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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感謝您使用J-GoodTech服務。

本指南為J-GoodTech使用上必要功能的操作方法說明。

登錄後的首頁畫面

1

1

2

2

關於各項功能的操作，請於登入後點選上方的標籤 及各畫面中的按鈕 。

企業資訊等各類資訊的輸入，僅使用英語或日語方可正確輸入，敬請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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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人介紹貴公司的資訊、產品、技術、服務。

・・・從註冊的企業中尋找可以合作的企業。

・・・了解企業的「Needs」，由貴公司提出方案。

・・・會員間互相交換資訊，促進通路的開發或問題的解決。

・・・可按各項分類確認寄給貴公司的訊息。

・・・可管理貴公司的用戶資訊、邀請用戶。

・・・介紹可運用於商機媒合的便利功能。



可以刊登貴公司的資訊及產品、技術、服務，

請在此宣傳貴公司引以為傲的產品、技術、服務。

Chapter 1.  介紹您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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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企業資訊為貴公司專用的網頁。

登錄的資訊越多，他人搜尋企業時將越容易符合搜尋條件。

可以刊登貴公司的產品、技術、服務，請在此宣傳貴公司引以

為傲的產品、技術、服務。

可以變更用戶資訊，也可訂閱或取消電子報，及辦理J-GoodTech

退會手續。

「Edit corporate profile」

「Products/Technology/Services information edit」

「Edit User profile」

P6

P17

P49

A

B

C

A B

C

在「My page」中可以編輯貴公司的資訊與用戶資訊。下一頁

開始將說明各項功能。

點選「My page」
1

1



6

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1

法人資訊提供英語及日語2種型態的畫面。

請從中選擇欲編輯的畫面。

紅色框標示的部分便是編輯中的語言。

若要新增語言，可從公開設定與海外相關設定進行操作。

（此處為英語編輯的操作說明，與日語的編輯方法完全相同。）

選擇編輯項目的語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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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2

若要編輯各項目的內容，請點選「Edit」。

點選「Edit」按鈕

有「※」標記處為必填欄位

1 有「※」標記者為必填項目，如未輸入則無法註冊。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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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Q

「Contact Person Information」為 J-GoodTech管理處聯絡貴

公司時使用的資訊，請輸入貴公司內部使用 J-GoodTech的

窗口承辦人連絡方式。

如因異動或退職等而有窗口承辦人變更的情形，

J-GoodTech管理處將無法與貴公司聯絡，請務必變更承辦

人資料。

何謂「Contact Person Information」？

A

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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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2

3

「Draft」
暫時儲存於本畫面中輸入的內容。

編輯中草稿的內容不會公開。

請於中斷輸入作業等場合時使用。

（現在編輯中畫面的）「Save」
儲存本畫面中輸入的內容。

儲存的內容將會公開。

「publish all drafts」
一次儲存編輯中草稿的所有內容。

儲存的內容將會公開。

變更數筆資訊時，可以分別以「Draft」功能儲存，

再點選「publish all drafts」按鈕彙整公開。

3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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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確認編輯中草稿內容的方法

從預覽畫面公開的步驟Point

從「Editing draft」中點選「Publish」，亦可公開編輯中草稿的項

目。

點選「See currently published page」後，現在公開中的頁面將會

顯示在新畫面（新分頁）中，故可與編輯中草稿的頁面互相比較。

常見問題

編輯中草稿的項目將會顯示 。

若要確認編輯中草稿的內容，需點選 「Preview」。

如點選 「publish all drafts」，本畫面中出現

的所有編輯中草稿項目將會全部公開。

1

2

１

2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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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Promo Info」為簡短介紹貴公司或介紹產品及技術相關特

色資訊等的頁面，以下將就各項目進行說明：

「Catch phrase」顯示於法人資訊上方。

「Lead phrase」 搜尋企業資訊者首先會映入眼簾的資訊。

「Sales Pitch」 了解產品技術的特色及可因應何種需求

時的必要資訊。

何謂「Promo Info」？

前導文

常見問題

前導文

宣傳重點

宣傳文

置頂圖像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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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藉由充實「Promo Info」內容，企業進行搜尋等操作時，貴

公司符合搜尋條件的比率將會提高，更容易獲得其他公司瀏

覽的機會。

為了獲取更多洽詢機會，請積極輸入資訊，向更多的企業宣

傳。

充實「Promo Info」內容將獲得什麼結果？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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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在法人資訊設定的公開設定、海外相關設定頁面中，能夠進行

「Release / Private」的設定。

「Overall Setting」 頁面可將整個企業頁面設定為公開或不

公開，

「Group Setting」頁面可選擇公開範圍。

公開範圍的相關說明如下：

「Non disclosable」・・・・・・・不會向其他用戶公開。

「Viewed by Members Only」・・・僅向已登入的用戶公開。

「Viewed by Public」 ・・・・・・亦向未登入者公開。

設定後請點選「Save」按鈕以儲存。

企業資訊可以設定為不公開嗎？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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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貴公司頁面完成示意圖。以下將說明可充實貴公司頁面的圖像：

請設定「Main image」Point

如未設定「Main image」，搜尋結果中將一律顯示「No Picture」。

請設定「Main image」，完成具有充實內容的企業頁面。

圖像的設定方法請參閱下一頁以後的說明。

「Main image」

為貴公司頁面的主要圖像，即搜尋時

將會顯示的圖像。

「Main image」僅能設定一張，

請選擇最適合宣傳貴公司的圖像。

「Supplementary image」

可以設定「Main image」之外與貴公

司相關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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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與管理法人資訊

2

3

點選「Image & File management」
點選畫面左側的「Image & File management」。

點選「Edit」按鈕
點選「Edit」按鈕以顯示編輯畫面的彈出式視窗。

選擇圖像與檔案
點選「Attach files」按鈕，選擇貴公司的相關圖像檔案。

4 點選「Draft」或「Save」按鈕
點選「Draft」或「Save」按鈕，儲存狀態。

「Add」按鈕可以新增圖像。Point

可以新增詳細的圖像。

若要新增，請點選「Add」按鈕。

3

2

１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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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點選「Edit product/technology info」，前往設定畫面。

點選「Edit product/technology info」

點選「My Page」中 「Products/Technology/Services 

information edit」也可前往設定畫面。

2

2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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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3

如有日語資訊，請點選「Add Japanese」按鈕，新增語言資訊。

新增英語資訊或日語資訊

請點選已登錄資訊的「English （「Edit」）」按鈕，編輯資訊。

編輯登錄中的資訊

2

點選已登錄資訊的「Products/Technology/Services」，確認公開

中的內容。

確認公開中的產品資訊

5

若要新增資訊，請點選「Add product information in English」

按鈕或「Add product information in Japanese」按鈕。

新增資訊

4

若要刪除已登錄的資訊，請點選「Delete」按鈕。

刪除產品資訊

５

２１ ３ 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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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請輸入產品、技術、服務相關資訊。

輸入資訊

2

輸入所有必要內容後，點選「Confirm」按鈕。

點選「Confirm」按鈕

可以附加產品、技術、服務相關圖像及提案資料。Point

產品資訊中可以附加圖像及提案資料。

（出現「Add」按鈕者，可以登錄複數檔案。）

藉由附加產品圖像及提案資料，使貴公司產品、技術、服務資訊的

瀏覽者更容易理解頁面的內容。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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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畫面將會顯示與產品、技術、服務相關的輸入資訊。

在輸入畫面選擇的圖像亦將顯示在畫面中，請一併確認。

確認登錄的資訊

2

確認內容之後，點選「Register」（編輯內容時，則點選

「Update」）按鈕。

完成示意圖請參閱下一頁以後的內容。

點選「Register （「Update」）」按鈕

若要公開已登錄的產品、技術、服務資訊，必須進行顯示順
序的設定。

Point

產品、技術、服務資訊如未設定為公開，將不會對外公開。

登錄資訊後，請務必在「Setting display order of 

Products/Technology/Services」中進行公開設定（顯示順序設定）的

操作。

關於產品、技術、服務的顯示順序設定，請參閱第22頁。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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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產品、技術資訊的編輯與完成示意圖的關係①Point

產品、技術、服務名稱

產品、技術、服務概要

產品、技術、服務說明內容

產品、技術、服務的介紹圖像

產品、技術、服務相關圖像

完成示意圖

用途提案的標題

用途提案的細節

用途提案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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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產品、技術資訊的編輯與完成示意圖的關係②Point

運用案例說明內容

運用案例圖像

完成示意圖

搜尋用關鍵字

下載檔案

運用案例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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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您的公司

Chapter 1.

編輯產品、技術、服務資訊

2

點選產品、技術、服務的「Setting display order of

Products/Technology/Service」按鈕。

點選「Setting display order of Products/

Technology/Service」按鈕

點選「Edit」按鈕。

點選「Edit」按鈕

3

畫面將會顯示已登錄的產品清單，請選擇希望公開的產品。

選擇已登錄的產品

5

點選「Draft」或「Save」按鈕，儲存狀態。

點選「Draft」或「Save」按鈕

4

使用「Add」按鈕即可新增欲公開的資訊。

並且也可使用 按鈕重新排列顯示順序。

決定公開畫面的顯示順序

2

1

3

５

４

1



可以搜尋符合貴公司產品與技術資訊推廣、企業「Needs」的

企業資訊及產品資訊。

Chapter 2.  搜尋商業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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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商業夥伴

Chapter 2.

搜尋法人資訊

點選「Company Search」，以顯示企業搜尋畫面。

顯示搜尋企業的畫面

2

於畫面左側的搜尋條件中以任意字詞進行搜尋，輸入國家、員

工人數等資訊，進行篩選。

輸入搜尋條件

3

點選「Search」按鈕以顯示搜尋結果清單。

使用 的按鈕亦可顯示搜尋結果清單。

僅以任意字詞搜尋企業資訊時，使用 較為便利。

若有搜尋結果的件數眾多等情況，只要選擇區域及員工人數，

畫面下半部將顯示搜尋項目的件數，因此使用 會較為便利。

顯示搜尋結果清單

4 5

4

5

6 顯示搜尋的法人資訊

若要在搜尋結果清單中顯示法人的資訊，請點選法人名稱。

4

3

5

6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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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商業夥伴

Chapter 2.

搜尋產品、技術、服務

如欲搜尋產品資訊，請點選並切換至「 Search Product 」標籤。

搜尋方法與搜尋法人資訊時相同。

產品資訊為J-GoodTech會員限定的功能，故未登入時將不會顯

示，敬請注意。

切換至「 Search Product 」標籤

2

欲顯示搜尋結果清單中的產品資訊時，請點選產品名稱。

顯示產品資訊

3

如欲以相同條件搜尋，可事先儲存搜尋條件。搜尋之後，點選

「Save search settings」，輸入名稱進行儲存。儲存後的搜尋條

件可從畫面上方的「Saved search settings」中選擇。

搜尋條件的儲存功能在法人資訊搜尋中亦相同。

儲存搜尋條件

１

２

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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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商業夥伴

Chapter 2.

向法人進行洽詢

點選「Confirm」按鈕，在確認畫面中檢查輸入的內容，點選

「Send」按鈕。

通知將會傳送至洽詢對象企業的承辦人處。

可向曾在法人資訊中參閱之法人提出洽詢，請點選法人資訊畫

面中的「Inquiry」按鈕。

向法人洽詢

2

輸入欲洽詢的內容。

輸入內容

3 前往確認畫面

2

3

１

1



Chapter 3.  使用「Needs」功能

註冊的海外企業會員可將貴公司需求的

技術與服務等視為「Needs information」對外發布，

同時，海外企業會員也可對於「Needs information」提出技術與服務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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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確認已登錄的「Needs」

2

瀏覽「Needs」清單
點選「Needs」標籤。

確認已登錄的「Needs」

畫面下方的「Needs」將以磚塊形式顯示。

可從畫面中確認「Needs」類別、「Needs」標題、委託方、截

止日。

如欲了解需求細節，請點選需求名稱。

「Add to favorites」Point

如有感興趣的需求，請點選「Add to favorites」，

方便日後搜尋。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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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確認已登錄的「Needs」

確認「Needs」的細節
「Needs」詳細畫面中可以確認「Needs」的內容。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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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針對「Needs」提案

提案前的確認事項

請確認商務洽談前的流程。Point

提案後未必會收到回覆或獲得商務洽談的機會，敬請見諒。

確認「Needs」細節後，如貴公司希望提案，請點選「Create 

proposal」按鈕，

首先螢幕將會顯示可確認從提案到商務洽談為止的一連串流程

之畫面。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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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針對「Needs」提案

提案書的同意畫面

確認提案對象的「Needs」，閱讀並同意服務條款後，點選

「Agree to the terms of use」按鈕。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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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針對「Needs」提案

提案書的編寫畫面
輸入「Please enter your proposal」的內容。

請盡量輸入詳細資訊，使內容能確實傳達給委託方。

2

3

附加提案資料
如有提案內容的補充資料，點選「Attach files」按鈕進行操作。

類似案件上的實績
如有類似提案內容的實績，請在「Achievement of similar cases」

中輸入。

4 其他補充事項
如有其他希望傳達的內容，請在「Additional Remarks:」中輸入。

5 確認輸入的內容
點選「To the confirmation Page」按鈕。

5

１

2

3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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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針對「Needs」提案

提案書的確認畫面
確認輸入的提案內容，點選「submit a proposal」按鈕。

2 提案書編寫完成的畫面
前往提案書編寫完成的畫面。

點選「Back to Needs detail Page」按鈕。

１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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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針對「Needs」提案

提案結果的確認畫面
若要確認貴公司的提案結果，選擇「Detail of Needs」，

「Result」處將會顯示對方的回覆。

※左圖為獲得「Request business talks」通知的範例。

2 選擇接受或婉拒商務洽談
確認委託方的公司名稱及意見後，請選擇「Do business talks」

或「Decline business talks」。

關於提案結果Point

委託方將會確認提案內容，向提案方發出「Request business 

talks 」、「sending back the proposal」、「Dismiss」的通知。

通知為「sending back」時，可修正提案內容，再度提案。

2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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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登錄新的「Needs」

登錄新的「Needs」
點選瀏覽畫面中的「New Registration of a Need」按鈕。

１

1



36

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登錄新的「Needs」

輸入「Needs」內容。

輸入「Needs」的所有內容。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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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登錄新的「Needs」

2

「Save as Draft」

暫時儲存本畫面中輸入的內容。

儲存內容不會公開。

「To the confirmation Page」
前往輸入內容的確認畫面。

3 登錄「Needs」
再度確認輸入內容，如正確無誤，點選「register needs」按鈕。

21

3

「Attach files」按鈕Point

可以新增詳細資訊的檔案、型錄及小冊子。

若要新增，請點選「Attach files」按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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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登錄新的「Needs」

「Needs」的登錄完成之後，將會顯示在我的頁面下方、

發布前的需求清單內。

關於貴公司登錄的「Needs」內容，公開之前將由

J-GoodTech管理處進行確認。

「Needs」公開後，將會移動至已發布的「Needs」清單中。

「Needs」登錄完畢後呢？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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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回覆「Needs」的提案

回覆來自其他公司的提案
已經發布的「Needs」將會收到來自其他公司的提案。

「Needs」發布者可確認提案內容，判斷是否進行商務洽談，

並以「Choose your action」功能回覆提案方。

１

◆請求商務洽談
接受提案，欲進行具體商務洽談時選擇本項目。
點選「Request business talks」按鈕，輸入並傳送請求內容。

◆退回提案書
提案內容有須修正處時選擇本項目。
點選「Reply proposal」按鈕，輸入並傳送退回理由。

◆婉拒商務洽談
貴公司需求與提案內容不符時選擇本項目。
點選「Decline business talks」按鈕，輸入並傳送婉拒的訊息。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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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Needs」功能

Chapter 3.

回覆「Needs」的提案

對於貴公司的商務洽談要求，提案方將會回覆「Do 

business talks」或「Decline business talks」。

如對方接受商務洽談，該需求內的提案書編寫狀態將會變

更為「Do business talks」。

之後請協調日期進行具體的商務洽談。

要求商務洽談之後呢？

常見問題

Q

A



Chapter 4.  使用「Topics」功能

「Topic」係與J-GoodTech的註冊企業透過布告欄方式互相交換資訊的工具。

可望經由發布貴公司銷售通路開發與課題解決所需的話題，與各種企業相互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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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opics」功能

Chapter 4.

參加已登錄的「Topic」

2

3

「Topics」的類別
希望以類別篩選時，點選該類別的核取方塊。

輸入關鍵字後便能篩選出含有該文字列的「Topics」。

任意字詞搜尋

4

找到希望參加的「Topic」後，點選標題。

顯示「Topic」

顯示「Topics」清單
點選「Topics」，以顯示清單。

5

在「Exchange information」下方的文字框中填寫留言，點選

「Register」按鈕。

參加「Topic」

２

３

１

4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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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opics」功能

Chapter 4.

新增「Topic」

點選「Create a new topic」

點選後將會顯示新增「Topic」的畫面。

使用登入後首頁畫面的 「make a new post」按鈕也可顯

示該畫面。

2１

２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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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opics」功能

Chapter 4.

新增「Topic」

2

3

選擇類別
從5個類別中點選符合的項目。

搜尋用關鍵字
登錄他人容易搜尋到貴公司建立之「Topic」的關鍵字。

點選「 Choose search keyword 」按鈕，登錄用語。

輸入標題
輸入簡潔易懂的內容。

4 內文
輸入概要。

5 附加資料
如有內容的補充資料，點選「Select files」按鈕，附加檔案。

6 確認按鈕
前往輸入內容的確認畫面。

「Select files」按鈕Point

可新增詳細資訊的檔案、型錄或小冊子等。

１

2

3

4

5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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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Topics」功能

Chapter 4.

新增「Topic」

如有針對貴公司建立之「Topic」的留言，通知留言的訊

息將會傳送到登錄的電子信箱，請登入「J-GoodTech」確

認訊息。

如有參加者針對自己建立的「Topic」

留言時？

「Topic」中的留言亦會向他人公開。

希望與「Topic」的編寫者及留言會員個別聯絡時，請利

用「 Inquiry 」功能。

關於個別聯絡Point

常見問題

Q

A



Chapter 5.  使用訊息功能

貴公司的需求、來自其他企業的洽詢、對於提案的回覆等經由整合管理與搜尋後，

即可快速應對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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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訊息功能

Chapter 5.

確認訊息

確認訊息的內容

接獲來自其他公司的洽詢時，首頁畫面上方的訊息旁將出現紅

色字體，顯示未讀訊息的件數。

點選訊息後，便會顯示訊息清單。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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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訊息功能

Chapter 5.

回覆訊息

「Inquiry search」 在搜尋框格中輸入關鍵字，點選搜尋按鈕。

「Inquiry」 可以單獨篩選出對貴公司的提問及訊息。

「support for 

proposal 

preparation」

可以篩選出中小機構專家對貴公司提案書提供
建議的訊息。

「needs/proposal 

content」
可以篩選出對貴公司需求的洽詢或對提案內容
的回覆等。

「narrow down 

requirement」
點選後，將會出現
「Display only inquiries between companies」名
稱的選單。選擇後，支援機構及中小機構專家
的訊息即不再顯示。

點選訊息後，便會顯示貴公司收到的訊息清單。

訊息可以透過5個條件搜尋與篩選。

搜尋訊息

對訊息留言2

欲回覆其他公司傳送的訊息時，點選留言欄後，即會顯示輸入留言

的欄位，輸入後即可傳送。

1

２

1



Chapter 6.管理用戶資訊

可編輯貴公司的用戶資訊，

或新增公司內部的J-GoodTech使用者。

請增加成員，全公司一起有效利用J-Good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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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用戶資訊

從畫面上方的選單中點選「My page」。

點選「My page」

2

點選「Edit User profile」後，便會前往設定畫面。

點選「Edit User profile」。

１

2

1



51

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用戶資訊

請輸入用戶的職稱、姓名。

設定姓名及職稱

2

可以設定電子報的訂閱。

若要訂閱，請打勾。 ・・・・・・・・・・・・

若不訂閱，請取消打勾。 ・・・・・・・・・・

設定電子報的訂閱

訂閱設定的變更反映Point

電子報的訂閱設定從進行變更到實際反映變更，最長可能須等候

1個月左右的時間。

如有急切需要，請聯絡J-GoodTech管理處。

3
如有管理員權限，便能使用邀請功能新增貴公司內部可登入

J-GoodTech的用戶，或是對其他用戶的姓名等使用編輯功能。

給予管理員權限時，請打勾。 ・・・・・・・

不需要管理員權限時，請取消打勾。 ・・・・

設定權限

4

若要反映變更後的設定項目，請點選「Confirm」按鈕。

反映變更後的設定

１

2

３

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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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用戶資訊

點選用戶資訊中電子信箱欄位內的「Update」按鈕。

變更電子信箱

6

輸入欲變更的電子信箱，點選「Confirm email address of 

addressee.」按鈕。

輸入新的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將作為登入時的ID使用。Point

在此登錄的電子信箱將會成為登入時的ID。

變更後即無法使用變更前的電子信箱登入。

7

確認已輸入的電子信箱，點選「Send confirmation email.」按

鈕。

確認輸入的電子信箱

5

6

7

5



53

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用戶資訊

點選「Password setting/update 」，進行設定。

變更密碼

設定密碼時可使用的字數Point

密碼請使用半形英數字，並設定為8～16字以內的字數。此外，

J-GoodTech管理處亦無法查詢您的密碼，請謹慎管理。

9

請輸入目前的密碼與新密碼（2次）。

輸入密碼

10

密碼輸入完畢後，請點選「Update」按鈕。

確定變更

8

9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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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用戶資訊

請點選登入畫面下方的重設密碼。

輸入J-GoodTech會員登錄的電子信箱即可重新設定。

忘記密碼時怎麼辦？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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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新增公司內部的用戶

若要新增可以登入J-GoodTech 的成員，點選「My Page」中的

管理員功能「Invite a user」。

邀請公司內部的用戶

2

輸入欲邀請的用戶電子信箱。

輸入電子信箱

3

點選「Confirm」按鈕，在確認畫面中點選「Invite」按鈕後，

系統將會寄發邀請信至輸入的電子信箱中。

受邀者請依照通知郵件中的步驟設定姓名等資訊後登入。

確認輸入內容

僅有具備管理員權限的人可邀請用戶Point

邀請功能僅限具備管理員權限的人使用。管理員權限可於我的頁面中

「Edit User profile」確認。

３

2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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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新增公司內部的用戶

管理員使用「My Page」的用戶邀請功能，邀請可以登入

J-GoodTech的成員後，受邀者就會收到郵件。

受邀者只要使用郵件中記載的會員邀請登錄網址開啟用

戶登錄畫面，輸入姓名、密碼等必要資訊，確認服務條

款及隱私權政策後，點選「Confirm」按鈕完成用戶登錄，

即可開始使用J-GoodTech。

收到邀請信後怎麼辦？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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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變更公司內部的其他用戶資訊

管理員可以變更邀請的用戶等其他用戶的資訊。

從我的頁面中點選「Edit corporate profile」，點選後續頁

面上方的「User list」，再點選欲編輯的用戶名稱後，就

會前往用戶資訊頁面。

可操作的內容包含職稱及電子報訂閱的設定、權限設定、

刪除用戶（退會）等項目。

何謂代理操作？

常見問題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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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用戶資訊

Chapter 6.

從J-GoodTech退會

若要刪除（退會）用戶，從「My Page」中點選「Edit User 

profile」。

編輯用戶資訊

2

點選編輯畫面下方的「Withdrawal Process」。

從J-GoodTech退會

3

確認項目後，點選「Withdraw」。

確認退會

關於退會時的確認事項Point

退會後將無法使用會員專用的服務。即使已退會，曾經在J-GoodTech

發布的內容仍會留存在紀錄中，敬請見諒。此外，即使所有用戶均已

退會，企業資訊仍會留存，如希望連同所有企業資訊一併刪除，請聯

絡J-GoodTech管理處。

由管理員辦理用戶的退會手續Point

管理員可以代理用戶進行退會的操作。

１

2

3

1



Chapter 7.  其他便利功能

介紹如有效利用會十分便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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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便利功能

Chapter 7.

加入我的最愛

點選企業頁面、產品頁面右上方的「add to favorites」。

加入我的最愛

2

點選畫面上方選單中的「 Favorites」後，將會顯示已登錄的企

業及產品。

瀏覽我的最愛

3

點選畫面上方選單中的我的最愛，點選欲移除的企業及產品右

側的「×」，

或點選企業頁面、產品頁面右上方的 「cancel this 

favorite」。

移除我的最愛

需求與話題也可加入我的最愛。Point

不僅企業資訊及產品、技術、服務資訊，需求及話題也可加入我的最

愛，日後便能迅速瀏覽目標資訊。

4

2

3

４

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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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便利功能

Chapter 7.

閱覽最近瀏覽的頁面

點選畫面上方選單中的「Recently viewed pages」，

即可閱覽最近曾瀏覽之企業頁面、產品頁面的紀錄。

點選企業名稱及產品名稱後，將會前往該頁面。

閱覽最近瀏覽的頁面１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