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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錄帳戶

1. 開啟瀏覽器 並 輸入網址 “sourcing.hktdc.com”

2. 點擊
圖標以打開下拉選
單。

3. 點擊 “我的採購”
(My Sourcing) 
旁邊的 圖標以
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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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 20pt, black

1. 登錄帳戶

輸入電郵地址和密碼後點擊“登入”

提示：請使用申請時“聯繫電子郵件”所填寫
的相同賬號登錄

如果您忘記密碼，請點擊“忘記密碼” 來重設您的
登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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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欄和選單

1. 將滑鼠 指向左側圖標列以展開
導航欄。

2. 選擇 ”產品和服務”上傳產品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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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 重要提示

吸引買家注意的產品照片提示：

• 使用純白色背景

• 避免在一張照片中使用多種產品
（每張照片一個產品）

照片要求

照片文件格式：
• 支援 JPG, JPEG, PNG
• 照片解像度: 72dpi
• 照片檔案大小:每張相片均不能超過5MB
• 照片尺寸: > 550 x 550 pixel

(建議使用: 1500 x 1500 px 的照片)

• 如果相片尺寸不正確， 相片將無法正確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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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 重要提示

1. 以 “小畫家”(Paint) 打開相片

2. 點擊 “調整大小”(Resize) 打開彈出式視窗

3. 點擊 “像素”(Pixels)以查看圖片像素 (左側例子圖
片像素為 474 x 669)

4. 如果要調整相片的水平像素，請拖動黃色圓圈位置

5. 如果要調整相片的垂直像素，請拖動綠色圓圈位置

修改相片尺寸的簡易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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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 重要提示
修改相片尺寸的簡易方法

6. 在示範例子的情況下，我們拖動黃色圓圈來調
整尺寸以將水平和垂直調整到相近的數字

7. 點擊 “選擇” (select) 裁剪照片並將其移放於
正中心 (從藍色位置移動到紅色位置)

8. 勾走 “維持外觀比例” (Maintain aspect 
ration)

9. 在“水平”和“垂直”框中輸入“600”

10. 儲存圖片後即可上傳作產品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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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想添加新產品的照片先點擊
“添加產品”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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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選擇最能描述您產品的分類 (最多選擇
三個分類)。

提示: 於頂部點擊 “瀏覽” (browse)
就可從下拉式選單中選擇合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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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點擊“ 產品/視頻”上傳產品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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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1. 點擊 “媒體庫” 從
電腦上傳相片

2. 點擊 “新增” 上傳
產品相片。

3. 勾選想上傳的相片

4. 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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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相片上傳成功後，點擊 “儲存”。



14

上傳照片

填寫上所有必填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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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傳照片
系統將根據您所上傳的相片推薦合
適的關鍵字標籤供您選擇。

強烈建議從系統推薦中選擇關鍵字
標籤以促進更好的配對 。

請盡量避免只填寫型號、序列號等
資料。建議輸入產品特性、功能等。

提示：
您還可以於’編輯中文內容”中填寫
上產品的中文內容。
當買家切換到中文版時，他們將
可以查看中文的產品內容。



16

上傳照片

提交後，您將在“我的產品和服務”下看到您上傳的所
有產品
重複以上步驟上傳更多產品/相片

已審批產品您可以通過切換 “在線”和
“離線” 來設定那些產品會於
hktdc.com Sourcing 上線展示

上傳的產品/相片將需要通過審批流
程。一旦獲得批准，狀態將更改為
“已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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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免錯過任何作為香港貿發局網上供應商可爭取的商機 (例如:買家採購
需求）及 可享用的全面系統功能（例如: 批量上傳、與買家即時通訊），

請點擊 供應商常見問題或掃描下方二維碼了解更多。

不容錯過的商機及系統功能

供應商常見問題

https://sourcingsupport.hktdc.com/hc/zh-hk/articles/4405892512153-%E7%82%BA%E4%BD%A0%E5%B8%B6%E4%BE%86%E6%9C%80%E6%96%B0%E7%9A%84%E8%B2%B7%E5%AE%B6%E6%8E%A1%E8%B3%BC%E9%9C%80%E6%B1%82
https://sourcingsupport.hktdc.com/hc/zh-hk/articles/360060680294-%E6%89%B9%E9%87%8F%E4%B8%8A%E8%BC%89%E7%94%A2%E5%93%81-%E6%9C%8D%E5%8B%99-2%E5%88%86-24%E7%A7%92-
https://sourcingsupport.hktdc.com/hc/zh-hk/articles/360050664614-%E6%9C%89%E6%95%88%E5%9C%B0%E5%92%8C%E8%B2%B7%E5%AE%B6%E4%BA%A4%E6%B5%81-1%E5%88%86-35%E7%A7%92-
https://sourcingsupport.hktdc.com/hc/zh-hk/sections/360008896454-%E4%BE%9B%E6%87%89%E5%95%86%E5%B8%B8%E8%A6%8B%E5%95%8F%E9%A1%8C
https://sourcingsupport.hktdc.com/hc/zh-hk/sections/360008896454-%E4%BE%9B%E6%87%89%E5%95%86%E5%B8%B8%E8%A6%8B%E5%95%8F%E9%A1%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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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如果您對產品上傳有任何疑問，請隨時撥打我們的熱線：

熱線: (852) 3460 8868/ (86) 2911 0485
辦公時間: 週一至週五 0900 - 1700

電子地址 : sourcingsupport@hktdc.or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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