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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餐飲業後台電子化資助計劃 2022 

供應商計劃方案資料表 

 

供應商基本資料 

企業名稱 中文  英文  

商業企業主類型 □個人企業主   □有限公司    □其他:________ 

員工人數  

企業主要業務簡介  

聯絡人姓名  職稱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針對 40 座餐廳提供的標準功能、設備(下稱本方案)。 

預算 MOP 15,000.00 
1. 軟、硬件部份 

1 系統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 

2 系統是否屬公司自行開發：□是 □否、代理品牌： __________________ 

3 本方案價格：___________________ 

4 除本方案外，有否提供其他不同價格的方案：□是 □否 

若有請於附件提供額外方案的報價單供參考。 

5 商戶是否需要自行架設網絡：□是 □否 

6 可提供的點餐方案：□POS 機 □手持點餐設備 □客戶掃碼(QR Code)點餐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本方案中核心硬件數量(如沒有提供請填寫 0) 

POS 機單屏／雙屏  手持點餐設備  

印單機  掃碼點餐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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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由器  聚合支付機具(連接 POS)  

8 客戶能否自行修改菜單：□是 □否 

9 本方案包含供應商協助修改菜單次數：_____次 

10 系統是否包含庫存記錄功能：________＿＿＿＿＿＿＿＿＿＿＿＿＿＿＿＿＿＿＿＿＿＿___ 

11 客戶能否根據自身需求簡單修改一些系統的參數、如字體大小，報表樣式等，請列舉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本方案是否包含培訓計劃：□是 □否 

13 本方案包含培訓計劃時長：________＿＿＿＿＿＿＿＿＿＿＿＿＿＿＿＿＿＿＿＿＿＿＿＿ 

14 本方案培訓計劃會否派員駐場商戶提供協助：□是、天數：_______  □否 

15 簡述培訓方案包含的項目： 

 

16 若店家的菜品能讓客人按需調整，要求如：多飯、少冰……等，點單的實際操作步驟為何(請簡

述並附圖)。 

 

17 其他補充(200 字內)： 

 

 
2. 數據及報表 

1. 系統數據是否雲端化：□是 □否 

2. 數據使用的雲端服務供應商：_____________ 

3. 數據存放地區：□澳門 □香港 □內地 □其他 

4. 預設數據報表數量：______ 

5. 常用報表種類：＿＿＿＿＿＿＿＿＿＿＿＿＿＿＿＿＿＿＿＿＿＿＿＿＿＿＿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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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查看報表方式：□POS 機內部查看 □手機查看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數據能否匯出為其他格式如.xlsx、.csv ……等：□是、包含格式：_____________ □否 

8. 簡述店家能如何運用系統提供的數據作分析、營運建議改善(200 字內)： 

 

9. 其他補充(200 字內)： 

 

 
3. 點餐及結帳流程電子化 

1. 能否支援澳門支付平台：□聚易用 □澳門通 □其他：＿＿＿＿＿＿ 

2. 能否支援內地支付平台：□微信支付 □支付寶 □其他：＿＿＿＿＿＿ 

3. 系統是否支援聚合支付連接 POS 機：□是 □否 

4. 系統是否支援手機點餐後客戶直接使用移動支付付款：□是 □否 

5. 本方案會否包含協助商戶對接各支付平台：□是、包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否 

6. 其他補充(200 字內)： 

 

 
 
4. 支援及保養事項 

1. 售後服務團隊人數(澳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售後服務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可上門支援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本計劃提供的保養方案：上門＿＿＿＿次、線上支援＿＿＿＿次、其他：_______＿＿ 

5. 本方案硬件保養年期：____________年 

6. 本方案軟件保養年期（含系統更新／升級）：___________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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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保養期過後，續期費用(每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其他補充(200 字內)： 

 

 

 
 
5. 在本澳及內地市面上的案例(如有，請描述) 

1. 澳門案例數量：＿＿＿＿＿ 

2. 內地案例數量(如有)：＿＿＿＿＿ 

3. 簡要描述案例： 

 

 

 
6. 增值功能、服務、設備(如有，請明確註明屬於硬件、軟件、支援及保養事項、咨詢服務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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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軟件／項目加購單價 

針對 40 座餐廳的報價，若客戶需要額外加購計劃中任何項目需負擔的單價。請明確列出所有項目及其子

項目的單價。 

註：(1)若有軟件／服務的子項目無法拆分單價，請列出該軟件／服務項目的總價及子項目的內容。 

(2)若以下填寫空間不足夠，可另附項目單價報價單，但必須跟隨以下項目分類。

1. 硬件

2. 軟件(例如：系統升級版、VIP 版或其他有關軟件的項目)

3. 支援及保養事項(例如：額外加購上門服務次數、或其他有關保養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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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咨詢服務(例如：額外加購咨詢服務或其他有關咨詢的項目)

5. 增值功能、服務、設備

□本公司承諾，上述所填寫的資料，數據及提交的所有附件，均真確無誤，倘有任何虛假聲明，一經發現，本公司

願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

負責人簽名及公司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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