的記錄。成員列裡有各成員的名

稱和一個 [所有成員] 的選項。這成員列只有當付出記錄種類為

「選取成員、日期」時才會出現。 

預設值：所有成員 

從–到– 選擇匯出那段時期的付款記錄。起始日期和終止日期的付款記

錄也包括在內。可使用兩個更改按鈕更改按鈕更改按鈕更改按鈕去更改起始和終止日期。 

這兩個日期欄和相關按鈕，只有當付出記錄種類為「選取成員、

日期」時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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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值： 

 從 – 項目內最早的付出記錄的日子 

 到 – 項目內最後的付出記錄的日子 

 

3.12.2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確定 確定對話盒內的選項，關閉對話盒並開啟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 

取消 取消匯出，關閉對話盒並回到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 

更改 更改期限的開始或終止日期。只有當付出記錄種類為「選取成

員、日期」時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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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 

 

當程式需要向用戶選擇或者創建一個外部檔案

時，便會開啟檔案選取版面。有 3 種情形可能

有此需要： 

� 匯出付款記錄時 

� 匯入付款記錄時 

� 匯出報表 

點擊取消按鈕或者設備的返回鍵，便會取消行

動並回到之前的版面。 

 

 

 

 

 

 

 

 

 

 

3.13.1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欄位欄位欄位欄位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要求的檔案

性質 

版面的第一行形容要求檔案名稱的檔案性質。 

目前所在目

錄位置 

版面的第二行顯示現時目標檔案的路徑、檔案匣的位置。 

預設值：對上一次使用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檔案選取版面時目標檔案的路徑、檔案

匣位置。如果是第一次使用，會設定為設備的外部檔案匣（如

有），如 /sdcard 。 

檔案名稱欄 讓用戶輸入檔案名稱，或顯示用戶從檔案列選取了的檔案名稱。 

檔案列 列出在目前所在路徑/檔案匣裡的所有檔案和子檔案匣，再加上 

[..] 和 [.] ，用作移動目前路徑向下一層或上一層。 

目前路徑裡的檔案匣會以方形括號 [ ] 標示。點擊檔案匣名稱會

將目前的路徑移至所選的檔案匣，檔案列會根據新目前路徑更

新。點擊一個檔案名稱會將名稱選取至檔案名稱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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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按鈕按鈕按鈕按鈕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確定 確定所選、輸入的檔案路徑和名稱。 

� 如果是匯入用的檔案，該檔案必須已存在。 

� 如果是匯出用的檔案，而該檔案又已經存在，程式會要求用

戶確認重用該檔案 

� 如果是匯出報表用，而所選取、輸入的檔案名稱沒有標示

「.htm」檔案類型的話，程式會替名稱自動加上。 

取消 取消當前的行動並回到前一個版面。 

開新文件

夾 

根據檔案名稱欄內的名稱，在目前路徑建立一個新的檔案匣，並

移動目前路徑到該新文件夾和更新檔案列。 

 

3.14  關於對關於對關於對關於對話盒話盒話盒話盒 

 

用戶可從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裡，點擊更多更多更多更多選項，

再點選關於關於關於關於選項，便可開啟程式的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 

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關於對話盒上顯示了程式的版本編號和開發者

資料。 

 

用戶可點擊設備的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返回鍵關閉言對話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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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匯入和匯出匯入和匯出匯入和匯出匯入和匯出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用戶可匯入和匯出項目內的付款記錄。在某些情況下，這功能會相當有用，例如： 

� 多個成員共同記錄多個成員共同記錄多個成員共同記錄多個成員共同記錄––––項目中的款項並不是全由某指定成員付出，而是分散由多人負

責。每個有付出金額的成員可各自用本程式記錄，之後定期或者在最終結算是，用

匯出和匯入功能各自把記錄集中到某一成員的付款追蹤裡，準備和進行最終結算。 

� 項目項目項目項目範本範本範本範本–如果用戶有一些經常進行的項目，可以把這些經常會重複進行的付款項

目，匯出到一個外部檔案作為範本。當用戶要再開始一個新的類似、同一項目時，

他可以選擇從那範本檔案匯入付款記錄（和相關成員、貨幣資料等）成為新的項目。 

 

匯入和匯出的資料包括： 

� 每個被選的付款記錄的所有資料 

� 項目定義了的所有貨幣的資料會全部匯出。如果記錄是匯入到現有項目時，那些沒

有被使用的貨幣將不會加到項目中。每貨幣兌換率將作單純的匯出和匯入，所以如

果源項目的基本貨幣和目標項目的基本貨幣不同的話，用戶必須自行將兌換率修

正。如果記錄是匯入成新的項目的話，所有貨幣都會被加入。 

� 項目定義了的所有成員的全部資料會全部匯出。如果記錄是匯入到現有項目時，那

些沒有被使用的成員將不會加到項目中。如果記錄是匯入成新的項目的話，所有成

員都會被加入。 

� 項目描述將不會匯出和匯入。當匯入記錄成新的項目時，項目描述會設定性「匯

入–」加上匯入檔案的名稱。 

 

請留意，當匯入檔案到開啟中項目時，會根據每個付款記錄的付款人的「匯入、匯出識

別碼」去配對項目中的成員，並非根據成員名稱。所以，匯出和匯入記錄之前，用戶必

須確保源項目和目標項目的相同成員有相同的「匯入、匯出識別碼」。另外，若果源項

目的成員沒有定義「匯入、匯出識別碼」，或者在目標項目的成員中並沒有相同的「匯

入、匯出識別碼」，那成員會作為新成員加到目標項目中。 

 

匯入的付款記錄會在主頁版面上全部被剔選，讓用戶可輕易辨別出它們，並進行審視。 

用戶可把妥當的新匯入記錄的剔選清除，用戶也可利用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菜單裡的消除所有選消除所有選消除所有選消除所有選

取取取取選項，一次過把所有記錄的剔選清除。 

 

如果有些匯入的付款記錄不正確，用戶可保留剔選它們，然後可使用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主頁版面的刪除按刪除按刪除按刪除按

鈕鈕鈕鈕，把有問題的新加記錄刪除。用戶亦應審視項目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設定版面裡貨幣及成員設定，因為那

裡也可能有新加入的記錄需要被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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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匯出匯出匯出匯出報表樣本報表樣本報表樣本報表樣本 

程式可製作兩種報表並匯出成為 HTML 類型檔案： 

�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 

� 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 

單一或多貨幣項目所產生的報表格式上會略有不同。 

（注：用戶可用一般通行的互聯網瀏覽器，如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Google 

Chrome，FireFox 等去開啟 HTML 類型檔案。） 

 

4.1 個別個別個別個別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成員的付款及消費報表 

從單貨幣項目中匯出的檔案： 

 

 

 

從多貨幣項目中匯出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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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成員結餘總表 

從單貨幣項目中匯出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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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多貨幣項目中匯出的檔案： 

 



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付款追蹤用戶指南 

32 

4.3 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付款詳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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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用提示有用提示有用提示有用提示 

以下是一些幫助用戶理解及善用本程式的提示。 

 

� 在使用匯出和匯入之前，請謹記成員間必須同意及採用同一套「匯入、匯出識別

碼」。可考慮用成員英文名稱的字頭，或用數字串如 0001, 0002 等。 

� 成員間的金錢交收，也可以記錄。舉例：要記錄甲給了乙 100 元，可加入一個付

款記錄，「支付者」為甲，全部數目只由乙承擔。 

� 在一些項目裡，成員間可能會集資一些現款到「資金池」，並由某成員控制，作為

支付項目中一些集體活動的費用，本程式也可記錄這安排。你可以加入一個名為「資

金池」的成員，並把它的「通常承擔份數」設定為 0。以後放入、取出「資金池」

金錢，把它當作成員般記錄便可。 

� 當要為項目清算時，那些透支了（負結餘）的成員，需要付出那結餘數額，並集中

成一個資金池，那些多付了（正結餘）的成員，便可從那資金池取回那結餘數額。

如需要，可按上一點解釋的方法加入稱為「資金池」的成員，並照樣把這些清算時

的付出、取回記錄在項目中，最後各成員和資金池的結餘應全部為 0。 

� 當有成員暫時或永遠離開項目時，你可以把那成員的「通常承擔份數」設定為 0，

那之後加入的新付款記錄，便自動不會要該成員去承擔。 

� 理想地，在計算成員的結餘時，所有透支了（負結餘）的成員的結餘總和，應該相

等於所有多付了（正結餘）的成員的結餘總和。但是，在一些情況下，由於分拆款

項和計算貨幣兌換時失去了的一些精確度，那兩總和可能有些微的分別。舉一個簡

單的例子：當將金額 $10 分給 3 位成員分擔時，每人需付出 $3.33，但是 3 個 

$3.33 的總和明顯不等於 $10。（若你發覺有很大出入，請審查一下有否一些以「按

份數分配」的付款記錄，沒有分配給任何成員承擔。） 

� 當你把報表匯出之到外部檔案之後，你便可以使用你喜歡的方法，發送給其他成

員。你可選擇經設備上的電郵、互聯網上的電郵、記憶卡，甚至列印到打印機再郵

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