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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統登入 
1.1 系統登入 

當 RMS 成功啟動後，將出現【下圖】登入畫面。用戶可選擇指紋模組、輸入密碼配合網路攝影機或

使用 Smart Card 配合磁卡閱讀器登入系統。 

 

用戶登入後所有的操作，系統均會記錄下來。完成操作後請即時登出或設定自動登出以防 

他人以你的賬號進行惡意操作。 

1.2 選擇操作 

登入系統後，用戶可因應貴公司類型而選擇使用那個操作模式。同時亦可於系統內自行新 

增或修改菜式、查看報表及對系統作出各項設定等。 

 



�  堂座堂座堂座堂座 : 以餐檯為準進行點菜以餐檯為準進行點菜以餐檯為準進行點菜以餐檯為準進行點菜，，，，適合大部份適合大部份適合大部份適合大部份餐廳使用餐廳使用餐廳使用餐廳使用。。。。 

�  外賣外賣外賣外賣 : 以叫號為準進行點菜以叫號為準進行點菜以叫號為準進行點菜以叫號為準進行點菜，，，，適合外賣及快餐店使用適合外賣及快餐店使用適合外賣及快餐店使用適合外賣及快餐店使用。。。。 

�  條碼入單條碼入單條碼入單條碼入單 : 以條碼為準再配合檯號進行點菜以條碼為準再配合檯號進行點菜以條碼為準再配合檯號進行點菜以條碼為準再配合檯號進行點菜，，，，適合茶餐廳使用適合茶餐廳使用適合茶餐廳使用適合茶餐廳使用。。。。 

�  菜式與庫存菜式與庫存菜式與庫存菜式與庫存 : 對各式菜式進入新增或修改及各種口味處理對各式菜式進入新增或修改及各種口味處理對各式菜式進入新增或修改及各種口味處理對各式菜式進入新增或修改及各種口味處理。。。。 

�  營業資料營業資料營業資料營業資料 : 查看已結帳的發票及清機查看已結帳的發票及清機查看已結帳的發票及清機查看已結帳的發票及清機。。。。 

�  報表報表報表報表 : 查看查看查看查看、、、、打印及匯出各類型報表打印及匯出各類型報表打印及匯出各類型報表打印及匯出各類型報表。。。。 

�  系統設定系統設定系統設定系統設定 : 系統各項設定如系統各項設定如系統各項設定如系統各項設定如，，，，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使用者、、、、餐檯餐檯餐檯餐檯、、、、折扣折扣折扣折扣、、、、付款方式等付款方式等付款方式等付款方式等。。。。 

�  印表機管理印表機管理印表機管理印表機管理 : 測試各打印樹狀態測試各打印樹狀態測試各打印樹狀態測試各打印樹狀態。。。。 

�  會員設定會員設定會員設定會員設定 : 輸入各會員資料輸入各會員資料輸入各會員資料輸入各會員資料，，，，並可對各會員進行折扣優惠及查看消費記錄並可對各會員進行折扣優惠及查看消費記錄並可對各會員進行折扣優惠及查看消費記錄並可對各會員進行折扣優惠及查看消費記錄。。。。 

 

1.3 授權登入 

選擇一個未獲授權使用的功能時，系統將提示進行授權登入。授權登入的操作和一般登入 

相似【左圖】，但再登入的用戶必須是原本已獲授權使用該個功能，否則將出現【右圖】， 

成功授權後你將可使用該功能一次。 

  
1.4 多語言 

系統提供中文（繁體/簡體）及英文版本，按「選擇語言」可選擇切換。繁體/簡體視乎你 

使用的視窗版本而自動選擇。亦可根據不同使用者或工作站自動選擇中英文。 

 

 

 

1.5 遠程維護 

如客戶店舖有安網寬頻，當系統出現問題或客戶要求協助時本公司維修人員可經「遠程維 

護」遙控到RMS 內進行檢查式維修。用戶可按「遠程維護」進入，並按本公司維修人員 

指示點選適合「channel」。 



  

 

2. 堂座 
2.1 選擇餐檯 

選檯畫面檯號及擺設是按客戶的實際情況而定，用戶亦可自行修改或加入平面圖。 

 

選檯畫面分為兩部分。頂上是一排功能按鈕，首七個按鈕由 「選檯」至「上菜紙」是針對餐檯的，

點觸這些按鈕不會立即產生動作，唯有當你輕觸某一餐檯時才會生效；每次完成一個動作後，系統會

自動跳回預設的「選檯」按鈕。 

功能按鈕右邊的四個按鈕，其中「功能表」是放置一些點菜以外或不常用的堂座功能，如「鎖定/解

鎖」、「營業額」、「開錢櫃」及「即起菜式」等。如果電腦畫面不能於一頁顯示所有餐檯，系統會

顯示「上一頁」與「下一頁」按鈕，輕觸這兩個按鈕就可在不同的頁數間轉換。系統亦可根據電腦編

號而設定預設顯示頁數。「退出」是用來離開堂座畫面。 

功能按鈕下的就是你餐廳的餐檯。系統通過用不同的形狀、顏色和文字來告知你該餐檯目前的狀態。

RMS6 支援多用戶，其他用戶對餐檯進行的處理也會立即在你的電腦上反映出來。 



 2.2 餐檯狀態 

狀態說明  

 2.3 選擇餐檯 

進入選檯畫面時,系統預設的選擇是「選檯」點觸你要處理的餐檯,若餐檯是已入座的話，系統會

直接進入點菜畫面，如是尚未入座則提示你輸入顧客人數【下圖】：輸入人數後輕觸「輸入」可

進入點菜方面。人數必須為1 至999 人，不能輸入英文字母或其他字元如符號等。按「取消」可

退回選檯畫面。 

輸入人數後輕觸「輸入」可進入點菜畫面。人數必須為 1 至 999 人，不能輸入英文字母或 

其他字元如符號等。按「取消」可退回選檯畫面。 

每張餐檯時可設定不同的「預設人數」，當提示輸入人數時會一併顯示預設人數，如正確可 

即時按「確定」以節省時間。亦可把「預設人數」設定為 0，這時一按餐檯會即時進入點 

菜畫面不再問人數，於做報表及統計時這些餐檯會以每次一人計算。 

2.4 分檯 

於繁忙時間餐檯可能不敷應用，又或者不相識客人共用一張餐檯（即俗稱搭檯），這時候可 

用「分檯」功能把原先一張餐檯分成最多 10 張子檯，每張子檯相互獨立，各自結算。要 

分檯請先輕觸「分檯」按鈕，然後點觸要分的餐檯。每操作一次即分了一張子檯。已分的 

餐檯用綠色表示，並標明子檯數量【下圖】。 

當用戶將餐檯分檯後，餐檯會立即變成綠色，再按入餐檯時，系統會把子檯顯示出來【下 



圖】，等待你選擇子檯。子檯的操作及狀態和一般餐檯完全相同。

 

當子檯的客人結賬離開，你可按「消空檯」去清除子檯。「消空檯」只對尚未入座的子檯有效，若子

檯是已入座的話則不能消去。如果所有的子檯也是尚未入座，「消空檯」後餐檯將回到一般「空檯」

狀態,再也不是「分檯」。「跳動」鍵是當要「轉檯」時，把一子檯的項目轉至另一餐檯，有機會把【上

圖】剛巧覆蓋了目標餐檯。這時可按「跳動」把子檯畫面移至螢幕下方，讓你可選擇目標餐檯。 

  

2.5 列印發票 

要列印發票，請首先確定要列印哪種語言的發票並點觸「中文發票」或「英文發票」；再點 

觸要印發票的餐檯即可。在下列的情況下是不能列印發票的： 

�  工作站並沒有安裝發票打印機； 

�  餐檯尚未入座； 

�  入座後仍未點菜； 

�  有「等叫起」的項目； 

�  有仍未選定的套餐多選項目。 

列印發票的語言不受當前操作的語言影響，而只受這兩個按鈕的控制。亦即是中文模式下可選印英文

發票。 

2.6 轉檯 

要轉檯請： 

�  點觸「轉檯」按鈕； 

�  點觸要轉移的檯（稱為來源檯），這時來源檯變為灰色並顯示「移動」； 

�  點觸要轉到的檯（稱為目標檯）。 

2.6.1 轉檯–合併檯 

如果來源檯和目標檯都已經點菜，這時就是合併檯了。所有來源檯內的項目會轉移至目標 

檯並跟目標檯原有的項目一併計算。合併檯時系統會提示你確認，因為： 

�  來源檯和目標檯內原有的所有折扣於合併檯後一併取消，如有折扣用戶需重新輸入； 

�  合併檯後是不能撤消的，若要還原必須自行重新輸入。 

 



2.6.2 轉檯–注意事項 

�  若選了來源檯後欲取消轉檯動作，只需再點觸來源檯一次即可； 

�  轉檯成功後，系統會向曾收到來源檯訂單的出品部列印一份轉檯通知（視乎系統設定）； 

�  狀態「已印單」的餐檯也可以轉檯。轉檯後，它的狀態變為「曾印單」，若要結賬的話 

必須要重印一次發票（因檯號已轉變）; 

�  不能把兩張狀態是「已印單」或「曾印單」的餐檯合併。因印發票時系統已經產生了兩個發票記

錄，但合併後只會依據目標檯的發票號碼計算，那麼來源檯的發票將會變得不完整而會引起錯誤； 

�  來源檯或目標檯也可以是分檯後產生的子檯。 

2.7 更改人數 

要更改入座人數，請： 

�  點觸「更改人數」按鈕； 

�  點觸要更改入座人數的餐檯； 

�  輸入新人數並按「輸入」。 

若更改人數的餐檯狀態是「已印單」，成功更改人數後餐檯狀態會變為「曾印單」，若要結 

賬必須重新列印發票。如果你不輸入人數又或輸入的人數跟原本人數相同又或按「取消」， 

那麼餐檯的狀態及人數將不會改變。 

若餐檯是「入座」即尚未點菜，如把人數改為0 後餐檯狀態會隨即轉為「空檯」。亦可於 

點菜畫面改人數，請參閱3.2.4。 

2.8 上菜紙 

當餐檯完成點菜後，列印機會立即打印一張剛點菜的清單，這張清單主要是放置於客人餐 

檯上，用於上菜時查看有否出錯，故名「上菜紙」。 

打印上菜紙時會根據系統設定，只打印新點菜式或所以菜式從新打印一次。 

如若遺失了上菜紙或客人要求從新打印一張上菜紙時，可按此鍵，系統會立即打印一張包 

含全部菜式的上菜紙。 

2.9 功能表 

功能表內是放置一些點菜以外或不常用的堂座功能，以下撮要當中最常用的幾個： 

 

2.9.1 鎖定/解鎖 

如果客人預訂了某張餐檯，你可以先將餐檯鎖定，以防止他人佔用，客人到達時才解鎖該餐檯。「鎖

檯/解鎖」需要有許可權方可使用，同時也只能對尚未入座的檯進行操作，否則會顯示「已入座，不

能鎖定」。要鎖定某餐檯請先輕觸「鎖檯/解鎖」按鈕，然後點觸要鎖定的餐檯。要解除鎖定某餐檯請

先輕觸「鎖檯/解鎖」按鈕，然後點觸要解鎖的餐檯，提示時按「確定」即可。 



2.9.2 營業額 

「營業額」功能給收銀員提供一個即時查看當天收入的地方，無需要等待清機或日結。按「營業額」

鍵後會顯示如【下圖】的畫面。 

 

�  第一部份是已入座但未結賬的餐檯，金額是餐檯當前已點菜式的總和。 

�  第二部份是該餐檯所點的菜式項目。 

�  第三部份是已結賬的金額，顯示不同付款方法的小計。請特別留意如果已清機的金額 

將不會顯示出來。例如早班的收銀員已清機，晚上的收銀員看營業額時只會顯示尚未 

清機的金額。如要顯示整天的金額，請參閱「營業資料」。 

2.9.3 開錢櫃 

系統如有配備收銀櫃，正常情況下只有結帳及清機時才會自動彈出，用戶亦可使開錢櫃鍵 

將收銀櫃打開。 

2.9.4 即起菜式 

當餐檯有等叫起的菜式時，用戶除可進入餐檯內逐個菜式叫起外，亦可於「即起菜式」內一次預覽所

有餐檯等叫起的菜式，在此按「即起」鍵即把該菜式叫起。「叫起」功能詳情請參閱3.6 



 

2.10 外賣 
選擇外賣模式會直接進入點菜畫面。 

 
 

2.11 

外賣模式於點菜後便會即時進行結帳 (請參閱4.1.3 外賣列印發票)，另外收據打印機會打印一張發票

給客人，同一時間於出品部打印機出單或標籤給廚房進行出品制作。 

 

 



  

3. 點菜 
3.1 認識點菜界面 

點菜是本餐飲系統中最常用的功能，它主要分為六個部分：1）種類、2）菜式項目、3）功能鍵、 

4）已點菜式清單、5) 數量按鈕、6）特別處理【下圖】 

 



3.1.1 種類按鈕 

RMS 會把菜式按種類編排，可通過先選種類再選項目來點菜。例如輕觸「早餐」類按鈕， 

「菜式項目」內會把所有的早餐類菜式顯示出來【下圖】。 

 

 

3.1.2 菜式項目 

「菜式項目」會隨著你點觸的種類而改變，每個方格代表一個菜，並顯示其編號及名稱。 

其顯示次序及顏色可自由更改。點觸一次即會把菜式加入「已點菜式清單」內，數量為1。 

 
若點選的是一個套餐，「菜式項目」會隨即顯示該套餐的子項目讓你選擇。 

 

3.1.3 功能鍵 

在點菜過程中，很多時候會需要到「功能鍵」去輔助，以下撮要當中最常用的幾個： 

狀  



 



 

3.1.4 已點菜式清單 

「已點菜式清單」包含了這張發票的所有資訊:檯號、人數、金額、已點的菜式、菜的屬性 

如數量、特別處理等【下圖】。 

 
3.1.5 數量按鈕 

如點菜數量大於 “1” 時，用戶除了可以點擊該菜式項目多次外，亦可先於「數量按鈕」輸入點菜

數量，再點選菜式項目。「數量按鈕」有 2、3、5、6，如欲點選 4 件時，可按 兩次，再點選菜

式項目。如欲點選 8 件時，可按  及  或按  及 菜式編號、名稱、用戶及入單時 

 

間數量及菜式共金額距離入單到現在時間套餐標記等叫起菜式顯示特別處理套餐子項目不允許折扣 

 

菜式有必需特別處理配餐飲提示黃色方框即為當前選定的項目菜式有配餐飲折扣進入菜式詳細列表 

，再點選菜式項目。或可按  重置回數量 “1”。 

 

 

 

3.1.6 特別處理 

「特別處理」是因應顧客個別要求而即時輸入的訊息如加減配料或扒類幾成熟等。又可用 

作簡化菜式設定：例如一菜式雙併麵，有五款配料可選擇，如不用特別處理於菜式設定時 



要把所有組合輸入，即共有25 款。但如用特別處理只需一個菜式包含兩套配料處理即可。 

RMS 有兩類特別處理：必須特別處理及相關特別處理。必須特別處理是必定要輸入的，否 

則將不允許離開點菜畫面。例如清炒時蔬，如果不輸入那麼廚房應如何處理？相關特別處 

理視乎客人要求，例如麵改為米粉，是不一定要輸入的。 

要輸入特別處理，當點選了菜式後，如該菜式已設定了有特別處理，那麼會即時於「特別 

處理」內顯示。 

特別處理可設定另加收費或減費，金額是以每件計算。例如有兩個特別處理每個要加 $4， 

而這個菜的數量是3 件，總特別處理金額是（4+4）X 3 即 $24。金額可預先設定或於選 

中時立即輸入。 

注意：若菜式已經列印到出品部將不能輸入任何特別處理。 

3.2 點菜 

RMS 提供兩種輸入方法：螢幕點觸輸入及鍵盤輸入。因菜式已按種類編排，螢幕輸入無需 

強記編號。鍵盤輸入的好處是速度快，但必須預先知道菜式編號。對於一些菜牌較簡單的 

客戶最合用。 

3.2.1 螢幕點觸輸入菜式 

先於「種類」點選如飲品，點觸後「菜式項目」會顯示所有飲品，再點選如咖啡即可，每 

點觸一次數量會加一【下圖】。如同一菜式要點5 份，可於螢幕點觸五次或按「數量按鈕」 

5，又或按「已點菜式清單」上的數量： 

 

�  點觸改數量會顯示一對話方塊讓你輸入新數量。 

�  不能把數量改為0，如果要刪除項目，請使用「移除」功能； 

�  如菜式尚未送至出品部，數量可隨意更改； 

�  如已送至出品部，改數量只可改為少於原有數量而不能超出原有數量。例如原有數量 

是3，新數量只可是1 或2 而不能是4 或以上。改少時數量中的差額會當「項目取消」 

處理。 

3.2.2 鍵盤輸入菜式 

鍵盤點菜只是輔助功能，RMS 點菜畫面不能只用鍵盤操作。因功能按鈕或特別處理等並不 

支援鍵盤控制，故此必須配合點觸螢幕或滑鼠使用。可用標準102 鍵的鍵盤或小型數字鍵 

盤（number pad）或按功能鍵「鍵盤」輸入【下圖】。 



 
3.2.3 改單價 

一些菜式如海鮮沒有固定售價，於點中時系統會要求即時輸入單價。如輸入錯誤可用「改 

單價」功能更改。點觸「改單價」即顯示「改單價對話方塊」，輸入新單價即可。 

 

注意：於RMS 中把單價改少並不當成折扣，不會受制於服務員折扣權限，亦不會有報表提供更改單

價的記 

錄。故此設定是否允許用戶改單價時要特別留意，一般只有經理級才能更改； 

3.2.4 改人數 

當選檯後如人數有變，可點觸「人數」【下圖】。系統會顯示對話方塊輸入新人數即可。新 

輸入的人數必須是1-999。但如當時是尚未點菜的（即已點菜式清單內沒有項目），點觸「人 

數」是不會顯示對話方塊的。 



 

3.3 發票金額詳細資料 

發票總金額是顯示發票最後實收金額。把螢幕上所有項目的金額相加不一定等於發票總金 

額，因總金額是包含折扣、服務費、稅項、特別處理金額等。 

點觸發票總金額會顯示發票金額詳細資料【下圖】： 

 

3.3.1 整單折扣列表 

顯示這張發票給予什麼折扣，如輸入錯誤可按旁邊的「刪除」直接刪掉。按「整單折扣」 

可進入折扣畫面。有關折扣請參閱3.7.4 折扣。 

 

3.3.2 折扣 

折扣分為項目折扣及整單折扣。前者只針對個別菜式而後者則對整張發票生效。所有折扣 

對不允許折扣菜式（有 標明）是無效的。 

3.3.2.1 整單折扣 

要進入折扣畫面可點選「整單折扣」功能鍵： 

進入整單折扣列表後按折扣種類並選擇折扣項目，用戶可因為實際情況設定不同折扣： 

�  「9 折優惠、8 折優惠、7 折優惠….」是一個指定百分比的折扣； 

�  「免費奉送」即百分之百折扣，但免費奉送是否包括免服務費則視乎系統設定，如設 

定服務費不能給予折扣，那麼免費奉送的項目仍有服務費。例如金額 $100，服務費 



$10，免費奉送後印發票金額仍有 $10 服務費； 

�  「自定折扣金額」即時輸入折扣金額。如原價 $10，實收 $8，折扣應輸入 $2。當是 

輸入項目折扣時，自定折扣是每份計算。即點菜3 份自定折扣 $2 即共折扣 $6； 

�  「會員折扣」應預先輸入各會員資料及折扣方式；(只適用於整單折扣) 

「整單折扣」可同時多於一個折扣，即客人原有會員折扣外，再用信用卡付款可額外享有 

8 折優惠等。 

3.3.2.2 項目折扣 

「項目折扣」跟「整單折扣」操作雷同，請參閱3.3.2.1。 

3.3.2.3 發票計算名細 

顯示說明  

3.4 全選、全不選、選一個 / 選多個 

於點菜過程中很多時會同時選擇全部或某幾個菜式做同樣的折扣、特別處理或追單等。 

按「全選」選擇全部已點菜式清單項目，或按「全不選」取消選擇全部已點菜式清單項目， 

或按「選一個 / 選多個」點選某幾個已點菜式清單項目。 

 

3.5 移除 

點選已點菜式清單項目按「移除」把當前選定的菜式取消。如菜式尚未送至出品部會即時 

刪除，否則系統會問「你要刪除所選擇的菜式嗎？」選擇「是」，會顯示「取消原因」對話 

方塊，選擇原因後即會刪除或可按「退出」離開。 



 
對於刪除已送到出品部的菜式，RMS 會按系統設定是否把移除的項目通知出品部，並保留 

記錄日後可在報表內查閱。 

若你要取消一張狀態為「已印單」或「曾印單」的餐檯內的所有項目時，系統亦會把原先 

已列印的發票一併取消並記錄下來並把餐檯狀態轉成「入座」。若只是取消部份項目，只需 

重新列印發票即可結賬。 

3.5.1 移除-出品單 

 

3.6 叫起 

當需要出品部先準備菜色，待客人通知才上菜，你可以使用「叫起／即起」功能。 

�  設定一個菜為「叫起」- 於已點菜式清單選一個菜式項目，點觸「叫起」，這時菜式右 

邊出現了一個 表示已經設定為「等叫起」。列印到出品部時會有特別提示； 

�  取消菜式的「叫起」設定 - 若尚未列印到出品部的話，只需再按一次「叫起」即可； 

�  「即起」- 若菜式項目已經列印到出品部，只需選擇該項目並按一次「叫起」，確定後 

會立即通知出品部； 

�  如果餐檯正在有「叫起」的菜，在選檯畫面內該餐檯將以紅綠閃動來提示（請參閱2.2 

餐檯狀態）； 

�  用戶亦可於堂座功能表「即起菜式」查看所有叫起菜式（請參閱2.9.4 即起菜式）； 

3.6.1 叫起-出品單 



 

3.7 追單 

當已列印到出品部的菜式沒有及時上菜，你可以對該菜式進行追單。系統會立即將該菜式 

再列印到出品部，並註明從第一次送至出品部到追單時間的相差。 

要追單先選擇一個己送至出品部的菜式，點觸「追單」系統提示確認時按「是」即可。 

 

3.7.1 追單-出品單 

 



3.8 列印至 

可將菜式項目臨時更改至其他列印機。 

先點選菜式，點觸「列印至」並選擇欲更改至其他出部列印機。 

 

3.9 全部菜類 

點菜用的菜式種類可按時段選擇是否顯示，例如午市不顯示早餐類等。按「所有種類」把 

所有生效的種類顯示出來。 

3.10 補單 

點菜完成後可按 或「補單」離開選檯畫面。分別是 會把新點的 

菜式送到出品部而「補單」只是於電腦上註明已送但實際是出品部不會打印的。 

3.11 項目轉檯 

把當前選定的菜式項目轉至另一餐檯。通常是最後印發票結賬時才發現菜式項目入錯檯， 

例如屬於1 號檯的菜式項目輸入了11 號檯。這時可把菜式項目由11 號轉回1 號。點觸菜 

式項目轉檯後系統即顯示「請輸入檯號」對話方塊，輸入目標檯號即可。 

 

�  不能把未送至出品部的項目轉檯； 

�  不能把等叫起的項目轉檯； 



�  不能把項目轉至狀態為「已印單」的目標檯； 

�  可把套餐轉檯，但必須是整個套餐轉走，不能單轉某一子項目及所有套餐多選菜式必須已經選定。 

3.12 查看刪除菜式 

發票內已刪除的菜式系統會保留至客人結賬或「整單取消」。「整單取消」後不再保留的原 

因是不能確定再點菜時是否同一客戶，如把上一客人取消的菜式顯示在新客人的發票上這 

樣不太妥當。 

 

3.13 售罄信息 

售罄信息分為兩類，已售罄信息及尚餘數量，冬瓜盎每更別只可售20 份，現顯示剩餘數量；

 

當菜式項目已售罄時，系統會把該菜式劃上記號。同時會視乎設定「售罄項目是否可繼續售賣」。如

「否」服務員不能再點該菜式；如「是」顯示「xxxx 庫存數量不足，是否繼續售賣」。

 



 

3.14 特別菜式 

3.14.1 即問數量 

點中一個「即問數量」的菜式時會顯示「輸入數量」對話方塊，必須先輸入才能繼續。例 

如魚、蝦、蟹以每兩計算，點中後要入數量如10 兩。 

3.14.2 即問單價 

點中一個「即問單價」的菜式時會顯示「輸入單價」對話方塊，必須先輸入才能繼續。例 

如10 兩魚，點中後要入單價如每兩$5。 

3.14.3 手寫單 

手寫單是菜牌上沒有但廚房能即時出品的菜式。例如菜牌有豉油雞但客人要豉油鴨，可使 

用手寫單代替。點中手寫單後系統會要求輸入單價（數量無需輸入自動以1 計算），隨即 

會在本地印表機印出一手寫單，服務員可在單上寫上菜名遞入廚房，或可即時輸入菜式名 

稱並使用「列印至」印到出品部。 

 
3.14.4 預設項目及必須項目 

每當新開一餐檯輸入人數後，又或進入一狀態是「入座」的餐檯時，系統會把「預設項目」 

自動加入「已點菜式清單」內。例如聯誼會每張發票也必定有麻雀租金，那麼可把麻雀租 

金設定成「預設項目」節省輸入時間。「預設項目」可於發票內刪除。 

跟預設項目相反，必須項目並不會自動加入發票內，但於印發票時會檢查發票內有沒有必 

須項目（最少數量是1），如沒有將不允許印發票。例如茶芥費，剛開新檯時人數未定可以 

容後輸入，但印發票前必定要完成。 

3.15 送單 

入單時如該餐檯有大量菜式，為免擔誤時間，用戶可點選部份菜式後按「送單」先將部份 

菜式打印到出品部。再點選餘下菜式才按 離開。 

3.16 列印發票 

客人用膳完畢後要求結帳時，可按「列印發票」將該餐檯所有項目打印出來，請參閱4.1.2 



 

4. 結帳 
4.1 列印發票 

結帳前應先將發票打印出來，以下有兩個方式可列印發票，列印發票後餐檯將變成「已印 

單」狀態： 

4.1.1 堂座列印發票 

於堂座畫面裡點觸「中文發票」或「英文發票」，請首先確定要列印哪種語言，再點觸要印 

發票的餐檯即可。 

4.1.2 餐檯列印發票 

於點菜畫面裡點觸「列印發票」，系統會問列印「中文發票」或「英文發票」，再點觸要印發 

票的語言即可。 



 

4.1.3 外賣列印發票 

 

 

4.2 進入結帳畫面 

於堂座點選「已印單」狀態的餐檯系統會顯示以下選擇： 

 



：進入付款結帳畫面，當完成（或取消）付款後會返回選檯畫面。 

：進入點菜畫面，可以對任何點菜操作或給予折扣。但如果改變了原有的菜式 

項目或發票金額，該餐檯的狀態將從「已印單」變為「曾印單」。如要付款必 

須要再印發票。 

：不作任何操作返回選檯系統。 

：這個功能在繁忙時間特別有用。系統會自動替這張餐檯以「現金」付款方式 

結帳，然後會餐檯當成一張「空檯」處理。 

4.3 付款 

當你選定發票進入付款後，系統會把發票的資料如檯號、發票編號及金額顯示出來，並可 

於左邊預覽發票。 

 
要結帳，請先選擇付款方法，再輸入付款金額。RMS 會自動計算付款金額多少及找回多少， 

如接受按「輸入」或可按「更正」輸入新金額。系統可支援多重付款方式結帳，即部份付 

VISA 部份付現金，一張發票最多可用10 個付款方法。 

以下有3 個餘額處理方法： 

�  現金：例如金額$188 付現金$200 餘數$12 將顯示在「找回」內。RMS 不會記錄現金 

小賬； 

�  VISA / MASTER / AE：例如金額$188 付信用卡$200 餘數$12 將會撥作小賬處理； 

�  現金券：例如金$188 付現金券$200 餘數$12 將不作處理（因既不是小賬亦不能找回）； 



5. 營業資料 
營業資料提供一個環境讓用戶處理銷售後的事宜如清機、日結、更改付款方法等等。要進 

入營業資料，請於堂座「功能表」按「營業資料」或於主目錄按「營業資料」，進入後會預 

設顯示當天的資料： 

 
5.1 營業資料界面 

每次進入時預設為顯示當天的資料，用戶可自行修改日期（格式為年月日，如要改變可於我的電腦→

控制台→日期/時間內修改）。可直接輸入日期如2008/09/28 或按日期旁的下鍵顯示日曆。 

 

針對很多食肆的營業時間跨越兩天（例如由每天的11:00 營業至晚上02:00）這問題RMS 

有一營業時段功能，例如07:00-11:00 早市、11:01-15:00 午市（最多可設定五個時段）。 

所有於同一天但結賬時間小於第一營業時段開始時間的發票，即當成是前一天的發票。例 

如2008-09-28 23:30 入座於2008-09-29 00:30 結賬，因00:30 是小於07:00，所以這發 

票是當成2008-09-28 的。 

如2008-09-29 00:10 進入營業資料時，你可能會見不到任何發票，因為預設是顯示當天發 

票（即由29 號至29 號的）。請把顯示日期改成28 號至29 號按「更新」即可。 

5.2 發票的再次處理 

系統可於發票結賬後進行以下處理：重印發票、刪除發票、更改付款方法及更改人數。對 

支出費用紀錄 



已經清機的發票系統只提供「重印發票」處理，當執行其他功能是會顯示「發票已清機， 

不能更改人數/更改付款..」。 

請先在列表中點觸要處理的發票，點中後發票會以藍色顯示。 

5.2.1 重印 

�  先選擇要重印的發票，再點觸「重印」按鈕； 

�  選擇列印「中文發票」、「英文發票」或「付款清單」。 

5.2.2 刪除發票 

�  先選擇要刪除的發票，點觸「刪除發票」按鈕，系統提示確認訊息時選擇「是」，再選 

擇取消原因； 

�  刪除後的發票可於報表內分析每個原因的次數、金額等等。 

 
5.2.3 更改付款方式 

�  選擇要更改的發票，點觸「更改付款方式」按鈕，選擇「是」進入結帳畫面；這一步 

與結賬的操作完全相同，最後按「輸入」完成更改； 

�  如果在尚未完成時從結帳畫面按「退出」，該發票的付款方法維持不變。 

5.2.4 更改人數 

�  選擇要更改的發票，點觸「更改人數」，輸入新人數後確定或按「退出」離開。 

5.3 多次列印發票 

試想想這情況：列印發票金額$500，客戶付款後收銀員於電腦中刪除菜式把發票改為$100 

後再結賬，那麼當中的$400 差額可由收銀員取去。為堵塞這可能性，RMS 6 會把那些於 

結賬前印單超過一次的發票記錄下來，並可於營業資料內檢視。按「多次列印發票」後可 

看到一個列表，詳細顯示問題發票的每次改動情況。 

 



5.4 清機 

「清機」是收銀員換班或每日埋數時使用的。各餐廳因應不同的營運模式而取決清機次數。 

比如茶餐廳分早、午、晚市都是不同的收銀員負責，這情況下一日內將清機3 次。換到一 

般餐廳，整天都是同一個收銀員負責，這情況下一日內只需清機1 次。 

舉另一個例子，如餐廳過往3 日都沒有清機，當今日執行清機時，系統會將過往3 日加上 

今天的營業額一起清機。 

  

5.4.1 清機選項 

於清機前可選擇是否列印以下內容於清機報表上： 

�  是否列印發票細節 

�  是否列印取消菜式 

�  是否列印每名收銀員收款金額 

 

5.4.2 執行清機 

可按「預覽」於營幕上查看清機單內容，或按「確定」選擇印表機將清機單打印出來，當 

完成後系統會顯示「清機完畢」訊息。 

 



5.4.3 重印清機單 

如有需要可於清機後按日期找尋清機單並按「重印清機單」預覽式重印出來。 

特別注意：「清機」是不可還原的！當發票清機後除了重印發票外不能再作任何處理，清 

機前請先預覽報表看看付款方法明細是否跟實際情況吻合再決定是否執行清機。 

 

5.5 日結 

日結報表的格式跟清機報表完全相同。主要分別是如果一天內清機三次，日結會把三份清 

機單相加起來才等於當天的日結報表。日結是按「時段」作為每日的區分，不受清機多少 

次影響。 

5.5.1 日期範圍 

雖說是日結報表，但不是只可選擇一天的資料作報表。如果選一年系統會把一整年的發票 

作分析，最後以日結報表的格式顯示出來。 

5.5.2 執行日結 

可按「預覽」於營幕上查看日結報表內容，或按「確定」選擇印表機將日結報表打印出來。 

5.6 支出管理 

可按「支出管理」紀錄各類從收銀柜提取的現金支出，並於日結報表打印出來。 

 

 

 

 



6. 菜式與庫存 
用戶可於系統內自行新增或修改所有菜式項目(包括套餐)及特別處理。 

6.1 菜式種類設定 

設定一個菜式項目前應先設定菜式種類，菜式種類可選擇於那個日期範圍、營業時段或營 

業區域內售賣。 

 

�  日期範圍：如菜式是因應季節性而提供售賣，例如「大閘蟹」只於9 月至12 月期間內售賣，便可

於「開始日期」設定為2008-09-01 至2008-12-31，這樣「大閘蟹」只於該日期範圍內於菜式種類列

表顯示。 

�  營業時段：如菜式是因應時段而提供售賣，例如「早餐」只於早市時段內售賣，便可 

選擇「」設定，這樣「早餐」只於該時段範圍內菜式種類列表顯示。 

�  營業區域：如菜式是因應營業區域而提供售賣，例如「外賣項目」只於外賣區域內售 

賣，便可選擇「」設定，這樣「外賣項目」只於該營業區域內菜式種類列表顯示。 

6.2 菜式設定 

菜式設定是RMS 內比較重要的一部份，此功能可供用戶自行新增或修改餐牌內的菜式項 

目。(菜式項目一經售賣過後將不能刪除，因刪除或將該菜式項目更改做其他菜式項目後， 

於報表上會找不到該菜式原來的各項分析) 

 



6.2.1 菜式設定(一般設定) 

按功能列表中的「新增」選擇「單一菜式」，依次序新增菜式項目。 

�  選擇菜式種類：按  選擇菜式種類或按 去新增菜式種類。(同一個菜式 

項目可於多個菜式種類內顯示) 

�  菜式編號：系統會自動排列一個菜式編號，用戶亦可自行修改。(該編號可由1-6 個數 

字或英文字母內) 

�  成本：菜式項目的成本。(可不設定；如設定了成本，報表將會包含成本及利潤) 

�  菜式名稱：菜式項目名稱。 

�  銷售價：為堂座價錢；外賣售價：為快餐或外賣價錢。 

�  部門分帳：按  選擇部門分帳或按 去新增部門。(同一個菜式項目可多 

於一個部門分帳，如：菜式售價為$88，廚部佔$50；味部佔$38) 

�  服務費：該菜式項目應收之服務費 (一般預設為10%)。 

�  菜式級別：設定餐飲對沖分類及折扣分類。 

�  列印地點：選擇「」設定該菜式項目應自動印單到那個出品部列印機，可選擇多於 

一個出品部列印機。 

6.2.2 菜式設定(高級設定) 

高級設定為菜式項目的詳細資料，以下撮要當中幾個重點； 

 
�  菜式名稱：可設定該菜式項目的不同名稱，如中文操作及列印中文發票時的可輸入中文名稱，英

文操作及列印英文發票時的可輸入英文名稱，或列印到出品部時的廚房單名稱及其它語言。(日文、

韓文、泰文) 

�  限量售賣設定：可因應菜式供設數量而設定該菜式限量售賣，如冬瓜盎每更可售賣數量 20 份，當

每賣 1 份剩餘數量則自動減 1 份變做 19 份。同時可設定警告庫存數量，如設定 5 份的話，當冬瓜

盎售賣到 5 份或少於 5 份時，系統將有警告提示。 

�  是否允許售賣：設定該菜式項目是否售賣。 

�  是否允許折扣：設定該菜式項目可否做折扣。 

�  手寫項目：系統內沒有的該菜式項目，可用此功能設定一臨時項目，用戶可即時輸入該臨時項目的

價錢及名稱。(詳情請參閱 3.14.3 手寫單) 



�  必須項目：設定該每張檯必需的菜式項目 (如於茶芥) 於打印發票時，系統會檢查該 

餐檯是否已包含此必需的菜式項目。 

�  需詢問數量：點菜時選取該菜式項目時詢問數量。 

�  需詢問價格：點菜時選取該菜式項目時詢問價格。 

�  預設等叫起：點菜時自動設定該菜式項目為等叫起狀態。 

�  是否列印上菜紙：設定該菜式項目是否於上菜紙顯示。 

�  配送飲品：當該菜式項目設定成可配餐飲時，應配餐飲數量。 

6.2.3 菜式設定(時段售價) 

「時段售價」為設定該菜式項目於不同日期或時段以不同價錢售賣。 

例如有一個套餐售價是$238，星期一至五午市時段售價為$198，而星期六日及公眾假期全日售價為

$268 

 
進入「時段售價」頁面內按新增，依次序設定時段售價： 

�  名稱：時段售價的名稱。 

�  銷售價：為該時段堂座售賣價錢；外賣售價：為該時段快餐或外賣售賣價錢。 

或 

�  每多少件售賣多少價錢。(例如啤酒每支單價$30，但一次叫半打價錢為$128，則設定為

 

�  日期範圍：時段售價於那個日期範圍內生效。 

�  營業時間：時段售價於那個時段生效，可選擇早市、午市或全部。 

�  營業區域：時段售價於那個營業區域生效，可選擇堂座、外賣或全部。 

�  生效日期：時段售價於一週內那天生效，可選擇星期一、二、公眾假期或全部。(如選擇公眾假期

應先於系統設定內設定那天是公眾假期，系統只知星期日為假期) 

�  只在時段內售賣：供選擇該菜式項目只在該時段內生效。 

6.2.4 菜式設定(菜式處理) 

菜式處理為設定該菜式項目於點菜時，附帶相關的特別處理。例如有一菜式項目「鐵板牛 



扒」，其相關的必須特別處理分別有：1) 五成熟 2) 跟黑椒汁 3) 配意粉，用戶可先設 

定好特別處理，並在此將相關的特別處理加到列表中。 

 

6.2.5 菜式設定(複制到新菜式) 

如要新增類似菜式項目時，用戶可按「複制到新菜式」新增菜式項目，例如系統已新增菜 

式項目「豉油雞(半隻)」，接著新增「豉油雞(一隻)」。這時可用此功能複制菜式，只稍為更 

改編號、名稱及售價即可。 

6.2.6 菜式設定(套餐) 

新增套餐前，用戶必須先新增所有套餐子項目於系統內，例如新增以下套餐。 

精選晚市套餐 $188.00 

1) < 頭 盤 > 煙三文魚伴香瓜 

2) < 湯 > 意大利菜湯 或 羅馬忌廉湯 

3) < 主 菜 > A) 煙火雞雜菜芝士意大利飽 

B) 芝士焗雞肉磨菇水筒麵 

C) 意式烤乳鴒伴拿波里飯 

D) 鮮帶子瑤柱菠菜幼意大利麵 

4) < 甜 品 > 法式焦糖燉蛋 或 濃味朱古力蛋卷 

按功能列表中的「新增」選擇「套餐菜式」，依次序新增套餐「一般設定」。（請參閱6.2.1 

菜式設定） 

在菜式項目列表內選取套餐項目，點選後按「選一個」逐一將套餐項目加到列表中，系統 

會預設數量「1」，如需增加數量可按  或按  減少數量。 



 

每個套餐很多時都會有「多選菜式」，即以上套餐：湯「2 選1」；主菜「4 選1」等，用戶 

該先設定好「多選菜式項目」。 

按「新增」選擇「套餐」，顯示以下頁面。再按「多選菜式」設定「多選菜式內容」。 

進入「多選菜式」後按「新增」輸入名稱，並按「菜式內容」輸入「多選菜式項目」。 

 
用戶可在列表內選擇之前已新增的套餐子項目，點選後按「全選」或「選一個」將菜式項 

目加到「菜式內容」。 

 



6.3 菜式級別設定 

很多時「茶餐廳」都會於不同時段提供各式的套餐優惠給顧客，而這些套餐優惠都有一個 

公通點，就是「配餐飲」。 

「配餐飲」即是當一張餐檯同時出現一個 $30 的食品及一杯 $10 的飲品，而該食品可用 

特價 $2 配該杯飲品時，該杯飲品則自動由 $10 變做 $2。 

進入「菜式級別設定」按「新增」輸入菜式級別名稱。 

 
進入「菜式級別規則設定」按「新增」設定菜式級別優惠。 

例如：當「晚市套餐」配「特飲」時，「特飲價錢」為 $5。 

 

6.4 特別處理 

特別處理是對食物口味、加減配料或烹煮方法的設定，於點菜時點選菜式項目之餘再點選 

特別處理，系統會將該特別處理名稱列印到廚房單上。 



 
�  特別處理種類：按新增輸入特別處理種類名稱。(「問動作特別處理」為進行特別處理 

時可選擇「多、少、走、淨」，即：多+芫茜、走+芝麻、少+甜……) 

�  特別處理名稱：為點菜時顯示的名稱，可輸入中文、英文名其他語言。 

�  特別處理改價金額：設定點選某些特別處理時加價錢，例如菜式項目配粉、麵、米同 

價，配伊麵則加$5。 

6.5 菜式顏色設定 

「菜式顏色設定」是設定菜式於點菜時畫面上顯示的先後次序，用戶可將經常點選的菜式 

置於主頁面或位置，而較少點選的菜式則置於較後位置。除了菜式種類和菜式項目外，特 

別處理亦可按自己要求排列先後次序。用戶更可將不同的菜式種類或菜式項目改成不同顏 

色，使點菜時更具彈性及靈活多變。 

點選所需移動的菜式種類及項目，再按 上下拉動到理想中位置。 

點選菜式種類或菜式項目後按上圖所示的空白位置，轉變背景及文字顏色顏色。 

 
 

 

 



7. 報表 
RMS 提供多款報表供用戶查閱，所有報表除了可於電腦上預覽外，均可以打印出來及匯出到檔案。 

7.1 選擇報表 

按主目錄「報表」進入「報表中心」按「選擇報表」揀選合適報表。 

 

揀選合適報表後將顯示以下頁面供用戶選擇日期、組合及排序等，並按  生成報表。 

  

 



7.2 預覽/列印/匯出報表 

 

�  上頁 / 下頁：報表多於一頁時，按  跳到合適頁面。 

�  列印機： 選擇印表機將報表打印出來。 

�  匯出檔案： 將報表匯出至 等檔

案格式。 

�  電郵： 將報表電郵到指定郵箱。(用戶需提供賬戶、POP3、SMTP 等設定) 

注意：不同報表所顯示的資料都有所不同，因而揀選不同報表後將有不同的組合及排序選擇。 

 

 

 

 

 

 

 

 

 

 

 



8. 總結 

RMS6 是一套功能強大的電腦餐飲管理系統。它除了是你生意 

上的好伙伴之外，更是替你控制成本及節省人手的好拍檔。本公司 

亦會跟上時代步伐，不斷更新系統。 

因不同的版本可能跟本手冊有操作上的差異，如需查詢使用請 

跟我們維修部人員聯絡。 

技術支援部及電話查詢服務 

辦工時間 : 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上九時至下午六時 

星期六 早上九時至下午一時 

電話: 2609-2666 

非辦工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下午六時至晚上十一時 

星期六 下午一時至晚上十一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上午九時至晚上十一時 

電話: 7322-9005 

本手冊只描述系統的使用及設定，尚有其他額外功能未能盡錄，如欲了解或購買額外 

功能，請與我們的營業員聯絡。 

<<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