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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點賣公司專用版操作手冊 

一、 會員申請與登入 

(一)會員申請 

依序填入資訊並提交申請。 

 暱稱 

 單位 / 姓名 (公司名、個人姓名、自取代號) 

 室內電話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推薦人編號 (視情況填寫) 

 

(二)會員登入 

1. 艾瑞光官網「會員登入」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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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入會員帳號與密碼。 

 
 

3.會員專區->填入密碼。 

 
在以下介面填入會員專區之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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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左側選單說明 

 

 

 

 

 

 

 

  

1. 點點賣賣場製作: 商品上架、表單製作。 

2. 點點賣表單清單: 賣場表單列表處。 

3. 點點賣訂購單清單: 點點賣訂購單管理。 

4. 點點賣結單管理: 已結單商品管理。 

5. 點點賣訂購單匯出: 可自由調整欲匯出之

訂購單日期區間。 

6. 點點賣商品建檔: 可自行建檔商品或表單

內容。 

7. 賣家介紹管理: 賣場詳情、名稱、形象圖、

LOGO、社群連結等設定。 

8. 賣家詢問清單: 賣場詢問單管理。 

9. 賣場付費紀錄: 點點賣訂購單管理 

10. 建檔付費紀錄: 付費時間與費用紀錄。 

11. 訂單清單: 賣場訂單管理。 

12. 會員資料: 會員基本資料。 

13. 開發獎金: 獎金查詢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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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賣場設置步驟 

(一)賣家介紹管理 

1. 左選單-> 賣家介紹管理。 

 

2. logo 小圖: 賣場 logo ( 以正方形為主 )。 

3. line 小圖: 賣場 logo ( 以正方形為主 )。 

4. 賣場形象圖: 長圖佳（圖片大小不能超過 9M）。 

5. 返回首頁按鈕: 可自行選擇開啟或關閉。 

6. 詢問單: 可自行選擇開啟或關閉。 

7. 雲端商店名稱。 

8. 賣場簡介: 文字為主、亦可嵌入 Youtube iframe 影片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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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官網網址: 可填入其他或本平台的網址。 

10. 第三方支付: 可使用綠界金流等其他交易平台之網址。 

11. 賣家手機。 

12. 電子信箱。 

13. 賣場地址: 可填實體店鋪地址。 

 

14. Line: 官方@LINE_ID。 

15. FB: 填入連結。 

16. IG: 填入連結。 

17. Youtube: 填入連結。 

18. Qrcode: 此為賣場之 Qrcode。 

19. 送出: 編輯上述所有資料後，點擊送出，即可儲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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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品建檔-一般商品建檔 

1. 左選單-> 點點賣商品建檔。 

2. 商品建檔 :點擊進入建檔介面。 

 

3. 商品目錄 :請選擇第一層目錄 (點點賣專用建檔區)。 

4. 商品目錄 :請選擇第二層目錄 (下拉找到您的使用編號:ex:BS0000011 )。 

5. 商品名稱 :填入商品名稱。 

6. 商品簡介 :填入商品簡易描述。 

7. 小圖圖片 :點擊右側「選擇檔案」上傳商品小尺寸圖片(270*270px)。 

8. 大圖圖片 :點擊右側「選擇檔案」上傳商品大尺寸圖片(506 橫*462 豎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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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文宣說明圖 :1~10 張圖，上傳商品詳細介紹圖。 

 

10. 商品詳細介紹 :可崁入 Youtube 語法、網址連結等，商品相關說明與介紹。 

11. 備註 : 可填寫賣場或商品相關注意事項。 

12 編輯以上內容後點擊確認，即可建檔成功。 

 

13. 建檔完成後，在商品管理介面會顯示商品編號。(後續上架步驟需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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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商品建檔-表單建檔 

1. 左選單-> 點點賣商品建檔。 

2. 商品建檔 :點擊進入建檔介面。 

 

3. 商品目錄 :請選擇第一層目錄 (點點賣專用建檔區)。 

4. 商品目錄 :請選擇第二層目錄 (下拉找到您的使用編號:ex:BS0000011 )。 

5. 商品名稱 :填入表單名稱。 

6. 商品簡介 :填入表單簡易描述。 

7. 小圖圖片 :點擊右側「選擇檔案」上傳商品小尺寸圖片(270*270px)。 

8. 大圖圖片 :點擊右側「選擇檔案」上傳商品大尺寸圖片(506 橫*462 豎 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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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文宣說明圖 :1~10 張圖，上傳表單內容詳細介紹圖(例如:ppt 截圖等)。 

 

10. 商品詳細介紹 :可崁入 Youtube 語法、網址連結等，相關說明與介紹。 

11. 備註 : 可填寫表單相關注意事項。 

12 編輯以上內容後點擊確認，即可建檔成功。 

 
13. 建檔完成後，在商品管理介面會顯示商品編號。(後續上架步驟需有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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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賣場製作-商品上架 

1. 左選單-> 點點賣賣場製作。 

2. 商品上架 / 表單製作 

 

3. 先至官網或左選單上方「商品型錄」查找並複製欲上架之商品編號。 

4. 價格 :填入商品價格。 

5. 可自訂商品狀態 :上 / 下架。 

6. 店長說明 :可填入店家理念或是對商品的介紹等，內容不限。 

7. 備註 :可填寫賣場或商品相關注意事項。 

8. 編輯以上內容後點擊確認，即可上/下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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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賣場製作-表單製作 

1. 左選單-> 點點賣賣場製作。 

2. 商品上架 / 表單製作 (商品上架請詳見(二)賣場製作-商品上架) 

 

      3. 填入欲上架之表單編號。 

4. 表單名稱 :填入名稱。 

5. 欄位樣式 :可自行選擇表單欄位。 

6. 可自訂商品(表單)狀態 :上 / 下架。(表單在主頁上顯示與否) 

7. 店長說明 :可填入店家理念或是對商品的介紹等，內容不限。 

8. 備註 :可填寫賣場或商品相關注意事項。 

9. 編輯以上內容後點擊確認，即可上/下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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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賣場設置完成 

1. 進入賣場: 點擊左選單列表最上方之「進入賣場」查看設置後的狀態。 

 

2.  logo 小圖 

3.  雲端商店名稱 

4. 賣場形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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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賣場簡介 

 

6. 詢問單(可開啟 / 關閉) 

 

7. 商品上架: 點擊商品圖或名稱即可跳轉至商品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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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商品詳情頁-訂購單 

 

9. 賣場 QRcode 

10. 官網連結 

11. 第三方支付 

12. 賣家聯絡資訊 

13. 賣家信箱 

14. 賣場地址 

15. 各社群連結處: Line、FB、IG、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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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單種類 

小頭家會員可將已建檔物件，另外上架在自己專屬的點點賣商店後台，可分別

設置成以下五種表單。 

1. 訂購單 : 

 

2. 預約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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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單 : 

 

4. 廣告單 : (無開啟表單欄位-只顯示廣告內容，可自由運用) 

 

5. 詢問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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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表單呈現 

1. 商品(表單)名稱 :建檔商品時設定的名稱。 

2. 商品(表單)主圖 :商品建檔時上傳之大圖。 

3. 文宣說明圖 :商品建檔時上傳之文宣說明圖 1~10。 

4. 表單名稱 :商品上架時設定此名稱。 

5. 店長說明 :商品上架時設定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