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開勝POS餐飲管理系統 
專業版 前台 操作說明書  

 

 

 
 

～ 公司資訊 ～ 

開勝國際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市南屯區大墩１３街１８號 

電話：０４－２３２０３１１８ 

傳真：０４－２３２０１２４５  

網址：WWW.KSMIS.COM.TW

JMSOFT 1

http://www.ksmis.com.tw/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        目 錄 頁 次  - 

一、開始使用……………………………………… 03 

二、設定餐點……………………………………… 05 

  1.餐飲類別   …………………………………………………06 

  2.餐飲資料   …………………………………………………09 

  3.印表機設定 …………………………………………………14 

  4.鍵盤佈局   …………………………………………………20 

  5.優惠方案   …………………………………………………30 

  6.員工資料   …………………………………………………31 

  7.加工名稱設定   ……………………………………………32 

  8.加料名稱設定   ……………………………………………35 

  9.付款方案   …………………………………………………37 

  10.退單原因  …………………………………………………38 

  11.桌面底圖  …………………………………………………39 

三、前台點餐……………………………………… 40 

四、設定系統……………………………………… 62 

五、統計報表……………………………………… 69 

  1.當班統計報表   ……………………………………………70 

  2.日報表   ……………………………………………………72 

  3.月報表   ……………………………………………………74 

  4.飲料銷售報表   ……………………………………………76 

  5.外送客戶一覽表 ……………………………………………79 

六、按鍵說明……………………………………… 80 

七、系統維護……………………………………… 82 

JMSOFT 2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開始使用 

1.點選桌面上開勝 POS 系統 

 

2.螢幕上會出現登入畫面 如下圖: 

  
(第一次使用系統，操作人預設為 0000) 

 選取預設操作人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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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密碼後按確定進入前台點餐畫面 

3.電腦出現程式主畫面(如下列圖示) PS.依電腦

速度不同,首次進入畫面出現時間不一定,請勿

重覆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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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定點餐系統 

1. 設定 

 

設定畫面內(如圖)，共有餐飲類別

設定、餐飲資料設定、印表機設定、

鍵盤佈局設定、優惠方案設定、員

工資料設定、加工名稱設定、加料

名稱設定、付款方式設定、退單原

因設定、桌面底圖設定，點餐系統

可客置化，可依本身需求做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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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餐飲類別設定 

 

設定餐點類別 PS.先設定大項類別以分類餐點點選 餐點類別設定

(下列黃色標籤所指) 跳出設定項目如下圖

 

新增餐飲類別，按上圖箭頭所選處畫面改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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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於 類別代碼 輸入代號,原則上可任意編號,但避免使用

特殊符號,建議使用流水號,如 A~Z 或 01,02,03… 

(如上列綠圈圖示)於 類別名稱 輸入名稱,原則上可任意輸入,但避免使用

特殊符號,建議使用中文名稱,如 紅茶類或熱銷飲料… 

(如上列藍圈圖示)於 固定服務費率 輸入某些需要於售價上加成的百分比,

如輸入 5,即代表凡歸類此類別的產品都會在售價上自動加 5%, 如需加固定

金額,則於 服務費 欄位內輸入金額,如輸入 10 即代表凡歸類此類別的產品

都會在售價上自動加 10 元,此功能可運用於某些需要對某個類別內的產品

作加價的動作時運用. 

(如上列黃圈圖示)於 折扣率 輸入某些需要於售價上減價的百分比,如輸入

5,即代表凡歸類此類別的產品都會在售價上自動減價 5%,如需減價固定金

額,則於 折扣額 欄位內輸入金額,如輸入 10 即代表凡歸類此類別的產品都

會在售價上自動減價 10 元,此功能可運用於某些需要對某個類別內的產品

作減價的動作時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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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上列紅圈圖示)如需修改資料,滑鼠點擊於修改的項目後,按

修改 鍵,該資料即可修改.修改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修改請按 

取消 鍵。 

(如上列綠圈圖示)如需刪除資料,滑鼠點擊於刪除的項目後,按

刪除 鍵,該資料即可刪除.刪除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刪除請按 

 取消 鍵. 

報表 按鍵為某些需要時可將所有餐點類別以 EXCEL 程式輸出. 

關閉 按鍵為離開餐點類別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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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餐飲資料設定 

點選餐飲資料設定(如下圖所指處)會出現餐飲資料維護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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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按 新增 按紐 畫面改變如下圖綠圈圖示 

 

 
(如上列紅圈圖示)於 類別代碼 輸入代號,原則上可任意編號,但避免使用

特殊符號,建議使用與前述類別設定相關的流水號,如 A類別為紅茶類,所有

紅茶類編號以 A001~A002…方便事後搜尋已設定資料. 

(如上列綠圈圖示)於 名稱 輸入名稱,此處輸入的資料將是未來於點餐畫面

上顯示的資料,原則上可任意輸入,建議使用中文名稱或方便點餐人員辨識

的文字,如 檸檬紅茶 等等…也可加入英文代號於前,如 LT 檸檬紅茶等

等…以方便操作人員點餐時辨識,英文名稱視需求輸入,但目前程式未使用

該欄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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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藍圈圖示)於 規格 輸入某些需要特別標示的產品規格,但此資料只

是提供設定人員標記或分類某些產品特殊規格,如熱的或冰的,並不會顯示

於操作人員點餐時的畫面. 

 

 
(如上列粉紅圈圖示)於 所屬類別 點選前面設定的類別項目,每樣產品只能

圈圖示)於 稅率 輸入某些需要特別需要在售價外加稅率的產

示於結帳時的價格,

選一種類別,如有相同產品需加入不同類別,則需建立重複的產品資料(產品

編號不能重複,其它資料可重複)以加入不同類別,如 LT 檸檬紅茶 為紅茶

類,也是熱銷類,就需建立兩個 LT 檸檬紅茶 的資料,一個選紅茶類,一個選

熱銷類.  

(如上列綠色

品,如輸入 5 即程式於售出時自動外加 5%的金額,  

(如上列紅圈圖示)於 售價 輸入產品售價,此資料會顯

但如果於前述 稅率 或餐點類別維護內的 固定服務費率 服務費 折扣率 

折扣額 或後頁會提及的另一(優惠方案設定)功能內有做設定,程式會以 售

價 欄位內的金額自動做加減金額的動作。 

 

JMSOFT 11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如上列紅圈圖示)於 目前此版本的是否套餐，是否開價，功能是用來

開單時，會特別標示的一項類別。例如是否開價勾選後，點選該項產

品時，會秀出＂開價＂小視窗可以另外開價。 

(如上列綠圈圖示)與前述 餐點類別維護 內的固定服務費率 折扣率 

功能相同,但只會對此項產品價格做自動以%數加減,輸入折扣率 服務

費(如上列黃圈圖示) 後 需勾選才會啟用(如上列藍圈圖示). 

(如上列黑圈圖示)選擇此項產品點餐後需要從哪台出單機列印, 

輸入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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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如需修改資料,滑鼠點擊欲修改的項目後,按

修改 鍵,該資料即可修改.修改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修改請按 取消 鍵. 

 

(如上列綠圈圖示)如需刪除資料,滑鼠點擊於刪除的項目後,按

刪除 鍵,該資料即可刪除.刪除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刪除請按 取消 鍵. 

 

報表 按鍵為某些需要時可將所有餐點類別以 EXCEL 程式輸出. 

(如上列藍圈圖示) 查詢 按鍵為方便索引餐點資料,輸入名稱的

前一至兩個字再按 OK,畫面會跳至相關資料畫面. 

關閉 按鍵為離開餐點資料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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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印表機設定 

 

 

(如上列圖示) 

點選 廚房印表機(紅色箭頭所示) 

按修改(綠色箭頭所示)下列廚房印表機細項設定即可修改(藍色

圓圈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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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圖示) 

印表機編碼(紅色箭頭所示) 原則上可任意編號,但建議以簡易

的流水號編號,如 01~02~03 等 

 

 

 

(如上列圖示) 

印表機類型(紅色箭頭所示) 按下拉箭頭出現 

C_廚房印表機 

P_吧台印表機 

S_收銀印表機 

R_A4 報表 

此項選擇為軟體定義預設印表機類型,這裡決定印表機的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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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圖示) 

箭頭所示) 選取印表機類型時,名稱會自動產印表機名稱(紅色

生,如有多台印表機時可另行修改,如 廚房印表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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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此區為軟體自動偵測 WINDOWS 系統內印表機的

設定產生,原則上只要 WINDOWS 內印表機設定沒問題,按選項中的

下拉視窗選擇正確選項,如上圖以 WINDOWS印表機為例,按下拉視

窗即可選擇 WINDOWS 內已設好的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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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此區為軟體自動偵測 WINDOWS 系統內印表機的

設定產生,原則上只要 WINDOWS 內印表機設定沒問題,按選項中的

下拉視窗選擇正確選項,如上圖以 WINDOWS印表機為例,按下拉視

窗即可選擇 WINDOWS 內已設好的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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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選擇完成後按 儲存 即完成設定. 

如需修改只需點選欲修改的印表機,再按修改按鈕即可,修改完

記得按儲存.(如上列藍圈圖示) 

如需刪除只需點選欲刪除的印表機,再按刪除按鈕即可,刪除完

記得按儲存.(如上列綠圈圖示) 

 

設定完成請按 關閉 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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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鍵盤佈局設定 

 

(如上列圖示)設定 鍵盤佈局設定 PS.此處設定所有前台點餐的顯示頁面. 

點選鍵盤佈局設定 (如上列白色箭頭所示) 跳出設定項目(,下列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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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自動佈局 

．(如上列紅圈圖示)按下 自動佈局 按鍵 程式會依照系統原廠

先前設定的餐點類別及餐點資料來顯示在綠圈標示的按鍵鈕上。 

．完成後記得按 確定 鍵儲存資料並離開自動佈局畫面。 

．自動佈局的部分是恢復系統原廠設定值，建議在需要重置的時

候再用這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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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手動佈局 (如上列紅圈圖示為餐點類別按鍵區), (如上列藍

圈圖示為餐點資料按鍵區). 

．加入類別資料 滑鼠左鍵快點兩下類別欄位內的類別資料(如上

列綠圈圖示).例如滑鼠左鍵點兩下 R-紅茶類 ,再按上列紅圈圖

. 

示內欲放置的按鈕位置,例如按一下,上列黃圈圖示內最右下角

按鍵,該按鍵會顯示 R-紅茶類

．重複上述方法一項一項加入餐點類別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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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餐點資料 滑鼠左鍵快點兩下餐點資料欄位內的餐點資料

(如上列藍圈圖示). 

下,上列黃圈圖示內最右下角按鍵,該按鍵

資料可隨意加入任一餐點類別內。 

例如滑鼠左鍵點兩下 L 檸檬紅茶 ,再按上列紅圈圖示內欲放置

的按鈕位置,例如按一

會顯示 L 檸檬紅茶。 

重複上述方法一項一項加入餐點資料. 

如使用手動佈局,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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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X) 

,

按鍵上的字體大小與字

型,顏色,等等..皆可改

滑鼠左鍵點一下欲改變的欄位(如上列藍圈圖示). 

畫面會跳出上圖紅圈顯示畫面,點選上圖黃圈圖示 字

畫面會跳出上圖粉紅圈顯示畫面,內部的所有設定可自由設定

但如設定超過畫面大小,或不允許的設定值,按鍵內可能會出現

亂碼或超出按鍵範圍, 

設定完成後按 確定 鍵(如上列綠圈圖示)儲存並離開,按 取消 

鍵系統不會做任何改變並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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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上可以加入圖示, 

方便前台人員操作時辨

 

滑鼠左鍵點一下欲改變的欄位(如上列藍圈圖示). 

畫面會跳出上圖紅圈顯示畫面,點選上圖黃圈圖示 圖標(Y) 

畫面會跳出上圖粉紅圈顯示畫面,選擇內建的圖標檔,位按鍵加

入圖標. 

按 清除圖標(Z) 鍵清除已設定好的圖標. 

按鍵上的圖標於列印時不會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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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設定好的按鍵 可以移動至另 位置

 

滑鼠左鍵點一下 移動 按鍵(如上列藍圈圖示). 

滑鼠左鍵點一下欲移動的按鍵位置(如上圖紅圈圖示) 

滑鼠左鍵點一下欲放置的空白安件位置.畫面跳出如上圖綠圈圖示,

按 YES 鍵完成移動.(如上圖黃圈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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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鼠左鍵點一下 撤銷 按鍵(如上列藍圈圖示). 

滑鼠左鍵點一下欲刪除的按鍵位置(如上圖紅圈圖示) 

滑鼠左鍵按 YES 鍵完成刪除.(如上圖黃圈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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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料按鈕,加工按鈕,按鍵上的字體大小與字型,顏色,等等..皆可改變. 

 

 

滑鼠左鍵點一下 加料按鈕 按鍵(如上列藍圈圖示).畫面跳出(如上

圖紅圈圖示)內部的所有設定可自由設定,但如設定超過畫面大小,或

不允許的設定值,按鍵內可能會出現亂碼或超出按鍵範圍, 

設定完成後按 確定 鍵(如上列綠圈圖示)儲存並離開,按 取消 鍵系

統不會做任何改變並離開。 

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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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後的頁面 

可依自己的習慣，將字型或是文字用不同的顏色分門別類，這樣再使

用前台點餐時會更方便更明瞭(前台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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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優惠方案設定 

 

點選進去後會出現下圖 

 

點選新增會出現另一空白輸入頁如 綠圈及箭頭 標示處，之後可

自行在方案編碼，方案名稱...等輸入此次優惠的方式及方案 

再點選 儲存 即可成立新優惠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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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員工資料設定 

員工資料設定選項中，點選新增後，會出向一個新的人員編輯

  

 

在

選項。之後就可以設定開人員是哪種類型的員工，以及所執行的

權限為何，設定完成後『按儲存』設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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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加工名稱設定：設定糖量和冰量，或是有需要其他加工都
可新增加入。 

 

點選加工名稱設定會會跳出下圖選項 

 

點選 綠圈 點選處的新增會改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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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在加工描述代碼中輸入代碼，加工描述名稱輸入所需要的
加工方式或原料。 
 
 
 
 
 
 
 
 
 
 
 
 
 
 
(如上列紅圈圖示)於 加工描述代碼 輸入代號,原則上可任意編
號,但避免使用特殊符號,建議使用流水號,如 01~02…等等. 
 
(如上列綠圈圖示)於加工描述名稱 輸入名稱,此處輸入的資料
將是未來於點餐畫面上顯示的資料,原則上可任意輸入,建議使
用中文名稱或方便點餐人員辨識的文字,如 去冰 半糖 .. 等
等…也可加入英文代號於前,如 IC 去冰 等等…以方便操作人員
點餐時辨識! 
 
輸入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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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藍圈圖示)如需修改資料,滑鼠點擊於修改的項目後,按
修改 鍵,該資料即可修改.修改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修改請按 取消 鍵。 
(如上列黃圈圖示)如需刪除資料,滑鼠點擊於刪除的項目後,按
刪除 鍵,該資料即可刪除.刪除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刪除請按 取消 鍵後，按 儲存 鍵確認刪除。 
 
報表 按鍵為某些需要時可將所有加工描述代碼以 EXCEL 程式輸
出。       關閉 按鍵為離開餐點類別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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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加料名稱設定 

 

 

按新增按鈕後(如下圖)，會新增一行的空白列讓使用者加入新的加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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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綠圈圖示)於 加料描述代碼 輸入代號,原則上可任意編號,

但避免使用特殊符號,建議使用流水號,如 01~02…等等. 

 

(如上列紫圈圖示)於加料描述名稱 輸入名稱,此處輸入的資料將是

未來於點餐畫面上顯示的資料,原則上可任意輸入,建議使用中文名

稱或方便點餐人員辨識的文字,如 粉圓 蒟蒻 椰果 .. 等等…也可

加入英文代號於前,如 P 粉圓 等等…以方便操作人員點餐時辨識! 

 

(如上列褐色圈圖示)這裡是設定加料原料是否需要搭配大吸管。 

輸入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上列藍圈圖示)如需修改資料,滑鼠點擊於修改的項目後,按修改 

鍵,該資料即可修改.修改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如需取消

修改請按 取消 鍵. 

(如上列黃圈圖示)如需刪除資料,滑鼠點擊於刪除的項目後,按刪除 

鍵,該資料即可刪除.刪除完成後記得按 儲存 鍵儲存資料, 

如需取消刪除請按 取消 鍵. 

 

報表 按鍵為某些需要時可將所有加料描述代碼以 EXCEL 程式輸出.           

  

關閉 按鍵為離開餐點類別維護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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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付款方式設定 

 

點選付款方式設定會出現下列視窗 

 

點選新增新加入付款方式編碼，付款方式名稱後，按儲存鍵存入， 

再按關閉，及可使用新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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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退單原因設定 

 

 

按新增(褐色圈)新增一行空白列，接著在退單原因代碼(紅色圈)

輸入流水編號，再來退單原因名稱(黃圈)輸入退單原因，若是覺

得不需要此退單，可以按刪除後就可刪除。然後按儲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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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桌面底圖設定 

 
點選上圖桌面底圖設定選項，出現如下圖所示 

 

JMSOFT 39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選定所要的底圖後，按下確定，桌面底圖就會變成使用者所需要

的介面。 

 

這樣就會有不一樣的桌面底圖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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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台點餐 

 

 

出現前台點餐，此時是新開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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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進入開單畫面時,程式會自動開出一張新單. 

按 開單 按鈕,如上圖紅圈圖示,程式會開出空白新單,單號顯示於上

圖左上紅圈圖示,單號為自動產生 10 位數，例如 707030001 單號,

第一位數 7 為程式自動產生亂數,不代表任何意思,第二位數至第五

位數 0703 代表 07 月 03 日， 

第六位數 到 第十位數為單號，由 0001 開出單據，之後由此推算。 

在新開單的單據未點餐離開，會將未使用單據序號取消，再由下一序

號開啟。 

由此可由單號判斷出何時開列的單及是否屬於同一客戶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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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類別 (按下紅色圈選處) 選單按鈕,如上圖紅圈圖示,例如按 風

味奶香味類， 

選單 (藍色圈選處) 會顯示屬於該類別餐點內容，(此為屬於 風味奶

香味 的餐點)，點選其他會出現不同的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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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餐點內容 選單按鈕,如上圖紅圈圖示,例如按 珍珠奶茶 

畫面於上左圖籃圈圖示,會顯示此單目前總價 30 元,上左圖 綠圈圖

示顯示已點珍珠奶茶一杯,單價 30 元，點選其他產品也會依序顯示

(如左下圖變成右下圖)，而 藍色虛線 則是 大小吸管 的數量以及杯

數(大 代表大吸管，小 代表小吸管)。 

黃色虛線圈選 處，為外送資料及加工加料的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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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點餐數量 按鍵為方便點餐人員點選多數量時使用. 

 

例如客戶點 50 杯珍珠奶茶,點餐人員只需先於上綠色圈圖示數字鍵

盤上按 50(顯示如右上圖示,如按右下紅圈圖示按鍵 CE 為將數字取

消)，再按珍珠奶茶,如上藍圈圖示會出現已點數量 50 杯的珍珠奶茶。 

且同時顯示出珍珠奶茶用大吸管有 50 支。而下方的巧克力奶茶吸管

為 1 支小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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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707160004 單據，有點了 50 杯的魔力水晶，若是不要，點選綠色圈就會

取消，且應收部份也會改變(如左突變成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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滑鼠點選上圖紅虛線圖示 整單撤銷 按鍵,畫

面顯示如左圖藍圈圖示,所有已點產品都已劃

線取消,且如右圖綠圈圖示應收金額變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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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料及加工操作(加料與加價操作說明)~ 
 
 

 

例如客人點一杯珍珠奶茶要加料蒟

蒻;椰果;加倍的珍珠  

先開單點選珍珠奶茶(如上圖紅圈圖

示).點選客戶要加料的種類(如上圖

粉紅圈圖示).按加料按鍵區 蒟蒻 椰

果 珍珠 的按鍵. 

加料後需加價的操作 

某些清況下加料如需加

價,只需按一下加價按

鈕,畫面會跳出上圖黑圈

所示畫面,按所需加的金

額,按確定後該金額會加

入珍珠奶茶的單價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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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料及加工操作(加工操作說明)~ 
 

 

 

 

 

 

 

 

 

 

 

 

 

 

 

 

 

 

 

 

 

 

 

 

 

 

 

 

 

 

 

 

 

 

 

 

 

例如客人點一杯胚芽奶茶,要加料蒟蒻;椰果; 珍珠 及加工

半糖 去冰. 

先開單點選胚芽奶茶(如右上圖紅圈圖示).依前述加料操作

按加料及依規定加價後,再點選客戶要加工的種類(如上圖粉

紅圈圖示).點選 半糖及去冰 按鍵. 

如上圖藍圈圖示, 加料及加工顯示區會出現 蒟蒻;椰果; 珍

珠;半糖 去冰; 

如需取消加料,只需按一下上圖綠圈圖示的 清除說明 按鍵,

上圖藍圈圖示的蒟蒻;椰果; 珍珠;半糖 去冰;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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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SOFT 50

加工加料說明： 
 
紅色圈選處的圖示是加料，當我們點完產品後，可選擇是否加料。 

藍色圈選處的圖示是加工，在糖量的部分有分為六等級的糖量； 

冰的部分顯示出來分別是去冰、少冰、多冰等六種 

可依客人的需要加入適當的糖與冰。 

加工加料的選項會顯示在綠色圈圈裡面。 

橘色圈選處為加價，大多用再加工加料的時候，例如：北海道奶茶+

珍珠，奶茶原價 40 再加上珍珠 5 元後，點選加價就會變成 4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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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調操做說明!~ 

 
例如客人點一杯北海道奶茶加梅子可樂 ,要加料蒟蒻;椰果; 珍珠 及加工 半糖 

去冰.並同意加價 5元. 

先開單點選北海道奶茶及梅子可樂(如上圖紅圈圖示).再依前述加工加料及加價

操作後(此時加工加料及加價皆顯示於梅子可樂內(如上圖藍圈圖示)。 

將選擇的勾選後，北海道奶茶 40 元+梅子可樂 30 元，可以有兩種加錢的方式，

一種是平均(這部分系統會自動平均)；另一種可以自行加價，會在紅色圖框的地

方加上價錢後會變成最後的價錢。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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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點名稱的地方(紅色圈)(北海道牛奶和梅子可樂)會特調，在綠色圈選的地方

會顯示是(北海道牛奶；梅子可樂)也就表示這杯特條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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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優惠(藍色圈選)按鍵後，會出現如下圖： 

    
假如點選優惠金額，整單優惠後飲料的單價就會變成 10 元，4杯就是 40 元(如

右圖)。 

注意：1.優惠金額是單品單價的優惠金哦。2.折扣率必須是在 1~100 之間。 

3.折扣額是單品折扣的價錢，若是整單優惠就會全部變成折價後的價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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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珍珠奶茶為此贈送方案的選擇，點選贈送(藍色圈選處)按鍵後會出現下圖： 

 
珍珠奶茶贈送後，會變成金額 0。就表示為贈送單品。 

總計也會從 145 元變為 11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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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點選 外送 (藍色圈選)鍵後，會出一個輸入對話框輸入完，『按下確定

後』，紅色圈選處會變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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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色圈選顯示是廚房列印，要有出單機在廚房才有支援。 

綠色圈選顯示是吧台列印，支援各系列標籤機。 

黃色圈選顯示是重印單，這部分是外送單出單機用的，收銀後可選擇是否出單。 

 

紅色圈是關閉，按下後會關閉前台點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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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銀操作說明 1/3 ~ 

按 收銀 鍵(如左下紅圈

圖示),畫面跳出收銀畫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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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銀操作說明 2/3 ~ 

按 左紅圈圖示按鍵165,畫

面改變如下圖,按確定後退

回前台畫面,收銀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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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銀操作說明 3/3 ~ 

 

 

如果收銀輸入金額小於應

收金額,如左圖紅圈所示,

輸入105,畫面改變如下圖

如果收銀輸入金額大於應

收金額,如左圖綠圈所示,

輸入200,畫面改變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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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前台按鍵說明(統計) 
按 統計 按鍵 跳出下圖

統計畫面,紅圈圖示 實

收金額165 為錢櫃內應

有的實收現金,黑圈圖示 

廢單金額20 為目前作廢

單總金額,綠圈 應收金

額185為目前總開單的所

有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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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前台按鍵說明(贈送) 

如需特價買2送1,或所點餐點的其中一樣要免費贈送,點選欲

免費的餐點(如上圖藍圈圖示,選蜂蜜紅茶),再按下 贈送 按

鍵(如上圖綠圈所示),該項產品金額變為0,且該單總價也自

動變為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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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前台按鍵說明(錢櫃) 

其它前台按鍵說明(廚房列印 吧檯列印 

重印單)

按上圖示 錢櫃 按鍵,錢櫃

會自動跳出. 

按上圖示 廚房列印 或 吧

台列印 或 重印單 ,此單

所點餐點會依前述所設定

的印表機印出單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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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設定系統及週邊 
首先需設定系統及周邊設備,按畫面左下角系統按鍵(如下列圖示) 

 

按此按鍵 

畫面出現 系統參數設定  畫面(如下列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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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紅圈圖示)列印預覽下有 收銀  廚房   吧台  報表  勾選

該項功能後列印時會先出現預覽畫面,一般情況下只有報表需要預覽 

(如上列藍圈圖示)結帳時自動列印 下有 收銀  廚房   吧台  勾選

該項功能後,結帳完畢時,該印表機會自動列印. 

(如上列綠圈圖示)單張列印下有廚房   吧台 勾選該項功能後列印

時會每項產品單張列印小單,用以貼在產品包裝上或讓送餐人員辨

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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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圖示) 

點選 其它設備(紅色箭頭所示)  其它設備下有 錢櫃連接埠  客顯

連接埠  

勾選該項功能使用的埠位,如 COM1 等等 (綠色箭頭所示,選 NULL 為

無安裝該項設備).   

(如上列藍圈圖示)歡迎詞內容可自由修改,內容會出現在客顯器待命

時,如 WELCOME 等文字,但依客顯器廠牌不同,中文字或特殊符號可能

無法顯示或出現亂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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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列圖示) 

點選 標籤紙張(紅色箭頭所示)標籤紙張下有 廚房印表機使用標籤

尺寸 及 吧台印表機使用標籤尺寸  

點選該項標籤尺寸以設定欲使用的標籤尺寸,如 50x30mm M1 等等 

(綠色箭頭所示)。 

標籤表尾(藍色箭頭所指)也可自行設定歡迎詞，以及外送、預定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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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機設定(如上圖) 

此部分為發票機設定，NULL 為沒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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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參數(如上圖) 

‧黃色圈選所示，為系統機號及營業時間，可由各家業者自行設定。 

‧綠色圈選所示，為本系統之代號，註冊的代號及名稱由 KEYPRO 制

定，已將代號及名稱燒入 KEYPRO。 

‧紅色圈選所示，為系統預設輸入法的選擇，這部分是方便鍵入外送

資料的螢幕小鍵盤設定的。 

‧藍色圈選所示，為外送螢幕小鍵盤的快速鍵設定，最多可制定 12

的，每一個用＂；＂隔開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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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報表 

 

點選報表(如箭頭所示)會出現如下圖 

 

分別有 當班統計、日報表、月報表、飲料銷售報表、外賣客戶一覽

表 五種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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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當班統計報表 
當班統計報表，點選上圖畫面中的當班統計， 
選擇當班人員按確定如紅色箭頭所示，之後如圖二所示 

 圖一 

圖二 

點選 查看明細 (紅色圈選)後，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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藍色圈選所示：這裡顯示當班人員當班時數內的 合計杯數、應收金

額、實收金額、廢單杯數、廢單金額、廢單率、退餐杯數、退餐金額、

退餐率 及 稅額、折扣金額、未收金額 ，可以讓管理者明確了解每

個當班人員及銷售情形。 

紅色圈選所示：這裡顯示當班統計的明細，將每種飲料的銷售情形顯

示出來。 

紅色箭頭所示：本報表可利用列表機或是出單機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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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報表 
日報表，點選下圖畫面中的日報表，會出現如下圖二 

圖一 

圖二 

 

由圖二所示，確定時間(紅色圈選

所示)後按執行會出現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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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紅圈圖示 執行 按鍵畫面改變如下圖藍圈圖示,顯示所選區間內

的銷售總額.按下圖粉紅圈圖示 列印 按鍵可將報表以 WINDOWS 預設

印表機印出報表，點選 綠圈 圖示，會將資料匯出成 EXCXL 檔案。 

JMSOFT 74



開勝 POS 餐飲管理系統  KSMIS 

3.月報表 

 

滑鼠左鍵點一下 月報表 按鍵(如上列紅圈圖示). 

畫面跳出如下圖圈所示月報表畫面 

 

點選日期可選擇日期區間(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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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圈選處為日期區間，點選後會跳出綠色圈選處。 

選擇好日期後，再點選執行(藍色圈選處)會出現下圖 

 
月報表可選擇直接列印(紅色圈選)或是用匯出(綠色圈選)EXCX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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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飲料銷售報表 

 

滑鼠左鍵點一下 印料銷售報表 按鍵(如上列紅色箭頭圖示). 

畫面跳出如下圖圈所示月報表畫面 

 

點選日期區間如下圖紅色圈選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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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完日期區間後，再選擇分類(綠色圈選所示)，可依名稱或是價格分類 

選擇完分類後按執行，出現如下圖(依名稱分類所示) 

 

若是要依價格分類排序，選擇(價格分類)，再點選執行，出現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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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可選擇直接列印(紅色圈選)或是用匯出(綠色圈選)EXCX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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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外送客戶一覽表 

 

點選 外賣客戶一覽表 (紅色箭頭所示)，出現如下圖 

 

出現上圖之後，可輸入 聯絡人、電話、地址 任一種，按查詢(紅色圈選處)，下

方(綠色圈選所示)會跳出所有外送客戶的資料。 

報表可選擇直接列印(藍色圈選)或是用匯出(黃色圈選)EXCXL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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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按鍵說明 

 

休眠 (橘色圈選所示)，讓系統休息，猶如 WINDOWS 的休眠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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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入 (橘色圈選所示) ，這是方便快速交班所使用，選選後

出現系統登入(紅色圈選所示)，必須注意一點，使用登入不

能按取消，否則會跳出 POS 點餐系統。 

 

離開 (藍色圈選所示)，也就是離開 POS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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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系統維護及備份 

點選  會看到如下圖示 

 

上圖 SQL 伺服器(紅色圈選圖示)必須填入(local)，其他的

不動，會是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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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裝資料庫，如下圖： 

 

安裝資料庫的部分，這是再初始安裝後第一次使用必須

安裝新資料庫，讓資料庫系統能夠有資料存放的地方。 

這部分會由工程師第一次安裝後設定好，使用者不用動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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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備份資料 

 

在點選備份資料後(紅色圈選處)出現如上圖： 

首先先點取綠色圈選的資料夾圖示，會出現如下圖 

 

在褐色圈選的地方輸入檔名(以日期為主)，點開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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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點選紅色圈選的備份圖示，會出現完成備份的對話框 

 點選 OK 後，就完成資料備份了。 

註：備份資料的好處就是避免在主機出現中毒或是系統損壞

下，資料可以保存在 D:/下不被破獲，這樣就可以安心系統

重灌，而且保有營業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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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還原資料 

 

在點選還原資料後(紅色圈選處)出現如上圖： 

首先先點取綠色圈選的資料夾圖示，會出現如下圖 

 

在褐色圈選的地方點選檔名(以日期為主)，點開啟出現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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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會先確認是否要還原資料庫 

如果確認，請按 YES  接下來會出現下圖，  

 就表示還原成功 

 

注意：在還原資料庫前，請先確認備份的時間及相關作業， 

因為還原後會將先前所存檔的資料庫套用回 POS 系統上，也

就表示，如果有更改過系統，如：在鍵盤佈局上會有些許的

出入、價目會有接許不同。 

也就是說，選擇哪一天的備份日期，係通將回復到那天的設

定。 

 

註：其他維護設定未說明的地方為工程師設定使用，請勿自

行使用，如有問題，請撥 04-23203118 轉工程部 

我們將有專人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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