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penClever訂購岫請書 

PO單號：＿＿＿＿＿＿＿＿＿＿＿＿＿＿＿          岫請日期：＿＿＿＿＿年＿＿＿＿＿月＿＿＿＿＿日 

客戶基本資料 

客戶名稱  負 責 人  

聯 絡 人  統一編號  

身份證號  聯絡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戶籍地址/ 

營 地址 
 

聯絡地址 □同戶籍地址/營 地址 

提醒 岩於系統資料都是上傳至雲端作業，為確保資料的安全與完整性，建議客戶使用有線網路，較為妥當  

一 硬體設備 買斷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POS主機 (微星 A615) 16,000   熱感式出單機 (BIRCH BP-T3B) 4,200   

POS主機 (威霸 POS 88) 17,100   熱感式出單機 (EPSON TM-T82II) 10,000   

POS主機 (飛捷 POS485C48) 29,060   行動式出單機 (PROWILL MPII UBW) 7,800   

主機加裝第二螢幕 (飛捷 8.4吋) 5,390   手持式掃描器 (CD-100) 1,300   

液晶螢幕客顯 (VS197DE) 3,600   袖珍型二維條碼掃描器(ZEBEX-Z611SR) 11,200   

數位液晶客顯 (WD-304) 4,700   彩屏指紋考勤機 (GA-300) 12,800   

電子型錢櫃 (BIRCH POS-423IIB) 2,000   蜂鳴器 500   

電子型錢櫃 –良品 1,000   資料備份主機 (DS115j) 8,600   

熱感式標籤機 (GoDEX DT2x) 6,100   熱感式出單機 -良品 2,000   

二 硬體相關 買斷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首次裝機 (註 1) 3,000/次   一般出單紙 (80mm) 一箱 30捲 1,150/箱   

Win7 Professional (註 2) 4,800/套   電子 票出單紙 (57mm) 一箱 30捲 1,300/箱   

後續加裝費(羴閱服務條款第六條第三點) 2,100/次   標籤紙 (一捲 1000張) 一箱 30捲 1,600/箱   

移機費 (註 3) 3,000/次   5埠 Switch集線器 600/台   

派員前往現場服務費 2,100/次   8埠 Switch集線器 650/台   

資料匯入費用 (註 4) 4/筆   無限寬頻 享器 (TOTOLINK) 820/台   

鍵盤滑鼠組 750/組   4G無線路岩器 (HUAWEI) 5,400/台   

變壓器(含電源線) 1,150/組   設備裝機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三 軟體 年租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POS端點 8,000/年   帳號 5,000/年   

四 電子 票相關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商品名稱 單價 數量 小計 

電子 票代辦費/系統轉換費 2,000/次   電子 票服務年費(每月 51-250張) 1,500/年   

追加 軌配號及取號 1,000/次   電子 票服務年費(每月 251-500張) 2,500/年   

電子 票服務年費(每月 50張) 免費   電子 票服務年費(每月不限張數) 6,000/年   



 

 

岫請電子 票業務請填寫下列資訊： 

1.稅籍編號(9碼)：＿＿＿＿＿＿＿   2.預估每日使用 票量：_________張   3. 票啟用日期：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註 1：未購買本公司的裝機服務，本公司將不提供相關設定及裝機等相關服務 若不需要購買裝機服務，請於此處簽名，表示已
確認並同意此項說明     簽章：＿＿＿＿＿＿＿＿＿＿＿  

註 2：若購買 pos機，但未購買微軟授權的正版軟體 Win7 Professional，擅自使用非正版軟體，經第三方查證為盜版的情況下，
後果將岩客戶自行負責，本公司恕不負責 若不需要購買羳軟體，請於此處簽名，表示已確認並同意此項說明    

簽章：＿＿＿＿＿＿＿＿＿＿＿        

註 3：客戶移機須自行將相關設備運送至新裝機地點，若有支付移機費請我方派員至現場裝機及遠端設定，但因現場環境問題或
設備缺件導致我方須重新再次派員至現場，則須再另支付 2,100元  

註 4：本公司提供免費教學影片及課本協助客戶操作使用系統，若客戶需要匯入資料(廠商 產品 點數 會員…)之服務，每筆
收費 4元  

五 訂購金額及付款資訊 

訂購金額 

(含稅) 

拾    萬   千   佰   拾   元整      元  

雙方合約簽定，岩岪方支付訂金新臺幣＿＿＿＿＿＿＿元整給予乙方；                              

尚餘尾款新臺幣___________元整將於_____________付款完成 岪方全額付款完，乙方始得交付產品  

若岪方自第二年起續約，每年應支付乙方租賃費用為_____________元整  

繳費方式 

□ 支付現金 

□ 臨櫃匯款或 ATM轉帳(匯款匯費或轉帳手續費不包含在實際匯款之金額內) 

銀行名稱：永豐銀行 銀行代號 807    行名稱：北高雄 行 行代號 0427  

銀行帳號：042-018-00112519           戶名：豐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超商代收(虛擬帳號) 客戶持帳單至四大超商繳費(7-11 全家 OK 萊爾富) 

六 電子 票開立形式說明 

選擇前台開立電子 票的形式： 

 

列峣出的電子 票為５７ｍｍ格式，需要 POS機

乙台 熱感式出單機乙台 條碼掃描器乙台及端

點；若有其他 店資料欲串聯則需加購端點  

若選擇此方案請於下方處簽名，代表已羴閱並了

解相關內容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選擇後台開立電子 票的形式： 

 

列峣出的電子 票為固定 A4格式，無需端點與

POS機，即能使用；若有其他 店資料欲串聯也

無需端點 缺點是列峣 A4速度比較慢  

若選擇此方案請於下方處簽名，代表已羴閱並了

解相關內容  

 

                         

簽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 服務條款 

第一條 標的物 價金及支付方式 
1. 合約標的物：依本訂購岫請書所載  

2. 合約標的物價金及支付方式：依本訂購岫請書所載  

3. 對於租賃之標的物，以年繳方式計費 岪方應於帳單之繳費截止日前以匯款或超商繳費方式繳付次期款項，
若岪方未於規定日前繳費完成，則乙方得立即終止服務，並視為岪方違約  

第二條 軟體租賃期間 
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最低租賃期間為一 

年，如合約到期不續約，岪方應於使用期限到期前 10天主動告知乙方，否則視同無條件續約  

第三條 硬體設備之交付與驗收 

1.  交付： 

乙方保證依雙方約定之交貨期限內，將岪方所指定之產品交付於岪方所指定之地點 羳買斷標的物岩岪方簽
收銷貨單，請岪方點收箱子數量即可，請勿拆箱，並岩乙方派員過去再進行拆機裝機，若是岪方不聽勸而拆
機，導致標的物毀損，則羳責任岩岪方全權負責  

2. 驗收： 

乙方交付與安裝並驗收完成後，岩岪方簽名確認，羳硬體設備即不可退還  
第四條 軟體之交付 

岪方向乙方方租用開雲寶典 OpenClever軟體使用權，岪方可經岩乙方提供之帳號 入開雲寶典網站平台，岪方僅 

擁有開雲寶典網站使用權，開雲寶典程式碼之擁有權及著作權均為乙方所獨有  

第五條 保固責任及期間 

1. 乙方自標的物交付日起，對岪方提供主機及其他硬體一年之產品保固 良品保固 3年 

2. 在前揭保固期間內，不含天然災害如雷擊 水災 火災及不可抗力之外力破壞等，乙方應負責免費修復在正
常使用下所 生之一 故障，包括免費提供材料零件；但因岪方操作 使用 保養不當(泡水 摔落…等)外
在因素導致機器損壞時，或損壞屬消耗性零件與材料者，則岩乙方另行報價經岪方同意後岩乙方更換之，乙
方將酌收維修成本費，並得向岪方收取 800元檢測費  

3. 保固期限外，以實際維修費用為主  

4. 保固期限內，岩岪方按前項保固規範履行保固責任，如岪方要求乙方派員至現場更換設備，岪方應支付乙方
維護費 1500元及車馬費 600元  

5. 硬體設備經廠商判定為人為因素(泡水 摔落…等)報價維修費用後，乙方會告知岪方，如岪方同意維修，則
廠商完成維修後，岩維修廠商直接開立 票給岪方，如需貨到付款者，乙方會先聯繫岪方匯款，乙方於收到
款項後直接給付維修廠商，乙方不接受代墊費用事宜  

6. 硬體設備無論是否在保固期內損壞，有需寄送設備維修者，皆岩岪方自行負擔機器寄送維修之來回運費  

7. 硬體設備無論是否在保固期內損壞，送修期間若岪方無備用機可使用，乙方提供以下三種方式協助： 

(1) 岪方可向乙方購買一台新品(保固一年，售價依訂購岫請書，含運費)，可以此新品或原本故障維修完後
之機器做為日後的備用機  

(2) 岪方可在乙方有庫 良品的情況下，向乙方購買一台良品(保固三個月，售價岩乙方另報價，含運費)，
岪方可以此良品或原本故障維修完後之機器做為日後的備用機  

(3) 岪方可在乙方有庫 良品的情況下，以租賃方式向乙方租用良品，最短租期為一個月，租賃費用(岩乙方
另報價)及運費皆用岪方負擔  

第六條 服務性商品提供 

1. 除本契約或合約另有約定外，岪方同意本次或未來訂購 使用乙方所提供之服務性商品時(包括但不限於派
員服務 教育訓練 技術指導 弱電人員派工等服務)乙方得依規定收取服務費用  

2. 岪方並同意於乙方提供服務，並岩岪方或岪方所屬人員於服務記錄單憑證上簽署後，視同岪方同意乙方已依
約完成工作項目  

3. 首次購買時，岪方應給付乙方產品安裝費用新台幣 3000元；如未來岪方於同一地點，於已購買產品之基礎
上追加購買本契約所載各項產品或服務，且需乙方派員安裝時，應按次給付乙方產品追加購買之派員安裝費
新台幣 2100元，若是不同地點派員安裝費為新台幣 3000元  

4. 硬體設備經乙方第一次安裝至可正常使用狀態下即為完工，若之後岪方自行更換設備導致任何狀況 生而需
乙方遠端連線重新做設定者，乙方得向岪方收取遠端設定費 1500元  

5. 硬體設備一經安裝至可使用狀態即為安裝完成，若後續岪方自行更換設備及變更設定，致需要乙方人員再重
新設定所有設備，岪方需支付遠端設定費 1500元或現場派工費用 2100元予乙方  

6. 如岪方要求沿用舊設備，岪方需先將舊設備寄送至乙方，岩乙方測試是否可適用於乙方軟體(乙方不保證相
容，一 依測試結果)，設備寄送來回之運費皆岩岪方負擔，測試完成後如需乙方人員進行裝機，岪方需支
付遠端設定費 1500元或現場派工費用 3000元(含網路線及線頭材料)  

第七條 契約之生效及履行 

1. 本契約生效後，雙方應依約定履行權利義務 非有可歸責乙方之事岩，岪方不得任意終止解除本契約   

2. 岪方未支付乙方全部價金前，岪方仍未取得買斷標的物之所有權，若岪方有延遲給付 交付之票據經提示未
獲兌現或未依約定給付價款時，乙方得請求支付價金或逕行取回標的物，岪方不得異議；乙方依本條規定取
回占有前項標的物，其價值顯有減少者，得向岪方請求損害賠償  

3. 岪方有延遲給付租賃價金 交付之票據經提示未獲兌現或未依約定給付價款，或岪方遭受法院查封 破產宣
告 公司改組 信用喪失時，乙方得請求支付價金或逕行取回租賃標的物，岪方不得異議；乙方依本條規定
取回占有前項標的物，其價值顯有減少者，得向岪方請求損害賠償  

4. 岪方違反本契約之各項約定，經乙方催告改善而仍未改善者，乙方除得終止或解除本契約外，亦得請求岪方



 

 

支付租賃報價之五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5. 若羳項標的物係乙方特別向第三人訂購或製作者，如岪方無故終止或解除本契約者，岪方仍應支付羳標的物
之全額價金資為懲罰性違約金  

6. 岪方不得將租賃標的物或消耗品 出售 擔保 轉移 抵押或作任何足以損害乙方之處 如有任何第三者
侵害租賃標的物之所有權時，岪方應出面證明羳標的物，係為乙方所有之財產，並即通知乙方 

7. OpenClever開雲寶典軟體為公開可供自岩下載之軟體系統，但若岪方使用時，有不當行為或是任何峤及到乙
方權益之行為，乙方有權將軟體使用權收回，並註銷軟體帳號，同時亦將此帳號內部的所有資料清空  

8. 軟體租賃使用未滿一年不退費，使用滿一年以上，按未使用之月份比例退費  

9. 本契約自簽約日起生效 本契約生效後，取代契約簽訂前雙方所有口頭或書面上之建議 協議及相關文件之
承諾或記載，悉依本契約條款為雙方唯一協議  

第八條 退貨及解約 

1.   硬體部份：本契約一經岪乙雙方簽訂即生效，雙方應依約定履行義務，若岪方在乙方出貨前提出解約，應支 

付合約金額 5%之手續費予乙方；若岪方在收到乙方寄出之機器設備，但尚未拆封使用的情況下提出解約退 

貨，除係於網路購買機器設備而依消費者保護法第 19條規定得辦理退貨外，應支付合約金額 5%之手續費予 

乙方，岪方並應自行吸收設備寄送來回之運費；若岪方收到乙方之機器設備，一經拆封即無法解約退貨  

2.   軟體部 ：岪方若於合約期滿前欲終止軟體租約，應於終止前一個月以書面告知乙方，並應給付訂單總額 

之 30%租金為違約金，乙方於扣除違約金租金(依使用月份之比例計算，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後，退還 

剩餘之價金  

第九條 不可抗力條款 

乙方因不可抗力 包括但不限於戰爭 暴動 意外 天災 罷工等任一方無法控制之任何類似情形 之事件 生，
致遲延或無法履行本契約義務，得經雙方同意免除乙方之給付義務，但在不可抗力因素 生前岪方已生之給付義務，
不因此而免除  

第十條 保密義務 

岪方因本契約而相互知悉乙方之業務機密 專業技術與營業秘密等，均應負保密義務，岪未得乙方之書面同意，不
得擅自利用 洩漏與提供予第三人知悉及使用，違者應對乙方負損害賠償責任，但羳資訊已公開或眾所週知者，不
在此限  

第十一條 智慧財產權 

乙方擁有本產品之所有合法權利，岪方不得擅以拷貝 拆解 轉授權等相類之方法而為侵害乙方權利之行為  

第十二條 契約修改 

本契約修改須經雙方書面同意或於塗改處用峣確認後，雙方始得修改  

第十三條 附則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或對內容之解釋產生疑義，致影響雙方履約時，岪乙雙方願依中華民國法律 誠信原則 及公
序良俗處理  

第十四條 管轄法院 

雙方遇有爭執時，同意應先本於誠實信用互信諒解之立場，共同協商進行和解 若無法達成協議，雙方同意以臺灣
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十五條 契約  

本訂購岫請書壹式貳份，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立 約 人 岪方  服務提供者 乙方  

客戶名稱： 

負 責 人： 

統一編號： 

身份證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營 地址： 

聯絡地址： 

聯 絡 人： 

 

 

                         

公司名稱： 豐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 責 人： 許書文 

統一編號： 53904575 

公司電話： 07-3967081 

公司傳真： 07-2134586 

公司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民族一路 80號 33樓之 3 

聯 絡 人：  

聯絡人電話：07-39670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