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SMPOS ISMPOS ISMPOS ISMPOS 餐飲管理系統餐飲管理系統餐飲管理系統餐飲管理系統

POS Link提供一站式的電腦系統,一套包含樓面(落單及收銀)、

存貨成份計算(Inventory)、員工考勤及會員管理系統,可升級為多

舖版，配合客戶無邊際的擴展。操作方便、簡單、可靠。

系統可支持八達通付款(藍機及白機)系統可支持八達通付款(藍機及白機)系統可支持八達通付款(藍機及白機)系統可支持八達通付款(藍機及白機)

全港首創微信落單餐飲系統全港首創微信落單餐飲系統全港首創微信落單餐飲系統全港首創微信落單餐飲系統

Wechat Wechat Wechat Wechat 微信落單可分多個模組微信落單可分多個模組微信落單可分多個模組微信落單可分多個模組

堂食, 外賣, 外送及預先點菜模組堂食, 外賣, 外送及預先點菜模組堂食, 外賣, 外送及預先點菜模組堂食, 外賣, 外送及預先點菜模組

 -節省了侍應提供服務 的時間及成本

 -系統可支持微信人民幣支付

 -逹到省人,省時,省錢

 -更無須投資點餐機,不用擔心機器遺失及損壞的維修費.

WeChatWeChatWeChatWeChat微信堂食落單程序微信堂食落單程序微信堂食落單程序微信堂食落單程序

1. 打開微信1. 打開微信1. 打開微信1. 打開微信 2.掃瞄2.掃瞄2.掃瞄2.掃瞄枱枱枱枱上的二維碼上的二維碼上的二維碼上的二維碼 3.選擇食品3.選擇食品3.選擇食品3.選擇食品 4.客戶確定下單4.客戶確定下單4.客戶確定下單4.客戶確定下單



ISMPOSISMPOSISMPOSISMPOS功能簡介功能簡介功能簡介功能簡介
 -本系統適合各類飲食行業(快餐 -本系統適合各類飲食行業(快餐 -本系統適合各類飲食行業(快餐 -本系統適合各類飲食行業(快餐、、、、酒樓酒樓酒樓酒樓、、、、及餐廳)及餐廳)及餐廳)及餐廳)

 -條碼落單功能

 -員工收銀更結

 -員工智能咭功能

 -熱門食品鍵輸入

 -多項及多重折扣

 -多種語言切換功能

 -取消單及退款功能

 -閒置自動鎖屏功能

 -食品口味任意配搭

 -每人最底消費功能

 -信用咭小費及稅項處理

 -食品多從分量及多價控制

 -菜式可單項轉枱或全轉枱

 -沽清, 限量銷售及存量管理

 -節省伙計入單時間提高工作效率

 -每鍵可用不同顏色,容易分別種類

 -分單功能(以食品分單及人數分單)

 -取消食品原因及雙重密碼輸入功能

 -菜式追單、叫起、起菜、急起等功能

 -枱號及房號計時功能(適合自助餐計費)

 -改碼功能。(小甜、小冰、走青、等等…)

 -多從餐牌顯示(可以分早、午、晚餐牌顯示)

 -手寫單(即時輸入項目名稱及價錢,立即發送到廚房)

 -保安功能限制員工使用之權限避免錯誤或杜絕作弊

 -系統支援鍵盤、輕觸式屏幕及可接駁條碼掃瞄器使用

 -多種付款方式。(現金、信用咭、EPS、優惠等等…)

針對不同行業附加功能***針對不同行業附加功能***針對不同行業附加功能***針對不同行業附加功能***
 -掛賬功能

 -套餐撇數功能

 -酒吧存酒咭功能

 -外賣自動加餐盒錢功能

 -撞餐功能(餐飲自動轉價錢) 枱枱枱枱號列表或平面圖顯示 號列表或平面圖顯示 號列表或平面圖顯示 號列表或平面圖顯示 (Floor Plan Version)(Floor Plan Version)(Floor Plan Version)(Floor Plan Version)

 -堂食及外賣不同收費控制

 -供應商及成本計算功能(B.O.M)

 -賬單以入坐時間或結賬時間計算

 -所有價錢可在不同日期、時間,而自動變更價錢或折扣

 -送外賣功能

(外賣輸入一次電話地址後, 系統會自動記錄客人資料)

考勤系統考勤系統考勤系統考勤系統
 -員工上下班記錄功能(打咭功能)

 -可選擇拍照功能

 -可接駁員功拍咭機

 -所有員功上下班紀錄可轉送到寫字樓



會員/顧客管理系統會員/顧客管理系統會員/顧客管理系統會員/顧客管理系統
 -會員儲值咭

 -會員銷費積分

 -會員積分扣減

 -會員-可用智能咭

 -會員銷售排行

 -會員過往銷售紀錄

 -會員(不同會員級別,有不同折扣。)

寫字樓及報表管理寫字樓及報表管理寫字樓及報表管理寫字樓及報表管理
 -寫字樓系統登入權限

 -可隨時查看營業資料及多種報表

 -中央查看不同店舖員工上落班紀錄

 -寫字樓發送菜單功能(中央管理餐牌)

 -清機後自動把當天營業數發送到寫字樓

 -集團報表(一個或多個店舖同時顯示在一個報表內)

 -每晚清機後可將營業資料傳送到手機

員工下班及清機提示功能員工下班及清機提示功能員工下班及清機提示功能員工下班及清機提示功能
 -清機自動發送報表到指定手機及電腦

ISMPOS WebReport ISMPOS WebReport ISMPOS WebReport ISMPOS WebReport 模組***模組***模組***模組***
 -可在任何能上網的裝置上(手機、電腦、iPad 等等),

 -無須安裝任何Apps及軟件, 可以隨時查看實時營業數

  據, 了解店舖銷售情況

 -報表支持多語言顯示(中文、簡、英顯示)

 -報表可隨時匯出Excel



ISMPOS ISMPOS ISMPOS ISMPOS 專為自助餐而設計的放提模組專為自助餐而設計的放提模組專為自助餐而設計的放提模組專為自助餐而設計的放提模組

枱枱枱枱號可跟據(入號可跟據(入號可跟據(入號可跟據(入枱, 枱, 枱, 枱, 埋單,到時)不同情況而轉換顏色一目了然, 埋單,到時)不同情況而轉換顏色一目了然, 埋單,到時)不同情況而轉換顏色一目了然, 埋單,到時)不同情況而轉換顏色一目了然, 

而而而而枱枱枱枱號亦會顯示價錢, 入座時間及累積時間. 就算埋單後也會繼續累積直到服務員關號亦會顯示價錢, 入座時間及累積時間. 就算埋單後也會繼續累積直到服務員關號亦會顯示價錢, 入座時間及累積時間. 就算埋單後也會繼續累積直到服務員關號亦會顯示價錢, 入座時間及累積時間. 就算埋單後也會繼續累積直到服務員關枱枱枱枱為止, 為止, 為止, 為止, 

ISMPOSISMPOSISMPOSISMPOS超超超超强强强强的擴展功能***的擴展功能***的擴展功能***的擴展功能***

ISMPOS ISMPOS ISMPOS ISMPOS 無線落單系統無線落單系統無線落單系統無線落單系統

備有兩種模式, 可供服務員

落單或顧客自助落單模式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Android Android Android Android 安卓系統)安卓系統)安卓系統)安卓系統)

支持食品咭閱讀器支持食品咭閱讀器支持食品咭閱讀器支持食品咭閱讀器

         

顧客自助落單模式顧客自助落單模式顧客自助落單模式顧客自助落單模式

會員管理專用讀咭器 會員管理專用讀咭器 會員管理專用讀咭器 會員管理專用讀咭器 

         KVS          KVS          KVS          KVS 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

   (屏幕顯示廚房單, 既慳紙又環保, 節省紙張成本)

    侍應無線落單模式    侍應無線落單模式    侍應無線落單模式    侍應無線落單模式



     客戶自助售賣系統     客戶自助售賣系統     客戶自助售賣系統     客戶自助售賣系統

 



   KVS    KVS    KVS    KVS 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廚房視頻系統
屏幕顯示食品單, 既慳紙又環保, 節省紙張成本屏幕顯示食品單, 既慳紙又環保, 節省紙張成本屏幕顯示食品單, 既慳紙又環保, 節省紙張成本屏幕顯示食品單, 既慳紙又環保, 節省紙張成本

金屬設計鍵盤防煙防油,耐用可效.金屬設計鍵盤防煙防油,耐用可效.金屬設計鍵盤防煙防油,耐用可效.金屬設計鍵盤防煙防油,耐用可效.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無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無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無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無休

的24小時完善售後服務的24小時完善售後服務的24小時完善售後服務的24小時完善售後服務



HD Surveillance SolutionHD Surveillance SolutionHD Surveillance SolutionHD Surveillance Solution

             餐飲零售優惠套裝             餐飲零售優惠套裝             餐飲零售優惠套裝             餐飲零售優惠套裝
( 支持 ( 支持 ( 支持 ( 支持 iPhone, Android, Computer )iPhone, Android, Computer )iPhone, Android, Computer )iPhone, Android, Computer )

   不同鏡款以配合不同環境不同鏡款以配合不同環境不同鏡款以配合不同環境不同鏡款以配合不同環境

720P / 1080P 720P / 1080P 720P / 1080P 720P / 1080P 高清鏡頭配合不同性能高清鏡頭配合不同性能高清鏡頭配合不同性能高清鏡頭配合不同性能NVR/DVRNVR/DVRNVR/DVRNVR/DVR可作長時間錄影可作長時間錄影可作長時間錄影可作長時間錄影



                    Queuing System Queuing System Queuing System Queuing System 排隊機轉業版排隊機轉業版排隊機轉業版排隊機轉業版

         系統支持中文繁    系統支持中文繁    系統支持中文繁    系統支持中文繁、、、、簡及英文語言,簡及英文語言,簡及英文語言,簡及英文語言,   可隨意自訂排隊票內容  可隨意自訂排隊票內容  可隨意自訂排隊票內容  可隨意自訂排隊票內容
        即時轉換語言方便不同國藉客戶        即時轉換語言方便不同國藉客戶        即時轉換語言方便不同國藉客戶        即時轉換語言方便不同國藉客戶

排隊系統流程圖排隊系統流程圖排隊系統流程圖排隊系統流程圖



排隊系統簡易版排隊系統簡易版排隊系統簡易版排隊系統簡易版(Queuing System Lite Version)(Queuing System Lite Version)(Queuing System Lite Version)(Queuing System Lite Version)

屏幕右面預設廣告位可供播放高清片廣告屏幕右面預設廣告位可供播放高清片廣告屏幕右面預設廣告位可供播放高清片廣告屏幕右面預設廣告位可供播放高清片廣告

(打印機 + 可編程功能鍵盤 + 電腦盒+ 19"吋屏幕)(打印機 + 可編程功能鍵盤 + 電腦盒+ 19"吋屏幕)(打印機 + 可編程功能鍵盤 + 電腦盒+ 19"吋屏幕)(打印機 + 可編程功能鍵盤 + 電腦盒+ 19"吋屏幕)

***屏幕可自行購買任何尺吋******屏幕可自行購買任何尺吋******屏幕可自行購買任何尺吋******屏幕可自行購買任何尺吋***



叫餐系統 (叫號系統)叫餐系統 (叫號系統)叫餐系統 (叫號系統)叫餐系統 (叫號系統)

電腦機盒 + 鍵盤電腦機盒 + 鍵盤電腦機盒 + 鍵盤電腦機盒 + 鍵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