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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何更新？

林德港氧網上商店（www.linde.hk/shop）方便使用而備受用戶的喜愛和歡迎。我們也收到了來自用戶各方面的反饋和意見，其中
我們注意到林德港氧網上商店電腦版的網站會帶給流動裝置瀏覽和使用上的不便。例如用戶在流動裝置上瀏覽網站時，必須靠雙
指撥動縮放螢幕才能閱讀到我們網站的內容。因此林德集團利用 RWD 技術全新改良以提高更好的用戶體驗，方便每一位客戶隨時
隨地用各種電子設備同林德港氧的業務聯繫。

甚麼是 RWD技術？
自適應網頁設計（Responsive Web Design）原理是使用 CSS3以百分比的方式來進行網頁畫面的設計，讓網頁在不同解析度下瀏覽
時，能自動改變網頁頁面的佈局排版，此技術解決了目前智慧型手機及平板電腦瀏覽網頁的不便。

主要改良
– 於不同設備瀏覽網上商店
– 加快網站載入速度
– 根據客戶使用習慣而重新設計的版面
– 提升網站排名，令您更易搜尋到我們

http://www.linde.h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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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1步：前往網店首頁並登入

1. 輸入網址 www.linde.hk/shop

2. 選擇語言

3. 使用您的登記電郵地址登入

4. 從產品目錄選取訂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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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2步：瀏覽產品目錄／搜尋產品

使用關鍵字／產品編號搜尋

點擊產品名稱查看詳細資料

備註

您必須登入才可查看
價格和訂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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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3步：將產品添加至購物車

1. 輸入訂購及回瓶數量

2. 點擊添加到購物車

3. 檢查購物車並結賬

小貼士：退回空瓶

您只需輸入訂購數量為「0」
便可以退回空瓶。

確定回瓶數量後，點擊
添加到購物車，如同一般
訂購程序進行結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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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3步：將產品添加至購物車 –首月租金

在產品頁面底部的「推薦產品」中，將首月租金添加到購物車

小貼士：租金

如果您是新客戶，或者您
於訂單中沒有空瓶退回，
您便需要繳付首月租金。

您可以於產品頁面內的
推薦產品中找到這個收費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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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4步：確認購物車並結賬

1. 如要更改訂購數量和回瓶數量，請輸入訂購數量，然後按旁邊的重新整理圖案

3. 點擊結賬

2. 您可輸入產品編號把產品項目快速地加進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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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5步：結賬並提交訂單

1. 如有需要，可選取其他已登記的送貨點

2. 當您更改送貨點後，將會重新載入頁面並顯示更新後的地址

備註

如欲於門市自取，請於
提交訂單前先參閱
危險品運輸注意事項。

請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852.2372-2288 或電郵到
eshophko.lg.cn@linde.com
查詢自提貨品詳情

http://www.linde-gas.com.hk/internet.lg.lg.hkg/zt/images/Linde%20HKO%20eShop%20-%20Dangerous%20Goods%20Notice229_457176.pdf
mailto:eshophko.lg.cn@lin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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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5步：結賬並提交訂單

2. 剔取以確認訂購產品項目

1. 輸入訂單編號，如沒有任何編號，請輸入您的姓氏 備註

* 請輸入聯絡人資料，
我們的運輸部同事會於
送貨前與您聯絡。

** 您亦可於空格內輸入
送貨指示去更改送貨日期。
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將以
電郵確認您的送貨日期。

3. 輸入聯絡人資料*及送貨指示**

4. 點擊並繼續結賬程序

綠色字：一般下一個工作天送貨
黃色字：產品需時準備／缺貨
沒有顯示日期：戶口超出信用額度／付款出現問題，
請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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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5步：結賬並提交訂單

2. 再次確認訂購項目和費用

1. 選擇付款方法

備註

如對預計送貨時間有任何
疑問，請聯絡：

客戶服務中心
+852.2372-2288 或電郵到
eshophko.lg.cn@linde.com

3. 點擊按鈕完成訂單

mailto:eshophko.lg.cn@linde.com


12

如何進行網上訂購？
第 5步：結賬並提交訂單

2. 點擊這裏返回主頁

1. 您的訂單編號

備註

如需更改訂單，若已安排
於下一個工作天送貨，
請於即日下午 5 時前聯絡：

客戶服務中心
+852.2372-2288 或電郵到
eshophko.lg.cn@linde.com

當完成訂單後，您將收到
一封確認電郵，內容包括
訂單編號、送貨地址、
訂購產品明細及預計送貨
時間，供您參考之用。

mailto:eshophko.lg.cn@lin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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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我的賬戶」頁面

2. 您可以選取下列服務

1. 登入後點擊這裏

備註

某些賬戶因權限的設定而
未能下載文件及查看產品
價格。

如您對網上商店的賬戶
權限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客戶服務中心
+852.2372-2288 或電郵到
eshophko.lg.cn@linde.com

mailto:eshophko.lg.cn@lind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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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賬戶結餘和月結單

您可下載過去12個月的月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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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訂單追蹤

1. 選取您想追蹤的送貨點戶口

2. 可以透過訂單編號、發票號碼、採購訂單號碼、
送貨單號或日期範圍作出搜尋

3. 如想查看詳情，點擊該行
您亦可點擊顯示文件下載發票及送貨單

備註

在這個部份，您不但能追
蹤網上訂單，其他類型的
訂單，包括電話、電郵或
傳真都能查閱相關記錄。

如果您是用付款賬戶來開
設網店戶口，您可以查看
其他送貨戶口的訂單和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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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氣瓶持有量

1. 選取任何送貨點戶口查看氣瓶持有量

2. 您可因應需要更改訂購數量及回瓶數量，
然後點選添加到購物車和結賬

小貼士：退回空瓶

您只需輸入訂購數量為「0」
便可以退回空瓶。

確定回瓶數量後，點擊
添加到購物車和結賬，
就如同一般訂購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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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查閱發票

1. 選取付款賬戶

2. 選擇日期範圍及支付狀態

3. 點選按篩選條件查找

備註

更多篩選條件，請參閱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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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查閱發票

1. 使用參考編號搜尋

2. 經篩選後，您可以查看搜尋結果
點擊顯示文檔查看詳情

3. 點擊後將會顯示可供下載的文件
您可選擇分開下載或全部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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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訂購模板

1. 點選模板名稱

2. 點擊訂購產品進行訂購程序

小貼士：建立新的模板

第 1 步：將產品添加到您
的購物車，然後進入購物
車頁面

第 2 步：點擊「保存購物
車為心願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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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文件下載

1. 選取付款賬戶

2. 選擇發票或送貨單

接下頁…

3. 選取日期範圍並點擊更新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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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文件下載

4. 將會出現兩個選項去下載文件

5. 您將會收到一封電郵確認您的下載已成功

6. 進入我的賬戶 >下載文件瀏覽開始下載您的文件

選項小貼士

兩項都不選取：
只下載發票文件

選取「包含相關文件」：
發票及送貨單一併下載

兩項皆選：
只下載送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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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管理我的賬戶？
我的賬戶資料及更改密碼

1. 於我的賬戶頁面，點擊進入個人資料

2. 選取聯繫信息去更改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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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我們
查詢表格

1. 前往聯絡我們頁面

2. 填寫您的查詢內容，然後提交

備註

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
歡迎填寫此表格。

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將
聯絡您並提供協助。

您亦可致電
+852.2372-2288 或電郵到
eshophko.lg.cn@linde.com
聯絡我們。

mailto:eshophko.lg.cn@linde.com


感謝您的關注

林德港氧網上商店
www.linde.hk/shop

eshophko.lg.cn@linde.com
+852.2372-2288

林德港氧網上商店
立即下載手機應用程式

https://geo.itunes.apple.com/hk/app/linde-eshop/id1031831792?mt=8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linde.commerce.worklight.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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