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上訂艙及補料使用說明
目錄

1. 帳號註冊

2. 查找船舶訂艙

•收發貨人信息

•協議號信息

•箱信息

•港口信息

•貨物信息

•中轉信息

•香港本地出口

•珠三洲經香港出口

3. 訂艙輸入

•危險品

•冷凍箱

•特種箱

•SOC

4. 特種貨物信息

5. 備註欄

6. 修改及取消訂艙

7. 補料錄入
1



1. 網上註冊帳號
網址: http://www.sitcline.com/login.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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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進入
註冊帳戶

http://www.sitcline.com/login.jsp


1. 網上註冊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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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登入之帳號

*必須點選booking 
from outside of 

Japan port

訂艙聯絡人名稱

**注意** 必須以英文輸入所有資料

E-MAIL2 可以輸入多個EMAIL, 每個電郵地址之間用分號(;)

分隔. 例如: ABC@SITC.COM.HK; BCD@SITC.COM.HK

(註: 請同時錄入接收訂艙S/O及接收提單的電郵地址)

mailto:ABC@SITC.COM.HK
mailto:BCD@SITC.COM.HK


1. 網上註冊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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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HKHKG

必須填寫公司全稱

**注意** 必須以英文輸入所有資料



1. 網上註冊帳號
註冊完成

待我司審核後, 帳號才能正式開通, 註冊
之主郵箱將會收到回覆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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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找船舶訂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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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電子訂艙
2. 然後按網上訂艙(NEW)

3. POL選HKHKG

4. POD輸入目的港
**只限直航之港口, 如需要中轉之目
的港, 例如往金邊(phnom penh)經西
哈努克(sihanoukvile), 則輸入
sihanoukvile查找船舶. 中轉信息於
訂艙介面錄入, 詳情請參考中轉信息
(香港本地出口)之操作

5. POL ETD: 選擇船開
日期

7. 點選需要之船舶.

8. 點選大船後按訂
艙, 便能繼續訂艙

6. 按查找, 網頁將
顯示可供訂艙之大船



3.訂艙輸入–收發貨人信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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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必須以英文輸入所有資料

發貨人名稱默認為帳
號之公司名稱, SO亦
將按此名顯示, 如有
需要請自行修改.

如貴司有協議號(運費或
FREE TIME), 必須填寫收
發貨人之名稱, 否則無須
修改

如沒有特別要求, 這
些資料在訂艙時無須
填寫



3.訂艙輸入–協議號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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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必須以英文輸入所有資料

無須填寫, 待我司確
認訂艙後會自動生成

除SOC特別要求外,
其他訂艙一律選擇
CY-CY 按實際需求選擇PP(Freight 

prepaid)或CC(Freight 
collect). 如CC, 請於下一
項船開前協議號輸入相關協
議號

1.船開前協議號 = Ocean 
Freight有關之協議號
2.海運提單 = SEA WAY 
BILL NUMBER
3.F/T審批號 = 目的港免
堆及免柜期之協議號

如有此3項之協議號, 請
務必填上. 

目前只接受FCL之訂
艙

無須填寫或點選



3.訂艙輸入–箱信息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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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de Container

20GP 20 DRY

20FR 20 FLATRACK

20TK 20 TANK (SOC)

20RF 20 REEFER

20HR 20 HIGH CUBE REFFER

20HC 20 HIGH CUBE

20OT 20 OPENTOP

Code Container

40GP 40 DRY

40FR 40 FLATRACK

40TK 40 TANK (SOC)

40RF 40 REEFER

40HR 40 HIGH CUBE REFFER

40HC 40 HIGH CUBE (40HQ)

40OT 40 OPENTOP

45HR 45 HIGH CUBE REFFER

45HC 45 HIGH CUBE

箱型
可選擇以下選項。紅色箱型現在沒
有服務

如需訂超過1種箱型
可按 “+”

CARGO TYPE (貨類) Description (描述)

EMPTY&DG 空箱半危

FR(OH) 框架箱(超高)

FR(FV) 框架箱(超高和超宽)

OT(OH) OT超高

SCRAPS 廢品

DRY 普箱

REEFER 凍箱

SEMI-HAZ 危品(半危)

HAZARDOUS 危品(全危)

HG-1(ONE BAR) 單掛衣

HG-2(TWO BAR) 雙掛衣

OT-1(OH WITHIN 1M) 開頂箱(超高1米內)

OT-1(OH 1M TO 2M) 開頂箱(超高1米至2米)

FR-1(OH OR OW WITHIN 1M) 框架箱(超高或超寬1米內)

FR-2(OH AND OW WITHIN 1M) 框架箱(超高和超寬1米內)

FR-3(OH OR OW MORE THAN 1M) 框架箱(超高或超寬多於1米)

EMPTY 空箱

DOOR OPEN 半開門

FR(OW) 框架箱(超宽)

WASTER PAPER 廢紙

貨類
可選擇以下選項。紅色箱型現在沒
有服務



3.訂艙輸入–港口信息

10

以上裝卸港信息自動生成, 無須更改式或填寫



3.訂艙輸入–貨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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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信息均自動生成, 如有需要請自行更改.
貨名必須填寫並填於貨描中

必須填上貨名, 如貨物
敏感,我司將要求貴司
提供相關文件. (包括
保函, 進出口證等)

日本出口之訂艙必須填
寫HS CODE



3.訂艙輸入–中轉信息(香港本地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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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目的港需中轉, 請按以下步驟操作
1.先勾後按中轉

2.程次1 自
動生成

3.按 “+”
新增程次2信
息 4.選支線或干

線線 上面位置雙擊會彈出左圖方塊, 輸入港口
名稱查找即可
**以上圖為例
5.程次2 之起始港 應錄入
SIHANOUKVILL(KHSHV)(即等於程次1之抵
達港),抵達港雙擊查找並輸入即可



3.訂艙輸入–中轉信息(珠三角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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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是默認信息, 添加程次後, 請按
出運需要, 根據下圖修改.

於程次2 的裝港碼頭 雙
擊彈出查找方塊, 然後
輸入起始港名稱便可查
出碼頭信息

• 程次1 為珠三角出口之信息,選支線 , 起始
港及抵達港 按照後面例子輸入.

• 程次2 香港大船之信息,選干線, 起始港及
抵達港 按照後面例子輸入.

及後程次按需要自行添加, 並按上圖原理輸入

雙擊彈出查找方塊, 然後
輸入起始港名稱便可查出
港口信息



4.訂艙輸入–特種貨物(危險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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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危險品
可按 “+”或 “-”
添加或減少危品信息

按照實際類型選取,
如清單沒有, 可選
ZZ(其他類型)

必須雙擊彈出下圖並錄入信息

必須提供24小時
之電話聯繫



4.訂艙輸入–特種貨物(冷凍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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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冷箱信息
可按 “+”或 “-”
添加或減少信息

紅色項目必需填寫, 其他選項按需要填寫



4.訂艙輸入–特種貨物(特種箱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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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特種箱信息
可按 “+”或 “-”
添加或減少信息

如訂以下箱型, 此部分必須填寫, 並提供貨物之長,寬,高

Code Container

20FR 20 FLATRACK

20OT 20 OPENTOP

40FR 40 FLATRACK

40OT 40 OPENTOP



4.訂艙輸入–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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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選SOC
可按 “+”或 “-”
添加或減少信息

目前只接受選
擇單程 選擇方向便可, 其他無須填寫



5. 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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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出口之訂艙, 請註明貨好日期, 以便安排渡櫃
另外如有任何特別要求亦可於REMARK註明, 例如需要在廣州付款開發票等等



6. 修改及取消訂艙

19

如客戶需要查看訂艙狀態,修改訂艙,取消訂艙, 可於訂艙歷史內進行

可按不同搜查條件, 查找
訂艙

顯示不同訂艙狀態

點選單號後, 可選修
改, 查看或取消訂艙.
**建議自覺取消不必
要之訂艙, 以免影響
該大船之艙位情況



6. 修改及取消訂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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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艙修改完成後, 狀態會變成修改申請,需要待我確認. 
無論修改是否接受, 客戶都會收到電郵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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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於我司電子商
務主頁, 選擇”
電子訂艙“”
訂艙歷史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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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輸入要錄入提單的訂艙
號, 然後按 “查詢”

點擊該訂艙前方的號碼, 
然後按"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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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錄入發貨人,收貨人,通知
方的名稱及地址, 如該票
貨物往日本, 另需錄入收
發通的國家代碼及電話

如雙擊收發通名
稱及地址欄, 可
顯示文字編輯方
格方便錄入

所有錄入的文字及標點符號必需為英語及半型文字, 不
接受中文或全型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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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於貨物信息欄錄入總件數, 
總毛重及總尺寸及包裝類
型(可輸入該類型的一部
份文字作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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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如無法搜尋該
類型, 可選擇
“ZZ”, 於包
裝描述處直接
錄入該類型

錄入嘜頭及貨描, 雙擊該
欄可顯示文字編輯方格方
便錄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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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點擊“添加箱信息”, 錄入箱的
詳細資料
備註: 
箱管理人: COC選SIT, SOC選SOC
貨類: 按訂艙時所選的類型錄入
日本貨物請錄入HS CODE(JP)
如需添加或刪減櫃子, 請按“+”
或“-”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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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錄入完成後, 按“保存”及
“提交”鍵, SITC的操作員便
可於系統查找及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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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提交後, 狀態會顯示為“補
錄申請”, SITC的操作員會
於系統審核, 及後客戶會收
到由系統發出的電郵告知接
受或拒絕補料, 而無論接受
與否, 狀態均會更新為
“確認訂艙”

當狀態仍顯示為“確認訂艙”, 
客戶可按 “補料” 修改提單, 
不收取費用. 
如狀態顯示為“鎖定”或“完
船確認”, 該提單不可修改, 
請電郵通知SITC的操作員修改, 
及可能將收取費用

客戶核對提單無
誤後, 請按
“提單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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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如需分單, 請點選該票後按
“批量拷貝”, 按需要輸入
需拷貝的份數及點選”+字
母”, 按批量拷貝, 系統會
將原單號的發收通及總貨物
信息(不包括分櫃信息)拷貝
到新增的提單號上, 待訂艙
部同事確認後, 客戶便可錄
入分單提單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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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如櫃量較多, 客戶可先點擊此處下載EXCEL表格, 以
EXCEL預先錄入箱信息

點擊要錄入的訂艙號, 點
選“箱信息EXCEL導入”, 
將已保存的EXCEL檔案上
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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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補料錄入

如需合單, 請選擇該等訂艙
號中最後三個數字較少的一
個訂艙號以進行補料錄入
(如右圖, 請以數字較少(即
122)的訂艙號
SKS1802SSI122 錄入補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