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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

有了 Seagull Scientific的 BarTender®軟體，全球的企業組織即可建立標籤、條碼、RFID標記、
塑膠卡等，並將其過程自動化，藉以改善人身安全、資料安全、工作效率和符合現行國際法
規。數千家製造業、化學業、醫療保健業、食品與飲料業、航太業、製藥業、供應鏈/物流業
等企業皆深信，BarTender 所提供的標籤和標記技術得以協助自家企業營運持續步上正軌。

在  BarTender 2019問世之際，Seagull Scientific 將繼續提升您的設計和列印體驗，並提供更簡
單的方式管理貴企業以及處理行政。本文件將介紹  BarTender 2019中最重要的新增或改善
的功能。

根據客戶的意見回饋及要求，我們已改善了  BarTender Suite，您可在軟體多處發現改進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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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本

BarTender 2019推出全新升級的功能，方便您建立文件範本。

全新文字編輯器

在為  BarTender文件建立和編輯文字物件時，請找出下列功能，以便提升您的使用體驗。

全新 WYSIWYG文字編輯

文字物件的全新  WYSIWYG畫面編輯模式讓文字物件項目的編輯變得更輕鬆且更直覺，
即使是旋轉式及轉換過的文件物件也沒問題。直接選取您要編輯的文字，再輸入變更內
容即可進行編輯。

以下範例顯示了已套用波浪轉換內容的文字物件，本身可直接在物件中進行編輯。

您可以透過文字工具列，為所選的嵌入式資料套用可用的字型。此外，也可透過本文選
單為所選的嵌入式資料開啟字型對話框，藉此迅速編輯字型及格式。(您所指定的字體
屬性只會影響當下選擇的內容。)

由於每個資料來源只能使用單種字型，因此您可以透過這項功能來變更單一資料來源
的字型，藉此將單一資料來源拆成兩個以上的資料來源。舉例來說，如果您現有的資料
來源為嵌入式文字「範例文字」，就可以先變更「範例」這個詞的字型，將其從「文字」這個
詞中區分成另一個資料來源。同樣地，您可以變更資料來源的字型，以合併某物件中的
資料來源，藉此讓相鄰的資料來源字型相符。

資料來源編輯

功能更多的 BarTender畫面編輯功能包含下列資料來源建立及編輯功能的更新內容：

l 全新支援從「工具列」拖曳項目，以執行下列動作：

l 建立含有特定資料來源的文字物件。

l 在游標位置上將資料來源新增至現有的物件。

l 替換物件現有的資料來源。

l 當您從工具列拖曳資料來源至範本時，會自動開啟相關的對話框。例如，當您
將  Visual Basic Script資料來源拖曳到範本時，系統就會自動開啟 Visual Basic
Script Editor。

l 工具列提供更多資料來源選項，包括下列內容：

l 日期和時間：「時鐘」資料來源中的這些資料類型現已分開列出。

l 序號：輕鬆新增編碼元件至範本。

l 表格資料欄位：此清單會顯示與表格物件來源資料相關聯的資料欄位。

l 資料輸入欄位：此清單會在資料輸入表單上顯示現有的資料輸入控制項目。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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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將資料輸入欄位拖曳至範本時，系統就會建立文字物件，其中含有與該控制
項目相連結的嵌入式資料來源。

l 列印工作欄位：輕鬆新增「列印工作欄位」資料來源至範本。

l 畫面資料來源編輯功能再升級，讓您更輕鬆地編輯含有數個資料來源的物件。如要
使用新的畫面編輯模式，請在物件中點選。嵌入式資料會以可編輯的文字內容顯示，
而離散資料來源則以離散實體來顯示。

離散資料來源包含下列內容：

l 所有不是「嵌入式資料」資料來源的資料來源

l 符合下列一或多項條件的「嵌入式資料」資料來源：

l 資料來源轉換套用

l 是「文字」以外的資料類型

l 已連結至資料輸入控制項目

當您點選嵌入式資料時，游標會停留在原先您點選的位置上。當您點選離散資料來
源時，系統將選取整個資料來源。

當您使用此畫面編輯模式時，可以進行下列操作：

l 在游標位置新增或刪除現有嵌入式資料中的字元。

l 在物件中不同的資料來源間移動游標。

l 從資料來源的本文選單開啟資產專屬的對話框，藉此編輯資料來源資產。

l 利用字型對話框，選取部分嵌入式資料以進行選擇性的文字格式設定。您可以
從本文選單中進行存取。執行此項操作時，您將建立單獨的「嵌入式資料」資料
來源。

l 在現有的資料來源中利用剪貼和複製功能，在另一個物件中建立額外的資料來
源，或是在無法選取任何現有物件時建立新的物件。

全新文字格式設定選項

有了  BarTender 2019，即可選用下列全新的文字格式設定選項：

l 下標及上標

l 小型大寫字母

l 加斜線的零及帶圓點的零選項，可用來區分字母「O」和數字「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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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為文字刪除線格式提供的風格和顏色選項，以及僅可套用至文字的刪除線格式設定
選項

l 為文字底線格式提供的風格和顏色選項，以及僅可套用至文字的底線格式設定選項

l 基線偏置方便您指定所選的文字要顯示在文字底線的上方或下方的何處

此外，「單一線條」和「多線條」文字物件已重新命名為「正常」及「正常換行」。

全新文字換行及自動調整功能

BarTender 2019提供全新設計體驗，方便您在物件中設定換行並調整文字。

文字換行

BarTender 2019支援全新換行功能，可在多個欄位換行、一或多個物件周圍換行、物件
中換行、標籤邊框內換行，或者在物件本身的邊框中換行 (若使用此種邊框時 )。您也可
以在相鄰的物件周圍為文字換行。

自動調整

改善後的「自動調整」功能 (取代「自動大小調整」)使文字物件可靈活在範本上幾乎任何
的空間中進行調整。有了「自動調整」，即使文字物件超出範本範圍，仍可將文字調整在
範本的範圍內。字型大小點值、字型比例寬度、字元間距及行間距皆按相對百分比 (而
非絕對值 )測量，因此「自動調整」功能更適用於含有混合式點值大小的物件。只要調整
這些數值的任何組合，即可自動將文字調整至物件中。

此外，「自動調整」方便您在同一群集中連結不同物件間的調整內容，這樣即可同時使用
相同設定來自動調整多個文字物件的大小。使用此選項時，將可確保不同欄位中的字
型外觀皆一致。

例如，一個地址標籤可能會有四個獨立的文字物件。其中一個物件可能會需要調整成
90%的寬度，才能擺進標籤中。當您選用連結調整選項並為物件指定相同的群組名稱
時，該 90%寬度值將自動套用至其他物件，以便讓所有物件皆以相同字型大小來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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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可「自動調整」的「文字換行」功能

您可以將「自動調整」搭配使用改版後的文字換行功能，藉此執行較進階的設定，例如在
不規則形狀中自動調整文字。

舉例來說，您可以一併使用換行及「自動調整」功能，輕鬆地在形狀物件 (如圖所示 )周圍
為文字換行。

您可以在形狀物件中自動將文字放入 (如圖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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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自動在圓形和橢圓形標籤上放置文字，並同時在形狀物件周圍 (如圖所示 )為文
字進行換行。

全新文字轉換功能

BarTender 2019新增一系列全新轉換內容，方便您套用至文字物件，藉此改變文字的形狀。
在物件工具列上點選文字，即可查看預設的轉換設定 (如圖所示 )，接著指向轉換過的文字
物件，就能查看顯示物件類型名稱的工具提示。在文字選單上點選您要的轉換式文字物
件，接著點選範本將物件新增至範本。再來，利用文字物件的文字格式資產頁面來自訂轉
換內容。

新的轉換文字物件支援旋轉功能，支援範圍就如同其他範本物件。它們也支援欄位及文字
的多線條內容，包括分頁、齊頭形式與縮排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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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提供下列全新轉換內容：

l 弧形，包含下列文字效果的設定：

l 置上弧形

l 置下弧形

l 彎曲，包含下列文字效果的設定：

l 置上彎曲

l 置下彎曲

l 曲線，包含下列文字效果的設定：

l 置上曲線

l 置下曲線

l 膨脹

l 壓縮

l 歪斜，包含下列文字效果的設定：

l 向上歪斜

l 向下歪斜

l 向左歪斜

l 向右歪斜

l 右側淡出

l 左側淡出

l 後側淡出

l 波浪，包含下列文字效果的設定：

l 標準波浪

弧形文字轉換功能再升級

我們改善了弧形文字轉換支援功能，並納入下列功能：

l 弧形的旋轉幅度與其他範本物件相同

l 支援欄位及文字的多線條內容，包括分頁、齊頭形式與縮排選項

l 可調整弧形半徑和中心點的控制點

提高印刷準確度

現在可以 0.1點 (pt)的增量享有字型點大小的精確度。這是針對先前的 0.5點增量所做出
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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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網狀物件

現在，當您想在網狀格式中放進其他範本物件時，可以新增版面網狀物件到範本中。此物
件支援動態化設計，可根據網狀格中所包含的物件大小及顯示狀況，自動調整各行各列的
大小。

不過，您可以手動指定各列高度的上下限，以及各行寬度的上下限。您也可以指定固定住
特定列的高度及/或特定行的寬度，而其他欄位則採動態計算模式並可變更大小。

版面網狀物件也提供在適用時調整物件在格子中的大小選項，可自動調整物件大小以放進
網狀格中。

您也可用跨距選項來建立網格，該物件將可跨距一列及/或一行以上的範圍。

下圖說明了這些功能。

表格物件

現在，當您想在表格格式中放進其他範本物件時，可以新增表格物件到範本中。與版面網
狀物件類似的是，系統可根據表格欄中所包含的物件大小及顯示狀況，自動調整表格物件
中各行各列的大小，而您可以手動指定格子的高度及寬度，並指定物件自動調整大小以便
放進格子中，同時透過跨距選項在各列及/或各行中跨距。不過，表格物件包含了表格、欄
位、格子邊框、陰影及背景資產。

下圖說明了這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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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動態化資料

當您新增表格物件至範本時，可以建立一個含有動態化資料的表格，例如資料庫記錄或
從  Visual Basic Script回傳的資料。表格物件將在列印時自動增加列數或行數，以支援這
類動態化資料，藉此在列印當下支援與文件合併的資料。

您也可以新增列和行至表格，以納入表格、頁標頭及頁腳，藉此根據當中的欄位來分類
動態化資料，並利用「加總」(Sum)與其他彙總函式來彙整資料的資訊。

下圖說明了此功能。第一組圖顯示的是範本設計及表格最終的列印項目，該表格已設定
為從某一資料庫中顯示三個欄位；內含表格標頭列，並附有單一記錄的資料列。

第二張圖顯示的是同樣的表格，其中包含下列修正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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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一列的表格資料範本從「表格標頭」變更為「頁標頭」，因此現在會顯示在每個列印
項目的最上方。

l 「頁標頭」列後插入了新的一列，而系統套用了「群組標頭」表格資料範本，並利用「來
源」欄位來分類產品，且在各群組間加上分頁符。

l 「資料」列後插入了新的一列，而系統套用了「群組頁腳」表格資料範本；系統在此列的
首欄新增了「欄位：來源」資料來源，藉此用來計算前一個群組中的產品數量。

已支援的表格資料範本

如先前的圖表所示，表格物件可支援表格資料範本，藉此協助您整理並彙整表格中的資
料。透過使用這些範本，您可新增標頭和頁腳至表格、頁面、資料群組，還可新增其他
範本物件至表格，例如文字、條碼及圖片。您也可以為表格的資料欄位顯示計算出來的
數值，例如加總、平均值、最大值或最小值。

已支援的欄位函式

系統已為表格資料欄位支援下列欄位函式：

l 加總：針對「表格資料欄位」資料來源中指定的範圍內計算所有數值的總和。支援的數
值。

l 平均值：針對「表格資料欄位」資料來源中指定的範圍內計算所有數值的平均值。支援
的數值。

l 最小值：針對「表格資料欄位」資料來源中指定的範圍內確認最小值。支援的數值及日
期值。同時支援文字值，以便透過大小寫字母的區分及中性語言對照來確認首串文
字內容。

l 最大值：針對「表格資料欄位」資料來源中指定的範圍內確認最大值。支援的數值及日
期值。同時支援文字值，以便透過大小寫字母的區分及中性語言對照來確認末串文
字內容。

l 計數：計算指定範圍內的記錄數量。

l 清單 (逗號分隔值 )：將指定範圍內的所有記錄值合併成單一長串值，並以逗號分開。

l 清單 (分頁分隔值 )：將指定範圍內的所有記錄值合併成單一長串值，並以分頁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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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清單 (每行一個值 )：將指定範圍內的所有記錄值合併成單一長串值，並以換行符分
開。

條碼

以下是我們已改善的條碼支援功能：

l 移除範本上條碼可如何旋轉的限制。

l 為二進位資料新增選項，用來停用 ECI標頭 (前綴 )。

l 為零售製藥產品編號 (PPN)包裝新增  Data Matrix標準。

l 將 GS1應用程式識別碼 (AI)更新至 GS1版本19規格。

l 我們已改善對下列符號體系的支援：

l Data Matrix：針對下列轉義序列已新增手動編碼支援功能：

l ^a：鎖定在  ASCII

l ^b：鎖定在二進位 ( Base 256編碼 )

l ^c：鎖定在  C40

l ^e：鎖定在  EDIFACT

l ^t：鎖定在「文字」

l ^u：取消鎖定 (返回「自動」)

l ^x：鎖定在  X12

l GS1 Data Matrix：新增「分離式」的應用程式識別碼 (AI)選項來擷取所有關鍵的
AI，將其置放於條碼下方，而剩餘人眼可辨識的文字則置放於條碼上方。

l QR碼：新增 ECI支援功能。

l RM4SCC客戶條碼：為 C型、L型和  CMDM新增支援功能。

l 新加坡 4碼郵遞區號：新增支援功能。

其他

加強了物件錯誤處理功能

現在，透過物件的錯誤處理資產頁面，即可為所有範本物件設定錯誤處理功能。在此資
產頁面上，您可以指定若出現特定錯誤狀況時，該採取哪些動作。該功能之前僅適用於
圖片物件，但現在已可使用在所有範本物件上。

印表機切換動作功能再提升

BarTender現在可自動個別為文件留存印表機設定記錄，且以印表機型號而非名稱來留
存。當您切換至新的印表機時，這些設定就能新增至該印表機的設定記錄中。儲存這些
設定後，BarTender即可針對單一文件於不同的印表機間做切換，而且可省下使用者必
須進行繁複設定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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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新增「資料來源」的「說明欄位」

有了資料來源資產頁面上的全新說明欄位，使用者將可輕鬆地選取標準詞語 (例如用在
GS1 AI小精靈或 MaxiCode小精靈的詞語 )，藉此用來說明資料來源內容。

術語變更

「單一線條」和「多線條文字物件」已「重新命名」

「單一線條」和「多線條」文字物件已重新命名為「正常」及「正常換行」。

「自動大小調整」已「重新命名」

「自動大小調整」功能已重新命名為「自動調整」。這些功能改善的細節將在本文件的全
新文字換行及自動調整功能一節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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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表單

BarTender 2019新增了下列更豐富的資料輸入表單支援功能。

操作

現在，您可以根據與資料輸入表單、新資料輸入按鈕控制項目及超連結文字物件相關的活
動，來設定您要在列印時間執行的操作。您設定的操作可以很簡單，例如列印另一份
 BarTender文件，或者傳送電子郵件訊息；也可以相當複雜，例如在資料庫中寫入資料，或
者循環執行一組動作。

透過資料輸入表單執行系統所支援的操作不僅與  Integration Builder的操作幾乎毫無差異，
您也可以執行表單專屬的操作，例如：重設表單資料、清除表單資料、取消列印工作等等。

表單活動

您可以在下列表單活動發生時，設定您要執行的操作：

l 表單已開啟

l 驗證資料

l 表單已關閉

l 表單已取消

按鈕控制項目

按鈕控制項目可在資料輸入表單上建立一個按鈕，方便您設定當列印操作者點選時，您
希望一一執行哪些操作。此功能包含下列決定執行操作的單一活動：

l 控制項目已點選

超連結文字物件

超連結文字物件可在資料輸入表單上建立一個文字物件，方便您透過系統支援的超連
結來設定當列印操作者點選時，您希望一一執行哪些操作。您可以指定文字內容，接著
設定您要執行的操作。超連結文字物件包含下列決定執行操作的單一活動：

l 控制項目已點選

清單功能的改善

多欄位

現在，為控制項目的類型資產選取多欄位後，即可透過下列資料輸入控制項目來啟用多
欄位檢視功能：

l 清單框

l 下拉式清單

為這些控制項目啟用多欄位後，欄位資產頁面將新增至控制項目的資產對話框，方便您
設定自己要的欄位數及欄位格式。列印時，資料輸入表單會在您設定的欄位中顯示控
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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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檢視

現在，下列資料輸入控制項目已可支援卡片檢視功能，只要為控制項目的類型資產選取
簡易卡片或自訂卡片即可啟用該功能：

l 清單框

l 記錄選擇工具

啟用卡片後，您可以透過欄位資產頁面來指定並設定要卡片上顯示的資料欄位。

綁定多個資料來源

就可支援多欄位及簡易與自訂卡片的清單控制類型而言，您可以透過連結的資料來源
資產頁面，在控制項目中綁定各個欄位，藉此區分資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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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BarTender 2019推出全新資料庫、供應工具以及性能更佳的文字檔案資料庫連結功能，並
方便您存取  Microsoft Excel和 Microsoft Access檔案。

Data Builder
Data Builder是  BarTender Suite全新的配套應用程式，方便您用來建立並管理包含一或多個
表格的資料庫。如要將資料匯入  BarTender文件，可透過 BarTender Designer來連結這些資
料庫。您也可以透過 BarTender Suite其他的應用程式 (如 Integration Builder和 Process
Builder)來連結至這些資料庫。透過  Data Builder建立資料庫表格後，即可取代外部應用程
式，例如：文字編輯器、Access、Excel等。

使用 Data Builder來建立資料庫後，就能為表格中的欄位指定資料類型，例如自動增量 ID、
文字、數字、日期、時間、核取方塊、圖片和多項選項，接著可各別針對資料類型選取您要
的各種格式。您可以指定必要欄位或在表格中指定不重複的欄位，並且可在資料庫中指定
您要編入索引的欄位。您也可以為各個表格欄位建立驗證規則，並設定若驗證失敗時，您
要系統顯示何種錯誤訊息。

在您建立資料庫時，Data Builder匯入功能將使用「匯入表格」精靈，方便您從系統支援的資
料庫類型之一選取您要的資料庫表格。

嵌入式資料庫表格

現在，透過全新的嵌入式資料表格編輯器，即可在  BarTender文件中嵌入資料庫。此編輯器
外觀及功能就如同  Data Builder的配套應用程式，並包含相同的資料類型系列與欄位驗證選
項。透過此編輯器的使用，即可建立您要用在 BarTender文件中的嵌入式資料表格。

全新連結工具

BarTender 2019新增其他資料庫供應軟體的支援。

XML

當您使用「資料庫設定」小精靈來連結至 XML檔案時，系統將提示您選取主元素。您也
可以選取子元素及任何您要納入的母元素。「資料庫設定」小精靈將掃描 XML基模，該
基模將用來當作 XML檔案本身、XSD或 DTD檔案的參照資料。若系統找不到 XML基模，
系統將提示您提供基模檔案。

成功連結至 XML檔案後，資料將轉換成一個表格，該表格會使用一致的欄位名稱語法。

Microsoft Azure SQL Database

Microsoft Azure SQL Database是以 Microsoft SQL Server資料庫技術為基礎的雲端資料庫服
務，並透過 Microsoft Azure雲端運算平台執行。此資料庫用於將關聯性資料儲存在雲端
中，並透過動態化擴展性及整合的最佳化功能，盡量減少資料庫的管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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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aDB

MariaDB是開源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可提供用來存取資料的結構化查詢語言 (SQL)
介面。其主要功能是按其他軟體應用程式的要求，進行資料的儲存及擷取操作。
MariaDB是 MySQL的分支，且與 MySQL的相容性極高，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 MariaDB的
後端功能相當強大。BarTender支援 MariaDB 5.5以上的版本。

連結工具再升級

BarTender 2019針對文字、Excel及 Access資料庫檔案，改善了現有的資料庫連結工具功
能。

Text

連結至文字檔案資料庫的功能有了下列的進展：

l 全新篩選條件，包含下列 SQL語法：

l IN

l NOT IN

l BETWEEN

l NOT BETWEEN

l IS NULL

l IS NOT NULL

l 全新篩選選項包含下列內容：

l 捨棄檔案開頭的行：指定要在檔案開頭略過多少行。

l 捨棄檔案末端的行：指定要在檔案末端略過多少行。

l 當行符合運算式時停止讀取：指定要忽略含有特定運算式的行，並不再讀取那
些行。

l 捨棄空白行：指定要略過空白行。

l 捨棄以 ...開頭的行：指定要略過以特定字元開頭的行。

l 捨棄符合運算式的行：指定若行符合您建立的一般運算式時，略過該行。這項
操作將決定行是否以特定內容開頭或結尾，或者包含一系列的字元。

l 捨棄左側 (或右側 )的 X 個字元：指定移除掉字串每一行的左側 (或右側 )的部分
字元數。

l 每一行僅保留 X 個字元：指定在捨棄每行左側及/或右側的字元後，每行應截切
至特定的字元數。

l 現已支援透過名稱/值對 (例如 INI檔案 )進行資料運算的檔案

l 現已支援其他分隔檔案選項，包括自訂分隔碼及自訂一般運算式分隔碼

l 固定寬度功能再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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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現在，BarTender Designer已整合 CData Excel ADO.NET供應工具，可支援 Excel並提供下列
強大功能：

l 無論您安裝的是什麼版本的 Office，皆可在 32位元及 64位元環境下作業

l 根據直接檔案存取所提升的性能

l 支援「轉置」表格 (其中欄位為列而非行 )

l 在 Excel中不需建立「命名範圍」，即可為表格的來源指定一個範圍 (例如 C5:F17)

Access

現在，BarTender Designer已整合 CData Access ADO.NET供應工具，可支援 Access並提供
下列強大功能：

l 無論您安裝的是什麼版本的 Office，皆可在 32位元及 64位元環境下作業

專為 Integration Builder、Process Builder 及  BarTender 打造的  Database Actions
現在，BarTender搭載  Integration Builder、Process Builder、文件、表單及控制項目活動，可執
行更多資料庫操作。這些新操作包含下列內容：

l 插入記錄

l 更新記錄

l 刪除記錄

l 執行 SQL

每一項目列印的多記錄

透過資料庫設定對話框中的全新每一項目記錄資產頁面，現在已可在單一列印項目上列印
多個資料庫記錄。現在，利用每一項目記錄資產頁面的設定，即可設定您要如何分類列印
項目中的記錄。

舉例來說，若資料庫含有下列資料，您可藉此針對單一列印項目中的特定區域來設定資料
庫分類所有產品的方式。

產品 區域

刀具 西部地區

抹布 東部地區

咖啡杯 南部地區

叉子 西部地區

湯匙 西部地區

鉗子 西部地區

隔熱墊 東部地區

晚餐玻璃器皿 南部地區

酒杯 南部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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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刀 東部地區

茶杯 南部地區

玻璃果汁杯 南部地區

玻璃杯 南部地區

下圖範例說明了您可以如何設定列印項目的顯示方式。

其他

管理命名資料庫連結

現在，前往資料庫連結頁面後，即可透過控制台管理命名資料庫連結。您可以在資料庫
連結頁面上新增、修改、刪除、重新命名或複製命名資料庫連結。

資料更新

現在，當您更新資料庫欄位的資料來源時，可以將資料寫回資料庫中。並不支援文字資
料庫、SAP IDoc資料庫及 Excel資料庫。

加入功能已改善

全新支援的加入類型包含下列內容：

l LEFT OUTER

l RIGHT OUTER

l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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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BarTender 2019為列印流程推出全新功能，並改進許多現有的功能。

資料源印表機

現在，印表機可採資料來源列印模式，無論從資料輸入表單的控制項目、資料庫或資料來
源列印皆不成問題。這樣一來，即可在列印時間中指定印表機，例如從資料輸入控制項目、
資料庫記錄或甚至是  VBScript資料來源進行指定。

文件操作

在之前的  BarTender版本中，您可以針對列印工作的開頭或結尾或是各項目的列印等文件
活動，來執行  Visual Basic Script (VBScript)。現在有了  BarTender 2019，即可設定用來因應文
件活動的操作，藉此代替 VBScript的寫入。

這些用來建立自動化操作的介面除了更好上手，您也可以使用更多豐富的操作內容，例如：
傳送電子郵件訊息、將資料寫入資料庫，或者在檔案系統中管理檔案和資料夾。系統所支
援的操作與  Integration Builder中的操作內容幾乎差不多，而您也可以進行一系列表單專屬
的操作，例如：清除表單資料、繼續列印工作及顯示表單。

您可以在下列文件活動發生時，設定您要執行的操作：

l 列印工作已開始

l 資料輸入已完成

l 針對各個記錄

l 針對各個相同的副本

l 列印工作已傳送

l 列印工作已取消

列印順序及起頭位置的改善

BarTender 2019現在已可支援全新列印順序選項及列印時間起頭位置選項。

列印順序

全新列印順序選項現已新增至頁面設定對話框的列印順序分頁：水平 (交替 )及垂直 (交
替 )。這些選項將啟用蛇狀線列印順序，亦即系統會從原先完成的上一列或行 (取決於
您是否選取水平或垂直順序 )的庫存之同一邊緣開始列印。

列印時間起始位置

您可以設定列印時間起始位置對話框，針對紙材頁面上特定項目 (或標籤 )要求列及行
的組合，藉此設定您要在列印工作的何處讓印表機開始列印項目。您可以透過頁面設
定對話框的列印順序分頁來設定此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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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原生 PDF
BarTender 現在已可支援原生 PDF的列印。有了這項支援功能，系統將優化 PDF，您也能體
驗更快速的 PDF產出過程，其速度比第三方 PDF驅動程式還要快。您也可以為 PDF指定匯
出選項，包括安全性及預設瀏覽選項。

Wasatch SoftRIP整合

Wasatch是著名的光柵圖像處理器 (RIP)軟體供應商，該軟體常用來輸出數位印刷、大型格
式及織品印表機內容。BarTender 2019可支援列印任何透過 Wasatch SoftRIP所設定的列印
單位。

控制台中的印表機管理

在  BarTender 2019中，全新的印表機設定頁面已新增至控制台，取代  BarTenderDesigner的
進階印表機及驅動程式設定對話框。此頁面提供下列新功能：

預設印表機

您現在可為 BarTender指定預設的印表機，有別於使用者透過其他 Windows應用程式所
使用的預設印表機。

移除清單中的印表機

當您的網絡中有一部您不希望列印操作者可從任何  BarTender應用程式中選取的印表機
時，您可以透過單一核取方塊選項來移除該印表機。

印表機重新導向及容錯移轉設定

現在，您可以在原先的印表機離線、出現錯誤狀態或無法使用時，指定  BarTender重新
導向列印作業至另一台印表機。此功能包含您可以指定的特定選項，例如當列印佇列
暫停時，即將列印工作重新導向至另一台印表機。您也可以直接將印表機從  BarTender
中的可用印表機清單中移除掉。

記錄功能已改善

當您在設定列印工作記錄至  BarTender系統資料庫且選擇在記錄中附上列印項目的圖片
時，即可使用下列全新功能：

l 將  PDF 記錄至系統資料庫：除了標準的圖片格式，現在也可選擇將圖片儲存為 PDF。

l 僅記錄首頁及末頁：您現在可指定您要在列印工作中針對哪些列印項目圖片來儲存記
錄：所有、僅首頁、僅首頁及末頁，或者僅末頁。若選取「所有」以外的選項，將可減少
列印工作在系統資料庫中所需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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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管理

在  BarTender 2019中，BarTender Licensing Service將取代 Seagull License Server；現在，唯一的
操作模式將以服務模式為主。系統不再支援以應用程式模式來執行。

此一全新授權模式的管理已轉移至控制台中的新授權模組。現在使用授權模組中的頁面，
即可進行下列操作：

l 監控印表機使用情況資訊，包括印表機核准或遭拒的時間點，以及印表機的使用者有
哪些人。

l 控制哪些使用者、群組或地點可進行連結。

l 建立印表機群組，並指定哪些使用者可以使用哪些印表機來列印。

l 封鎖印表機的使用。

l 將授權拆分為幾個部分。

l 透過連結產品金鑰代碼 (PKC)及使用者名稱、電腦名稱或 IP位址，在單一伺服器上寄
存多份授權。執行此項操作時，獨立的  BarTenderLicensing Service示例可寄存在單一
台電腦上。

l 在您進行版本升級或變更印表機數量後，保留同一組 PKC。

l 只要較新版本的產品仍在維護中，您就能使用現有的 PKC來啟用較新的版本。(舉例
來說，您可以使用仍在維護中的  BarTender 2016 PKC來啟用  BarTender 2019。)

BarTender 2019 的新功能 25



Integration Builder
在  BarTender 2019中，我們提升了 Integration Builder的功能：更新使用者介面、為多種用途
提供更佳的支援、改善測試及部署作業，並提供您可藉由本身的整合功能來執行的其他動
作。

使用者介面

更新後的 Integration Builder使用者介面推出了全新且重新設計的分頁和功能區，方便您執
行與建立、測試及部署整合相關的作業。

l 建立分頁和功能區：首頁分頁現已重新命名為建立分頁。此建立分頁功能區包含全新
的內容複製、剪下和貼上功能，以及新的尋找及取代功能。此外，「插入變數」及「插入
符號」功能已從大部分的屬性頁面移除，而現在只要您選取支援該選項的屬性時，其
功能將出現在建立分頁功能區中。

l 測試分頁及功能區：現在您可以利用新的測試分頁，測試動作和整合內容。此測試分
頁功能區為現有的開始及停止功能提供快速存取控制項，但同時納入全新功能，包括
以列印模擬模式執行測試內容，並為測試作業擷取和使用範例資料。

l 部署分頁及功能區：新的部署分頁可協助您部署整合內容並管理部署組態 (取代部署
計畫 )。

l 動作屬性分頁：現在透過我們提供的屬性分頁 (為各個動作而設 )，即可更輕鬆地瀏覽
動作屬性。

變數運算式

變數評估的語法已擴大，可支援用在變數中的召回動作之屬性及方式。一般語法係以
JavaScript語言為基礎。

測試

改善後的測試功能包括新增了範例測試資料及模擬列印選項。

範例資料

整合檔案中的各個整合內容現在可擁有自身專屬的範例集。這些範例大致涵蓋整合輸
入和事件內容，方便您用來測試並排除整合及動作的問題。使用範例後，即可確認您設
定的動作和變數內容能產生預期的結果。

模擬列印

現在，您可以在測試動作及整合內容時選擇模擬列印模式。模擬列印模式可於測試時指
定在不需列印任何實體項目時，執行列印類型動作。系統將生成模擬列印結果，並儲存
至暫存資料夾，以方便您查看。

部署

在  BarTender 2019中，部署組態取代了部署計畫、部署頁面也已重新設計，而全新的伺服器
頁面則新增至管理控制台中的整合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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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組態

「部署組態」用來定義部署單一整合檔案至一或多個伺服器所需的設定，並以整合檔案
元件模式儲存在系統中。單個整合檔案可以擁有任何數量的部署組態；系統將提供預設
測試及生產組態。

部署頁面

在部署頁面上，未定的部署及部署記錄已整合成單一的近期部署視圖。再也没有部署
計畫視圖。

伺服器頁面

列在伺服器頁面上的伺服器皆儲存於  BarTender系統資料庫，因此只要各伺服器使用相
同的系統資料庫，就能共享內容。根據預設，現有的伺服器都會加入該清單。每次只要
伺服器用在部署上，該伺服器就會自動新增至此清單。

透過伺服器頁面上可用的選項，您可以：

l 決定新的伺服器，該伺服器隨即將新增至伺服器清單。

l 為每個伺服器輸入說明內容。當您選取要使用的伺服器時，例如想要將一個伺服器新
增至伺服器群組時，該說明內容就會顯示在使用者介面中。

l 將一個伺服器指定為生產伺服器。

l 新增一或多個維護視窗，藉此排定可安全執行的伺服器維護時間表。通常，當伺服器
未處於生產階段時會排定維護視窗。

l 決定伺服器群組清單，以便同時更輕鬆地檢視或部署多個伺服器。

專為 Integration Builder所新增的全新安全權限。如要將整合
內容部署至生產伺服器，使用者現在必須啟用部署至生產伺
服器的權限，並取得部署發佈的整合檔案或部署未發佈的整
合檔案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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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動作項目

以下是  BarTender 2019推出的新動作內容：

l 複製資料夾：將資料夾從某一位置複製到另一個位置。

l 移動資料夾：將資料夾從某一位置移動到另一個位置。

l 重新命名資料夾：重新命名資料夾。

l 刪除資料夾：刪除資料夾。

l 新增檔案至封存中：將資料夾中的一或多個檔案新增至封存中。

l 針對資料夾中的每個檔案：對資料夾中符合指定篩選條件的所有檔案執行一或多項動
作。

l 針對封存中的每個檔案：對現有封存資料夾中符合指定篩選條件的所有檔案執行一或
多項動作。

l 從封存中擷取檔案：將一個或多個檔案從封存中擷取到資料夾。

l 執行 SQL：執行任何類型的自訂結構化查詢語言 (SQL)指令碼。

l 刪除資料庫記錄：從連結的資料庫中刪除記錄項目。

l 插入資料庫記錄：將新記錄插入已連結的資料庫。

l 更新資料庫記錄：更新已連結資料庫中的一或多筆記錄。

l 顯示訊息：向使用者顯示訊息框。

l 顯示網頁：在預設的瀏覽器中開啟網頁。

更新的動作項目

「批次列印」動作可列印舊版 Batch Maker檔案 (*.btbat)和新版的 Process Builder檔案
(*.btp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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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Builder
Process Builder是  BarTender Suite中全新的配套應用程式，與  BarTender 2019同時推出。

透過 Process Builder的使用，即可建立自訂處理檔案，藉此以序列方式執行一或多項動作。
這些處理檔案可自動執行重複性的操作，而您可將 Process Builder介面當作替代性的軟體
介面，例如：ActiveX、Microsoft .NET Framework SDK、命令列介面或  BarTender XML (BTXML)指
令碼。Process Builder所支援的操作內容就與 Integration Builder所提供的操作相同。

您可以透過 Print Station或 Windows Explorer來執行處理檔案。

Batch Maker已從  BarTender Suite中移除掉，改以新增 Process
Builder。您可以使用 Process Builder將現有的批次檔案轉換成
處理檔案，以便繼續進行您的批次列印工作，不讓操作受到任
何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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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Tender版本變更

BarTender版本經過重新設計，全新版本更好上手，將為客戶提供更佳的使用體驗，而當中
的許多功能是他們的授權版本未包含的內容。

如要查看完整的  BarTender Suite的版本專屬功能清單，請前往  BarTender軟體版本比較頁
面：

https://www.bartendersoftware.com/software/compare/

BarTender 現已推出下列版本：

l 免費版

l 專業版

l 自動化版

l 企業版

重新設計的版本包含下列與這些新版本相關的變更內容：

l 您可以測試或預覽並未包含在您的  BarTender授權版本的功能及應用程式。執行此項
操作時，應用程式將顯示訊息，告知您目前使用的功能並未包含在您的授權版本，同
時列出系統所需的版本；透過未授權功能所列印的項目將附上浮水印，以便您瞭解該
項目是透過展示模式所列印。

l 「試用」版本已停用，現已改為全新的「免費」版本。「免費」版本內附一組您可以無限期
使用的功能，那些功能並不會在 30天後失效。

l 「基本」版本已停用。許多先前「基本」版本所提供的功能，現在也可在「免費」版本中
使用。

l 「專業」版本現已取得多部印表機的授權。

l 現在，圖層及條件式列印等「智慧範本」功能皆可在所有版本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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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體驗再升級

BarTender設定小精靈更好操作且更精簡，其中變更的部分包含下列內容：

l 您不用再指定您安裝的是哪一版本的  BarTender。

l 系統在預設情況下會安裝所有配套應用程式。

l 系統在預設情況下會安裝所有翻譯內容。

l 系統在預設情況下會安裝  .NET SDK。

l 系統在預設情況下會安裝  BarTender系統資料庫，因為這是目前所有  BarTender版本
會使用的內容。如要集中管理系統資料庫，建議您在安裝完  BarTender後，透過控制
台系統資料庫頁面來執行系統資料庫小精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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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源

l BarTender軟體網站
https://www.bartendersoftware.com

l BarTender支援中心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

l BarTender 線上協助系統
http://help.seagullscientific.com

l BarTender白皮書
https://www.bartendersoftware.com/resources/white-papers/

l BarTender入門手冊
https://support.seagullscientific.com/hc/categories/200267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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