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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專案管理」

成交

流程可視化

Black box・・・。

線索 詢價 提案

專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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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ability
（成交概率）

what
（產品）

who
（客戶）

From who
（業務負責人）

Which stage
（銷售進度）

Till when
（交期）

How much
（購買價格）

when
（購買時間）

什麼是「專案管理」
雖說是「專案管理」，但是依據行業和部門的不同，有各自的認知和管理方法。

而以下幾個是管理的共通要點。

「專案管理」就是使上述的8個要點可視化，有助於決策化管理。

每個專案的進展 負責人
（問題點在誰那裡）

整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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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為止的專案管理 在kintone上將資訊集中管理

導入效果

◎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掌握最新情況。外出訪問或出差後

回到公司無須和部下一一確認，有效率地的節省了時間。

◎由於銷售資訊全都可以在kintone上集中管理，省去數

據統計和分析的工夫。因此縮短了掌握現狀所需花費的

時間，並可以即時地向業務負責人下達指示和建議。

◎因為會不斷傳送推播通知，可以盡早掌握和對應數據

的追加和更新。

◎因為可以管理專案資訊及相關的報價和合約內容，員

工輪替時的交接工作也能順暢進行。

藉由使用Excel, Mail, File server進行專案管理

▌ 不知道哪個是最新的文件！

▌ 在郵件中添附Excel來蒐集數據…再統計蒐集的數據就

要耗費一整天！

▌ 要掌握每個案件狀況太耗費時間了！

▌ 不知道上週是從哪裡開始更新的！

▌ 在公司外連不上內網！

問題

目的就是要完成專案管理，但是卻沒有達

到專案管理的本來目的。

很容易就能掌握
案件的相關資訊！
變更履歷也一目
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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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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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填入所需的內容。可以直接從公司資訊
管理應用獲取公司資訊，從而減少手動
輸入的時間和錯誤。

可登錄專案的進展。如果有變更的
話，一起連動的下單概率值也會改
變。預估金額和毛利率都可以自動
計算。

可以從產品資訊管理中自動獲取明細。
只要按一下「+」按鈕可以自由追加
項目行。

可以根據客戶的業務需求自
由地改變想要管理的項目。

專案登錄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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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部功能「QY Plugin Suite」



あ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填入報價金額，點擊「提交」後就會
向上司提出。
提出給系統裡設定好的「上司」。

專案登錄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透過設定這個批准流程使業務進度
更加透明，排除了一些風險要素。

Point!

在得到上司批准需要再次報價的時候，可以
修改覆蓋原先的金額。不過需要向上司提出
再次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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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
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上司的kintone首頁會收到通知。
（也可以設定郵件通知）
需要處理的東西一目瞭然。

專案登錄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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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確認報價內容後，再決定
是「批准」還是「駁回」。

被「批准」的申請，點擊「匯
出」就可以轉成PDF。不需要
再次製作報價單。

批准過的報價單會留下歷史紀
錄一覽表，方便日後查閱。
提出後的報價單可以自動保存
在系統裡面。

專案登錄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因為在系統內已經設定被批准的報
價單可以轉換成PDF文檔，進而防止
將「未批准過的金額提交給客戶！」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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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サービス「QY Print Creator」を利用



あ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按下保存按鈕，這筆紀錄就
會作為數據直接保存下來！

可以做成貴司想要的格式匯出。
就不需要貴司再改成自己表單
的格式。

專案登錄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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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サービス「QY Print Creator」を利用



あ

專案登錄

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向上司提出 下單處理批准 導出報價單

當進度變「下單」時，下單的概率
值就變成了100%，下單日期也會自
動填入。

另外，當進度變成「下單」時，合約
書也可以匯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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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サービス「QY Print Creator」を利用



專案管理登錄流程（業務負責人）

可以透過負責人、概率值、預估時期
等各種切入點進行篩選和搜尋。

根據設定條件，例如「將過了報價時
期的資訊欄變成紅色」來做為提醒。
進而從視覺上就可以掌握專案的狀況。

統計的項目數據可以變
成各種圖表。

一眼就可以掌握專案的最新進度。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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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的商談紀錄可以和專案管理作關聯

點擊商談報告登錄按鈕，就可以登
錄商談內容。

被登錄的商談，在專案管理畫面中
的商談履歷一處可以瀏覽。

因為每個專案的商談履歷都可以瀏
覽確認，所以能迅速地掌握案件的
進度。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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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專案管理應用直接進行Feedback

在專案資訊旁邊的備註欄裡，可以進行
feedback。並且備註欄裡的留言內容會自
動被保存下來。

專案管理內容和交流的內容都一併被保存
在系統內。想查閱的時候，不需要再翻看
以前的郵件和聊天紀錄。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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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

客戶的詳細資訊
公司名和住址之類的基本資訊
客戶分類和客戶業務狀況等

負責人、組織資訊
除了負責人基本資訊，

還可以確認Keyman的資訊及組織圖等

專案資訊
現在正在進行的專案詳情和

對應情況及進度

表單資訊
報價資訊履歷、報價單、合約書等

商談履歷
誰什麼時候和客戶進行了什麼商談，

下次的行動是什麼時候

一個專案管理應用可以統一彙整所有的資訊！
只要確認相關應用就可以了解專案的所有資訊

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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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

統一創建表單、省力化

誰在做什麼一目瞭然

專案管理一體化

所有數據都在這裡彙整
不會遺漏任何狀況、切入點

流程可視化

只要輸入資訊，就可以匯出製作好的表單。

業務負責人的成長

對每個案件進行密切追蹤，可以提升業務
負責人的能力

從kintone開始改變！4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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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專案管理的3大理由



①靈活性

kintone使沒有編碼知識的人也可以搭建系統！
可以根據業務狀況靈活地更變系統，讓系統不再成為業務的絆腳石！

可以自由追加、變更欄位項目！
依據業務狀況靈活對應！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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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流程管理

可以結合業務的流程來制定批准流程，從而使業務標準化！Point!

可以根據每個業務流程來制定批准過程。
透過將累積的數據提交給該管理者確認，從而使業務標準化。

申請者

管理者

助理

我想提交一份有關此報
價的合約。

申請

了解了。

批准

印出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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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統計數據

不僅能以一覽表顯示，還可以進行統計，
從而掌握整體情況！Point!

不僅能累積數據，還可以
從各個角度來統計數據。

只要點擊一下就可以生成
圖表，使數據統計更為輕
鬆便捷。

豐富的圖表類型
根據條件設定就可以
簡單地創建各種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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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作了什麼修改馬上就能一目瞭然！ 只有設有權限的人才可以閱讀資訊

可以在該專案記錄內直接交流！ 防止遺漏該做的確認！

其他便利功能

回覆功能 推播通知

變更履歷 靈活的訪問權限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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