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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MOMA     

什麼是 MOMA? 

MOMA 是一套微型企業的營業助理系統，安裝在平板或手機的行動裝置

中。提供門店人員、經理人及老闆對於帳務、銷售與與客戶

進行管理與分析。 

MOMA 不同於 POS 系統般複雜，以操作簡單、行動靈活、

帳務管理為主要訴求，介面簡單乾淨，極具親和力，操作簡

易無須任何專業知識或技能。對於行動裝置的需求低，適用性高，使用系

統的門檻極低，您只需要有一台 android 的 行動裝置(建

議 5 吋以上，最佳 7 吋)，即可免費下載使 用。MOMA

支援網路印表機，設備擺放不受限制，機動 性高，並支

援電子發票，結合第三方獨立加值平台提供 完整服務。 

MOMA 提供雲端服務，資料存放在雲端主機，即使離線下，銷售業務仍可

正常運行不受影響，僅雲端服務功能無法使用(備份、還原、歷史業績查詢

等等)，對於高度行動作業需求的客戶能提供良好的使用經驗與模式。 

MOMA 可區分為 MOMA Store 與 MOMA Manager 2 套軟體，分別提供門市

營運使用與經理人分析管理使用。 

 

本說明手冊對象為 MOMA St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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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A Store安裝流程 

 

輸入啟用碼

雲端

客戶

下載APP

客戶

Mail或手機號碼

Mail或手機
通知啟用碼

歡迎使用MOMA Store

啟用碼

雲端

啟用
狀態

 

 

註:目前系統調整為自動註冊與自動啟用，無須輸入任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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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前須知 

目前系統調整為自動註冊與自動啟用，無須輸入任何內容 

註冊 

初次開啟 APP 程式，須輸入 mail 或手機申請核發啟用代碼，透過 mail 或手

機簡訊取得啟用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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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 

1. 輸入取得的啟用代碼，經雲端主機認證回覆成功後，進入銷售頁面，

開始使用 MOMA Store。 

2. 如未收到啟用代碼，點選重新申請，頁面會移至申請頁面，再次進行

申請啟用代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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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設定 

主頁面說明 

初次啟動軟體時，會進入[銷售登錄]作業頁面 

一般收據模式 電子發票模式 

  

軟體初始值僅有內建幾項測試用的分類與商品，因此在正式使用前，須先

設定商品分類、銷售商品與系統環境，以下將逐步說明各項作業的流程與

操作方式。 

若您想先體驗商品的銷售、結帳、列印、清帳日結及歷史業績的查詢等各

項功能，請直接跳至[開始銷售]。 

交易序號 



 

9/38 

環境檢測-印表機設定 

1. 正式使用前，請先確認是否使用印表機與其他列印設定如下表。 

 
印表機 1 印表機 2 印表機 3 藍芽印表機 設定來源 

使用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名稱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IP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Port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收據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帳條 
    系統設定> 

印表機設定 

出餐單 
    商品設定> 

輸出印表機 

2. 以行動簡餐店使用 2 台熱感印表機+1 台藍芽印表機為範例(內部廚房

印表機、外部飲料吧檯印表機、藍芽印表機) 進行印表設定如下： 

●內部廚房印表機：印出的出餐單給廚房裡的師傅看的。 

●外部飲料吧檯印表機：印出飲料吧檯出餐單給手搖飲料的員工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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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芽印表機：行動點餐後直接印出銷售明細(收據)給客人。 

 印表機 1 印表機 2 印表機 3 藍芽印表機 

使用 
V V X V 

名稱 外部印表 內部印表  藍芽裝置名稱 

IP 192.168.1.1 192.168.1.2   

Port 9100 9100   

收據    V 

帳條     

出餐單 V V   

3. 印表機設定：點選⋮功能選單系統設定印表機設定選擇印表機

(圖步驟 2)設定名稱、IP 與 Port(圖步驟 3) 選擇藍芽印表機(圖步驟

4)系統自動啟動藍芽並搜尋可連結的藍芽裝置點選返回完成設定 

4. 收據/帳條列印設定：點選⋮功能選單系統設定收據/帳條列印設定

至列印收據選擇要列印到的印表機(圖步驟 5、6) 點選返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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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檢測-電子發票 

1. 系統預設為收據模式。 

2. 因使用電子發票服務需額外收費，且與政府申請開立電子發票需準備

相關資料，如需使用此服務請聯絡泓遠資訊(02)2920-6889#520，我們

會幫您申請。 

3. 待政府核准開立電子發票後，於系統設定>電子發票設定>啟用即可。 

 

分類設定 

1. 初次使用本產品，有 2 個預設分類，分類名稱為蛋糕、飲料。 

2. 點選頁面一上角⋮功能選單商品設定選擇未顯示之分類(圖步驟 1) 

進行編輯(圖步驟 2) 選擇是否顯示此分類(圖步驟 3) 新增分類完

成(圖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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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設定 

1. MOMA Store 可使用的商品總數固定為 300 個，尚未設定使用的商品

皆歸屬於未使用的分類，當某類別需要加入新的商品時，可藉由拖曳

的方式將商品移入指定分類，亦可在不同分類中進行商品歸屬的移

動，若要由指定分類中移除商品，可將商品右移出視窗(會自動移回未

使用分類)或直接將商品移入未使用分類即可。 

2. 初次使用本產品，已內建 8 個測試用商品(起司蛋糕、黑森林蛋糕、

草莓蛋糕、冰拿鐵、熱巧克力牛奶、冰紅茶、熱奶茶、水果茶。前 3 

項商品位於蛋糕分類中；後 5 項商品位於飲料分類中)。 

3. 若要在指定分類中增加新商品，請 

 點選欲新增商品的分類(圖步驟 1)。  

分
類
選
單
區 

分
類
編
輯
區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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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選新增商品(圖步驟 2)，此分類會增加一個新商品。  

 編輯該商品內容(圖步驟 3)，若選擇[熱銷商品]，代表該商品除了

會出現在所歸屬的分類外，也會同時出現於[熱銷商品]分類；[手

輸金額]則會在點選該商品後，強制出現商品價格的輸入頁面；而

[停止販賣]則會暫時隱藏該商品不出現於銷售頁面的選單上。 

4. 選擇商品是否輸出印表機，代表該商品可於指定印表機列印出餐單(圖

步驟 4) 

 

 

商
品
選
單
區 

商
品
編
輯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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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備註快速鍵設定 

 於商品設定中點選備註設定進入商品備註設定頁面(步驟 1) 

 快速鍵總數固定為 10 個(步驟 2) 

 設定完成後可於銷售頁面點選商品，並向左滑動即可看見(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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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銷售 

如何輸入商品 

1. 選擇商品分類區 

2. 選擇販售的商品，選擇後的商品會列示於商品銷售一覽中。 

3. 對於商品銷售一覽中的商品可進行數量、指定價變更、輸入備註，或移

除該商品。 

 

 

 

 

商
品
按
鍵
區 

商
品
銷
售
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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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頁面操作說明: 

欄位 說明 

商品銷售區 1.點選商品按鍵區任意商品，會顯示於商品銷售區上，後

點的商品顯示在頁面第一項，可上下滑動瀏覽已點的商

品。 

2.白色字體表示無備註商品，橘色字體表示有備註商品。 

3.點擊銷售區內任意商品，金額欄位則商品數量加 1；品

名欄位則商品數量減 1。 

4.將商品往右滑表示移除此商品 

5.往左滑表示編輯此商品，提供手輸數量(+ / -)、指定

價、手輸備註、備註快速建功能如下圖: 

商品按鍵區 1.拖曳分隔線可調整分類與商品按鍵的寬度，左邊為分類

按鍵，右邊為商品按鍵 

2.第一個分類按鍵，固定為「熱銷商品」分類，顯示所有

指定不停止販賣且為熱銷商品的所有商品 

3.設定為不顯示的分類不會顯示，設定為停止販賣的商品

不會顯示 

手輸數量 

指定此商品的金額 

輸入備註 

於商品設定中設定的備註 

快速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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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結帳 

由銷售頁面點選小計進入結帳頁面，可設定折扣/讓金額及指定支付種類進

行結帳。 

本產品提供 4 種支付，現金、禮券、信用卡、Swipy，預設可使用支付只有

現金，如預使用其他支付，需至功能選單系統設定裡設定 

一般收據模式 電子發票模式 

  

結帳頁面說明: 

欄位 說明 

銷 銷售金額 

總 銷售金額+服務費金額 

折 折扣/折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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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 剩餘需支付的金額 

服 服務費金額 

找 找零金額 

支付項目 依系統設定可使用的支付種類按鍵。 

大鈔設定 1. 預設包含 2000、1000、500、100、50。 

2. 依系統設定顯示大鈔按鍵。 

3. 點選大鈔時直接將金額代入現金支付。 

% 折扣，折扣金額 5 捨 6 入，折扣率需<100。 

例：輸入 8+5+%則表示結帳金額打 85 折，設定時，須將

目前的支付項目清空。 

D 折讓，應收金額> =折讓金額。 

例：輸入 8+5+D 則表示應收金額-85，設定時，須將目前的

支付項目清空。 

支付種類 1. 支付輸入方式有以下三種： 

輸入方式 1：支付金額+支付種類 

輸入方式 2：大鈔 

輸入方式 3：支付種類，表示餘額都帶入此支付 

2. 相同支付種類重複輸入，則支付項目金額已後輸入的金

額為主。 

3. 信用卡、Swipy 支付不可找零，禮券、現金可找零。 

4. 每筆交易最多使用 4 種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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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發票功能說明: 

欄位 說明 

統編/載具/

愛心碼 

1. 進入輸入統編、載具、愛心碼頁面 

2. 統編為手輸輸入 

3. 載具手機條碼、自然人憑證只能掃描條碼 

4. 愛心碼可以手輸輸入，也可以掃描條碼 

如何查看業績 

點選業績按鈕查看即時業績，可查看即時業績與歷史業績資訊。 

欲查看歷史業績，點選業績 BAR，會自雲端主機下載最近 10 筆銷售資料。 

 

清帳紀錄列表 

統計項

目 

支付統計 統計資料區 

分類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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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說明 

主選單功能 

頁面右上方⋮功能選單提供

[退貨]、[關於]、[日結]、

[商品設定]、[繳退款紀

錄]、[系統設定]、[還原/備

份]、[換機]、[按鍵比照]、

[線上說明]、[程式結束]功

能。 

 

 

以下為⋮功能選單列表說明 

欄位 說明 

退貨 移到退貨頁面，詳細內容請參考[退貨] 

關於 移到關於頁面 

日結 執行日結，並上傳日結資料 

商品設定 移到商品設定頁面，詳細內容請參考[商品設定] 

繳退款紀

錄 

移到繳退款紀錄頁面，詳細內容請參考[繳退款紀錄] (測試

版無此功能) 

系統設定 移到系統設定頁面，詳細內容請參考[系統設定] 

功
能
選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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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還原 備份按鍵及系統設定的資料至雲端/還原最近一次備份的

按鍵及系統設定資料 

換機 將 A 硬體設備的資料與系統設定轉移至 B 硬體設備上 

按鍵比照 將 A 硬體設備的按鍵資料備份至雲端，供給其他硬體使

用此按鍵資料 

線上說明 線上直接查閱 MOMA Store 操作手冊 

程式結束 程式結束 

退貨 

1. 將交易進行退貨 

2. 進入退貨功能頁面，輸入發票號碼或交易序號(步驟 1)，點選查詢交易

明細後，會跳至該筆交易明細，確認無誤後按確定即退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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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為電子發票版本，點選確定後跳至輸入折讓單號頁面，若有折單號則

輸入後點選退貨；若無則直接點選退貨即可完成退貨。 

 

 

關於 

公司簡介與軟體有效期限查詢。點選上方圖形，可直接連結至泓遠網頁。 

日結 

日結功能在於提供帳務的清算，執行此功能時，會將本機自上次清算至執

行本次清算間的入帳統計資料結算彙整後，上傳至雲端主機，方便後續的

查詢與分析作業。日結完成後，在歷史業績查詢頁面會多出一筆帳務的清

算資料，而即時業績的資料也會自動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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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設定 

系統固定提供 20 項分類、300 項商品、10 項備註快速鍵。 

點選功能選單商品設定進行商品修改、歸類移動。 

熱銷商品固定為銷售頁面分類的第一項，且不能進行修改及移除(系統初始

測試用熱銷商品為黑森林蛋糕、冰紅茶、熱奶茶)。 

 

商品設定說明: 

欄位 說明 

分類編輯區 1.於分類選單區點選任一分類即顯示分類編輯區，並同

步顯示歸屬於該分類的商品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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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者可自行修改分類名稱，並設定該分類是否顯示

於銷售頁面。 

商品編輯區 1.點選任一分類，再於商品選單區點選任一商品即顯示

商品編輯區進行編輯。 

2.使用者可自行修改品名、品號及金額(可負向)，亦可

設定為熱銷商品、停止販賣或手輸金額。 

3.選取熱銷商品的商品，將會顯示於銷售頁面的熱銷商

品及商品所屬分類兩項分類中。 

4.選取停止販賣的商品，將不顯示於銷售頁面。 

5.選取手輸金額的商品，於點餐頁面，每次點選時，會

跳出手輸金額視窗輸入金額 

6.選取免稅商品，此商品為免稅商品。 

7.選取輸出印表機，該商品會列印商品單。 

分類選單區 1.固定顯示 21 項分類，預設分類名稱為蛋糕、飲料、

分類 03~分類 20、未使用共 21 項。 

2.分類項目右下角顯示歸屬該分類的商品總項數。 

3.未使用分類固定顯示於最後一項，此分類名稱不可修

改，而所有未使用的商品皆位於此分類中。 

商品選單區 1.商品總項數固定 300 項。 

2.預設商品名稱為起司蛋糕、黑森林蛋糕、草莓蛋糕、

冰拿鐵、熱巧克力牛奶、冰紅茶、熱奶茶、水果茶 

3.商品項目右下角顯示該項商品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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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長按任一商品向右拖曳即可移除此商品，商品會歸類

至未使用分類中。 

5.長按任一商品拖曳至指定分類，即完成該項商品的分

類指定。 

備註設定 1.備註快速鍵總項數固定 10 項。 

2.設定後的備註快速鍵可於銷售頁面點選商品後，向左

滑動進行備註快速鍵選用 

 

繳退款紀錄 

提供客戶帳務查詢往來的明細資料。(如為測試版本，無此功能，因此功能

是為了能讓客戶查詢與確認繳款的紀錄，測試版不會有任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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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設定 

系統設定各項子功能說明 

欄位 說明 

印表機設定 

(預設為不使用) 

1. 進入印表機設定頁面(最多支援 3 台印表機與

1 台藍芽印表機) 

2. 選擇熱感印表機，設定印表機名稱與 IP、Port 

3. 選擇藍芽進表機進入藍芽印表機設定頁面，啟

動藍芽服務後，配對對應裝置即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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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帳條列印設定 

(預設為不列印) 

1. 選擇收據與清帳條要列印的印表機 

 

服務費設定 

1. 選擇是否使用服務費，並設定服務費率，確

認使用後可於銷售頁面看見 

 

電子發票設定 

(需購買電子發票功

能才能使用) 

1. 進入電子發票設定頁面，進行地址、電話、選

擇使用的印表機設定 

 

2. 確認資訊無誤後，點選啟用即可開始使用電子

發票，此資訊設定為發票列印顯示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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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餐模式 

1. 系統提供銷售模式與點餐模式(如使用電子發

票，不可選擇此模式)2 種模式，僅能擇一設定 

2. 銷售模式有結帳功能，可列印、出餐單、收據

明細、清帳條 

3. 點餐模式沒有結帳功能，可列印、出餐單、收

據明細、清帳條，但收據明細顯示上只有應收

金額，無支付金額(如圖 1)；清帳條顯示上只

有分類統計，無交易與支付統計(如圖 2) 

圖 1-銷售模式 

 

圖 2-點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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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金額 

1. 系統提供不可修改、指定價>單價、指定價<

單價 3 種功能，僅能擇一設定 

2. 選擇”不可修改”即設定商品的金額事可做任何

更改 

3. 選擇”指定價>單價”即設定的商品金額一定要

大於商品原價格 

4. 選擇”指定價<單價”即設定的商品金額一定要

小於商品原價格 

設備資訊 

顯示於出餐單上的名稱

 

支付項目 

(預設只有現金) 

1.系統提供現金、禮券、信用卡、Swipy 行動支

付 4 種支付。 

2.未選取：於結帳頁面不可使用的支付種類。 

3.已選取：於結帳頁面可使用的支付種類。 

4.如需使用 Swipy 行動支付，須與紅陽科技公司

聯絡申請商家代號與密碼。紅陽科技官網請參考
http://www.swipy.com.tw/ 

大鈔設定 

(預設為

2000/1000/500/100
/50) 

1.系統提供最多 5 個大鈔按鍵設定。 

2.設定為 0 代表不使用，大鈔按鍵不會顯示於結

帳頁面中。 

http://www.swip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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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份/還原 

1. 備份:將目前 MOMA 的系統設定與鍵盤設定資料儲存至雲端(左分頁)。 

2. 還原:將系統設定與鍵盤設定還原至最近一次使用備份功能備份的資料

(右分頁)。 

 

換機 

4. 將 A 平板 MOMA 上的系統設定、按鍵設定、銷售資料移至 B 平板，移

出後，A 平板上的所有資料將會被清空；B 平板則會有原 A 平板的所有

資料。使用於 A 平板硬體快損毀或更換新硬體設備時，進行資料與設定

轉移。 

5. 此功能必須為付費版才能使用，試用版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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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進入換機功能，有 2 個頁面，移出頁面 與移入頁面 ，預設為移

出頁面  

7. 使用移機前，請先進行日結作業。 

8. 執行換機移出功能後，請務必記下換機碼。 

9. 換機步驟(由 A 平板移至 B 平板) 

(1). 在 A 平板:點選⋮功能選單換機移出 (步驟 1)換機移出(步

驟 2)再次確認換機移出確認移出換機碼後離開(步驟 3) 

  

(2). 在 B 平板:點選⋮功能選單換機移入 (步驟 1)輸入換機碼

(步驟 2)換機移入(步驟 3)再次確認換機移入離開(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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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鍵比照 

1. 將 A 平板 MOMA 上按鍵資料備份至雲端上，提供給其他平板使用此按

鍵 

2. 此功能必須為付費版才能使用，試用版可試用。 

3. 進入按鍵比照功能，有 2 個頁面，按鍵上傳頁面 與按鍵下載頁面

，預設為按鍵上傳頁面  

4. 執行按鍵上傳功能後，請務必記下備份碼。 

5. 按鍵比照步驟 

(1) 在 A 平板:點選⋮功能選單鍵盤比照按鍵上傳 (步驟 1) 

按鍵按鍵上傳(步驟 2)確認備份碼後返回(步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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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其他平板:點選⋮功能選單鍵盤比照按鍵下載 (步驟 1)

輸入備份碼(步驟 2) 按鍵按鍵下載(步驟 3)返回(步驟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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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說明 

本功能會直接經由網路取得線上的 MOMA Store 使用說明文件進行瀏覽，

因此當網路離線時無法使用。說明文件為 PDF 檔，因此建議安裝 adobe 

reader，以增加文件的閱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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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Q&A 

Q:初次啟動 APP 時，無法進入銷售頁面? 

A:初次使用 APP 需要有網路，如因網路問題而無法進入銷售頁面，停留在

註冊或啟用頁面時，請至有網路的環境並重新啟動 APP；如已確認網路正

常且還是無法進入銷售頁面，請將 APP 移除重新安裝 

Q:如何新增商品至分類內? 

A:點選頁面右上方⋮功能選單商品設定選擇分類選單區任意分類點選

新增商品，新商品會自動加入此分類編輯商品後返回點餐頁面即可在

該分類可看到該商品 

Q:如何檢視所有業績紀錄? 

A:點選點餐頁面的業績點選業績 BAR 即可看到歷史業績(每點選一次業

績 BAR，會增加顯示最近 10 筆銷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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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銷售模式與點餐模式差異? 

A: 

 

 

 

 

 

 

 

銷售模式-銷售明細與帳條 

 

點餐模式-銷售明細與帳條 

 

 銷售模式 點餐模式 

結帳功能 有 無 

列印明細 有 有，但無支付金額 

列印帳條 有 有，但無交易與支付統計 

列印出餐單 有 有 

業績查詢頁面 有 有，但無支付與總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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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模式-業績查詢頁面 點餐模式-業績查詢頁面 

  

Q:如何快速增加商品數量? 

A:在銷售頁面點選商品後，點擊銷售區內任意商品，金額欄位則商品數量

加 1；品名欄位則商品數量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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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如何使用備註快速鍵? 

A:於商品設定裡進行備註設定，設定後的備註內容可於銷售業面點選商品

後，向左滑動進行增加備註。 

 

Q:如快速關閉服務費? 

A:如已於系統設定中開啟服務費功能，但在某幾筆交易中不使用服務費，

點選銷售業面左下方的服務費按鈕可快速關閉服務費。交易結束後，服務

費會再自動開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