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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引言 
 

在二零一零年，香港教育局協助零售業成立「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諮委會)，以便在行業

內推行資歷架構。在二零一五年，諮委會展開制定《零售業電子商務能力標準說明》的工作。

因應零售業電子商務現況及未來的發展，以及行業所需的新技能及知識，諮委會制定的《零

售業電子商務能力標準說明》不但列明零售業電子商務現在及未來發展所需的各級別能力標

準，並為人力資源管理和發展訂立統一的標準，以提供一套完善的培訓架構，提升整個零售

業電子商務的服務質素。 

 

行業背景 

 

1. 科技的迅速發展如互聯網和流動裝置的普及，令現今零售環境正在急速轉變，改變了購

物者的消費行為，包括由傳統的零售模式轉變成電子商務(Electronic Business(E-

business))的零售模式。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零售商的業務思維與應變能力需不斷面

對挑戰，零售商必需了解自己的不足之處，針對性地強化資訊科技的應用以改善零售銷

售的渠道, 應付業務發展的需要並滿足無處不在的客戶購物體驗。 

 

2.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入場門檻較低，有利中小企及創業者利用有限的資源建立其產品的

推廣渠道，並與他們的潛在客戶聯繫，以減少中小企業與大型企業之間的差距。電子商

務可按交易對象作分類，包括企業對企業(B2B, Business-to-Business)，企業對顧客

(B2C, Business-to-Consumer)，顧客對顧客(C2C, Consumer-to-Consumer)，和最新

發展的離線商務模式 (O2O, Online to Offline)。  以下簡要說明不同的電子商務模式: 

 企業對企業(B2B): 指的是企業間通过電子商務的方式進行交易，著重於企業間網絡的

建立、供應鏈體系的穩固。目前香港已設立不少B2B網站，這些網站大多從事標準商

品交易、採購及供應鏈管理等。 

 企業對顧客(B2C): 是企業對消費者的電子商務模式。這種形式的電子商務一般以網路

零售業為主，主要藉助於互聯網開展線上銷售活動。香港的B2C種類繁多，包括網上

商店，金融服務、售票或資訊服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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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客對顧客(C2C): 消費者對消費者的交易模式，其特點類似於現實商務世界中的跳蚤

市場。其構成要素，除了包括買賣雙方外，還包括電子交易平臺供應商 (例如 PayPal, 

支付寶（alipay）等) 。 

 離線商務模式(O2O): 主要是把優惠促銷資料、服務預訂等消息，從線下商店發送至線

上互聯網，進而引領互聯網用戶到實體店消費，將其轉化為線下客戶。 

 

3. 最早期的電子商務模型主要是建基於HTML網頁瀏覽器，但這種模式被批評為不夠人性

化及電子交易系統無法向用戶提供滿意的服務，而且，有限的客戶互動體驗使電子商務

模式購物發展受限制。如今，電子商務平台鏈接起不同的渠道包括社交媒體平台和娛樂

媒體平台等，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可以受不同的因素影響如同行評論，在線渠道和新媒

體戰略等。此外，隨著現今流動電話設備滲透率高，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可以隨時隨地進

行交易。因此, 零售商需要善用科技以預測、應對及滿足日益增加的消費者需求及期望。 

 

4. 目 前 , 全 球 前 250 大 零 售 商 中 有 37 家 是 電 子 商 務 零 售 業 者  ( 例 如  Amazon.com, 

Store.Apple.com等)。為了拓展消費渠道，近80%零售業者皆擁有虛擬與實體電子商務。

從檢視電子商務表現，2013年全球的銷售額平均6.2%來自網路，北美收入佔最大，亞洲

地區的增長速度最快。以產品類別而言，消費性電子與娛樂媒體業者收入佔比近21%，

表現最佳1。 

 

5. 隨著越來越多市民習慣用手機上網購物，流動商務(mobile commerce)也被認為是在促

進零售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根據「Forrester Research」2估計，流動支付的全球市值

將於2017年達到900億美元，流動支付系統將扮演日趨重要的角色。 

 

                                                            
 

1 “Global Powers of Retailing 2015” (2015), Deloitte 

2 Forrester Research (https://www.forres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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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售業電子商務概觀 

 

6. 雖然香港一直被認為是一個小市場, 發展電子商務仍是公認為必然趨勢。電子商貿銷售額

佔香港工商機構業務收益的百分比亦不斷向上增長，由2008年的1.69% 增加至2012年

的3.69%，銷售額由2008年的1396億增加至2012年的2847億，當中B2C 在2012年佔

1356億。在2013年，採用電子商貿銷售的香港機構估計為12852間。根據微軟公司報告
3, 流動商務市場產值更可達178億港幣。 

 

7. 除了本地市場, 網上跨境貿易應是香港零售商另一個潛在商機。綜觀亞太地區各國，中國

在2015 年第一季的網上購物消費者比例高達98％，韓國以96.8％位居第二名，而第三位

的台灣則有94.6％4。據埃森哲諮詢公司（Accenture）5估計，網上銷售及跨境銷售將可

為零售業帶來高達25%的收入增長。 

 

8. 根據艾瑞諮詢集團(iResearch)6發布的2013年中國網路購物市場數據，中國的網上交易

金額達1.85萬億元人民幣，增長42%。目前國內的知名企業中，電子商務企業佔據了重

要的位置。比如淘寶網、京東商城、百度等。其中淘寶網是亞太區最大的網絡零售商圈，

業務跨越C2C及B2C兩大部分。最近, 阿里巴巴集團已收購深圳上市的蘇寧雲商股權，共

同發展網上至實體店（O2O）業務，以加強其「實體店聯盟」及物流網絡的規模，令消

費者在網上及實體店可以同步購物消費，成為未來的新型商業模式。 

 

9. 事實上, 香港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商業交易量僅次於廣東省，位居大中華區第二。根據

eBay公司報告7, 香港發展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業的優勢有五個方面：一)成熟的經營理

念和良好的英語表達能力； 二) 香港的自由港優勢地位方便貿易自由、資金自由及經營自

由三個方面； 三)安全、方便的付款解決方案，利用互聯網在線支付進行外匯收付非常便

捷； 四)香港的物流具有高效、快捷和服務完善的特點，海關進出口貿易手續十分簡單； 

                                                            
 

3 “跨越國界・商機無限” (2015), Microsoft 

4 “香港電子商務的數據與趨勢” (2012)・GO-Globe 

5 “歐洲跨國電子商務” 埃森哲諮詢公司（Accenture） 

6  iResearch Consulting Group (http://www.iresearchchina.com/) 

7 “海外倉：跨境電商新趨勢報告” (2015), eBay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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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香港特區政府為電子商務的發展規劃了清晰的法律架構並包括立法通過了《電子交易

條例》，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下文我們將會從政治、經濟、社會及科技等方面，去剖析零售業電子商務的當前形勢，從而

探討電子商務的前景和未來發展路向，以保持香港零售業持續發展的優勢。 

 

政治、經濟、社會、科技(PEST) 分析 

 

10. 在制定《零售業電子商務能力標準說明》之前，我們先要審視行業宏觀的環境，探討未

來的發展方向。以下章節採用「PEST」分析方法，通過檢視宏觀環境中有關政治、經濟、

社會及科技等因素如何影響零售業電子商務，從而瞭解業界所面對的挑戰及預測未來發

展趨勢。 

 

政治 

 

11. 政治環境是指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包括政府的方針、政策和法規等。以下是現時香港

的政治環境分析： 

 

政治制度 

12. 在《基本法》保障下，香港可以「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

成為擁有本身政治及法律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以下的政策優勢確保本地零售行業的健康

發展： 

 司法獨立，奉行法治 

 獨立的貨幣系統，港幣可自由兌換 

 香港繼續以本身名義參加國際會議和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等 

 中文和英文同是法定語文，而合約簽訂和執行等商業活動多以英文為主 

 公平的競爭環境，對外資持有股權並無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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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 

13. 香港是一個自由港，奉行低稅制，沒有銷售稅。除酒類、煙草、碳氫油類及甲醇外，香

港對所有入口貨物都不徵收關稅。出口貨物方面，香港亦毋須徵收任何關稅。自二零零

八年二月起，更取消對葡萄酒和啤酒的進口徵稅，使葡萄酒進出口和儲存業務大為興旺，

惠及零售商和消費者。 

 

科技政策 

14. 自回歸以來，特區政府沿用九七前的港英政府的審慎理財指示，量入為出，重視預算平

衡及累積盈餘，長期實行「小政府、大市場」的經濟模式，以市場主導的積極不干預政

策來管理經濟。若專注於科技相關的政策，相比下香港的研發投入遜於亞洲其他國家。

以2013年計，以研發總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研發比例」）計算，香港

只有0.73%；相對亞洲其他國家，例如南韓4.15%、台灣3.12%、新加坡2.02%（2012

年），香港只及它們的17%至36%左右。跟隔鄰的深圳相比，它們的研發比例更高達

4.02%，是香港的5.5倍。 

 

以下是香港與其他亞洲主要政府於推行科技政策的比較: 

 

15. 香港: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一九九八年公佈首份「數碼21」資訊科技策略，目標是為香

港建立起世界一流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隨後分別在二零零一年、二零零四年及

二零零八年三度修訂。新策略以「智慧香港，智優生活」為主題，勾劃宏觀綱領，讓香

港透過善用嶄新科技，推動經濟和社會在多方面持續發展。新策略涵蓋四個策略重點，

包括8： 

 建立平台，讓市民及工商界實踐抱負，實現訴求 

 加強研發工作及促進提供公開資料 

 表揚卓越成就，並協助本地資訊及通訊科技企業在內地及海外市場發展 

 開發簡便易用、個人化和跨平台的電子公共服務 

 

8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20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1-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BF%E5%BA%9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8%82%E5%A0%B4


第一章 - 引言 

 

16. 中國: 國家發改委於2012年表示將在未來10年內投資300億元幫助電子商務產業的快速

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今年(2015年)指中國是人口大國和信息應用大國，擁有海量數

據資源，政府正在研究制定「互聯網+」行動，推動各行各業依托大數據以創新商業模

式，實現融合發展推動提升政府科學的決策和管理水平以解決交通、醫療、教育等公共

問題，推動中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邁向中高端水平。 

 

17. 新加坡: 新加坡的「研究、創新與創業理事會」（RIE Council）是直接由總理李顯龍領

導，「RIE 2015」將計畫撥款約一百二十七億美元，推動當地的研究、創新與創業。 

 

18. 台灣: 科技政策由行政院主導，並由科學技術《基本法》、產業創新條例、「智慧台灣」

等政策去支援創新科技及智慧城市發展。 

 

19. 南韓: 南韓以U-IT 389、科學技術《基本法》、培育科學與工程人員，以強化國家科學競

爭力特別條例，去支援其創新及智慧國家目標，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乃最高機構，南韓

並立法對其創新科技有優先豁免。 

 

20. 總括而言，中國、新加坡、台灣及南韓俱強調知識資本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並作

長期又穩定之科技投入，對比下香港在科技研發投入方面較落後。 

 

經濟 

 

21. 2008年金融海嘯令全球工商業大受打擊，傳統零售業亦受威脅，電子商貿及網上零售因

而蓬勃起來。經濟下行導致個人消費品以至企業的採購均在有購買需求後先上網搜索比

較各產品的價格及品質，網絡購物因此漸漸成為消費決策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包括

促成網上團購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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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香港，近年的租金高企也加速了中小企業發展電子商貿的步伐，以減低租金成本。根

據調查(2013年)9，受訪者中有上網購物的佔66.4%，較2011年的57.9%為多，82.0%受

訪者表示有意網購，較2011年的75.5%上升不少；70.2%受訪者稱，「方便」是推使他

們網購的最大原因；對網上購物的滿意度由 2011年 的 59.8% 增至 2012 年的 66.3%。 

 

23. 在同一調查中，最受港人歡迎的網上消費類別，應用程式居於榜首，其次為航空公司、

旅遊及酒店。另一方面，港人最常瀏覽的網站是優惠券或團購網頁、戲院和餐廳/外賣服

務網站。網上購物已成為本地消費者主要的網上活動之一，企業包括中小企需要善用網

絡平台去拓展業務及增加客源。 

 

24. 如前所述，網上跨境貿易是香港零售業潛在的商業機會之一, 特別是對中國電子商務。在

內地，流動網絡逐漸擴大及智能手機日益普及，令網上購物更加方便。中國互聯網絡信

息中心10指出，流動網上購物者於2013年增加至1.44億人，年增長率達160%。根據內地

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補充協議十11，自2014年1月起，允許香港

服務提供者在廣東省設立合資企業，提供在線數據處理與交易處理業務(經營性電子商務

網站)。香港的零售商可以研究從CEPA的支援以加強內地跨境電子商務零售業發展，以便

能繼續在中國擴展外貿的過程中開拓更多商機。 

 

25. 另一方面，香港的零售商現在需要面臨新的挑戰。自2005 年開始，人民幣兌港元的匯率

持續高企，有助於香港吸納更多內地旅客來港消費，促進這十年黃金自由行的繁榮零售

業發展。然而，近年來自由行所帶來的效應逐漸消退及人民幣滙價下跌，已經影響了本

地的零售業，其中奢侈品生意最先受打擊；此外，今年(2015年)港元走強，就連一般旅

客都轉到日本、韓國或東南亞等匯率更便宜的地方旅遊，進一步打擊本地零售業的銷情。 

                                                            
 

9 “ 網上購物調查報告”(2013), MasterCard Worldwide 

10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 (http://www.cnnic.net.cn/) 

11 “香港互聯網業概況” (2014), HKTD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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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26. 社會因素包括人口統計學數據如人口年齡及其分佈、教育、生活態度及消費模式等，這

些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喜好，從而影響對不同產品及服務的需求。 

 

27. 在過去買賣雙方信息不對稱，是相同貨品以不同價錢出售的主因。消費者現在通過網絡

龐大的信息逐漸改變決策行為，也改變了這信息不對稱的格局。現在消費者可以很方便

的了解產品的細節，與其他同類產品比較，還能參考其他用戶的使用體驗、效果評價做

出消費判斷。 

 

28. 香港的流動裝置及寬頻滲透率高，住戶寬頻滲透率從75%增至85.5%（截至二零一三年

三月），流動裝置滲透率激增，從140%左右直逼228.4%（截至二零一三年三月），處

於全球前列水平，遙遙領先鄰近的亞洲經濟體(如下圖1)12 。 

 

 

圖 1: 鄰近經濟體的流動裝置滲透率（2008 年至 2013 年） 

 

                                                            
 

12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20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香港

新加坡

台灣

南韓

流
動

裝
置

滲
透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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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香港先進的通訊和互聯網基礎設施有利電子商貿發展及消費者上網購物，尤以年輕一代

為然。 根據一網上購物行為調查13，25至34 歲的消費者（76.4%）最熱衷於網購，而較

年長的消費者（50至64歲）則最少進行網上購物（40.5%）；此外，女性相對於男性更

傾向於網購（女性及男性的比例為68.4% 及64.4% ），同時她們於網上購買更多的貨品

（女性為6.2件；男性為4.6件）和作更頻繁的網購 （女性為4.2次；男性為3.2次）；在 

95.3% 擁有可上網手機的本地受訪者中，每10位消費者便有4位曾以手機進行網上購物，

比例由 2011 年的24.6% 增加至 2012 年的40.9%。 

 

30. 面對此趨勢，零售商必須考慮如何結合產品和服務信息到個人手機裝置設備中，以提升

消費者的便利性。然而，流動零售須考驗零售商如何妥善地運用顧客資料，同時確保消

費者私隱與資訊安全，以維持顧客的忠誠度及信任。 

 

科技 

 

31. 香港擁有優越的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完善的物流網絡，蓬勃發展的廣告業及多媒體業，

以支持本地電子零售業發展的需要。 

 

32. 香港的完善和先進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基礎設施包括100% 的流動網絡覆蓋，全球最快的

互聯網連線速度，20,000個免費公共無線上網（WiFi）點及237% 的流動電話滲透率14。

此外，優質的數據中心、雲端計算及軟件開發等服務以自由競爭的方式為本地零售營運

商提供高水平技術服務。而且，作為一個資訊流通最自由的城市，香港能夠進入各種國

際社交媒體平台，包括谷歌（Google）、面書（Facebook）、推特網（Twitter）、照

片牆（Instagram）、和YouTube，以及中國內地的平台，如百度、騰訊及微博等。這

些都對零售業電子商務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13 “ 網上購物調查報告”(2013), MasterCard Worldwide 
14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20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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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時很多公司除了採用電腦條碼系統來處理貨品的訂購、運送、儲存及銷售外，無線射

頻辨識(RFID) 的應用促使電子零售行業程序自動化的發展。無線射頻辨識不但承傳了使

用傳統電腦條碼系統的優勢包括可減低錯誤、提高效率及庫存管理外，還有其他強化的

功能如商品防偽、自動結帳及商品防盜功能等，並能配合大數據（Big Data）的應用提

供更多高智能化的功能如預防賣場商品短缺，並提昇顧客購物環境。另外，由於雲端平

台的出現，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簡稱IoT）急速與零售流程連結，讓零售商大幅

擴大物聯網商機。全球零售的物聯網（IoT）市場規模，預計從2015年的142億美元以年

複合成長率20％擴大到2020年達356億美元15。零售市場上物聯網各功能領域包括：數

位電子看板、能源最佳化、智慧型付款解決方案、即時／串流分析 、資源管理、安全性、

智慧貨架、智慧門等。 

 

34.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成為主流媒介之一，零售商也需制定一套多元化數碼媒體推廣策略，

以便可透過社交網站進行推廣宣傳。此外，零售商也需考慮開發智能電話應用程式以發

展流動商務，向目標消費群持續發放關於推廣活動的最新資訊，鼓勵消費。為了吸引和

保留客戶，必須洞悉市場的需求，提供優質的顧客服務，同時借助先進的資訊科技系統

分析市場資訊，掌握顧客的需要。 

 

零售業電子商務的人才需求 

 

35. 人才是電子商務發展的關鍵，其中資訊及通訊科技人員更被視為電子商務發展的重要人

才元素。自2000年起，香港特區政府大力擴展專上教育，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業發展培養

大量人才。然而，不論資訊及通訊科技教育方面的付出和進步有多大，對企業來說，相

關人才的供求之間仍存在差距。根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調查顯示16，38.9%的僱

主難以吸引到具備相關經驗的適合應聘者。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人才的技能可能不足以

與市場需求相稱。技能的差距包括技術能力（如程式編寫技能）和業務知識（如業務分

析和項目管理）。 

 

  

                                                            
 

15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June 2015) 

16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20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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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以下是根據本地不同的招聘渠道所做的一個簡單調査與總結，顯示零售業電子商務範疇

就內部分工作崗位的能力要求: 

 電子商務領域 

市場分析 

(Market Analysis) 

內容管理 

(Content 

Management) 

供應鏈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職
位

名
稱

 /
 能

力
要

求
 

數碼營銷總監 

(Digital Marketing 

Director) 

數碼內容管理專家 

(Digital Content 

Management 

Specialist) 

營運經理 

(Operation Manager) 

 

 監督所有數碼營銷頻

道包括社交和電子郵

件 

 營銷預算管理 

 確保業務部門的營銷

計劃 

 確保數碼內容在各種渠

道的無縫和高效的管理 

 能夠創造數碼資產，管

理廠商，複製和上載/發

布內容 

 

 監控和管理網上銷售和

業績 

 確保網站的日常營運任

務 

 確保生產和庫存水平的

需要的; 負責公司電子

商務的質量控制和日常

產品交付 

 

職
位

名
稱

 /
 能

力
要

求
 

營銷經理 

(Marketing Manager) 

營銷傳播及內容經理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 

Content Management 

Manager) 

採購經理 

(Purchase Manager) 

 制定並實施電子商務

方針，主要著重於流

動商務 

 管理和協調電子商務

項目不同持份者 

 搜尋新的電子商務技

術以提升銷售渠道能

力 

 

 管理公司網站的內容 

 管理不同社交媒體平台

的內容 

 處理翻譯和編輯工作 

 管理產品類別來實現在

網上購物的銷售目標 

 與供應商進行談判包括

產品的價格和條款 

 研究消費者的喜好與市

場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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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從以上所見，企業對電子商務人才需具備的技能不只科技能力，也要求所謂的「軟實力」

如策略性思維、業務分析、項目管理及相關利益者管理等。據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建議17，要解決企業對不同類型的電子商務人才需求，政府應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

認可架構，納入不同類型專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作出行業標準，進一步提高產業專業化。

本《零售業電子商務能力標準說明》就是希望為零售業電子商務各級別能力訂立標準，

幫助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和人才培訓建立發展架構，提升零售業電子商務整體的人才質素。 

 

總結 
 

38. 通過對政治、經濟、社會和科技等環境因素的分析，檢視目前及未來香港零售業電子商

務的趨勢，總結業界面對的主要優勢和挑戰如下︰ 

 

優勢 挑戰 

 電訊及資訊科技基建完善 

 資訊流通自由和可靠的法律制度 

 中國跨境零售電子商務商機 

 適合的零售業電子商務人才供求 

 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39. 電訊及資訊科技基建完善 

香港的電訊及資訊科技基建完善，能支援本地及海外公司進行頻繁的商業活動，有利互

聯網及電子商貿發展，特別是現時消費者對獲取快速服務的需求不斷增長，流動數據量

倍增，香港的高流動網絡覆蓋率及多個免費公共無線上網點可以驅使零售商進一步發展

流動商務。此外，香港的優質數據中心及雲端計算服務提供了具經濟效益及便捷的平台

也促進企業發展電子商務，以迎接下一代科技趨勢帶來的巨大機遇（如大數據、社交媒

體及物聯網等）。 

 

40. 資訊流通自由和可靠的法律制度 

法律規則及自由流通的資訊是香港的優勢，有助吸引長期的國際及本地投資。香港對知

識產權（IP）具有高水平的法制保護，有助於企業創新及開展新業務，保障整體業界的

健康發展。另一方面，香港消費者熱衷於嘗試新的消費類科技，通過智能手機在虛擬社

                                                            
 

17 “「數碼 21」資訊科技策略檢討顧問服務 策略報告” (2013),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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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網絡交換意見和表達觀點，零售商可以藉著香港資訊流通的優點對準新一代的消費行

為模式，進行多元化數碼媒體推廣策略，透過社交網站進行宣傳，鼓勵消費。 

 

41. 中國跨境零售電子商務商機 

中國的電子商務亦處於快速成長中。到2022年，預計中國零售市場將發展到美國市場的

兩倍18。在內地，流動網絡逐漸擴大及智能手機日益普及，令網上購物更加方便。相對

外國企業，香港企業的優勢是熟悉內地市場，並擁有人脈商網，因此更易獲取內地零售

電子商務的機會。此外，香港特區政府立法通過了《電子交易條例》，也為本地的零售

商創造了良好的市場環境。 

 

42. 適合的零售業電子商務人才供求 

企業對電子商務人才需具備的技能包括科技能力和「軟實力」如策略性思維、業務分析、

項目管理及相關持份者管理等。目前香港大專院校的電子商務課程較強調技術培訓，相

比下對於商業營運及管理有可加強的地方。政府也應制定資訊及通訊科技專業認可架構，

納入不同類型電子商務專才所需的技能和能力作出行業標準，進一步提高產業專業化。 

 

43. 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隨著全球經濟增長放緩，自由行效應逐漸消退及人民幣滙價下跌，本地零售業亦面臨壓

力。面對營業收入下跌，零售商可能有需要削減成本開支；另一方面，零售商也可積極

開發更多電子商務平台以增強銷售渠道，也能藉此減低租金成本。此外，亞洲其他城市

及經濟體也深知電子商務趨勢帶來的機遇，並尋求建立自己的數碼領導地位。香港也制

定了應對發展策略(包括「數碼 21」及 CEPA等)，零售商也應研究從策略的支援以加強

電子商務發展，以便能繼續開拓更多商機。 

 

44. 總括而言，香港具有優良的電訊及資訊科技基礎設施和配套、可靠的法律制度及資訊流

通自由的貿易環境，再加上熟悉當前高速增長中的內地電子商務，本地零售商已具備良

好的條件加強自身電子商務的發展。另一方面，本地零售營商環境將繼續面對不明朗因

素，但只要業界繼續有效利用科技以拓寬銷售渠道，融入以消費者為本的電子商務服務

及企業創新解決方案，便可保持香港零售業持續發展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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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 

 

資歷架構是一個自願參與的資歷等級制度，共設有七個級別，為釐定個別工作技能的複雜程

度和難度提供基準，並藉以整理和編排不同性質和名銜的資歷。資歷架構設有獨立的質素保

證機制，以提高認可資歷在行業內的認受性，不論如何取得資歷的學習模式和途徑。 

 

資歷架構的設立，旨在為巿民提供清晰的進修途徑，制定個人的進修計劃，從而取得具質素

保證的資歷。學習者可以在某一特定專業範疇內進修，循序漸進地提升個人的專門技能(縱向

發展)，也可循不同進修途徑學習多種技能，達到一專多能(橫向發展)。全面推行資歷架構，

將可在行業內培養終身學習、持續進修的文化和風氣。此外，在僱主和僱員的積極參與和業

界的廣泛認同之下，資歷架構的推行將可鼓勵培訓機構開辦更多質素優良的訓練課程，以迎

合社會及業界的需要。 

 

資歷架構所涵蓋的資歷將按成效評定，並不局限於學歷。就學術界別而言，資歷的成效標準

主要是指資歷持有人所具備的知識及技能，這些標準一般由學者訂定。至於職業界別，資歷

的成效標準則以業界所訂的能力為基礎。為釐訂資歷架構下各級資歷的具體成效標準，業界

須制訂《能力標準說明》。從業員在崗位上積累的技能、知識和相關工作經驗，也可以透過

由各行業以《能力標準說明》為基礎而訂定的「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獲得正面確認，獲取適

當的資歷，使從業員可以按照自己的資歷起點，在不同階段進修，來獲取更高更廣的資歷。 

 

為方便終身學習，從業員需要靈活的修業模式，以便兼顧本身的工作和家庭責任。將來資歷

架構下的學分累積及轉移制度可靈活地配合個別情況，也可盡量減少重複學習的機會。藉著

該制度，從業員可有系統地累積不同課程的學習及培訓學分，再把累積到的學分轉換成認可

資歷。資歷架構提供共用的平台及統一的基準，有助各界別與培訓機構之間安排學分累積及

轉移。 

 

總括而言，資歷架構不僅與工作場所相關，亦與中學教育互相扣連。不同行業所制訂的培訓

標準，應可支援在新高中學制下的應用學習課程，讓學員有更多元化的學習經驗和選擇，並

掌握有關行業的基本技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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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歷級別  

 

資歷架構共有七個級別，即第一至第七級，以第一級為最低，而以第七級為最高。各個級別

的成效特性，由一套「資歷級別通用指標」(載於附錄一)加以描述。通用指標訂明每個資歷

級別在下列四方面的複雜程度、要求和難度。 

 

a 知識及智力技能 

b 過程 

c 應用能力、自主性及問責性 

d 溝通能力、運用資訊科技及運算能力 

 

各「能力單元」均按照通用指標所訂的基準，釐定所屬的資歷級別。值得注意的是，「能力

單元」所列的能力，可能涵蓋通用指標的全部或部分範疇，釐定某一「能力單元」所屬的資

歷級別時，須從整體上考慮該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然後作出判斷。 

 

各個資歷級別是獨立的，換言之，「能力單元」不能被列為介乎兩個資歷級別之間。如果某

個「能力單元」不能完全符合某個資歷級別其中一個或多個範疇（如適用）的要求，應把該

單元列為屬於低一個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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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能力標準說明 
 

能力標準說明的應用 

 

制訂「能力標準說明」是發展職訓資歷及相關質素保證的重要一環。在制訂「能力標準說明」

的過程中，業界將擔當關鍵的角色。透過參加「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業界參與擬訂、維

持和更新行業之「能力標準說明」。為確保《能力標準說明》持久適用，與時並進，諮委會

須定期對此進行全面檢討和更新，以配合最新的人力需求，更能切合行業的各種教育和培訓

需要。 

 

「能力標準說明」主要涵蓋行業各級別的能力標準。能力標準的釐定是按行業內執行每項職

能時所需具備的能力為依歸，當中包括需要的行業知識、專業技能、軟性技巧等。「能力標

準說明」內之職能範疇和能力標準會以實務性的角度出發，並以能力為本，當中所要求具備

的特定專業知識和技能，亦不會只局限於現今社會的要求，行業的未來發展及社會趨勢等因

素亦被一併考慮及設計在內。此外，「能力標準說明」亦會列出各項成效標準的評核指引。

行業的能力標準是以「能力單元」的形式在「能力標準說明」之內展示。「能力單元」包括

八個基本項目： 

 

1.名稱 

2.編號 

3.級別 

4.學分 

5.能力 

6.應用範圍 

7.評核指引 

8.備註 

 

由於根據「能力標準說明」設計的課程以能力單元為骨幹，學員在每一進修階段也可累計過

往所獲取的資歷（包括從進修獲取的及從「過往資歷認可」機制所確認的資歷），而無須從

頭開始。學員亦可透過「能力標準說明」看到清晰的進修階梯，並以此計劃個人事業發展的

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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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標準說明」有助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設計課程，也有助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人員安排

員工發展工作，並可作為業內機構認可優良表現和頒授相關資歷的標準，對配合政府全面推

行的資歷架構有指導性的作用。 

 

零售業主要職能範疇  

 

「零售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建議《零售業電子商務能力標準說明》主要職能範疇如下： 

 

零售業電子商務行業主要需要如下職能範疇：規劃與營運、互聯網銷售、企業管理、系統開

發與維護、質素保證及通用技能。下圖是電子商務行業的職能圖。各職能的範圍概述如下：  

i. 規劃與營運 

 營運資料分析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顧客服務 

ii. 互聯網營銷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 

 多渠道推廣傳播 

 用戶關係管理 

 網站數據分析 

iii. 企業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財務管理 

 客戶關係管理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市場營銷管理 

iv. 系統開發與維護 

 網站設計與開發 

 網站監測與測試技術 

 交易安全技術 

 硬件架構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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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行業培訓諮詢委員會」根據資歷級別通用指標及主要職能範疇，制定了零售業電子商

務從業員「能力表」。此「能力表」詳細臚列了零售業之培訓要求，並按能力級別及主要職

能範疇分類而制定。整個設計，可讓公眾人士能透過一個清晰及統一的指引，制定個人的進

修計劃。一方面依照循序漸進的專門技能進修途徑（縱向發展），以在某一特定專業範疇內

提升個人的技能；另一方面，可按照多種技能的進修途徑（橫向發展），達到一專多能。 

 

基於資歷架構秘書處及北京開放大學的合作協議，這本《能力標準說明》所擬定的範疇及能

力單元，已参考了北京開放大學理工教學部所撰寫的電子商務行業能力標準說明，而草擬本

亦已送交北京開放大學有關學者作諮詢，並吸納了意見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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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電子商務主要職能範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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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編輯網站文字內容 107112L3 6 5-1
編輯網站圖片內容 107113L3 6 5-2
編輯網站音頻內容 107114L3 6 5-3
編輯網站視頻內容 107115L3 6 5-4

4 維護網站用戶資訊的安全性 107116L4 6 5-5
管理網站內容 107289L4 6 5-6

5 制定網站內容整理策略 107117L5 6 5-7
管理網站廣告 107118L5 6 5-8
規劃及管理網絡活動的執行 107119L5 6 5-9
制定網站專題內容 107120L5 6 5-10
掌握及評估建立電子商務網站的服務供應
商

107121L5 3 5-11

建立網站內容整體架構 107122L5 3 5-12

規劃與營運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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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2 向顧客提供支援及意見 107123L2 6 5-13
接待顧客 107124L2 6 5-14
遵守專業道德及員工守則 107125L2 3 5-15
建立與顧客關係 107126L2 3 5-16
運用良好溝通技巧促成交易 107127L2 3 5-17

3 掌握顧客心理行為 105078L3 3 5-18
處理顧客投訴 105079L3 3 5-19
執行優質顧客服務計劃 107128L3 6 5-20
執行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作業程序 107129L3 6 5-21

4 編製顧客關係管理系統數據報告 107130L4 6 5-22
檢討產品及服務以維繫顧客的滿意度 107131L4 3 5-23
管理神秘顧客活動 107132L4 6 5-24
檢討顧客服務計劃 107133L4 6 5-26

5 制定顧客滿意質素保證 105084L5 6 5-27
制定顧客服務的表現準則 107134L5 3 5-28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107135L5 3 5-29

6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CRM) 策略 107136L6 6 5-30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CSM) 策略 107137L6 6 5-32

規劃與營運
顧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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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107138L3 12 5-33
107139L3 3 5-34
107140L3 3 5-35

4 107141L4 6 5-36
107142L4 6 5-37

5 107143L5 6 5-38
107144L5 6 5-39

使用試算表進行營運數據分析
統計及分析採購數據
統計及分析銷售數據

解讀各類財務報表
掌握實用的財務統計和分析系統

分析銷售額與毛利率
分析投資回報率
分析企業經營利潤 107145L5 6 5-40

6 撰寫經營數據分析報告 107146L6 6 5-41
掌握並制定大數據策略 107147L6 6 5-42

7 分析並制定企業投資及融資渠道 107148L7 6 5-43

規劃與營運
營運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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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1 處理貨運常用文件 104956L1 3 5-44
接收存入的貨品 104957L1 3 5-45
於分發中心包裝貨品 104958L1 6 5-46

2 處理貿易文件 104959L2 6 5-47
執行貨品交收 104960L2 6 5-48
於分發中心接收退回的貨品 104961L2 3 5-49
處理購入貨品的付款 104962L2 3 5-50

3 執行採購 104963L3 6 5-51
執行貨品進出口 104964L3 3 5-52
管理貨品的送遞 104965L3 6 5-53
管理產品分發過程 104966L3 6 5-54
執行物流安全及健康管理措施 104967L3 3 5-55
監察存貨量以應付需求 104968L3 3 5-56
執行存貨程序 104969L3 6 5-57
介紹貨品 104970L3 6 5-58
購買貨品 104971L3 6 5-59
執行貨品品質控制 104972L3 3 5-60
安排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保養 104973L3 3 5-61
執行零售存貨管理 104974L3 6 5-62

4 執行電子商貿物流作業程序 104975L4 6 5-63
執行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104976L4 6 5-64
管理存貨 104977L4 6 5-65
與供應商處理問題 104978L4 6 5-66
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 104979L4 6 5-67
進口貨品 104980L4 6 5-68
提供物流支援 104981L4 6 5-69
管理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 107149L4 6 5-70

5 管理與供應商的關係 104982L5 6 5-71
洽談合約 104983L5 6 5-72
制定庫存控制系統 104984L5 6 5-73
倉儲空間的運用及佈置規劃 104985L5 3 5-74
管理物流設備 104986L5 3 5-75
建立及維持供應鏈 104987L5 6 5-76
制定存貨管理策略 104988L5 6 5-77
策劃採購系統 104989L5 6 5-78
採購貨品 104990L5 6 5-79

規劃與營運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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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規劃與營運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發展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104991L5 6 5-80

6 改善供應及分配鏈 104992L6 6 5-81
管理國際採購 104993L6 6 5-82
制定採購策略 104994L6 9 5-83
制定跨境物流方案 104995L6 6 5-84
處理物流危機 104996L6 6 5-85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104997L6 3 5-86
管理第三方物流服務 104998L6 6 5-87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 107150L6 6 5-88
制定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 107151L6 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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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輿論監測及引導 107152L3 3 5-90

4 進行市場調查及分析 107153L4 6 5-91
管理社交媒體危機公關 107154L4 6 5-92
管理網絡危機公關 107157L4 6 5-93

5 投放網絡廣告 107155L5 12 5-94
策劃和執行大型網絡營銷活動 107156L5 6 5-95
管理及監察電子商務服務外判商 107158L5 6 5-96

6 製定網絡整合營銷方案 107159L6 12 5-97
建立數據優化營銷計劃 107160L6 12 5-99

互聯網營銷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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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4 應用二維條碼於銷售業務 107161L4 6 5-100
應用QR條碼於銷售業務 107162L4 6 5-101
執行商品條碼製作步驟 107163L4 6 5-102

5 制定網絡廣告營銷策略 107164L5 6 5-104
分析網絡廣告投放付費方式 107165L5 12 5-105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博客平台 107166L5 6 5-107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微博平台 107167L5 6 5-108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論壇平台 107168L5 6 5-109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面書平台 107169L5 6 5-110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Instagram 107170L5 6 5-111
制定即時通訊營銷策略 - 微信平台 107171L5 6 5-112
制定EDM營銷策略- 電子郵件平台 107172L5 6 5-113
制定EDM營銷策略- 短訊平台 107173L5 6 5-114
制定實時營銷策略 107174L5 6 5-115
優化搜索引擎 107175L5 6 5-116
制定搜索引擎營銷策略 107176L5 6 5-117
制定新聞軟文營銷策略及促進企業公共關
係

107177L5 12 5-118

6 制定流動裝置營銷策略 107178L6 12 5-120
制定商品全球數據同步網絡系統策略 107179L6 6 5-121

7 制定口碑式營銷策略 107180L7 3 5-122

互聯網營銷
多渠道推廣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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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2 提供產品資料 107181L2 3 5-123

3 提供購買建議，引導顧客購買 107182L3 3 5-124
管理網上客戶投訴 107183L3 6 5-125
調查網上客戶滿意度 107184L3 6 5-126

4 深入調查網上客戶需求 107185L4 6 5-127
管理網上客戶資料 107186L4 6 5-128

5 維持和改善網上客戶關係的策略 107187L5 12 5-129
發掘潛在網上客戶要求 107188L5 6 5-130
應用科技以輔助客戶關係管理 107189L5 6 5-131
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 107190L5 6 5-132
分析、部署及優化CRM系統 107191L5 12 5-133

6 管理合作夥伴關係 107192L6 6 5-134
管理與競爭對手相關的客戶 107193L6 6 5-135

互聯網營銷
用戶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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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評估軟件系統銷售數據 107194L3 6 5-136
分析網站流量 107195L3 3 5-137
分析網站時段流量 107196L3 3 5-138
分析網站訪客 107197L3 3 5-139
分析搜索引擎 107198L3 3 5-140
分析客戶訂單 107199L3 3 5-141

4 分析網站數據及撰寫報告 107200L4 6 5-142

5 分析用戶及購買模式 107201L5 12 5-143

6 運用A/B 測試提昇網站成效 107202L6 6 5-144

互聯網營銷
網站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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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2 管理及操作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 107203L2 6 5-145

3 運用網頁編寫程式進行前端開發 107204L3 6 5-146
製作多媒體內容 107205L3 6 5-147
運用HTML5相關技術 107206L3 6 5-148
運用XML相關技術 107207L3 6 5-149
瞭解並建立網站原型設計 107208L3 6 5-150

4 掌握動態網頁設計語言 107209L4 6 5-151
掌握語義網設計語言 107210L4 6 5-152
掌握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 107211L4 6 5-153
掌握數據庫的設計與使用 107212L4 6 5-154
運用雲端運算與相關技術 107213L4 6 5-155
掌握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及開發 107214L4 6 5-156
掌握流動支付的服務 107215L4 6 5-157

5 掌握Java企業版應用開發技術 107216L5 6 5-158
分析商業數據 107217L5 6 5-159
掌握物聯網開發技術 107218L5 6 5-160
掌握無線射頻辨識開發技術 107219L5 6 5-161
掌握分散式系統的設計 107220L5 6 5-162
掌握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 107221L5 6 5-163
管理及監察網站設計與開發外判商 107222L5 3 5-164

6 規劃網站功能和整體內容 107223L6 6 5-165
設計及架設軟體系統 107224L6 6 5-166
開發流動支付的解決方案 107225L6 6 5-167

系統開發與維護
網站設計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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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2 處理伺服器日常備份及維護 107226L2 3 5-168

3 管理和監控網頁伺服器 107227L3 6 5-169

4 掌握伺服器的軟硬件問題 107228L4 6 5-170
評估及選擇合適的伺服器 107229L4 6 5-171

5 掌握及應用伺服器的集群技術 107230L5 6 5-172
掌握及應用資料儲存技術 107231L5 6 5-173
設計及制定電子商務系統的應用程式伺服
器和網絡架構方案

107232L5 6 5-174

系統開發與維護
硬件架構與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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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4 運用加密技術傳送資料 107233L4 12 5-175
運用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 107234L4 6 5-177
掌握電腦病毒檢測與防範技術 107235L4 6 5-178
應用網絡身份識別技術 107236L4 6 5-179
掌握私隱保障及管理技術 107237L4 6 5-180
應用防火牆技術 107238L4 6 5-181
管理虛擬私人網絡（VPN）技術 107239L4 6 5-182

5 制定網站安全整體規劃方案 107240L5 6 5-183

6 認識網絡交易安全相關的法律知識 107241L6 6 5-184

系統開發與維護
交易安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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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4 掌握伺服器監測技術 107242L4 6 5-185
監測及分析網站流量 107243L4 6 5-186
執行網站內容測試 107244L4 6 5-187
執行網頁功能測試 107245L4 6 5-188
執行網頁可使用性測試 107246L4 6 5-189
執行整合及介面測試 107247L4 6 5-190
執行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107248L4 6 5-191
執行資料庫測試 107249L4 6 5-192

5 執行安全測試 107250L5 6 5-193
執行伺服器通訊測試 107251L5 6 5-194
執行網站性能測試 107252L5 6 5-195
執行系統集成測試 107253L5 6 5-196

6 設計自動化系統測試架構 107254L6 6 5-197

系統開發與維護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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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1 處理貨運常用文件 104956L1 3 5-44
接收存入的貨品 104957L1 3 5-45
於分發中心包裝貨品 104958L1 6 5-46

2 處理貿易文件 104959L2 6 5-47
執行貨品交收 104960L2 6 5-48
於分發中心接收退回的貨品 104961L2 3 5-49
處理購入貨品的付款 104962L2 3 5-50

3 執行採購 104963L3 6 5-51
執行貨品進出口 104964L3 3 5-52
管理貨品的送遞 104965L3 6 5-53
管理產品分發過程 104966L3 6 5-54
執行物流安全及健康管理措施 104967L3 3 5-55
監察存貨量以應付需求 104968L3 3 5-56
執行存貨程序 104969L3 6 5-57
介紹貨品 104970L3 6 5-58
購買貨品 104971L3 6 5-59
執行貨品品質控制 104972L3 3 5-60
安排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保養 104973L3 3 5-61
執行零售存貨管理 104974L3 6 5-62

4 執行電子商貿物流作業程序 104975L4 6 5-63
執行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104976L4 6 5-64
管理存貨 104977L4 6 5-65
與供應商處理問題 104978L4 6 5-66
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 104979L4 6 5-67
進口貨品 104980L4 6 5-68
提供物流支援 104981L4 6 5-69
管理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 107149L4 6 5-70

5 管理與供應商的關係 104982L5 6 5-71
洽談合約 104983L5 6 5-72
制定庫存控制系統 104984L5 6 5-73
倉儲空間的運用及佈置規劃 104985L5 3 5-74
管理物流設備 104986L5 3 5-75
建立及維持供應鏈 104987L5 6 5-76
制定存貨管理策略 104988L5 6 5-77
策劃採購系統 104989L5 6 5-78
採購貨品 104990L5 6 5-79

企業管理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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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企業管理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

發展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104991L5 6 5-80

6 改善供應及分配鏈 104992L6 6 5-81
管理國際採購 104993L6 6 5-82
制定採購策略 104994L6 9 5-83
制定跨境物流方案 104995L6 6 5-84
處理物流危機 104996L6 6 5-85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104997L6 3 5-86
管理第三方物流服務 104998L6 6 5-87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 107150L6 6 5-88
制定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 107151L6 6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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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2 提供產品資料 107181L2 3 5-123

3 提供購買建議，引導顧客購買 107182L3 3 5-124
管理網上客戶投訴 107183L3 6 5-125
調查網上客戶滿意度 107184L3 6 5-126

4 深入調查網上客戶需求 107185L4 6 5-127
管理網上客戶資料 107186L4 6 5-128

5 維持和改善網上客戶關係的策略 107187L5 12 5-129
發掘潛在網上客戶要求 107188L5 6 5-130
應用科技以輔助客戶關係管理 107189L5 6 5-131
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 107190L5 6 5-132
分析、部署及優化CRM系統 107191L5 12 5-133

6 管理合作夥伴關係 107192L6 6 5-134
管理與競爭對手相關的客戶 107193L6 6 5-135

企業管理
用戶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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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107255L3 6 5-198

4 107256L4 6 5-199
107257L4 6 5-200
107258L4 3 5-201
107259L4 6 5-202
107260L4 3 5-203

5 107261L5 6 5-204
107262L5 6 5-205
107263L5 6 5-206
107264L5 6 5-207
107265L5 6 5-208

6 107266L6 3 5-209
107267L6 3 5-210

運用會計基礎知識

運用會計知識
監控財務投資管理
運用財務管理及統計分析軟件系統
改善電子商貿日常會計處理流程監
控財務會計制度

掌握財務管理的相關任務與職能
管理企業籌集資金
管理企業項目投資
管理企業成本
管理企業利潤

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架構
建立企業電子商貿財務部門架構優
化電子商貿財務部結構 107268L6 3 5-211

企業管理
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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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應用電子商務企業相關之勞工法例 107269L3 3 5-212

4 建設電子商務企業團隊 107270L4 3 5-213

5 制定員工的獎罰管理 107271L5 3 5-214
運用績效考核量化流程 107272L5 3 5-215
運用提高團隊執行力的方法 107273L5 6 5-216

6 制定電子商務企業的職位 107274L6 3 5-217
評估電子商務企業的人才需求 107275L6 3 5-218
制定電子商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107276L6 6 5-219
規劃電子商務企業人力資源 107277L6 3 5-220

7 建立電子商務企業文化 107278L7 6 5-221

企業管理
人力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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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別 能力單元名稱 編號 學分 頁數

3 分析網購消費者的需求 107279L3 12 5-222
提升網上銷售業績的策略與技巧 107280L3 6 5-223

4 瞭解制定營銷計劃的流程與方法 107281L4 6 5-224
應用針對大客戶的營銷技巧與談判策略 107283L4 12 5-225
建立電子商務營銷績效管理體系 107284L4 12 5-227

5 運用低成本營銷策略 107282L5 6 5-229
設計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107285L5 6 5-230
建立網上銷售隊伍 107286L5 6 5-231

6 審計企業網上營銷計劃 107287L6 6 5-232
控制網上營銷 107288L6 12 5-233

企業管理
市場營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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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編輯網站文字內容

編號 107112L3

應用範圍 收集、甄選、整合和編輯網站頻道資訊內容，撰寫相關文章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網絡文字編輯的能力

瞭解網路應用知識
明白網頁製作基本技術
執行新聞收集及對新聞內容、標題的加工

2. 運用常用軟件編輯網站內容
掌握常用軟件基本操作 (如 HTML 或CSS 文本編輯器等)
根據企業方針，編輯不同網站內容

編輯互聯網新聞
編輯網站產品介紹
編輯微博推廣
編輯行銷軟文

3. 核對網站文字編輯規範
標題規範
正文規範
關鍵字規範

4. 掌握網頁布局、排版屬性和適當用法
設定文字字體、顏色、大小等
段落排版、換行等
專案符號
特別效果

5.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如商品說明條例及版權條例)、私隱及資訊安全等，確
保所在編輯內容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收集、甄選、整合和編輯網站頻道資訊文字內容
能夠運用適當軟件編輯網站文字內容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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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編輯網站圖片內容

編號 107113L3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需求，運用適當軟件編輯網站圖片內容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判別網絡圖片的格式特點，包括

JPEG / JPG格式
GIF格式
PNG格式
BMP（Windows 點陣圖）格式
PICT格式

2. 掌握網絡圖片收集的渠道
常見的渠道包括：

專業圖片網站
網站自身擁有的圖片頻道
搜尋引擎
其他管道 : 自家拍攝 / 製作

瞭解及遵守使用照片的版權程序
3. 運用軟件編輯圖片 (例如: Photoshop 等)

掌握選擇圖片的標準
技術標準：圖元、清晰度、曝光、反差、景深等
資訊標準：主體、環境、傾向或立場寓意等
美學標準：構圖、瞬間、情感、色彩等
道德或法律標準：色情、暴力、血腥、侵犯肖像權、隱私權、名譽權、洩密、國家安全等

掌握圖片處理的角度
剪裁照片
局部加光減光
改變照片的反差、對比度、曲缐
將彩色照片轉為黑白照片、去色
對照片的色調進行微調、飽和度、照片濾鏡
修掉照片上的污點，圖片處理要講究

4.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如商品說明條例及版權條例)、私隱及資訊安全等，確
保所在編輯內容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站圖片的獲取渠道
能夠運用常用的圖片編輯軟體，並能根據企業需求進行合理的編輯
能夠瞭解及遵守使用照片的版權程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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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編輯網站音頻內容

編號 107114L3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需求，運用適當軟件編輯網站音頻內容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判別網絡音頻的格式特點

無失真格式，包括:: WAV, PCM, ALS, ALAC, TAK, FLAC, APE, WavPack(WV)
失真格式，包括:: MP3, AAC, WMA, Ogg Vorbis

2. 掌握網絡音頻收集的渠道
常見的渠道包括：
網絡電台
專業音樂網站
網絡共享平台
搜尋引擎
其他渠道: 自家製作
瞭解及遵守使用音頻的版權程序

3. 掌握編輯網絡音頻的標準，運用軟件編輯音頻
軟件例如: Audacity 、 Adobe Audition等
針對音頻數據本身進行的各種變換，如淡入、淡出、音量調節等。

4. 展示專業能力
於編輯及排版網站音頻內容時，必須嚴格遵從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相關法例如版權、私隱及資訊
安全等，確保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站音頻的獲取渠道
能夠運用常用的音頻編輯軟體，並能根據企業需求進行合理的編輯
能夠瞭解及遵守使用音頻的版權程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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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編輯網站視頻內容

編號 107115L3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需求，運用適當軟件編輯網站視頻內容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絡視頻的格式特點

了解視頻編解碼器 (Video Codec) 的特點與應用
了解市場上的串流技術，包括

Unicast/HTTP單點串流技術、
P2P 點對點串流技術、及
Multicast 多點串流技術

明白各種自適性串流技術 (ABS, Adaptive Bitrate Streaming) 的軟硬件要求
了解視頻內容的收集渠道，包括視頻網站、搜尋引擎及自家製作等
判別音頻來源是否合適

2. 運用視頻編輯軟體，編輯視頻內容
包括 Adobe Premiere、Avid Media Composer、iMovie等
根據業務單位之要求，剪輯視頻內容
為視頻內容加插背景音頻及字幕

3. 展示專業能力
獲取資訊或數據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版權條例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等)，確保
在獲取資訊時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視頻編輯軟體的操作，以編輯網站視頻內容
根據實際需要，使用合適解碼及技術發佈視頻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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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維護網站用戶資訊的安全性

編號 107116L4

應用範圍 以管理員身份對網站註冊用戶進行系統管理，排除威脅用戶資訊安全的不利因素，保障網站正常的營運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網站管理用戶資訊的基本方法

登錄網站管理員視窗執行“用戶管理”的基本操作：用戶增加、用戶刪除、角色分配、密碼初始化
登錄網站管理員視窗執行“角色管理”的基本操作：角色增加、角色刪除、分配模組
登錄網站管理員視窗執行“模組管理”的基本操作：模組增加、模組刪除

2. 掌握用戶資訊安全維護的方法
識別網路安全威脅的來源
進行網站安全監測，保證用戶資訊安全
執行安全防禦措施，保證用戶資訊安全，包括：

用戶身份認證技術
針對用戶資訊的備份
對用戶資訊文檔進行加密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管理網站用戶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確保在處理資訊時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用戶資訊管理的基本操作
運用合適的用戶資訊安全維護的方案及識別安全威脅的來源以保障用戶資訊安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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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網站內容

編號 107289L4

應用範圍 在電子商務網站的營運過程中，管理網站後勤系統及外部系統的數據，實現對網站內容的操控。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執行網站文檔資訊管理方法

網站編輯內容
編輯資訊：正文編輯/便捷功能/圖片支援直接粘貼上傳/支持其他外掛程式
支持多種文檔類型：普通類型/ HTML類型/外部檔案類型/外部連結類型/多附件支援
支援”所見即所得”編輯方式：文章編輯預覽/圖片資源管理/多種格式附件檔支援/多附件上
傳支援/附件直接顯示/附件支援下載、刪除

審核及共用資訊
發佈資訊：靜態資訊發佈/動態資訊發佈

管理評論
資訊的刪除：個別刪除/批量刪除
清單定義：清單顯示定義/清單動態排布/列表過濾
文檔資訊檢索：自訂查詢/全文檢索

瞭解網路安全威脅的來源
監察網站安全，保證用戶資訊安全
執行安全防禦措施，保證用戶資訊安全：運用用戶身份認證技術，針對使用者資訊的備份，
對用戶資訊文檔進行加密

2.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網站內容損害企業及用戶利益的行為
於管理網站內容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站內容管理的概念及特點
能夠運用網站內容管理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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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網站內容整理策略

編號 107117L5

應用範圍 為企業制定網站內容整理策略，為網站維護人員提供指引，確保企業利益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電子商務對信息收集的基本要求

及時：指迅速、靈敏地反映銷售市場發展各方面的最新動態
準確：指資訊應真實地反映客觀現實，失真度小
適度：指提供資訊要有針對性和目的性，不要無的放矢
經濟：指如何以最低的費用獲得必要的資訊
掌握電商企業主要搜集的資訊種類
收集市場訊息
收集新產品開發資訊
統計資訊的收集

2. 分析網上數據的可信度
.gov：政府網站，一般比較可靠
.edu：教育類網站，可能是嚴肅學術研究，也可能是學生的隨意製作
.com：商業網站，最常見，理智地接受
.net：網路服務公司，為商業或個人使用者提供服務
.org：非營利組織，其觀點可能帶有傾向性

3. 評估網絡商務信息的分級
免費商務資訊：對社會和人們具有普遍服務意識的資訊，約只佔5％
收取少量資訊費的資訊：由於採集、加工、整理、更新比較容易，花費也少，是較為大眾化的資
訊。這類資訊約佔資訊庫數據量的10％～20％
收取標準資訊費的資訊：這類資訊採集、加工、整理、更新比較容易，花費也少，是較為大眾化的
資訊。這類資訊約占資訊庫數據量的60％左右，網絡商務資訊大多屬於這一範疇
優質優價的資訊：極高使用價值的專用資訊，如重要的市場走向分析、網絡暢銷商品的情況調查、
新產品的技術資訊、專利技術以及其他獨特的專門性資訊等

4. 掌握電商企業主要搜集的資訊種類
收集市場訊息
收集新產品開發資訊
統計資訊的收集

5. 整理網絡資訊
分類：從網際網路上收集到的資訊往往非常零亂，必須通過整理才能夠使用。分類的辦法可以採用
專題分類，也可以建立自己的查詢系統
初步篩選：在瀏覽和分類過程中，對大量的資訊應進行初步的篩選，確定完全沒有用的資訊應當及
時刪去
網路資訊的加工處理：指將各種有關資訊進行比較、分析，並進行綜合設計，形成新的有價值的個
人資訊資源

6.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的網站內容在設計及運作上均遵從法例及監管組織的規定
防止任何利用企業內部網站內容作舞弊欺騙行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電子商務對信息收集的基本要求
分析及評估網上數據的可信度
能夠根據企業需要制定網站內容整理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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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網站廣告

編號 107118L5

應用範圍 管理網站廣告，包括廣告排期、廣告收益、合同及客戶管理等。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網站廣告管理概念

評估廣告投放：
廣告位的設定，播放日期和時段、播放時長的設定和修改
廣告發佈（一個廣告位上同時發佈多個廣告）
廣告投放（一個廣告同時投放到多個廣告位）

評估廣告排期：
廣告投放計畫自動上線、下線
提前設定廣告在未來的投放時間
分配廣告位上的廣告曝光機率

評估廣告定向：
掌握基本的定向技術：地域定向、星期定向、時段定向、網路定向、流覽器定向、讀者定
向、語言定向、頻道定向、大數據定向及廣告位定向等
以靈活的定向方式與銷售方案相結合，優化廣告策略，增加廣告收益

2. 管理網站廣告的附屬內容
審核及管理廣告合同，包括簽訂日期、客戶、廣告清單等內容
管理廣告客戶：客戶名稱、連絡人、電話、地址、廣告內容等數據
訂立廣告費用：

點擊、表單廣告、等廣告模式的計費
普通計費方式的計算：按點擊計費/包時計費
按效果計費方式的計算：根據行銷目的採取CPM(按展示付費)、CPC(按點擊付費)、CPA(按
行為付費)、CPS(按銷售付費)等方式進行廣告投放結算

3. 展示專業能力
於管理網站廣告時，必須嚴格遵從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相關法例如版權、私隱及資訊安全等，確
保不違反相關條例
執行網站廣告管理方案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基本的廣告管理，包括投放、排期、定向管理等
能夠管理廣告合同及客戶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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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規劃及管理網絡活動的執行

編號 107119L5

應用範圍 通過規劃網路活動及其執行計劃，與客戶進行線上和線下的互動，營造更好的網路經營環境，最終實現企
業總體的行銷目標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根據企業行銷目標，規劃網路活動，包括：

活動背景和活動主題、目的
預期達到的目標和效果
所需要的資源
活動可行性分析：有利因素、不利因素
活動宣傳途徑
參與者獎勵辦法
費用預算

2. 訂立網路活動的執行計劃
訂立宣傳渠道，包括：宣傳題目、宣傳語、人物拍攝、網站、論壇的宣傳和其他網站的宣傳推廣等
訂立人物組織架構：主持、嘉賓、參與者等等
訂立活動記錄，如對話文字的記錄等

3. 運用指標來評估和分析網路活動效用，例如：
活動目標是否達到
資源是否充份地利用
參與活動的用戶數量
用戶的意見回饋

4.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網絡活動規劃和設計方案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規劃網路活動方向
能夠訂立網路活動的執行計劃
能夠評估和分析網路活動效用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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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網站專題內容

編號 107120L5

應用範圍 制定網站專題內容，加強企業宣傳效果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設計網站專題

掌握網站專題頁面製作的要求
首要目標：用搶眼的視覺效果吸引用戶並留下深刻印象
頁面特性：產品頁面簡潔易用，專題頁面絢麗，視覺效果印象深刻
專題頁面時效性有限：專題是有推廣及活動時間限制的，過了時限就很少會有人再訪問該頁
面

訂立專題頁面設計的主要標準
確立用戶體驗(user experience)，溝通需求
訂立專題結構頭圖部分

設計頭圖：專題頭圖的設計有點類似一個更大的banner(橫幅廣告)，但也有著很多的
不同
需要考慮如何巧妙的與下面的內容銜接，而且尺寸更大，細節更多，構圖可以變化
專題尺寸：如微博專題通常都有較多內容，會使得頁面的高度過高，設計時需要適當
的縮短欄目的間距，盡可能的減少頁面高度
頭圖標題：專題頭圖除了有精美的視覺元素外，標題更要重點強調

分析專題設計細節重點
頭圖要有延展性，要注意不同寬屏解析度下的顯示特點
專題交互細節，為按鈕翻頁等交互元素設計各種狀態，會有更好的體驗效果
專題自身的視覺設計的延展和統一

2.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網站專題內容損害企業及用戶利益的行為
於管理網站專題內容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設計適當網站專題內容
能夠分析專題設計重點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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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及評估建立電子商務網站的服務供應商

編號 107121L5

應用範圍 瞭解電子商務網站的服務供應商能夠提供之服務，並能夠選擇合適的服務供應商或伙伴，以提升服務或加
速建站效率。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網站服務供應商/伙伴（如淘拍檔）所提供之服務

掌握服務供應商/伙伴的優勢，包括但不限於：
綜合品牌推廣服務
商務網站設計
產品銷售策略
物流及倉儲配套
容戶服務平台
支付平台

瞭解服務供應商/伙伴之收費模式
按次或時間
按品牌
按產品
按銷售

分析並選擇符合企業利益之服務供應商/伙伴
2. 展示專業能力

在選擇合適的服務供應商或伙伴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並使企業得到最大利益
識別供應商或伙伴能夠遵守相關地區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選擇符合企業利益之服務供應商或伙伴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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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電子商務網站內容規劃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網站內容整體架構

編號 107122L5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的業務策略及發展計劃，建立配合企業營運需要的網站內容整體架構，以幫助企業提供客戶需要
的服務。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制定網站內容架構的主要流程

建立網站營運的主旨
建立網站的主要形式，如採用門戶/文章/論壇的形式
制定網站的主要內容模組或頻道
規劃每個模組或頻道的內容
規劃網站運行的其他附加模組

2. 規劃網站其他內容
訂立企業識別 (Corporate Identity) ，包括: 商標 (Logo)，標準配色，標準字體，宣傳標語等
訂立頁面配置方法、外觀設計
訂立廣告規劃

3. 展示專業能力
制定網站內容時須遵從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相關法例如版權、私隱、商品說明條例等，確保不違
反相關條例
執行網站內容整體架構規劃方案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制定網站內容架構的整體流程
能夠根據不同營銷環境訂立網站內容架構方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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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向顧客提供支援及意見

編號 107123L2

應用範圍 按照企業程序和標準，能在網 站向顧客提供支援和諮詢服務。負責員工所提供的支援水平僅屬於一般產
品/服務的查詢，複雜的技術支援/諮詢將會轉介給適當的技術人員或部門跟進。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一般顧客支援相關知識

明白顧客關係和顧客服務的重要性
掌握機構的顧客服務程序
掌握人際溝通技巧，包括：

讓顧客感到親切有禮
表現真誠及願意提供協助
讓顧客感到安心及可信賴
客觀中肯

掌握基本的顧客服務技巧
掌握產品╱服務的功能和特點等

2. 向顧客提供支援及意見
當顧客提出要求或需要幫助時，運用適當的提問技巧並跟據相關的工作指引處理客戶要求
瞭解顧客的問題或需要，並根據設定的銷售講稿／指引，提供適當的建議/支援給顧客，例如：

推薦產品和替代選擇
說明產品的價格，並與其他同類產品比較
介紹產品的功能，包括：優點、限制、操作、安全裝置等
展示產品一般操作和使用步驟
推薦相關附帶配件
對困難問題或查詢，尋求上級協助
能夠有效地處理顧客對企業不同種類產品╱服務的查詢

運用對企業產品及網站設施的良好認識，盡力解答顧客的一般查詢，例如：
提供網站不同功能的位置、所提供的服務
提供價格、推廣優惠及折扣等資料
向顧客清楚解釋為何將他╱她的查詢轉介到其他部門更為合適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提供的意見╱支援可符合顧客需要及要求，並與顧客保持溝通及建立良好的關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應用顧客服務技巧，明白顧客的需求，並能提供適當的意見及支援，以滿足顧客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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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接待顧客

編號 107124L2

應用範圍 這按照企業程序和標準，能夠運用簡單的溝通技巧接待顧客，明白顧客的要求，促成交易。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接待顧客相關知識

明白接待顧客的基本知識，包括:
企業對個人儀容打扮的要求和標準
企業有關接待顧客的程序和標準
說話溝通和人際技巧

明白顧客對零售產品的心理及需求，包括:
透過與顧客交談及觀察，瞭解顧客對產品的喜好和需求
瞭解不同類型顧客的特徵
瞭解企業提供的產品/服務範圍

瞭解接待顧客時需要良好的態度，包括：
禮貌
細心
耐心聆聽
真誠

2. 接待顧客
確定個人儀容打扮符合機構的既定標準
按企業的既定程序，接待顧客和自我介紹，並能令顧客在整個購物過程(包括由進入店舖或網站、購
物經過、以至離開店舖或網站的整個過程)能切身體驗到機構的接待顧客程序
運用良好的顧客溝通技巧，如：以開放式及直接式向顧客發問問題
專業而有禮貌地回覆查詢，並為顧客提供有用的資訊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接待顧客時，能夠符合機構的要求，並能保持企業的形象
具備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態度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禮貌地接待顧客，處理顧客的查詢或交易
能夠按照企業的程序，收集顧客的聯絡及購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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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遵守專業道德及員工守則

編號 107125L2

應用範圍 能夠認識職業道德、員工守則以及香港僱傭條例，在日常工作中，作出配合企業形象的行為規範。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明白專業道德及員工守則相關知識

瞭解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的要求，包括：
個人品德
平等機會
尊重私隱
嚴守企業業務秘密等

瞭解遵守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對企業的重要性
瞭解遵守職業道德及員工守則對塑造專業形象的重要性
瞭解香港僱傭條例

2. 遵守專業道德及員工守則
確保個人行為符合企業既定的員工守則
確保個人行為符合專業道德的基本要求
於日常工作中，能夠保持持平、公正及積極的態度
能夠配合整體零售業務的營運，協助企業的業務發展
遵守香港僱傭條例之規定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作出損害企業及顧客利益的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遵守企業指引，協助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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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與顧客關係

編號 107126L2

應用範圍 按照企業程序和標準，能夠與顧客建立關係，瞭解顧客的採購需求，提供適當的信息協助顧客選擇合適的
產品，並引進企業的新產品和服務給顧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建立顧客關係的知識

瞭解良好的顧客關係的重要性
掌握企業有關顧客服務的政策和程序
瞭解保存顧客資料庫的法例要求
掌握建立顧客關係的技巧，如：

良好的溝通能力
良好的個人形象
瞭解顧客的心理
能夠處理困難的顧客

2. 建立與顧客關係
使用各種正式和非正式渠道與顧客接觸，例如：

電郵／線上交談／面書
網站顧客意見表
傳真方式等

運用恰當溝通技巧，與顧客建立信任
確定顧客採購的需求

通過觀察交談內容
主動詢問如何幫助他們
通過企業的顧客資料庫

提供顧客服務
給顧客留下良好印象
對顧客查詢提供準確的信息
提供滿足顧客需求的產品
向顧客推介適合的新產品

按照企業的指引收集顧客的資料，用作未來推廣用途
3. 展示專業能力

遵守企業指引，不能在建 立顧客關係時作出欺騙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與顧客建立關係，瞭解他們的需求，並協助顧客選擇合適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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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良好溝通技巧促成交易

編號 107127L2

應用範圍 能夠運用良好溝通及人際關係技巧，與顧客作出良性的互動，從而取得顧客的信任及承諾，協助企業電商
零售業務的發展。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顧客溝通相關知識

認識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
瞭解企業既定的顧客服務表現準則
明白與顧客建立良好關係及作良性互動的重要性
瞭解能與顧客作良性互動的元素，包括：

運用有效的聆聽及提問技巧
能準確瞭解顧客的需要、投訴，並能迅速處理
嚴格遵守顧客關係策略
提供優質的服務環境等

瞭解企業既定的匯報顧客意見、投訴程序及正確途徑
2. 運用良好溝通技巧促成交易

按照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及指引，與顧客作互動，例如：
在適當時機，熟練地向顧客推介機構的產品及服務
用心聆聽顧客的需要或查詢
以禮貌的態度，聽取及記錄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等的意見、投訴

適當地向顧客提供服務，包括：
按照企業指引，以專業的態度與顧客溝通
在企業授權的範圍內，盡量滿足顧客合理的要求
在必要時，詳細、準確及在保障私隱的情況下記錄顧客的資料
盡量向顧客取得日後聯絡的方法，協助企業的業務發展

按照企業既定的指引適當地處理激動及提出難題的顧客，包括：
盡量不刺激顧客，並將他／她們的情緒降溫
盡量提出合理、機構容許及能有效補償顧客的方案
在必要時，將顧客轉介上級處理，但仍需從旁協助

確保與顧客的溝通均符合企業既定的顧客服務表現準則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與顧客溝通，防止任何欺騙等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顧客溝通及人際關係技巧，與顧客作出良性的互動
能夠取得顧客的信任及承諾，以協助企業的電商零售業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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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顧客心理行為

編號 105078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顧客服務相關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分析和判斷能力。能夠掌握
消費者行為心理，並能運用一般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促成交易。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消費者行為相關知識

瞭解個人買家特性
文化因素
社會因素
個人因素
心理因素

瞭解購買決策過程
購買角色

發起者
影響者
决定者
購買者
使用者

購買決策過程
問題認知
資訊搜集
方案評估
購買決策
購後行為

2. 掌握顧客心理行為
針對消費者心理行為的特質，提供適當的產品／服務建議，務求使顧客加快作出購買決定
分析競爭對手產品╱服務的優缺點
掌握銷售一般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

3. 展示專業能力
具備以顧客為本的服務態度，確保顧客滿意機構的產品和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消費者心理行為，並能運用一般產品／服務推廣及銷售技巧，促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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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顧客投訴

編號 105079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顧客服務相關工作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判斷能力。能夠按照機構
程序和準則，有效地處理顧客投訴，並加以跟進，確保顧客滿意。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顧客投訴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既定處理顧客投訴的指引和程序
優質顧客服務
處理高要求顧客的指引
獲機構授權調解顧客投訴的人員及其權限
有關轉介投訴個案的程序
有關調解投訴的程序
瞭解機構的產品和服務
瞭解零售相關的條例，例如：顧客的權利、消費者權益等

具備良好的人際關係和溝通技巧
瞭解工作崗位的職權和責任
掌握良好的溝通和聆聽技巧

2. 處理顧客投訴
瞭解顧客投訴的細節和原因，包括：

與服務或產品有關
事件發生的時間
事件發生的地點
當時所涉及的員工
事件的其他細節

根據機構處理投訴的指引，採取解決問題的適當措施
將個案轉介給合適的人處理
提供合適的解決方法，如：補償、致歉等
通知顧客調查的進展和結果，並確保顧客滿意
記錄投訴並有改善行動計劃，定期檢討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保持禮貌、理性、同理心及具有細心聆聽的技巧
運用人際溝通技巧，建立和維持優質的顧客服務關係
在處理顧客投訴時，要兼顧機構及顧客的利益，並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投訴個案的細節和原因；
能夠為顧客提供適當的解決方法，並加以跟進，確保顧客滿意；及
能夠記錄投訴，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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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優質顧客服務計劃

編號 107128L3

應用範圍 能夠按照企業既定顧客服務計劃、程序及標準，執行顧客服務管理、提供優質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求及
協助企業電商零售業務的發展。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優質顧客服務的相關知識

熟識企業產品的特性及功能
瞭解企業顧客服務計劃
明白優質顧客服務的定義，包括：

優質服務與服務的分別
優質服務的形式

顧客認知
顧客期望
標準服務與真實服務之間差異等

瞭解管理電商零售行業服務之元素，如：
顧客增值服務
顧客服務文化
顧客滿意度等

瞭解電商零售業界服務人員必須遵守的規則及具備的技巧，例如：
紀律及服務守則
良好的溝通技巧
良好的個人形象
瞭解顧客的心理

2. 執行優質顧客服務計劃
按照企業顧客服務的標準，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例如：

掌握影響顧客選擇產品或服務的各種因素
耐心聆聽顧客的查詢/意見
辨識顧客的真正需要，妥善處理顧客的問題
分析顧客意見或投訴
服務質素記錄管理
顧客檔案及信息管理
顧客服務管理電子化，包括：

網頁資料庫
顧客資料保密數據庫等

因應市場環境的改變，檢討企業的優質服務準則及所提供的顧客服務的質素，提供改善的建議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顧客個人資料時尊重個人私隱，未獲授權前絕不向第三者透露、轉移或轉售任何顧客資料
在執行顧客服務計劃時，必須兼顧企業及顧客的利益
以誠懇態度及良好人際溝通技巧，建立和維持優質的顧客服務關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企業既定的指引，執行顧客服務管理
能提供優質的顧客服務，令顧客對企業的產品/服務留下良好的印象，以鞏固及發展企業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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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作業程序

編號 107129L3

應用範圍 按照企業程序和標準，能夠運用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系統協助接待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求
及發展企業的電商零售業務。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相關知識

明白企業應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原因及價值
降低營運成本
提升轉化率
提高客戶回購率
提高銷售額
提高管理水準等

明白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基本模組分類，包括：
銷售模組
行銷模組
客戶服務模組
呼叫中心模組
電子商務模組等

熟識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基本功能及特性
2. 執行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作業程序

按照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系統作業程序，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例如：
接待顧客和自我介紹
辨識顧客的身分
耐心聆聽顧客的查詢╱意見
妥善處理顧客的問題，並為顧客提供有用的資訊
運用企業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功能，如數據庫、網路、語音、多媒體等多種技術，令顧客能
切身體驗到企業的優質接待顧客程序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接待顧客時，能夠符合企業的要求，並能保持企業的形象
具備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態度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機構應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的原因、價值、功能及特性
能夠按照企業的程序，運用顧客關係管理系統，有禮貌地接待顧客，處理顧客的查詢或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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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編製顧客關係管理系統數據報告

編號 107130L4

應用範圍 能夠使用不同的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編製數據或報告，協助企業電商零售業務發展。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知識

檢視企業顧客關係管理的目標，如提供更好的顧客服務，以訂立合適的數據報告
運用企業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的功能、內容及操作程序，以識別合適的數據包括：

儲存資料的類別、層次及時限
提取資料的方法、程序及權限
編製數據或報告的方法等

瞭解不同部門／工作單位對顧客數據的要求，包括：
資料的詳細程度
資料的適時性
資料的敏感性等

瞭解相關法例的規定，例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掌握操作電子化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的技巧

2. 編製顧客關係管理系統數據報告
根據企業不同部門／工作單位的要求，從不同的顧客關係管理系統搜尋及讀取所需數據
確保數據或報告的表達方式、格式等，能符合各不同部門／單位的需要
利用顧客關係管理系統所提供的數據及報告，協助設計相關的顧客關係管理活動
訂立各部門的權限，確保部門或單位只能取用與其業務相關之數據或報告
因應電腦軟硬件的技術提升，調整或改變從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編製數據的方式及程序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使用用顧客關係管理系統時，能保障企業及顧客的利益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地使用企業顧客關係管理系統，為有關部門／單位編製所需的數據及報告

備註

5-22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檢討產品及服務以維繫顧客的滿意度

編號 107131L4

應用範圍 能遵循企業指引，確保顧客滿意機構所提供的產品╱服務，並通過定期檢討產品服務，以維繫顧客的滿意
度。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影響顧客滿意度的因素

瞭解顧客關係和顧客服務的重要性
掌握企業的顧客服務程序和政策
瞭解企業、商店或網站所供應的產品╱服務
瞭解影響顧客滿意度的因素：

產品╱服務的特點
產品╱服務的價格
質量穩定性
包裝美觀及安全性
產品多樣化

掌握顧客調查和分析的技術
2. 檢討產品及服務以維繫顧客滿意度的穩定性

進行市場調查，分析顧客的需求和對產品╱服務的滿意水平，例如：
定期進行尊貴顧客調查
在零售網站定期進行焦點小組／一般顧客的調查
在企業網站及各服務點全方位進行調查

掌握產品╱服務的表現數據
與競爭對手比較表現及分析市場的銷售策略
根據市場調查報告，制定提升產品╱服務的計劃，例如：

市場營銷和推廣策略
形象革新
重新包裝
價格調整
網站升級及更新
增加存貨
進行內部員工的培訓

與有關各部門協調，推行改善計劃
監控產品╱服務的表現和滿意度，對於經常表現欠佳的產品╱服務，考慮終止售賣或提供

3. 展示專業能力
檢討產品╱服務時，維護企業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在檢討產品或服務時，不可作出欺騙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市場調查資料，檢討顧客對企業的產品╱服務水平，以維繫顧客對企業的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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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神秘顧客活動

編號 107132L4

應用範圍 管理零售神秘顧客活動，從而掌握實際的顧客服務表現，進一步實踐及提高整體服務水平，協助電商零售
發展。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神秘顧客活動知識

瞭解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
瞭解企業既定的銷售目標及策略
瞭解神秘顧客設立的主要目的，包括：

通過員工服務質素的評核，改善企業之零售業務
表揚服務出眾的零售店舖及網站的相關傑出員工
提供資訊以進一步提升企業的顧客服務

瞭解提供神秘顧客計劃服務的組織，以及參與計劃的指引、義務及權利等
瞭解神秘顧客計劃的一般評審標準，例如：

線上及線下的購物環境
線上及線下的購物體驗
線上及線下的交易完成的過程等

掌握閱讀神秘顧客計劃評審調查結果重點資料之技巧
2. 管理神秘顧客活動

根據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及銷售策略，決定神秘顧客計劃是否適用於企業的零售業務，以及參與的
程度
與提供神秘顧客計劃活動的組織協調，定出參加計劃的具體安排，包括：

決定企業的實際零售組別
神秘顧客的探訪週期及次數
參與計劃的時間表，如全年期數

管理神秘顧客計劃活動的細節及協商評審的準則，例如：
購物環境(線下)

服務員工的儀表
店舖管理

購物體驗(線上及線下)
服務員工的協助
對銷售商品╱服務的知識
服務員工的態度及主動性
商品╱服務存貨及價目資料

交易完成之過程(線上及線下)
收銀服務
客人離去
售後服務
團隊精神等

審閱神秘顧客計劃完成後的調查報告，並向上級提交改善的措施，例如：
企業的整體表現，總結及資料數據
企業與所屬組別公司之表現比較
企業與整體零售行業公司之表現比較
零售行業趨勢分析
企業之服務趨勢，包括每項評審準則之表現趨勢
建議的嘉許行動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管理神秘顧客活動時，堅持以顧客為中心的服務態度
尊重神秘顧客計劃調查報告的客觀事實，不作隱瞞或欺騙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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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妥善管理企業參與的零售神秘顧客活動，從而掌握企業實際的顧客服務表現，以提高電商零售
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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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檢討顧客服務計劃

編號 107133L4

應用範圍 能根據企業策略和目標，有效地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以改善顧客服務，發展電商零售業務及提
升企業形象。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顧客服務相關知識

瞭解企業的電商零售策略和目標
瞭解企業的顧客服務計劃及服務指標
瞭解訂定顧客服務指標之方式，例如：

服務指標量化（例如：統計所接獲投訴／意見的數量）
顧客質素之標準
顧客瞭解的程度
服務期望
顧客服務之標準質素與服務期望之差異
改進服務質素之成效
服務優勢等

2. 檢討顧客服務計劃
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包括：原則、範圍、方法、步驟、流程、保密性及限制等
訂立及量化顧客服務績效指標，例如：

按營業額
顧客線上及線下到訪次數
按利潤回報
按投訴個案數目
新增顧客及流失顧客比例等

訂立顧客服務計劃的評估方案
評估範圍
評估方法
評估步驟
跟進及改善服務管理

檢討顧客服務計劃
制定改善服務計劃的報告

3. 展示專業能力
按照企業的策略及目標，檢討顧客服務計劃
具備專業態度，並確保顧客滿意企業的服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根據企業的目標，評估顧客服務計劃及績效指標，以改善顧客服務及發展企業電商零售業務
能訂立顧客服務評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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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顧客滿意質素保證

編號 105084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顧客服務相關的員工。應用技能涉及批判性分析，評估和決策能力，能
夠制定機構的顧客服務質量保證機制，確保顧客接受最優質的顧客服務，促進機構的良好形象。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優質顧客服務管理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的業務策略和目標
瞭解機構的顧客服務策略
瞭解服務質素管理，例如：優質服務標準
瞭解影響服務質素的因素

顧客滿意度
顧客忠誠度
全面品質管理的文化

瞭解顧客服務的表現指標，如：
量化服務指標
顧客對服務質素之標準
顧客瞭解的程度
服務的期望
服務標準和服務期望之間的偏差
承諾的服務水平

2. 制定顧客滿意質素保證
運用調查統計資料，瞭解顧客對有關機構服務的滿意度
分析實際的服務質素與機構承諾的服務質素之間的差距
制定機構的優質服務標準，如：

員工的服務水平承諾
退貨承諾等

制定信息披露計劃，以改善服務，並在機構內建立優質質素保證的文化
制定質素監控，監測服務水平的標準
制定對顧客質素保證的培訓計劃，令不同職級的員工均能獲得培訓機會
制定服務質量審查和改進程序，檢討服務水平，並作出改善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顧客滿意質素保證時，能兼顧顧客和機構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調查資料，找出機構服務質素的不足之處；及
能夠制定符合顧客期望和機構業務發展的服務質素保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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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顧客服務的表現準則

編號 107134L5

應用範圍 能夠按照企業的顧客關係策略，訂立及推行一套合適的顧客服務表現準則，以提升企業的形象及電商零售
業務。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顧客服務的表現準則知識

瞭解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
掌握企業在推行顧客服務時所涉及的人事及資源調撥
瞭解顧客對所提供的電商零售產品要求，例如：

貨品的種類
貨品的質量
貨品是否合時
貨品的價格

瞭解顧客對所提供的線上及線下零售服務要求，例如：
能否滿意地回應顧客的查詢
能否兌現對顧客作出的承諾
能否照顧顧客特別的需要或要求
網站能否照顧顧客的要求等

掌握電商零售業務內一般的顧客服務績效指標
2. 制定顧客服務的表現準則

根據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訂立所提供的服務範圍及標準
分析顧客的意見，識別顧客對企業服務的要求
為零售業務的顧客服務訂立品質保證的目標
分析不同業務電商零售單位的運作及要求，從而訂立顧客服務的品質標準
透過各種有效的溝通渠道，讓企業各部門員工清楚瞭解及掌握既定的顧客服務表現準則
在日常的顧客服務工作中，實踐全面的品質管理
策劃各項措施，以確保顧客服務能順利推行，包括：

舉行活動，以提高員工對顧客服務承諾的認識
舉行員工培訓活動，提升對品質管理政策及計劃的認知度
確定員工在產品管理方面的培訓需要

策劃各項措施，以推廣重視質量的文化，包括：
建立優秀服務的嘉許計劃，如﹕獎勵計劃、優質服務獎等
建立優質服務活動，加深與顧客的關係，以擴大商機

分析顧客服務表現資料，並與所訂立的標準及績效指標進行比較，以辨別需要加強品質管理之處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嚴格遵守企業既定的顧客關係策略，訂立及推行顧客服務表現準則
必須保障企業及顧客的整體利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分析顧客要求、服務績效及不同單位的運作需要，訂立顧客服務的表現準則
運用各種溝通渠道，讓各級員工清楚明白有關的顧客服務表現準則。根據不同員工的培訓需要，舉
辦合適的活動，以推廣質素指標及文化

備註

5-28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編號 107135L5

應用範圍 能夠根據企業的營運政策及市場發展趨勢，制定顧客服務計劃，提供優質服務，以提高企業的形象及發展
企業的電商零售業務。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顧客服務計劃的知識

瞭解零售行業高質素的顧客服務準則及要求
瞭解所屬企業電商零售的優勢及面對的挑戰
瞭解企業電商零售的政策及未來發展方向
瞭解電商零售行業市場環境之變化趨勢
瞭解政府政策及措施對電商零售行業及制定顧客服務計劃的影響
瞭解競爭對手在顧客服務方面相類似的措施

2. 制定顧客服務計劃
能夠根據企業的營運政策及市場發展趨勢，制定電商零售行業顧客服務計劃，包括﹕

制定服務作業系統
系統藍圖及架構組織
關鍵服務人員計劃

制定企業日常運作計劃
顧客服務守則及員工紀律
零售服務設計流程、步驟等

為企業的顧客服務定位，確立目標顧客群組
制定企業電商零售顧客服務計劃

機構零售網頁資料庫
處理電子查詢程序等

確立顧客服務的評估機制
掌握市場變化，適當地調整顧客服務計劃
掌握競爭對手在顧客服務方面的轉變，隨時調整顧客服務計劃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考慮制定顧客服務計劃時，必須保障企業及顧客的整體利益
確保所制定的服務計劃，符合相關法例要求，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企業的營運政策及市場發展趨勢，制定顧客服務計劃，以鞏固及發展企業的電商零售業務
能夠掌握電商零售行業市場變化，適時調整顧客服務計劃，加強競爭優勢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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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CRM) 策略

編號 107136L6

應用範圍 能夠按照企業之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以維持現有顧客、吸引新客源及發掘潛在顧客，從
而發展企業的電商零售業務。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顧客關係管理策略的相關知識

瞭解顧客關係管理的理論，例如：
電商零售市場及顧客定向
良好顧客關係之利益
發展顧客關係之目的

保留現有顧客
爭取新的顧客
顧客價值最大化

瞭解電商零售業顧客之一般性及獨特性
瞭解電商零售業之顧客關係，包括：

線上及線下交易管理策略
關係管理策略，如：

夥伴關係
顧問及疑難解決關係
聯營關係（公司顧客）
功能關係

貨品供應商在顧客推廣的策略性角色
瞭解企業管理顧客資料庫系統的策略
瞭解企業數據策略及對顧客資料庫系統的關係

2.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按照企業的整體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

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的結構組織
制定維持顧客關係管理的方法、步驟及工作流程，例如：

顧客篩選準則
忠誠客戶方案
經常進行焦點小組探討
發掘新客源的方法
將顧客分類的準則
顧客流失的評估及補救
顧客投訴的處理及跟進程序

利用顧客關係優勢，建立及維持長久的顧客關係，保持顧客對企業服務╱產品的忠誠度
制定顧客關係的革新策略，例如：

探討與顧客的關係
電商零售市場的發展
顧客關係的承諾及回饋方式

探討及強化顧客關係的方法
運用顧客數據庫技術，推行顧客關係策略，如：

制定電腦系統程序
顧客關係與商機的分析
電子化商業聯繫網絡
網上市場的推廣
相關電腦軟硬件的發展及更新

定期檢討企業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評估顧客關係運作效益對企業的影響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戶關係策略時，確保兼顧企業及顧客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在考慮和制定顧客關係管理策略時，必須遵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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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顧客關係管理的專業知識
能夠按照企業之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析、判
斷及評估，有利企業長遠的發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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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顧客服務」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CSM) 策略

編號 107137L6

應用範圍 能夠按企業的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滿足顧客需求，有利提升機構的形象，拓展企業的
電商零售業務。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對顧客服務策略的知識

瞭解制定顧客服務策略之重要性
瞭解顧客服務管理理論，例如：

全面顧客服務配套
服務市場概念，如市場機會
服務操作策略，如資源分配分析
全面服務傳遞配套
目標顧客的區分
顧客服務與溝通管理組合
服務需求與供應策略
服務質素的量度

瞭解競爭對手／行業的服務水平／標準，以作比較
2.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

運用顧客服務管理專業知識，因應企業的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市場組合策略
制定顧客服務管理計劃，例如：

服務管理操作
服務流程組合
服務內容、配套、質素、價格定位
顧客服務推廣策略
電子及網絡服務策略
顧客服務溝通組合策略

訂立外在及內在服務管理邏輯策略，以改變企業之服務文化
改變企業組織或系统的策略，如招聘、培訓、獎罰、僱員投入等
掌握顧客服務審核範圍，如顧客、員工、管理階層、外界人士等

根據既定之服務質素尺度，尋找服務不足之處，制定結構質素改善之策略，以確立顧客服務
質素保證

審核顧客服務所需之投資，預計短期及長期之回報，以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
制定長期顧客服務發展與環球顧客服務策略，例如：

拓展本地顧客服務策略
單一／多元化產品策略
集中或地域多元化策略

中國跨境電商顧客服務策略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時，確保兼顧企業及顧客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在考慮和制定顧客服務管理策略時，必須遵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所屬企業之使命及目標，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滿足顧客的要求
通過制定有效的顧客服務管理策略，以提升所屬企業品牌形象，有利企業長遠發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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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使用試算表進行營運數據分析

編號 107138L3

應用範圍 對市場營銷進行評估包括風險評估、市場預測、成效評估等，為營銷活動和電子商務部門提供數據支持，
使營銷行為有科學依據，提升管理和決策的水平。

級別 3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軟件系統(如EXCEL)的統計功能

掌握軟件系統的基本功能和操作
表單的建立
了解表單各部分的基本功能包括輸入文本、數字、日期和特殊符號，進行單元格的基本操作
掌握快速輸入數據的方法，例如“在多個單元格中輸入相同的數據”、“序列填充數
據”、“雙擊填充柄快速填充數據”、“利用’序列’對話框填充數據”及“自定義序
列”等
掌握及適當使用數個常用數據處理包括“選擇性貼上”、“拆分/凍結窗口”、“篩
選”及“排序”等

根據企業要求，揀選適當的程式進行數據運算
計算排位和百分比排位
計算平均值
計算相關係數

2. 使用軟件統計功能對營銷數據進行分析，協調市場營銷策略
利用軟件系統進行運算，以統計圖表及文字說明結果
以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形式闡釋統計結果，作為對市場營銷和公司其他部門的數據支持

3. 展示專業能力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不同營銷行為的需要來界定要解決的問題，確定分析的目標並選擇恰當的統計對數據進行分
析
能夠辨別數據類型和來源並正確無誤地輸入數據
能夠從市場營銷的角度以口頭和書面的形式表達數據處理結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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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統計及分析採購數據

編號 107139L3

應用範圍 通過對商品採購數據的科學分析，優化進貨策略，提升採購效率，提升消費者滿意度及促進銷量。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採購數據分析的概念和意義及數據的收集方法

瞭解採購數據具體包含哪些數據以及每個數據的意義，能看懂採購表
明白採購數據分析的意義，其對企業發展的作用

2. 能夠對採購數據進行分類
按照商品編碼、商品名稱、商品規格、供應商、商品產地、採購量等進行分類
能夠對分類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某商品的總採購量、總金額； 某商品於特定時間的平均採購量；
某商品的最低、最高採購價格； 某商品採購價格、數量大於平均數值的次數； 某商品得採購數量樣
本標準差、總體標準差等等
能夠按照統計需要設計數據分析的模型，選擇不同的數據組合來說明問題

3. 展示專業能力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保證數據的準確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採購數據的類型和意義
能夠從統計需要對採購數據進行分類，並進行準確分析
掌握數據分析的步驟和方法

備註

5-34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統計及分析銷售數據

編號 107140L3

應用範圍 對銷售數據進行分析和統計，尋找背後的規律和隱含的資訊，從而把握市場發展規律，提升科學管理和決
策的水準。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銷售數據分析的意義及數據的收集方法

瞭解常用的銷售數據，掌握其意義
掌握銷售數據的收集方法及保證數據的準確性：收集以下數據：銷售日期、銷售區域、銷售地點、
經銷商、產品系列、產品名稱、產品價格、銷售額、銷售數量，等等。

2. 掌握各種銷售數據分析的步驟和方法
整體銷售分析：

銷售額、銷售量分析：分析總體銷售額、量，與行業標準比較，從而分析企業的業績狀況
季節性分析：一句行業銷售淡旺季規律，與銷售數據中的銷售行程進行對比，可以提供管道
壓貨規劃和生產運作規劃
產品結構分析：通過總體產品結構分析，瞭解整體產品結構分佈和重點產品表現
價格體系分析：通過總體價格結構分析，提供價格結構調整的合理性建議

區域分析：
區域分佈：分析企業的銷售區域及各區域的表現，檢索重點區域、發現潛在市場，提出後續
的區域佈局策略
重點區域分析：對重點區域的行銷狀況予以重點分析，解析該區域的發展走勢和結構特點，
為未來在重點區域的發展提供借鑒
區域銷售異動分析：對增長或下跌明顯的區域予以分析，總結經驗教訓，以抓住機會、避免
潛在的威脅
區域產品分析：將重點區域中的產品結構進行實踐上的橫向對比，進行多要素複合分析

產品線分析：
產品線結構分析：分析產品系列和單產品結構分布，檢索重點產品發展趨勢及新產品的市場
表現
重點產品分析：針對重點產品進行分析，發現存在的問題，提供產品改進意見
產品區域分析：通過對產品的銷售區域分佈的分析，區分重點產品及一般性產品，為產品線
的劃分和進一步細化提供參考

價格體系分析：
價格體系構成分析：劃分出符合實際的價格區間劃分標準，尋找主導價位
價格產品分析：主導價位區間的趨勢分析，主導價格區間的產品構成以及發育狀況，分析主
導價位產品成長空間
價格區域分析：各區域的價位構成分析，尋找各區域的主導價格以及價格層次的產品線戰略
分佈

3. 展示專業能力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保證數據的準確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銷售數據的概念和意義；
能夠針對數據分析收集數據，保證數據的準確性和可用性
掌握數據分析的步驟和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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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解讀各類財務報表

編號 107141L4

應用範圍 瞭解財務報表的含意，從而瞭解企業的財務狀況，為市場行銷和企業經營做指導。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報表的類型和構成

瞭解財務報表的類型
按服務物件分：對外報表、內部報表； 按報表內容分：主表、附表； 按編制報送時間分：中
期財務報表、年度財務報表等
掌握財務報表主表的構成： 資產負債表；利潤表；現金流量表
掌握財務報表附表的構成

解讀財務報表
解讀資產負債表： 資產負債表的意義； 資產負債表中每個項目的含義。

解讀利潤表
利潤表的概念和結構； 利潤表中每個項目的含義：營業收入、營業利潤、利潤總額、淨利潤
解讀現金流量表
懂得並掌握財務報表中數據的含意，分析存在問題的角度和方法

觀察利潤表，對比今年收入與去年收入的增長是 否在合理的範圍內
看企業的壞賬準備
看長期投資是否正常
看其他應收款是否清晰
看是否有關聯交易
看現金流量表是否能正常地反映資金的流向

2.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資料時，必須確保數據的保密性及準確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財務報表的類型和構成
解讀財務報表並分析存在問題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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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實用的財務統計和分析系統

編號 107142L4

應用範圍 以管理會計、財務管理及財務分析等相關理論為依據，通過財務分析系統來輔助進行財務數據分析，以支
援財務決策。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財務分析的方法及瞭解財務分析軟件的常用功能

分析方法包括：財務報表分析、財務指標分析、財務比率分析、財務綜合評價及財務預警
常用功能包括：財務數據採集及分析、報表分析、核算分析、財務效率分析、專項財務分析、集團
財務分析、風險預警、評分法及財務審計等

2. 能夠使用財務分析軟件完成各項財務統計功能
能夠使用財務軟件完成上述功能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資料時，必須確保數據的保密性及準確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財務分析的方法
瞭解財務分析系統的各種功能並能實際操作，並使用常用財務分析系統完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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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銷售額與毛利率

編號 107143L5

應用範圍 通過對銷售毛利率的分析，檢測企業的營運情況，評估企業的經營狀況，預測企業盈利能力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毛利率的定義及運用，以評估經營狀況

瞭解銷售額和毛利率的定義
運用毛利率的計算公式，準確計算毛利率

2. 對毛利率的分析
分析毛利率以尋找提升利潤的空間及時發現各經營環節的問題
檢視數據的準確性與可比性
掌握各種分析物件，如銷售客戶、銷售品種等
掌握各種分析角度，如預算比較與近期比較與上年比較等
掌握某期間公司整體毛利率情況
分析具體品種毛利率變化以及銷量變化
分析品種毛利率變化，並評估對未來毛利額的影響
檢討並提出提升毛利率的措施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資料時，必須確保數據的保密性及準確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毛利率的計算公式
能夠分析銷售額與毛利率，以評估經營狀況及預測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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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投資回報率

編號 107144L5

應用範圍 通過計算投資回報率，判斷企業經營業績的優劣，還可以作為選擇投資機會的依據，以此來優化資源配
置。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投資回報率概念和計算公式

投資回報率的構成要素和計算公式
投資回報率與利率的區別

2. 掌握投資回報率的計算方法
租金回報率法
租金回報率分析法
內部收益率法
簡易國際評估法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析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投資回報率概念和計算公式
能夠分析投資回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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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企業經營利潤

編號 107145L5

應用範圍 在規劃與經營過程中，通過利潤分析，瞭解企業的現金流的狀況，判斷企業的盈利能力和企業價值。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利潤的概念和計算公式

瞭解利潤的概念，利潤的計算公式
瞭解利潤分析的意義

2. 掌握利潤的分析方法
利潤業務機構分析

期間費用分析
投資收益分析
營業外收支淨額分析 賦稅分析

利潤的產品結構分析
主營業務收入產品構成分析
產品單位生產成本影響因素分析

利潤的實效結構分析
利潤穩定性分析
利潤增長性分析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析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利潤的概念和計算公式
掌握利潤的分析方法

備註

5-40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撰寫經營數據分析報告

編號 107146L6

應用範圍 以經營數據分析為基礎，對企業經營情況進行分析並以報告的形式總結出來。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經營數據分析報告的主體內容的寫作

整體經營情況的分析
本期的銷售變化趨勢情況
本期內進銷毛利率的變化趨勢
本期內毛利率的變化趨勢
整體銷售小結

各品類的經營情況分析
各品類的經營占比情況
幾大品類的變化趨勢
各品類銷售占比的同比變化情況

顧客分析和競爭能力分析
客流量和客單價的同比分析
客流量和客單價的變化趨勢

2. 掌握經營報告的一般性內容的寫作
總結各項經營指標的完成情況

半年、全年工作總結
制定未來的展望，提出要求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析報告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經營數據分析報告的寫作要點、各部分組成
能夠寫經營數據分析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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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並制定大數據策略

編號 107147L6

應用範圍 透過整合各類的數據，包括但不限於客戶網上的行為數據、物流數據、市場數據等，作出分析並預測銷售
趨勢。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收集數據的不同渠道

從網站及社交媒體收集客戶的網上行為
根據他們的習慣、喜好、年齡、性別等資訊來作出分析，從而預測購物趨勢，再推介合適的
產品給目標客戶

市場大數據
利用大數據計算潛在風險，如偵測欺詐行為及產品庫存錯配

2. 掌握用於大數據的資料架構、模組分析等
掌握資料量（volume）、速度（velocity）與資料多樣性（variety）的三大特徵

3. 展示專業能力
收集數據時確保不涉及個人資料
確保分析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大數據的收集、儲存及分析並用於調整企業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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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資料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並制定企業投資及融資渠道

編號 107148L7

應用範圍 以經濟學知識為基礎，利用計量經濟工具和統計工具，對企業投融資的渠道進行分析並制定相關策略

級別 7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並制定企業投資渠道

分析及預測直接投資：（投資於生產經營）對企業財務上的影響；
分析及預測間接投資：（把資金投放於證券等金融性資產）對企業財務上的影響
對企業投資渠道進行分析並制定相關策略

2. 分析並制定企業融資渠道
瞭解企業融資的渠道包括基金組織、銀行承兌、直接存款、銀行信用證、委託貸款 、直接投資、對
沖資金、貸款擔保等
對企業融資渠道進行分析，並預測對企業財務的影響，以制定相關策略

3. 展示專業能力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進行分析並制定相關策略，防止虛假行為
在考慮和制定相關策略時能夠符合企業發展利益並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確保不違反相
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分析企業投融資的各渠道的利弊
根據企業的情況，對企業的各投融資渠道進行分析，並制定合適的投融資策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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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貨運常用文件

編號 104956L1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機構物流部門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必須按照機構既定的文件處理程序，在督導
下，能夠處理日常的貨運常用文件。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物流文件相關知識

瞭解各類日常需要處理的物流運作文件，包括:
採購及貨物相關文件（例如：採購訂單、發票等）
安排托運程序文件（例如：提單、空運主／付運單、海運單等）
本地運輸文件（例如：到貨通知、送貨指示、接收記錄等）
檢查、保險及跟單信用證（例如：檢驗安排通知、保單等）
本地貿易服務發票及付款文件（例如：付款指示、付款確認書等）

瞭解處理相關電子文件的流程
瞭解應用各類電子文件的相關法律責任
懂得操作機構用來處理相關電子文件的軟件

2. 處理貨運常用文件
按機構和相關單位的要求，利用相關的文件樣版（template），準備個別物流作業程序所需的文件
發送文件至有關的單位
接收來自相關單位的電子文件，並按電子文件的處理流程來進行
將電子文件相關的數據輸入文件系統
按照機構程序存儲文件的副本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限期之前，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及程序，處理好貨運文件
以嚴謹的態度工作，不可擅自對貨運文件作任何違規的處理或改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指引，在督導下，確保在限期前處理日常貨運常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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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接收存入的貨品

編號 104957L1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分發中心或倉庫。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日常常規性的工作，在各種可預計及有規律
的情況下，根據機構的程序接收及記錄貨品。

級別 1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貨品處理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存入貨品的政策及程序
瞭解接收貨物涉及的文件
認識機構的庫存機制
瞭解分發中心或倉庫的基礎建設
瞭解儲存接收貨物的程序
瞭解所存入貨品的儲存要求，包括：

溫度
燈光
是否易碎
濕度
危險品處理，如：酒精類貨品、石油氣類貨品等
先入先出或其他方法
保安等

瞭解需課稅的貨品（例如出倉便要課稅）
瞭解機構之職業安全健康指引

2. 接收存入的貨品
檢查送貨文件並與購貨記錄核對，如︰訂單編號、內容、數量、包裝規格等
檢查條碼可讀性（或其他可掃描標記）
卸下貨品及檢驗有否損壞
採取適當的步驟處理損壞的貨品，如︰

隔離完整及損壞的貨品
通知供應商
擬備退貨通知
安排運輸
如有需要，通知公正行以作第三方記錄

按照機構程序儲存所接收的貨品，並照顧到儲存的要求，包括：標籤、溫度、濕度、安全及儲存位
置
按照機構程序更新庫存記錄
按照機構程序保存與存入貨品所有相關的文件

3. 展示專業能力
遵守有關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指引，接收存入的貨品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盜竊等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的程序查證存入貨物有關的文件，並完成儲存貨品所需的程序；及
能夠記錄存入貨品的資料，確保庫存記錄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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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於分發中心包裝貨品

編號 104958L1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分發中心或倉庫處理貨品的員工。能夠在督導下，按照既定的要求，在分發中心處
理包括但不限於機構的貨品，並按其性質進行妥善的包裝，方便日後的運送及銷售活動。

級別 1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包裝貨品，包裝工具及機械的知識

認識機構所生產／購入的貨品，並且需要包裝的不同貨品
認識各類貨品在包裝上不同的需要
分辨各類貨品的標籤
瞭解機構對貨品包裝既定的守則／程序
瞭解各類型包裝工具及機械的操作
掌握基本的貨品包裝技巧

2. 於分發中心包裝貨品
在工作地點、倉庫或分發中心實際進行貨品的包裝
按貨品不同的性質進行妥善的包裝，如：

形狀／體積／重量
堆疊方式
食品／非食品
易碎貨品
包裝強度／韌度的規定
指定的包裝物料
需配合的運送方式（陸運、海運或空運）

有需要時在包裝上加入額外的標籤於合適產品位置上，如：
食物成份標籤
食物營養標籤
使用期限標籤
易燃／易碎／毒藥等的警告標籤
貨品擺放的指示（例如上下方向）
貨品安裝指示

操作包裝工具及機械
以外箱標籤清楚顯示已完成包裝貨品資料
將包裝好的貨品妥善擺放／堆疊，方便其後的運送及銷售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工作態度，按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指引，包裝貨品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盜竊等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在分發中心或倉庫分辨不同的貨品；及
能夠按指示及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指引，將不同性質貨品進行妥善的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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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貿易文件

編號 104959L2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擔處理貿易文件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必須在督導下，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
及程序，處理貿易的文件，使貨品交易得以順利進行。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貿易文件處理相關知識

瞭解處理一般貿易文件的知識
識別本地及貿易不同之處，及相關貿易文件的差異
瞭解與貿易相關的法例，尤其是針對貿易的規定

2. 處理貿易文件
辨識機構日常進行貿易所需的文件種類：

採購文件，如訂單、發票等
托運文件，如提單、空運單、海運單等
送遞文件，如到貨通知、送貨指示、接收記錄等
保險、電匯及信用證，如檢驗安排通知、保單等
入口證、報關文件、配額申報、衛生證等
貿易服務發票及付款文件，如付款指示、付款確認書等

按機構的程序，在督導下，準確及迅速（在限期之前）地處理貿易文件，包括：歸類、核對、計算
等

核實跨國運輸的交通安排（空運、海運、鐵路運輸等）是否如實反映在相關文件內容中
計算跨國運輸所牽涉的額外成本
核實跨國運輸的包裝（如易碎貨品）及載貨方式（如需全程冷藏的酒類），是否如實反映在
相關文件內容中
將處理好的貿易文件存檔（人手或電腦入檔）、有需要時預備副本分發給相關部門／夥伴機
構等

當對貿易文件內容有疑問時，立即向上級匯報，並要求賣家澄清及作出更正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限期之前，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及程序，處理好貿易文件
以嚴謹的態度工作，不可擅自對貿易文件作任何違規的處理或改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在限期之前，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及程序，處理好貿易相關文件，使貨品交易得以順利進行；
及
當對貿易文件內容有疑問時，立即向上級匯報，並要求賣家澄清及作出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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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貨品交收

編號 104960L2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倉庫負責物流的員工。這能力應用在熟悉的日常、可預計及有規律的工作環境中，
能夠按照機構的程序及指引，正確完成接收及交付貨物的程序。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交收貨品相關知識

瞭解所交收貨物的特定知識，包括：
貨物的處理程序
一般包裝名稱及物料
瞭解標示及標籤
來源地／目的地名稱、所屬國家及代號
分辨普通貨物、特殊貨物及危險貨物
保質期
條碼可讀性等

瞭解交收所需文件及記錄
瞭解交收的基本程序及有關費用

2. 安排貨品交收
編排收貨排程，配合倉庫運作需求及盡量減少供應商等候時間
審閱貨運服務訂購記錄
目測貨物外觀是否合格
查驗送貨人／收貨人身份
收取客戶應付的運費、保管費及其他相關費用（如適用）
依照程序點收貨物和文件 、核實貨物、標示及標籤和簽收
遇上特殊情況時，能與上級及其他相關人士作出溝通
在交收貨品時，能夠和對方核實貨物資料、數量、文件及載運等，確保與文件所載內容相符

3. 展示專業能力
嚴格地按照機構的程序及指引，安排貨品交收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盜竊等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的程序和指引，執行貨品交收；及
能夠正確地 檢查文件所載與貨物是否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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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於分發中心接收退回的貨品

編號 104961L2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分發中心或倉庫處理貨品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涉及一些評估性工作，在按照既定
的指引及程序，能夠在分發中心或倉庫處理退回的貨品，並確保退貨記錄正確無誤。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退回貨物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退回貨物的政策和程序
懂得因應情況處理有問題貨品的儲存
瞭解退回貨物時所涉及的文件
明白機構庫存的機制
瞭解分發中心或倉庫的基礎設施
瞭解機構的職業安全健康指引

2. 於分發中心接收退回的貨品
評估貨品，確定退回貨品的原因，如：

超額供應
錯誤送遞
過期貨品
貨物在運輸途中受損，例如蟲蛀等

將退貨與分發記錄核對
將無損的貨物送回倉庫儲存
按照機構程序更新庫存記錄
按照機構程序儲存退貨文件
記錄有問題貨品的細節，例如拍照

3. 展示專業能力
遵守有關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指引，接收退回的貨品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盜竊等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的程序完成退貨的工作，將無損的貨物送回倉庫儲存；及
能夠正確記錄退回貨品的資料，確保能反映庫存真實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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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購入貨品的付款

編號 104962L2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貨品付款相關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必須按照機構既定的貨品付款程
序，能夠處理支付予供應商及債權人的款項，包括本地或國際供應商，處理付款金額亦不可超過所屬職位
的權限。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貨品付款的知識

瞭解機構的支付程序及政策
掌握機構的支付記錄系統
瞭解本地及國際付款的基本知識，包括：

稅項
支付方式
支付條款
發票及支付程序

掌握內部支付系統（電子或文檔）
2. 處理購入貨品的付款

按照機構的程序及指引，檢查所收送貨單及發票的準確性
覆核發票與未結算付款記錄，調查及糾正出現的差異
掌握貨品付款方法，如：

現金
支票
電子轉帳 (TT, SWIFT)等

準備與支付有關的文件
向指定人員尋求付款之授權
按照機構程序執行支付和更新內部記錄

3. 展示專業能力
支付貨品的款項時必須按照機構程序，處理的款項必須準確無誤
確保處理付款時，能遵守道德規範，防止任何盗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檢查發票的準確性，並向相關人士尋求付款授權；及
能夠按照機構程序，以適當的方式處理購入貨品付款及更新內部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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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採購

編號 104963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機構採購部門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一些判斷能力，能夠按機構既定的採購
程序及所屬職位的權限，作出選擇，向合適的供應商採購適當的貨品及貨量，以配合零售營運業務所需。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採購貨品的知識

掌握不同貨品的價格、市場需求、佔有率等最新資訊
瞭解貨品的成本結構，以便與供應商進行邊際收益方面的談判
瞭解有關貨品標準及銷售的法規
掌握不同貨品的規格及庫存量要求
掌握公司的採購文件及處理方法
瞭解甄選不同貨品供應商的程序
掌握相關環保產品的新趨勢及規格以供消費者選擇
掌握環保採購的概念及應用

2. 執行採購
根據既定的採購程序及所屬職位的權限，確定所需採購的貨品
根據機構的優勢，與供應商闡釋/商討有關機構市場銷售計劃
根據既定的供應商甄選程序，確定所需貨品的供應商
根據既定的策略向選定的供應商進行採購，包括：

供貨協議
確定不同貨品的規格及採購量
採購價格及週期
處理供應商的要求等

瞭解貨品貯存的方式
收集報價資料，作出比較分析，並按機構擬訂的銷售指標進行採購
協助檢討貨品的類別及範圍
協助計劃及開發貨品的類別
遵守所有相關的政府法例，例如採購時不可用圍標的方式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嚴格遵守機構既定的採購程序及採購權限
執行貨品採購時，必須保障機構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機構既定的採購程序，有效地執行貨品採購；及
能夠處理好採購相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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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貨品進出口

編號 104964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物流、採購相關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一些判斷能力，掌握貨品進出口不同
的程序和要求（例如：國家法例、機構程序、海關程序），以完成貨物進出口的工作，支援機構的零售業
務。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進出口相關知識

瞭解不同的交易模式，如加工貿易、進口、出口和轉口貿易等
瞭解進出口文件、稅務及海關清關的程序
瞭解商業法以及相關國際公約、法規及法例
瞭解香港的貨品進出口條例
掌握進口及出口的安排，如：

離岸價（FOB）
成本和運費（CFR）
到岸價（CIF）
提單(Bills of Lading)
掌握不同的付款方法

瞭解貨品的分類及海關要求的文件
瞭解通關手續、海關證書及轉關安排
掌握機構處理進出口貨物的準則和程序

2. 執行貨品進出口
判別所處理貨品的類型
確定運輸貨品所需的國際法規和許可證
安排完成運輸所需的文件
按照機構程序，確保將完成的文件提交有關單位
計算進出口貨物所涉及的費用支出
掌握海關許可的要求，確立最適合的運輸服務及運輸保險
能提供海關所需的文件及完成所需的程序
監察運輸所需時間，並能夠與各方進行協調，確保貨物如期到達預定的目的地
當進出來貨出現嚴重短缺或品質問題時，安排公正行進行貨品審測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貨品進出口必須遵守有關物流運輸、海關及保稅等方面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判別貨品的類別及海關進出口所需的許可證；
能夠與各方進行協調，以確保貨物到達指定的目的地；及
能夠按照機構的程序，準確記錄進出口貨物所涉及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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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貨品的送遞

編號 104965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分發中心或倉庫處理貨品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判斷能力，能夠管理貨品送
遞（從分發中心送遞到零售店鋪），並能妥善處理在貨品送遞過程中因各種原因之退貨。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送遞貨品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零售供應鏈之程序
瞭解高效率運送程序之重要性
瞭解機構分發貨物及運送的程序
瞭解零售店舖收貨時間要求
瞭解運送貨物相關的文件，如：

申請表格
運送服務申請表
送遞表格
退貨表格
貨品接收表格等

瞭解送遞落貨環境（例如：停車禁區限制、車輛長度及噪音）及要求（例如商場及鐵路站）
瞭解機構零售業務的物流支援
瞭解不同貨品的運輸要求（例如冷凍溫度及危險品限制等）
掌握處理貨物運送的安全程序

2. 管理貨品的送遞
安排合適的送貨模式，包括車輛類別或外判運輸等
按照機構指引，執行運送貨品前的準備程序，包括：

檢查車輛
出發前的文件
對司機的簡介
特別交貨說明等

在分發中心進行貨物檢查，以確認：
送遞文件是正確的
運送工具適合貨物的種類
數量是正確的
貨物沒有受損等

安排運送的路線和時間，包括突發事件的替代路線
管理及督導下屬執行貨品送遞相關工作
能夠妥善處理貨品送遞相關文件，確保所有文件齊全，並將文件存檔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工作態度，按職業安全健康條例指引，管理及督導下屬進行貨品送遞的工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的指引，管理貨品送遞的工作，其中包括督導下屬進行貨品送遞的工作；及
能夠準時、準確地將貨品分發至各零售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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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產品分發過程

編號 104966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物流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一些判斷能力，能夠掌握機構貨品在
批發、經銷、存貨、運輸等有關程序及資料，進行組織及評估，應用於相關的管理工作上。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發產品相關知識

掌握存貨管理與產品分發的目的，包括成本、存貨組合／水平與利潤關係
瞭解機構本身的存貨記錄系統，如：

存貨基本資料
存貨水平控制
電腦應用
存貨報表等

瞭解運輸流程及貨物分發／運送的細節
供應鏈概念
運輸流程
相關電腦系統等

瞭解機構零售業務在供應及分發協議之下要負擔的責任
瞭解客戶對機構零售業務在貨品供應及分發方面的期望

2. 管理產品分發過程
管理／控制存貨數量及貨品種類，包括：

分辨基本及配搭貨品種類
掌握存貨水平控制
檢討貨品配搭與銷路關係
安排補貨與出貨

制定存貨計劃及方式，如：
最佳存貨組合
最佳存貨水平
最佳貨物來源
定位／變位儲存
儲存地點(供應商、分銷倉庫等)

與客戶保持溝通，及提供令對方滿意的產品分發及運送安排
管理貨品的分發及運送，包括：

掌握運輸流程及系統
掌握運輸管理，如儲存地點、運送方式及時間的配合
貨品包裝、運送
監察、保證分發及運送途中產品的質量
貨物的保險安排
解決客戶在產品分發方面的投訴／意見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管理產品分發過程中，必須保障機構的利益，並確保整個產品分發過程都符合監管及法例的要求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機構貨品在批發、經銷、存貨、運輸等有關程序及資料；及
能夠掌握零售貨品之批發和運輸分發管理知識，並應用於相關的管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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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物流安全及健康管理措施

編號 104967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相關的工作場所。此能力的應用具備判斷能力，從而在日常工作中執行物流安全
及健康管理措施，符合機構和監管的要求。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職業安全及健康相關知識

明白基本職安健知識及其應用
瞭解物流部門各級人員的安全責任，包括在法律方面的責任
瞭解機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
瞭解物流運作有關環節及工作地點，所需執行的職安健事宜
認識物流場地潛在的職安風險

2. 執行物流安全及健康管理措施
按職業健康安全管理系統所訂下的程序及指引，先分析各工種及程序的潛在危害，從“人機物法
環”各方面制定合適安全措施，並加以執行，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如：

安全視察
個人防護
預防措施
承包商監管
提供足夠資源、資訊及訓練等
有需要時，按法例規定成立機構本身的“安全委員會”

執行機構的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系統，其中包括：
貫徹管理系統的目標
組織管理委員會進行定期的檢討
執行管理系統機制
執行監管機制，如制定火警逃生路線圖
提供回應制度
為新入職的員工提供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方面的培訓
支援安全委員會與工作小組的工作
執行緊急應變計劃演習(如火警逃生、緊急疏散、電力短路、出現傳染病或鼠害時的處理)

運用基本職業安全管理知識，進行職業安全及健康管理工作，以減少意外發生，管理事項包括：
巡查工地安全
檢查防護措施
評估各類運輸工具/器材的安全
評估基本風險
跟進意外調查
協助推行安全推廣項目
執行工作危害分析
制定蟲鼠害管理
組織相關小組會議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工作，確保物流安全及健康管理措施符合機構及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要求，有效地執行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措施，以減少意外發生，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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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監察存貨量以應付需求

編號 104968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存貨管理相關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批判性地分析及判斷能力，能根據機構的
存貨控制程序，準確地監控庫存水平，以確保有充足的貨存，滿足業務的需求。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庫存管理相關知識

明白庫存控制的重要性
瞭解庫存管理的原則，如：庫存管理的目的、庫存控制、庫存監控等
瞭解機構的存貨政策及程序
瞭解機構的庫存控制系統
瞭解最低送貨量及訂貨所需時間
瞭解不同的庫存監控技術，如：

電子掃描
條碼
電子物品監控（EAS）標籤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 (RFID)

2. 監察存貨量
通過進出文件的記錄，如︰收據、發遞單、票據等，監察倉庫貨物的流動情況
進行庫存記錄，包括：

監測庫存水平
將驗收及派送的貨量輸入庫存系統
記錄所有的差異
向有關單位提供報告和提醒存貨情況
監視存貨的情況，報告快銷、滯銷貨品以及缺貨貨品
監察倉庫空間狀況，以協調入庫計劃

與採購部協調，補充庫存，以滿足需求
協助盤點工作，以更新庫存系統的數據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提供的存貨資料是準確無誤的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地監控存貨和進行庫存記錄; 及
能夠與各有關單位協調溝通，以確保庫存量充足，滿足供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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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存貨程序

編號 104969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庫存監控及管理部門的員工。這能力應用在各種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下，當中
可能涉及一些非常規性的工作。能夠獨立地執行機構既定的存貨程序，以確保相關運作程序能貫徹執行。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存貨管理相關知識

瞭解存貨管理的一般規範
瞭解法例上對存貨程序的監管
瞭解機構對存貨程序的特別要求
瞭解機構的庫存程序，如：

庫存文件
存貨盤點等

瞭解機構庫存系統的實際操作
2. 執行存貨程序

按照機構處理存貨的程序，在各種可預計及有規律的情況下，能夠獨立地執行存貨程序
按照機構的規定發放貨品，如使用先進先出原則（FIFO）
按照機構的規定，記錄及處理損毀的存貨
執行週期及循環盤點工作

安排沒有直接參與倉務管理的人員定期執行盤點工作，監督人員則進行突擊檢查
盤點結果須記錄在案，並與貨倉存貨記錄及會計部記錄互相核對
如發現差異，立即加以調查及記錄，並向管理人員匯報
將盤點結果輸入庫存系統
盤點期間，懂得來貨及訂單出貨的特別安排處理

採用機構既定的庫存程序及文件，確保庫存符合存貨記錄
核對退還及換貨記錄
核對發貨回倉記錄
接收及交收貨品後，盡快（在限期之前）點存貨品，並記錄在案
在發放貨品時，每項存貨記錄均附以經批核的出貨單據作輔證
將單據按連續編號（或其他指定方式）存檔，以便查核

進行存貨保質期檢查，以確保庫存系統記錄的貨品保質期資料準確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工作，確保庫存必須符合存貨記錄，不可對存貨記錄作任何違規的處理或改動
清楚界定獲授權執行修改存貨記錄的人員及其權限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有效地執行機構既定的存貨程序；及
能夠將存貨盤點結果輸入庫存系統，確保存貨記錄準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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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介紹貨品

編號 104970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機構負責處理貨品的員工。能夠清晰地向不同崗位員工介紹已採購貨品之詳細資料
及特色，令他們能在各自工作範圍內，例如向客戶推銷該貨品時更加順利。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貨品介紹相關知識

瞭解各種與同事溝通的渠道及方式
瞭解各種推廣貨品的渠道及方法
掌握機構已採購貨品之詳細資料及特色
瞭解機構發佈貨品的計劃，清楚各單位的責任及相關貨品知識
瞭解機構發佈貨品的程序，並能識別所需的支援

2. 介紹貨品
在採購貨品後，為相關部門及員工提供該貨品的最新資料及特色，如：

吸引客戶的功能（尤其是家電或影音產品）
比其他同類產品優勝之處（尤其是電子或電腦產品）
正確的操作步驟／使用方法
貨品的建議售價（適用的話）
有否保養期／保質期等（耐用品）
屬於最新的潮流產品（如衣帽鞋襪等）
出售前的適當貯存環境（溫度及濕度等）／擺放方式

向相關員工及部門提供必要的培訓，確保他們獲得所需的貨品知識／操作技巧
如有需要時，為各種貨品介紹的活動製作印刷品／培訓教材／貨品宣傳單等
提供建議，以完善向員工介紹貨品的方法及渠道
評估貨品介紹活動的成效，如員工能否成功向顧客推銷該貨品

3. 展示專業能力
按照貨品本身的實際資料及特色來做介紹，不可誇大其功能／用處
參考政府的貨品說明條例，確保介紹貨品時應遵從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清楚地向各崗位員工介紹所採購貨品之詳細資料及特色；及
能夠令員工在各自工作範圍內，順利向客戶推銷該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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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購買貨品

編號 104971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掌握機構對購買貨品的需
要，並能最優惠的價格購買好品質的貨品。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購買貨品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購買貨品的政策╱銷售目標
掌握與供應商關係管理技巧
掌握洽談合約的技巧
瞭解影響購買貨品的因素，如：

貨品銷售情況
季節性及市場趨勢
庫存政策
競爭對手的銷售活動
宣傳及其他商業活動

掌握評估產品性能╱品質的技巧
認識採購的道德及守則

2. 購買貨品
確定購買的需要
根據購買的需求，定立購買計劃，包括：

產品描述
數量
需要日期
估計成本
供應商類型
本地或國際產品等

甄選合適的供應商，向供應商發出訂單
協調將產品運送倉或直接往零售店鋪

3. 展示專業能力
能與供應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
能遵守機構購買貨品相關的指引及恪守職業道德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機構對購買貨品的需求；及
能為機構以最優惠的價格購買品質優良的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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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貨品品質控制

編號 104972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品質管理的人員。此能力的應用涉及評估、分析和判斷能力。能夠執行貨
品品質控制，確保進出貨品的品質符合標準。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品質控制知識

瞭解機構品質控制相關的政策及程序
瞭解品質控制的方法及技巧，包括﹕

抽樣
檢查
測試

瞭解品質控制需注意事項，例如﹕
相關之香港法例要求
相關產品之國際測試要求
就不同之品質問題，定出可容忍之問題貨物數量值
有效日期
標籤(如用法、材料類型、使用說明、警告字眼等)
包裝狀況(如破損、缺口等)
製造證書
安全健康守則及相關法例要求

認識相關的職業安全健康及相關條例
2. 執行貨品品質控制

採購時，評估供應商的品質保證管理系統是否符合要求
收貨前，收取供應商的出貨品質檢證報告
按照機構既定的品質控制指引和程序，執行品質控制相關工作

細閱有關貨品的資料詳情(如貨品類型、數量、特別處理需要等)
品質保證要求
特定的安全要求

於貨品存倉前，根據機構的指引、品質標準及相關法例要求，執行貨品品質控制
驗證存貨相關文件(票據、標籤、送貨單、供應商的運輸單等)
目測檢查貨品，確保貨品在運送過程沒有造成任何損壞
進行抽樣、檢查及測試
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所需的檢查報告

於交收貨品前，進行下列工作
核對提貨文件(如提貨單、記錄等)
目測檢查或抽樣檢查貨品，確保貨品完好無缺及符合標準(如包裝破損、產品溫度（如適用）
或產品容量等)
妥善包裝貨品，確保於裝卸、運送過程中不會造成任何損壞
因應貨品性質及類型，選用合適的運輸工具(如：冷藏車)
按照既定程序，完成所需的檢查報告

按照貨品品質控制的指引，妥善存放貨品，拒收或退還不合標準的貨品，記錄及報告品質控制結果
3. 展示專業能力

於執行貨品品質控制時，能確保進出貨品的品質符合標準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照機構既定的品質控制指引及程序，執行貨品品質控制﹔及
能夠準確記錄提存貨品的品質檢查報告及相關文件，並妥善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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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安排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保養

編號 104973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負責物流運輸的相關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獨立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安排運輸交通
工具進行維修及保養，確保符合安全要求。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輸交通工具的維修保養知識

掌握機構運輸交通工具的維修及保養政策
瞭解定期維修及保養運輸交通工具的目的及其重要性
認識運輸交通工具的維修及保養、製造商的指引
認識不同運輸交通工具的基本保養維修方法，例如﹕輪胎、煞車系統等
瞭解既定的維修及保養程序、方法及相關應變措施
認識機構的安全檢查規定、次數及方法，例如﹕在特定時間、按行車里數等
瞭解機構對外判運輸交通工具的保養及維修守則和程序

2. 安排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保養
按照機構既定政策及製造商指引，安排有關維修保養的程序及維修保養時間表
按照既定指引，定期進行檢查，確保運輸交通工具(如車輛、設備)運作正常
按照既定的規格，準確地記錄維修相關報告，並妥善存檔，包括﹕維修保養建議、費用等
分析及評估檢查報告

按製造商的規格要求，確定需進行維修保養的項目
優先處理的維修保養項目
評估對運輸及物流服務質素的影響

安排保養維修工作
挑選合適的外判維修商、合資格人士，並索取報價單
向上級呈交維修建議報告及報價單，以待審批
與製造商商討及安排維修日程
維修完畢後，檢視維修結果及質素
發生突發事故時，按照機構的緊急應變措施，盡快安排維修

3. 展示專業能力
能夠確保運輸交通工具處於良好狀態，妥善及準時地運送貨品到指定地點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定期檢查及分析機構的運輸交通工具維修及保養需要﹔
能夠按照機構的政策指引，挑選合適的外判維修商、合資格人士，並與相關人士確定及安排維修保
養日程﹔及
能夠準確紀錄檢查及維修結果，並妥善存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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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零售存貨管理

編號 104974L3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存貨管理的員工。在日常大致熟悉的工作環境中（如︰零售店舖內），
運用零售存貨管理知識，呈報及分析存貨資料，執行零售存貨管理。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零售存貨管理知識

瞭解庫存管理，如：
庫存地點與規劃
庫存系統與控制
過時廢棄存貨

瞭解盤點的方法及程序
明白存貨的成本，如：

訂貨成本
缺貨引起的成本
退貨成本

瞭解存貨與貨品銷售的關係，如：
最暢銷的貨品
毛利高的貨品
季節性的貨品
流行的貨品
陳列方式

瞭解庫存及不同直送供應商的訂貨及送貨期
瞭解零售店舖的營運情況
瞭解退貨程序

2. 執行零售存貨管理
執行貨場管理，如：

規劃倉庫庫存貨品貨架的平面配置圖，標明各分區陳列的貨品分類，張貼平面配置圖於倉庫
門上等
分區分類放置貨品，並整齊地排列
依序編號管理庫存貨架
為庫存貨品訂立安全庫存量
採用先進先出（或其他更合適）的原則，作為庫存貨品的取貨出貨的指引

按照指定程序，進行盤點，包括：
定時點算存貨的數量和價值
錄取存貨的真實結存
記錄存貨損耗量

執行機構的存貨政策，包括：
評估市務活動及市場狀況對需求影響
評估顧客需求及流量
預測銷售額
訂定存貨與銷售的比例
安排補貨
預算訂購成本及存貨持有成本
訂立重新訂貨水平 (stock re-ordering level)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執行零售存貨管理時，必須嚴格遵守機構的存貨政策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零售存貨管理知識，呈報及分析存貨資料；及
能夠執行零售存貨管理，如貨場管理及盤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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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電子商貿物流作業程序

編號 104975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物流作業相關部門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有縝密的思考及判斷能力。能夠有
效地執行不同形式的電子商貿物流作業。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電子商貿及物流作業相關知識

瞭解電子商貿的種類，如：
公司和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貿
公司和公司之間的電子商貿

瞭解機構及其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關係以及所採用的資訊科技技術
瞭解電子商貿平台限制及資料要求規格
認識機構的零售電子商貿作業程序，如：

客戶資料處理
搜尋管理
內容和產品／服務目錄管理
付款管理
特別事件／訊息通報等

瞭解進行各類電子商貿作業時，機構與不同單位之間的相關法律責任和風險
2. 執行電子商貿物流作業程序

根據機構與其不同相關單位之間的電子商貿關係，採用相應適當的技術，進行電子商貿作業
確保負責員工的級別及水平可進行電子商貿作業
按電子商貿作業指示，進行電子訊息及文件交換
保留電子商貿作業的記錄
在出現問題時，能迅速及準確地向上級匯報，並立即採取補救措施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執行電子商貿物流作業程序時，避免觸犯《個人資料（私隠）條例》
以專業態度，防止濫用電子商貿平台進行虛假╱非法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準確地採用相應適當的資訊科技技術，與個別單位進行不同形式的電子商貿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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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編號 104976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店舖內負責物流管理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涉及一些非常規性的工作，當中包括一
些判斷能力。根據機構的運作程序，業務延續計劃及突發事件應變方案等，有效地減低機構、客戶及商業
夥伴的損失，令業務恢復正常運作。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相關知識

瞭解貨運服務的營運方式、環節及可能發生的突發事件
瞭解各商業夥伴及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和運作模式
瞭解突發事件對物流方面的影響，如：颱風、水浸、火災、停電、機件及電腦故障、爆炸、罷工、
禁運、地震及傳染病等
瞭解有關物流方面突發事件應變程序及業務延續計劃的啟動機制
瞭解相關程序的操作系統、匯報安排、權責結構、溝通方式等

2. 執行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準確接收物流突發事件的訊息，及啟動業務延續計劃應變程序
按照應變程序及業務延續計劃，作出相應的人力及資源調動
按照既定程序，作不同等級的處理，如︰防備、停止運作或撤離等
按照應變程序，與受影響人士、貨主、商業夥伴聯絡或匯報情況
進行相關的記錄及文件送遞
能向上級及持份者及時匯報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時，必須保障機構、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整體利益
按照法例、監管機構以及職安健的要求和標準，執行業務延續計劃之程序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按照不同突發事件的情況，啟動應變程序及執行業務延續計劃，令機構業務儘快恢復後正常運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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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存貨

編號 104977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管理存貨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必須在日常大致熟悉的工作環境中，能
夠妥善地管理存貨，支援機構整體供應鏈運作的暢順。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管理存貨知識

瞭解妥善的存貨管理對零售和貿易行業的重要性
瞭解最理想存貨水平和零售運作之間關係
瞭解貨品存貨水平的出現誤差對機構帶來的影響，如︰對機構的競爭地位／財務狀況帶來衝擊和損
害

2. 管理存貨
運用存貨管理技巧，決定合適的存貨水平
為客戶安排不間斷貨品供應，以及減少整體存貨儲存成本
與各部門員工，如生產、付運及銷售等協調及進行良好的溝通，確保有效地管理存貨
能引入自動化設備，協助管理存貨
與市務部、銷售部及供應商緊密聯繫，評估推廣活動及市場狀況對存貨需求的影響
能評估機構存貨及預測未來市場需求狀況，執行存貨管理
能有效地檢討管理存貨措施，如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能及早採取補救行動
優化存貨管理方法，改善運作上的表現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嚴格遵守機構對存貨管理的政策及程序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確保所有管理存貨的活動均符合法例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妥善地管理存貨，使機構貨品供應鏈得以暢順運作；及
能夠監控存貨水平及預計市場需求，令存貨管理更具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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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與供應商處理問題

編號 104978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機構內負責與供應商接洽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一些非常規性的工作，需具有
縝密的思考及運用適當的判斷能力。當貨品出現特殊情況／問題，而發現責任在於供應商時，能夠獨立地
向供應商陳述有關問題，並通過談判解決有關問題。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處理採購貨品出現問題的知識

瞭解機構所採購貨品的政策，如包裝、貨品時限等，以及通常會出現的問題和處理相關問題方法及
程序
瞭解機構對有關供應商的管理政策
掌握團隊精神，協調能力和良好的人際溝通能力（通過文字及語言），以便聯繫供應商
掌握分析問題，解決問題和收集問題訊息等技巧
瞭解向供應商匯報問題的程序，及使用內部的問題報告追踪系統（使用紙張或電腦）的知識
瞭解檢查貨品的方法及程序

2. 與供應商處理問題
按照機構訂立的政策／指引，分析問題貨品的相關細節
確定問題是否源自本身機構，抑或責任在於供應商
收集有問題貨品的重要證據，交給供應商
從記錄供應商的系統取得詳細資料，如聯絡人、合同條款、報表及提交問題所需的內容
按照機構既定的指引，完成內部的“供應商問題報告”。報告可以是在線記錄／追踪系統，也可以
是要填寫表格，並記錄所收集證據的書面文件
向供應商提交報告，要求對方跟進
與供應商跟進協商，解決相關貨品的問題
能分析不同供應商的表現，實施品質管理
進行事後檢討，找出問題根源，防止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嚴格遵守機構對有關供應商的管理政策
以專業嚴謹的態度與供應商處理問題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清楚說明供應商所供應貨品出現問題的地方；
能蒐集證據，要求供應商跟進，並透過協商等方式解決問題；及
能按照機構的指引，正確地記錄及儲存相關的文件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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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

編號 104979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接洽供應商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有縝密的思考及選擇判斷能力。能夠
按機構的政策、規則和運作，為機構產品／服務引進適當的供應商，並與他們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建立夥伴關係相關知識

瞭解增加新供應商對現有供應商群組的作用及影響
掌握與供應商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目的及條件
瞭解與供應商合作時，一般出現的困難/難題
瞭解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的技巧
瞭解供應商的需要、優先次序考慮及關注點，以期發展雙贏的夥伴關係
懂得談判技巧

2. 與供應商建立夥伴關係
能為機構的產品／服務，尋找合適的供應商，並訂立機構與供應商發展的共同目標
在與不同供應商協商，爭取以機構最有利條件，與供應商結為夥伴關係
以可量度的方法，與供應商訂立合作夥伴方案
能與供應商建立夥伴協議時，制定有關條件及注意事項，例如：

服務水平／產品規格
產品付運（要多久）
服務時間／供應服務水平
客戶意見分享
市場信息
採購支援等

在引入供應商後，調查客戶滿意水平或反應，並發展相關的關鍵績效指標(KPI)
能與品質控制部門溝通，協助監察供應商供貨質量
能持續監察供應商的表現，並定期檢討有關合作方案
定期與供應商接觸，檢討合作關係，制定供應鏈優化方案

3. 展示專業能力
嚴格按照機構的政策和規定，在互信的基礎上，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
與供應商發展夥伴合作關係時，以不損害機構利益為先決條件，以達致雙贏為目標
以廉潔操守，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為機構引入合適的供應商，並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和訂立適合的合作夥伴方案；
及
能夠持續監察供應商的表現，並定期檢討有關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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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進口貨品

編號 104980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採購及供應鏈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為零售業
務進口貨品，過程包括貨品採購、庫存方式、貨品營銷。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進口貨品知識

瞭解機構的國際貨品採購政策
明白機構的商業目標
掌握國際採購協議之談判技巧
掌握進口貨品的步驟，如：

貨品研究和招標
收集樣品
談判
訂購及運送管理

掌握與進口貨物相關的海關條例及法規
瞭解採購的道德及守則

2. 進口貨品
與內部部門溝通及協調，確定採購的需求
確定需進口貨物的理由，如：

產品之獨特性
品牌
新的市場
更大的利潤等

進行國際性產品採購
檢查供應商的憑證，包括：

信譽
經營出口的經驗
質量
衛生證／化驗報告
服務態度等

掌握供應商的品質保證系統
與供應商談判及安排貨品運送的方法
協議貨品最低訂貨量、訂單最少訂量及訂貨到付時間承諾
為進口貨物完成必要的海關手續，或者將貨物的進口外判給代理商

協調內部單位來接收貨品
追蹤貨品的運送情況，在貨品送達時檢查貨品質量

3. 展示專業能力
進口貨品必須遵守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及保稅等方面的法例要求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機構對貨品的採購要求；及
能找到可靠的國際供應商，協調整個進口過程，確保貨物送到適當的零售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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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提供物流支援

編號 104981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負責物流支援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批判性地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確定零
售經營單位的配套需求，然後安排適當的資源，以確保貨物運送到零售經營單位。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物流支援相關知識

掌握機構物流支援的過程及程序
瞭解物流部門的服務承諾
瞭解高效率的物流管理對零售業務之重要性
瞭解各類物流條例或標準，如：

國際標準組織(ISO)
道路及鐵路的條例
國際海運危險貨物（IMDG）規例
職業健康與安全
海關條例
進口和出口許可證
稅項及關稅等

瞭解機構零售業務的物流設施
2. 提供物流支援

與零售經營單位協調，以確定對方對物流支援的需求
分析適用於各經營單位的物流支援方式及技巧
與經營單位制定支援方案，及提供的支援服務和資源，包括：

運輸車輛
人手
交收時間表
交收文件
其他相關措施等

執行及監察物流支援活動
與零售單位定期檢討物流支援的成效，必要時，對支援計劃加以調整，以期取得更大的成效

3. 展示專業能力
遵守貨運物流相關的條例，提供物流支援服務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確定各零售經營單位對物流的需求，提供支援；及
能夠實施、監察和檢討物流支援方案，以求達到最佳的供貨方案，避免於零售地點過度囤積及預防
貨品供應出現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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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跨境貿易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

編號 107149L4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行業內負責管理跨境存貨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必須在日常的工作環境中，能夠妥善地
於各存貨點(包括於保税倉庫)管理存貨並完成相關申報手續，支援機構整體供應鏈運作的暢順。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跨境存貨知識

瞭解電子商務進出境貨物存貨管理的重要性
根據相關法規，對進出境貨物作出備案手續及實時貨量管理
瞭解跨境電子商務貿易的物流程序

2. 管理存貨
管理跨境存貨點的貨物並按要求向相關執法機構傳送相關資料如存倉、海關商品編碼、物品稅號及
物流數據等
按指示，確保存倉及物流數據傳送到其他系統供整合之用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嚴格遵守機構對存貨管理的政策及程序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不法及走私行為
確保所有管理存貨的活動均符合雙方法例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妥善地管理跨境存貨，使跨境貨品供應鏈得以暢順運作；及
準確與相關執法機構傳送所需的貨物資料

備註

5-70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與供應商的關係

編號 104982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判斷及分析能力。能夠經過分析及評估供應商的
資料，管理好與供應商的關係，包括：管理採購協議、解決分歧、監察供應商，以確保交付貨品數量正確
和準時。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供應商管理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有關採購、招標、簽約的程序和政策指引(包括職權規限和監控措施)
瞭解機構的揀選供應商的指引
瞭解機構有關合同談判的政策和指引
瞭解監察和評估供應商表現的方法
瞭解機構監控供應商所供應貨品質量的方法╱機制

2. 管理與供應商的關係
分析供應商，並將供應商分類 ，如︰

機構規模
供應貨品種類╱質量
業務擴展
背景等

分析供應商生產成本．衡量生產狀況，以訂立合適的採購策略
定期更新供應商機構的資料變更
瞭解供應商的組織結構、決策過程等
需要對供應商的財政風險及可持續性作出風險評估，再作出相應對策及應急方案
招標或談判合同時，增加透明度，以確保雙方理解所有合同條款和條件
監察供應商的表現，就下列事項提供意見，以改善合作關係

貨品質量
延遲交貨
退貨安排
瞭解退貨條款(如:退貨原因是關於運輸/包裝問題等)
錯誤發票等

與供應商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尊重
信任
公平和誠實
互惠互利
一個商業合作夥伴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與供應商發展夥伴合作關係時，以不損害機構利益為先決條件，以達致雙贏目標
確保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符合專業操守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供應商的經營特色；及
能夠有效地管理與供應商的關係，並能與供應商建立良好溝通渠道，以達致互惠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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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洽談合約

編號 104983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或相關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備批判性地分析及重新整合相關資料的能
力。能夠有效地洽談合約，制定合約條款，以保障機構購買產品及服務時的利益。合約批閱/確認需獲機構
授權，而合約金額亦不可超過所屬職位的權限。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洽談合約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有關採購、招標及承包的政策和程序
瞭解商業法、相關國際公約、規則及相關法例
瞭解各種與供應商合作的模式及其特性
瞭解標準合約條款的內容及訂立原則
掌握管理供應商的技巧

2. 洽談合約
分析所購買產品及服務合約的細節
分析機構與供應商的合作模式及關係
分析機構的營運風險
就機構服務範圍、限制及營運風險等，訂立談判的底線
談判時考慮各項的因素，包括產品或服務的不同、法律的要求或行業的最佳常規 (best practice) 等
與機構內各部門溝通，以掌握不同運作程序在合約條款上的要求
運用談判環境／談判技巧／談判策略／談判人數等，以達到雙贏局面
訂明及瞭解違反合約的風險及責任
瞭解在談判之前要做的準備功夫：如己方的優勢，有沒有可替代的產品及服務，如何達到對方的需
求等等
合約批閱或確認程序需獲授權人的批准才能生效

3. 展示專業能力
具備良好的談判和溝通技巧
在合約談判過程中，遵守相關的法律及職業道德
確保合約談判符合機構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透過良好的溝通技巧，瞭解雙方簽署合約所預期的目標；及
能運用談判技巧，為機構爭取合理條款，保障機構利益，並能擬備合約條文，清晰地表達雙方的意
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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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庫存控制系統

編號 104984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負責庫存管理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重新組織、評估、整合
各方面資料的能力。能夠制定庫存控制系統，以反映庫存的真實狀況，並能優化庫存管理，促進有效的零
售業務管理。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庫存控制相關知識

掌握庫存控制管理，如：庫存計劃、安全庫存、損失控制、過時及廢棄存貨等
掌握各類庫存管理系統的功能及特色
瞭解庫存管理原則
瞭解及時庫存管理 (Just in time)，包括：

零庫存哲學
及時庫存管理的環境
及時庫存管理的優勢

瞭解存貨的成本，例如：原料成本、訂貨成本、保管成本、缺貨成本等
掌握庫存分析技巧，如：最暢銷貨品 、高毛利的貨品、季節性貨品、流行的貨品等
不同推廣活動對需求的效應
倉存貨物分區方法對貨倉運作及零售店舖收貨程序的影響

2. 制定庫存控制系統
與不同部門合作，分析機構的庫存系統和結構
分析機構的庫存控制系統
制定庫存供應和工作流程，如︰存貨購買 、儲存、配送的時間安排
制定優化庫存控制系統，例如：

採購控制
優化的倉庫
提取程序
人力及責任
盤點程序
自動庫存監控系統，如: 無線射頻識別系統（RFID）、條碼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提供的庫存控制系統是準確無誤的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等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庫存管理知識; 及
能夠分析及整合資料，制定庫存系統，包括高效庫存管理及倉庫管理，以促進零售業務順暢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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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倉儲空間的運用及佈置規劃

編號 104985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倉儲空間規劃的人員。這能力的執行涉及規劃、設計的能力。能夠全面考
慮機構對倉儲空間的需求(如：季節因素、產品性質等)，有效地規劃倉儲空間及佈置，為存放貨物提供充
足的空間及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倉儲空間規劃知識

瞭解機構的業務政策及營運策略
瞭解倉庫管理的目的及原則
掌握各種倉庫設計的方法及技巧
掌握計算倉儲空間、佈局設計所需考慮的因素，如﹕

企業的工作規範及質量
製造商及供應商的庫存規格
工作場地的操作程序及政策
原材料的安全需要
安全工作環境
採購、商品或其他營運單位要求

瞭解倉庫設計相關的法律規範、準則等
2. 規劃及設計倉儲空間

與相關業務部門合作，搜集規劃倉儲空間所需的資料，包括﹕
倉庫的平面圖、儲存貨架系統、儲存區、樓層高度可用空間等
安全標準及法例要求
貨品種類及特殊需要(如﹕溫度、濕度、冷藏等)
貨品體積、容量
存貨日數
倉務及出貨的運作時間、運作更期、人數
特別器材、儀器(如叉車)
提貨次數╱頻密度、數量

經過分析及評估有關數據，設計符合機構需要的貨物儲存區
執貨位及儲貨位空間分別需求
收貨、落貨、檢收運作及暫存區空間需求
出貨暫存及上貨空間需求
自動化設備系統所需空間
員工設施所需空間
有足夠的倉庫設備操作空間
平衡不同區域處理貨量，避免出現擠塞或樽頸狀況
最快被提取的貨品放近於貨物起卸區，以減省時間
有效地利用存放空間，並配合定期、季節性庫存的特別要求
倉儲空間必須符合相關法例要求，如消防要求

定期檢討倉儲空間的使用狀況，包括﹕
流動快、慢的貨物存放位置是否適當
倉庫的剩餘空間是否足夠
維修及清潔的頻率

制定監察及匯報機制，確保倉儲空間的規劃符合既定目標，並定期作出檢討，提供改善建議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倉儲空間的規劃符合相關的法例要求，並能為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搜集倉儲空間規劃佈置所需的資訊，並按照機構的營運策略、庫存相關的條例，進行倉儲空間
的規劃及設計﹔及
能夠定期檢討及分析倉儲空間規劃及設計，並提出改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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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物流設備

編號 104986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倉庫規劃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規劃、設計及管理能力。能夠按照倉
庫日常運作需要、商品類型、存放方法等因素，選擇合適的物流設備。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倉庫設備知識

掌握機構既定的物流程序及步驟
瞭解機構業務營運策略
瞭解倉庫管理原則及目的
瞭解機構選擇及更換設備的政策
掌握各種倉庫物料搬運設備、儀器的功能，例如﹕

托盤堆疊型叉式剷車
叉車(手動或自動)
運輸帶
不同類型儲存貨架設備
手推車、台車
卡板（塑膠製、木製、可摺疊物流籠車、物流箱）

掌握倉庫營運環境及存放的物品種類
瞭解職業安全健康的條例，例如﹕

存放物品的安全守則
設備的重量限制
安全操作程序
個人保護裝備等
操作人員所需的資歷要求及證書

2. 管理物流設備
與業務部門溝通及合作，掌握倉庫日常運作的資料，包括﹕

倉庫平面圖
搬運貨物方法
搬運設備的使用方法
天氣對設備的影響

經過分析及評估以下的有關數據，按照機構的篩選準則，挑選合適的的儀器及設備
設備操作技術要求
貨物類型
安全的工作環境
機械化或自動化
成本效益
設備規格、可維修性
配合未來運作需要等

按機構既定的採購程序，提交選購報告予相關部門進行採購儀器及設備
向設備、儀器製造商索取操作及維修說明書等資料，按機構所需及安全相關法例要求，制定操作及
維修指引及程序
透過有效溝通渠道讓各相關工作人員瞭解機構既定的設備、儀器操作及維修指引和守則
監察及檢視設備、儀器的日常運作狀況及其穩定性，並按需要提出維修或更換的建議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挑選的設備及儀器，符合相關安全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分析倉庫的日常運作需要，按照機構的篩選準則，挑選符合機構業務需要的儀器及設備﹔及
能夠為設備、儀器操作制定安全操作指引及維修程序，並透過有效的溝通渠道，讓各相關工作人員
清楚瞭解有關守則及指引，並監察及檢視設備、儀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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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立及維持供應鏈

編號 104987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設計、建立及維持供應鏈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及評
估能力。能夠針對機構不同部門／店鋪對各類貨品具浮動性的需求，為機構整體建立及維持暢順的供應
鏈。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有關供應鏈的知識

瞭解設計妥善的供應鏈對零售業務運作及整體盈利的重要性
瞭解採購及庫存的原則
瞭解機構有關存貨記錄的規定及指引，如：

貨品規格
保養資料
服務合同
庫存水平
購買日期
預期壽命
最低取貨量等

識別存貨及供應鏈的常規，以增加業務的自動化
掌握提供機構所需貨品的供應商的詳細背景及資料

2. 建立及維持供應鏈
為機構所需貨品，制定記錄存檔的指引
為機構所需貨品，制定更新保養（如訂貨水平）及其附帶文件的指引
實施供應鏈管理系統，以監測不同店鋪各類貨品的存貨量，並識別重新採購的需要
監管存貨量及記錄儲存的地方，以識別重新採購的需要
清楚掌握庫存及運送中的物資數量，以預測對貨品的需求，以確定訂貨量及減低庫存週期
通過自動化系統，使供應鏈的日常運作更暢順
通過減少過剩的庫存、倉庫費和不必要的訂單處理成本，增加成本效益和存貨回報
制定運送計劃，以優化各營運部門和店鋪的物資運送
實施供應鏈管理系統，以管理不同地點的設備和貨品運送
尋找和揀選合適的供應商，以安全、快速、妥善地處理訂單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機構供應鏈的指引時，確保顧及所有持份團體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防止機構的供應鏈成為濫權或舞弊行為的平台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透過使用有效的存貨量監管方法，識別採購的需要；及
能夠制定運送計劃，有效地將貨品運送到各零售店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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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存貨管理策略

編號 104988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負責存貨管理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重新組織、評估、整合
各方面資料的能力、能夠瞭解機構的整體庫存需求及程序，並制定有效的存貨管理策略，以確保庫存的準
確性。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存貨管理相關知識

掌握庫存控制管理，如：
庫存計劃
安全庫存
損失控制
過時廢棄存貨等

瞭解盤存程序的知識
明白設立妥善的存貨管理系統和措施的重要性，以預防捏造存貨記錄，挪用機構資產
瞭解法例上及機構對存貨程序的監管及要求

2. 制定存貨管理策略
制定零售貨品的存貨管理程序，包括︰

存貨記錄
接收貨品
發放貨品
盤點存貨
棄置貨品
發貨回收
退貨及換貨

制定合適的貨物倉存分區策略
制定盤點程序，將庫存分成類別（快速移動、緩慢移動、高增值等）
制定存貨管理人員的職責，適當地分工，並加以監察與制衡
制定庫存盤點及協調差異的策略
制定監察及實施審計控制，以確保員工遵守既定的程序
制定各級職員批核不同貨品的職能權限

補充已耗用物品
認收送達貨品
棄置不能使用、過時或剩餘物品
員工行為操守指引
其他政策的指引，如申報利益衝突及接受利益

檢討存貨管理系統，加以改善
在制定存貨管理，注意及評估有關風險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提供的存貨資料是準確無誤的
制定管理策略，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制定有效的存貨策略，以確保貨品的供應暢順；
能夠設立有效的存貨管理監控措施，防止員工挪用機構資產；及
能夠檢討機構的存貨管理系統，加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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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策劃採購系統

編號 104989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貨品／貨品相關部門。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能力。能夠有
效執行和處理與機構業務相關貨品的採購，方式包括直接購買、通過投標、拍賣、電話熱線、郵遞服務和
業務推廣活動等。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貨品採購相關知識

瞭解貨品採購對零售業務的運作，甚至機構整體盈利的重要性
瞭解機構相關的指引和步驟，以及規管所有的貨品採購活動
瞭解政府訂立的貨品採購相關法例
掌握機構貨品供應商的詳細背景及資料

2. 策劃採購系統
為機構建立採購指引和步驟
確保負責之員工執行既定的指引和步驟
整合所有供應商的資料，包括其背景、信譽、網絡、以前曾經辦項目及往績等
通過從供應商取得的相關資料和用家意見，整理評估供應商的資料
通過不同的渠道，深入瞭解供應商所提供的服務，搜尋合適的供應商
通過評估不同來源的資料後（如建議書、會面印象、信譽、往績等），作出挑選供應商的決定
與供應商磋商條款，從而為機構盡量爭取利益
為供應商確立主要的服務標準，簽訂協議，並作定期評估
監察供應商的表現及有否遵循法規，降低機構的風險
跟進及處理在評估供應商服務過程中所確認的差劣表現和違反法規事宜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理貨品採購時，必須嚴格按照機構相關的指引和步驟
確保所有貨品採購活動均符合商業法例的要求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貨品採購的指引，有效地執行相關貨品採購；及
能夠監察和評估供應商的表現，檢討與供應商的合作關係。

備註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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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採購貨品

編號 104990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部門。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判斷、評估、整合各方面資料的能
力，能為現有或新推出的產品執行採購，並能夠與供應商洽談合約，以最優惠的價格購入有品質保障的貨
品，為機構賺取更高的利潤。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採購貨品的知識

瞭解機構的採購政策及策略
瞭解機構之商業目標
明白與供應商關係的重要性
掌握談判技巧
掌握零售數量分析的技術，包括：

需求方面的分析
供應方面的分析
社區方面的分析

掌握市場動向，競爭對手的經營策略
瞭解採購的道德及守則
瞭解與採購貨品相關的法律要求

2. 採購貨品
通過不同因素的分析來決定採購貨品的種類，包括：

市場動向
零售店鋪銷售統計
庫存水平
競爭對手的商業活動
產品潮流

熟悉貨品的功能、尺寸、顏色、材料等
通過不同渠道尋找所需的貨品，包括：

機構合作夥伴／供應商記錄表列
環球採購數據庫
貨品展覽
互聯網
代理商
供應商的宣傳資料
行家的推介等

要求供應商提供產品樣本作預覽
制定載有驗證點的產品評估清單，以作檢查
與採購部門協調購買機構所需的貨品
協調洽談及制定合約的過程

3. 展示專業能力
與供應商保持良好的合作夥伴關係
在採購貨品時，能遵守採購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職業道德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機構對採購貨品的需要；及
能夠利用不同渠道尋找機構所需的貨品，並能與供應商洽談相關合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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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發展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編號 104991L5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店舖內負責物流管理的員工。這能力的應用需具創意及判斷能力，能夠帶領團隊，
制定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以確保貨物能準時地運送到給零售點。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業務延續的知識

掌握機構的業務發展
瞭解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的重要性
掌握風險管理的知識，如：

風險的類別
風險因素分析
控制及解決風險方案

掌握機構的整體業務延續及恢復業務運作計劃
2. 發展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制定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進行業務影響分析，包括：

確保零售點能維持運作
確保貨品或服務運送不中斷
評估潛在的損失等

評估可能出現的運送中斷的原因，如：
倉庫水災、火災及其他可能的自然災害
通訊中斷
流行病毒
道路封閉等

估計延續業務所需的內部資源，如：人力、通訊、交通工具等
確定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所需要的外部資源，如：供應商、政府公用服務等
制定延續／恢復計劃程序，確保業務延續，包括安排個別工作人員的職務及責任
檢討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的成效，並在有需要時加以改善

3. 展示專業能力
保障機構、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整體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進行業務整體分析，發展物流管理業務延續計劃；
能夠識別不同的中斷情況及制定適當的解決方案；及
能夠檢討及改善業務延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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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改善供應及分配鏈

編號 104992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的督導管理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能力。在缺乏完整或
連貫的數據╱資料的情況下，能夠根據機構的營商策略，為機構建立合適的供應及分配鏈，並能持續加以
改善，以促進機構零售業務的發展。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供應及分配鏈相關知識

充分掌握機構的營運策略及目標、市場地位及競爭能力
明白設計良好的供應及分配鏈對零售業務運作及機構整體盈利的重要性
掌握機構與不同供應商的業務夥伴關係
掌握供應及分配鏈之良好表現準則
掌握影響貨品供應的因素，如：

客戶對貨品的需求
成本價格（原料、人手、運費等）
政府政策
季節性或潮流的影響等

2. 改善供應及分配鏈
獲取、整理供應商及其貨品的詳盡資料，有需要時以電腦數據庫軟件加以處理
留意及更新有關供應商及其貨品的資料，分析對機構零售業務的潛在影響
瞭解供應商的貨物來源(從原材料到供應商)是否引致敏感問題，例如有關生產商僱用非法勞工等
檢討、比較和分析銷售、客戶滿意度及貨品品質等方面的報告，並對供應及分配鏈對這些方面的影
響加以分析
對供應的貨品在質量及數量方面制定明確的標準
制定貨品供應及分配政策及程序，包括：

從原材料到供應商
從供應商到機構
從倉庫到各店舖／零售點
從機構到最終客戶等

將運作中的供應及分配鏈與良好表現準則／競爭對手的表現作批判性地分析比較，並在未能達標時
作出修正
準確預測及分析市場對貨品未來的供應及需求，以預測對各供應商的預購量
定期與主要供應商及供應鏈服務提供者檢討及進行改善方案
向管理層定期提交報告，包括：

運作中的供應及分配鏈之表現
新增／加強／放棄供應商的建議
基於未來需求作出改動，提供改善供應及分配鏈的建議
爭取所需的額外資源／人手
運作成本之變化及優化方法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改善供應及分配鏈時，必須保障機構的利益
在改善供應及分配鏈時，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根據機構的營商策略及目標，建立合適的供應及分配鏈；及
能夠持續改善供應及分配鏈，長遠促進機構的零售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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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國際採購

編號 104993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貨品採購的督導管理員工。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能
力。能夠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及豐富的採購專門知識，監督及管理國際性的採購活動，促進機構零售業務的
發展。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國際採購相關知識

充分掌握採購的專業知識
瞭解機構對不同類型，包括外國貨品在品質及標準方面的要求
瞭解國際物料供應市場及銷售市場的最新資訊
瞭解零售市場新資訊與整體採購，包括國際採購計劃的關係
瞭解本地及國際有關採購的法例及規管條例

2. 管理國際採購 (Manage international purchasing)
制定整體國際採購計劃及績效指標，包括：

訂立國際採購程序
定期檢討及完善國際採購的模式
訂立國際採購規格及條款
監管整體國際採購計劃之暢順施行

按照機構的採購策略，制定甄選指引，以選擇合適的國外供應商
指示及監督下屬收集及整理國外供應商的資料，如貨品質量或其財政狀況等
掌握國外的貿易法規，如出口管制或課稅等
制定機構在國際採購的付款方式，包括：

對衝交易（Hedging）
信用狀（Letter of credit）
支票付款（離岸或到岸）
以貨換貨／抵消貿易等

向長期交易的賣家／供應商爭取折扣或優惠
在國際採購方面引入綠色（環保）採購的概念及措施
確保在國際採購出現問題時會，能夠立即採取補救措施，如：

國外供應商未能及時提供協議的貨品
運輸方面的延誤
貨不對辦（未能通過質檢）
外匯的波動
其他問題，如罷工、戰爭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嚴格遵守機構既定的國際性採購活動程序及採購權限
管理國際採購時，必須保障機構的利益
以專業態度，防止任何濫用／挪用機構資產和盜竊等濫權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以廣闊的國際視野及豐富的採購知識，妥善管理機構的國際採購活動；及
能夠實施國際採購計劃及績效指標，以促進機構零售業務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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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採購策略

編號 104994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採購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批判性地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評估機構的採購資
源及效益，從而制定一套採購策略，滿足零售業務發展，同時減少過量的庫存，取得的最大投資回報。

級別 6

學分 9（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採購策略相關知識

掌握機構的業務策略
瞭解採購策略的重要性
掌握不同的採購知識，如：

優化供應商
全面質量管理（TQM）
風險管理
環球採購
環保採購
供應商開發等

瞭解貨品類別概念，包括：
消費者決策路徑 (Consumer decision tree)
銷售空間和資源的投放
貨品角色和策略

掌握5種常規（five rights）採購原則的運用，如：
合適的供應商
合適的價格
合適的數量
合適的質量
合適的時機

掌握付款方式、資金流等對採購策略的重要性
掌握採購週期的步驟
認識採購相關的法律及法律要求

2. 制定採購策略
確定採購策略如何配合機構的整體業務，如：節約採購、集中化、品質管理等
分析零售貨品的銷售及庫存記錄，確保貨源充足及不過量儲存
分析機構的採購程序，以確定其有效性，如：對經營需要的影響、供應商的關係、採購準則等
進行SWOT分析和競爭分析，加強店內零售品種的競爭力（如：促銷、定價、地點等），使貨品銷
售量好過競爭對手
尋找合適的新採購方式，如電子採購
以機構的業務策略、“5種常規”之採購準則、法例要求為出發點，制定新的採購策略，並確定人
力、財務及其他方面資源的配合
制定採購的關鍵績效指標（KPI），以衡量採購過程的效益
制定妥善的採購系統及措施，檢討採購策略，以預防濫權或舞弊行為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採購策略能符合機構的利益
在制定採購策略時，能遵守採購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職業道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制定有效的採購策略，以滿足機構整體業務的需要；
能夠制定採購的KPI，衡量採購過程的效益；及
能夠制定一套妥善的採購系統及措施，並檢討採購策略，以預防謀取私利等舞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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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制定跨境物流方案

編號 104995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負責物流管理的員工。此能力的應用涉及評估、組織、整合及具創意的能力，在
複雜環境下，作出判斷。能夠制定業務覆蓋跨境地區範圍內(如珠三角或其他國家)的物流方案，以提供更
具經濟效益的物流服務，配合機構業務的拓展。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地區／國家物流運作相關知識

瞭解機構各地區／國家的營運策略
瞭解業務覆蓋範圍地區／國家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保稅等要求
瞭解各地區／國家交通網絡設計的原則以及聯運、起卸、倉儲等的配合原則
瞭解各地區／國家物流運輸模式，如公路、鐵路、河道及航空網絡的使用成本計算等
瞭解各地區／第三方及第四方物流服務供應商的實力、服務範疇、物流服務點、倉儲地點等資料

2. 制定地區／國家的物流方案
為了配合機構業務的發展，經過批判性地分析、重新組織及評估各種營運資料及物資供應、貨品銷
售數據，制定地區／國家的物流方案
就機構物流網絡資源及合作夥伴的協同效應，進行協調及配合，制定具成本效益的運輸模式、行走
網絡或路線、聯運安排及運輸工具的使用等
撰寫報告，闡釋制定地區／國家物流方案的理念、原則以及運作模式
制定貨物、文件、資訊的處理及傳送程序
制定物流方案可量度的關鍵績效要求(KPI)，並檢討物流方案的執行

3. 展示專業能力
制定地區／國家物流方案必須遵守有關物流運輸、倉儲、海關及保稅等方面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照機構的營運方針及業務拓展的需要，制定具成本效益及務實可行的地區／國家物流方案，
以提升機構的經營效益；
確保制定地區／國家物流方案的執行能夠符合既定的關鍵績效要求(KPI)；及
能夠撰寫報告書予管理層，闡釋物流方案的內容及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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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物流危機

編號 104996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物流管理相關部門。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分析及評估能力，在複雜的環境
下，作出判斷。能夠為機構零售業務的長遠發展及經營管理，有效地處理物流危機，保障機構的利益。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物流危機的知識

瞭解與零售行業相關的貨運及物流活動之特質
瞭解危機的類別及性質，如突發性、迫切性、威嚇性、公開性、長期、短期等
瞭解物流危機對零售行業運作的影響
瞭解持續的物流危機對機構整體形象及盈利的影響
瞭解處理物流危機的基本原則
瞭解企業的社會責任及在處理危機時的目標及價值

2. 處理物流危機
就機構的管理政策與目標，建立包括物流在內危機管理的意識及文化
建立制度化的溝通機制，使不同崗位的員工都能瞭解機構對物流危機的處理方案
建立物流危機管理團隊，並訂立危機出現時各員工的職責
調查及評估機構潛在及可能出現的物流危機
為高危及會導致嚴重後果的項目建立危機應變方案，以減低其對企業的影響
評估物流危機出現的機會及影響程度
在物流危機出現後，以最快的時間啟動既定的危機處理方案，及調動相關的員工
在物流危機過去後，檢討及提交相關的報告，提供改善措施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謹慎態度處理物流危機，並能遵守相關的物流條例
必須保障機構、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整體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妥善地處理物流或貨運危機；及
能夠在物流危機過去後，檢討及提交報告，提供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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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編號 104997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物流╱倉庫部門。這能力的應用需具批判性地分析及判斷能力，能夠運用風險管
理知識和技巧，透過對運輸工序的掌握，為不同工序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風險管理的認知

掌握風險管理的定義，包括：
風險管理的重要性
風險管理的理論

迴避風險
避免損失
減低損失程度
風險轉移
風險保留

掌握現代風險管理模式，包括：
風險管理發展現況
危機過程的處理方法
危機後的風險管理策略

掌握如何評估風險，包括：
風險損失度的重要性
風險量度

掌握如何控制風險，包括：
風險控制的重要性
預先評估風險
事前風險控制和事後財務性補償掌握機構的業務策略

2. 制定風險管理方案
掌握物流運輸的各項工序和特性，並運用風險管理的知識及技巧，制定風險管理方案，包括：成立
風險管理委員會、制定風險監察計劃、分析風險管理工具、檢討機制等
分析意外的代價及安全作業的好處
評估各控制風險方案的利與弊
與各部門商討日常運作的需要以制定合適及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
與保險中介人或保險公司商討日常運作的需要，以制定合適有效的風險轉移方案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風險管理方案時，需全面考慮職業安全、健康及環保等因素確定採購策略如何配合機構的整
體業務，如：節約採購、集中化、品質管理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與風險管理相關的知識，對零售業物流的運作，作理性分析，評估各項風險對公司營運所
帶來的影響；及
能制定有效的風險管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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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第三方物流服務

編號 104998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業內負責制定政策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評估及管理技巧。能
夠識別外判物流服務的流程，並能監管外判商╱服務提供者的表現，以提高機構的經營效益。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第三方物流服務管理知識

掌握機構業務策略、管理政策
掌握機構供應鏈的結構及功能
瞭解聘用第三方物流服務的優點、缺點、風險等，例如﹕

充分利用資源、業務靈活性
減低成本
公司資料外洩等

掌握各種市場分析及研究技巧，例如﹕
SWOT分析(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服務質量差距模型(SERVQUAL)

掌握監控外判商管理技巧
2. 管理第三方物流服務

能夠評估有關供應鏈流程中可作外判考慮的服務，以更有效地運用機構資源
外判業務的優點、缺點、風險等
監管外判服務的相關法例

制定聘用第三方物流服務的準則及程序
篩選服務提供者的程序及標準
洽談及訂定合約
招標程序
服務範疇
服務表現要求、標準
監察程序
匯報程序

選擇及聘請服務提供者
按照機構指引，進行招標程序
按既定標準評核各服務提供者
選出合適的外判服務提供者
與外判服務提供者簽訂合約

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與外判服務提供者緊密溝通，確保外判服務運作暢順
監察及按照合同訂明的服務標準，定期評核外判服務提供者的表現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管理第三方物流服務時，防止任何濫權或舞弊的行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評估機構供應鏈流程中可作外判考慮的業務服務﹔
能夠制定篩選外判商的準則及程序，評估符合機構要求的外判服務商，並與其訂立合乎雙方利益的
合約條款﹔及
能夠定期監察及評核外判服務商的表現，確保外判商按合約條款提供有質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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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

編號 107150L6

應用範圍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零售行業內負責制定政策的人員。這能力的應用涉及批判性地分析及評估能力。能夠按
照機構之使命及目標，制定有效的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以維持現有顧客、吸引新客源及發掘潛在顧
客，從而發展機構的零售業務。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的相關知識

瞭解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的定義
瞭解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的特徵，例如：

跨國性
無形性
匿名性
即時性等

瞭解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的模式
瞭解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的相關政策/法規，例如：

海關
檢驗檢疫
稅務
物流等

瞭解機構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的意義
瞭解機構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物流的角色，和稅務的關係

2.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
按照機構的整體目標，制定有效的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物流策略
制定跨境物流的方法、步驟及工作流程，例如：

保税備貨方式
跨境直郵方式

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稅務策略
瞭解跨境電子商務繳稅的方法、制定步驟及工作流程，例如：

行郵稅
增值稅
關稅
免徵優惠

定期檢討機構的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評估運作效益對機構的影響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在考慮和制定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時，必須遵循相關政策/法規
必須保障機構、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整體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物流的專業知識；及
能夠按照機構之目標，制定有效的中港跨境電子商務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
析、判斷及評估，發展業務，有利機構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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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採購及供應鏈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

編號 107151L6

應用範圍 這能力的應用涉及分析及評估能力，按照銷售產品之特徵制定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以維持高效低成本的
物流方案，使企業獲取最大得益。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的相關知識

瞭解跨境物流的特徵及相關政策/法規
時間性
稅務或檢疫

瞭解所銷售產品之特性，例如：
時間或季節性的商品
需要檢疫或徵稅的商品
體積較大的商品
易碎裂或破損的商品
安全性（如包含電池組件）

瞭解由倉儲與物流合作伙伴提供之方案，惟需考慮短期及長期成本之影響及其服務質素
2. 制定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

按照機構的整體目標，制定高效的倉儲與物流策略
確定合適的倉儲地區

貼近目標客戶群
物流基建配套充足
關稅優惠
保安及保險成本

定期檢討跨境倉儲與物流策略，評估運作效益對機構的影響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在考慮和制定倉儲與物流策略時，必須遵循相關政策/法規
必須保障機構、客戶及商業夥伴的整體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跨境倉儲與物流的專業知識；及
能夠按照機構之目標，制定高效的跨境物流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析、判斷及
評估，發展業務，有利機構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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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輿論監測及引導

編號 107152L3

應用範圍 通過輿論監測，掌握公眾對品牌的認知度，分析其中對品牌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根據不同輿論情況制定不
同營銷方案。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品牌輿論監測的方法

認識和運用主要品牌網絡輿論監測的工具，明白其中每個統計量的意義
對焦點事件、輿論走向（尤其是不利輿論）具有敏感性，以便因勢利導和化解危機

2. 掌握營造有利於企業正面形象的方法
運用公益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事件塑造品牌形象
運用網絡事件形成輿論導勢，塑造品牌口碑形象

3. 懂得迴避對企業形像或者發展不利的因素，包括:
瞭解政策對企業的影響
瞭解危機事件處理

4. 展示專業能力
能夠配合企業及品牌的形象，提供優質的輿論營銷方案為目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運用事件營銷方法，營造對企業有利的輿論
瞭解對不利於企業形象的事件或輿論，具有敏感的洞察力，並提供解決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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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進行市場調查及分析

編號 107153L4

應用範圍 運用市場調查的方法，收集、整理、分析有關供求、資源的各種資料，以此來掌握供求現狀和發展趨勢，
為製定企業營銷策略和決策提供正確的信息。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制定市場調查的計劃和方案

制定調查內容，包括
市場環境、市場需求、競爭對手、產品、銷售、廣告效果

判別調查目的，包括
探測性調查、描述性調查、因果關係調查、預測性調查

揀選合適的調查方法，包括面談調查、網上調查、電話調查、觀察調查、實驗調查等
訂立合適調查程序及日程安排
安排 / 處理經費預算，相關費用包括：

資料收集、問卷設計、印刷費用
實地調查員工費用
數據輸入、統計費用
數據處理費用
報告撰稿費和打印裝訂費用

2. 根據市場調查方案制定問卷
制定問卷的結構，包括： 填表說明、問卷編號正文、調查者填寫的資料部分、調查者的背景資料
制定提問項目及提問方法
制定問題順序

3. 執行抽樣調查
根據調查的特性，選擇合適的抽樣方法進行抽樣，並確保調查的有效性及可靠性

4. 執行實地調查和質量監控
瞭解識別實地調查的注意事項，以訂立執行計劃
安排調查員的選派
執行質量控制

5. 執行資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執行調查數據處理：校驗、輸入、製表
執行數據分析

6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穏）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識別市場調查的含義和功能，能夠闡釋市場調查和市場營銷、企業經營決策之間的關係
能夠根據需要制定、安排和執行市場調查
能對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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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社交媒體危機公關

編號 107154L4

應用範圍 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交媒體網絡危機應對策略，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可以發現危機的根本原因，降低危機破
壞性，保護企業的形象、品牌不受侵害。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社交媒體危機的特徵和產生的危害

瞭解社交媒體危機的特徵
較多負面的言論偏見
網友發布錯誤的資訊
危機不確定性
危機急迫性
媒體輿論關注性高

瞭解社交媒體危機的害處
爆發時的速度和強度更廣泛，大大不同於傳統媒體
網路上的任何人都可能造成危機

2. 訂立社群媒體危機策略
準備

在危機爆發前，先檢閱潛在的危機爆發點，模擬可能發生的危機狀況，並設法預防其發生
評估

收集數據建立危機的真實狀態。企業的回應必須能夠相應於該危機議題的潛在影響。利用社
群媒體的工具以協助評估負面訊息的影響。

控制
處理危機溝通的人越少越好，通常參與的人越多，訊息就越容易被混淆

執行
快速反應，遲遲不回應通常可能讓危機更加嚴重，因為會讓顧客認為企業根本不在意此問題

3. 展示專業能力
所制定的社群媒體危機管理策略或措施，不可抵觸香港法例相關的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社群媒體環境下的企業危機的特點
做好危機前的預警工作
具備處理社群媒體危機的能力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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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網絡危機公關

編號 107157L4

應用範圍 訂立網絡危機事件監測體系和一套完善的網絡危機應對策略。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可以確定危機的根本原
因，降低危機破壞性，保護企業的形象、品牌不受侵害。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網絡危機的特徵和產生的危害

瞭解網絡危機的特徵
突發性
破壞性
不確定性
急迫性
輿論關注性

瞭解網絡危機的危害
爆發規模大
傳播的速度快和範圍更廣泛
破壞性更強，危機事件的評論權甚至裁判權由企業轉移向網民，引起的爭議更大

2. 訂立預防危機策略
訂立正確的危機意識
訂立危機預警系統
訂立危機管理小組，制定危機處理計劃
執行危機管理的模擬訓練
運用公關手段來建設和維繫與公眾關係，以獲得更多支持者

3. 優化企業危機管理策略
對網絡媒體給予足夠重視
及時公開危機事件的各種信息
整合各種網絡資源以綜合運用信息發布
重視意見領袖的作用
重視網絡口碑的建設

4. 展示專業能力
所制定的危機管理策略或措施，不可抵觸香港法例相關的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網絡環境下企業危機的特點
訂立危機前的預警工作流程
訂立和優化掌握處理網絡危機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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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投放網絡廣告

編號 107155L5

應用範圍 運用網絡廣告向互聯網用戶傳遞產品和企業信息，其中包括網絡廣告投放前的製作和媒體的選擇，成本預
算和收益方案等。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廣告投放形式，以選擇廣告媒體的渠道

掌握一般網絡廣告的投放形式種類，包括:
以傳播內容區別

文字鏈接廣告text link
電子郵件廣告Email
與內容相結合的廣告Interactive
富媒體廣告Rich media
其它類型廣告（視頻廣告、路演廣告、巨幅連播廣告、翻頁廣告、祝賀廣告等等）

以操作方法區別
點擊廣告
展示廣告
投遞廣告

以廣告形式區別
網絡廣告（包含Banner、Button、通欄、懸浮、下拉、全屏、豎邊等）
插播式廣告（彈出式廣告） Pop-u

訂明投放網絡廣告媒體的選擇依據
檢討廣告站點本身的流量
檢討目標受眾，網站用戶和目標受眾重疊率
研究廣告站的訪問者是否與產品的潛在顧客有所關聯

瞭解第三方廣告監控系統；
2. 掌握網絡廣告的投放過程

規劃合理的廣告活動預算、目標、週期長度、受眾範圍
根據廣告規劃的要求選擇媒體，確定廣告投放的形式
根據廣告規劃的要求設計製作網絡廣告

3. 選擇網絡廣告結算方式 ，包括:
千人印象成本（Cost Per Mille） CPM=總成本/廣告曝光次數*1000
每點擊成本（Cost Per Click） CPC=總成本/廣告點擊次數
每行動成本（Cost Per Action） CPA=總成本/轉化次數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絡廣告策略能符合企業的利益
在制定網絡廣告策略時，能遵守相關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網絡廣告的形式和選擇投放廣告形式的方法
規劃網絡廣告的投放過程
運用廣告費用結算方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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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策劃和執行大型網絡營銷活動

編號 107156L5

應用範圍 在互聯網營銷的過程中，根據消費者需要的價值為取向，設計企業網上營銷活動和發揮不同傳播工具的優
勢，以加強企業的宣傳。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絡整合營銷的含義

分析一般網站的投放形式種類，以制定與業務合適的營銷活動計劃／策略
圖象文件(包含Banner、Button、排版方式等）
不同傳播渠道的特徵及作用(形象塑造、流量引入、口碑互動等)

2. 規劃和執行網絡營銷活動的步驟
對市場營銷目標進行細分
設計客戶體驗功能並根據第一批客戶的反饋，建設以客戶為主導的資訊
進行數據分析，確定主要營銷戰略，滿足更多的用戶需求
發展用戶交流平台及交互功能，以加強用戶的忠誠度
分析各傳播工具的特性以及資訊需求，引導其他用戶產生興趣和需求
運用各種服務策略，發挖用戶潛在需求，誘導資料傳播和進行消費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執行營銷活動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分析網絡營銷的概念、含義及對銷售的影響
能夠訂立網絡營銷活動的步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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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及監察電子商務服務外判商

編號 107158L5

應用範圍 在電子商務服務平台，可以利用外判商提供專業服務包括在資訊科技、客戶服務、營銷、倉儲及物流等。
需要持續監察服務外判商並確保乎合企業要求及最大利益。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專業服務外判商模式

瞭解目標市場環境及業務模式，選擇優質服務外判商
品牌推廣服務：打造網上專業的品牌形象，提升營銷的能力
物流服务：通過和物流服務外判商合作，提供優質並有額外增值服務如貨到付款、限時派送
等
市場研究服務：引入市場研究外判商，借助其長期行業經驗並整合銷售平台數據，提供策略
研究、市場定位、產品定位、消費者研究、管道研究等等豐富市場研究諮詢服務

要求服務外判商提供過往業務紀錄以供參考
跟據電子商務服務平台的準則，選擇合適的專業服務外判商（如：淘拍檔TaoBao Partner）

2. 管理服務外判商
在擬定外判服務合約時，機構應在合約中訂明將會外判的資訊保安要求，在有需要情況下則須簽定
不可向外披露資料協議（non-disclosure agreement )。
應清晰界定和載述與服務外判商的職務和職責
定期監察服務外判商的服務成效
瞭解服務外判的風險

服務外判商為公司提供服務時，便可能會獲得公司的內部資料，進而對機構構成一定的風險
外判商能夠接觸到相關的資料和系統，並因此獲得客戶資料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有適當的安全管理程序來保護敏感的資料和客戶的私隱，以確保重要資料的安全，外判商亦須
遵守公司的相關保安政策及政府法例
確保公司的利益得到最大保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專業服務外判商的優勢
能及時回應因新管理指令，市場狀況或科技轉變等導致的變更要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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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製定網絡整合營銷方案

編號 107159L6

應用範圍 在市場推廣的過程中，批判性地分析各種網絡媒體資源的定位、用戶行為和投入成本，根據企業的客觀實
際情況為企業提供最佳網絡營銷解決方案。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市場，為網絡營銷活動定位，包括:

分析企業情況
分析企業情況包括：背景、銷售/市場份額、推廣支出/廣告份額、產品紀錄分析、品牌與定
位形象

分析用戶需求
分析用戶的消費模式、行為及影響因素
判斷市場發展規模和用戶需求趨勢，包括: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

細分及定位目標市場
細分現有用戶及潛在用戶

分析現有用戶對產品種類的行為/心態、購買紀錄等
分析潛在用戶對產品種類的需求趨勢、消費心態等

訂立營銷目標，包括:
一級目標市場

維持現有用戶份額
提高現有用戶忠誠度
建立品牌忠誠

二級目標市場
吸引搖擺不定的用戶
擴大宣傳，把企業信息及時有效地傳給用戶
建立品牌網絡，吸引搖擺不定的用戶嘗試企業產品，觸發和觸動用戶的潛在需求，就
有可能產生購買動機或購買欲望

三級目標市場
吸引競爭對手的用戶
引發競爭對手的用戶嘗試企業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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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能力 2. 分析營銷方案階段
從用戶角度分析

觸達階段
觸達是用戶消費行為產生的基礎，是企業分析用戶行為的第一步
觸達用戶的途徑可以通過企業網站、產品換量、軟文推廣、市場營銷等

觸發用戶階段
目的是為了讓用戶能把消費行為觸發點和企業產品連結起來
可以通過企業網站、移動設備應用軟件等定期提醒用戶企業相關產品信息

觸動用戶階段
目的是為了讓用戶能記得企業產品能解決用戶問題

從企業品牌角度分析
知曉度

通過廣泛傳播建立企業品牌基礎，無論在品牌建立的初始階段還是成熟階段，傳播的
支持都尤為的重要
現代媒體僅靠視覺傳播、口碑傳播、廣告傳播是不夠的，而是要進行整合傳播，將品
牌傳播出去

美譽度
美譽度指用戶心目中認為的最好的企業品牌，是源於用戶自身的感覺
品牌的美譽度不是通過廣告的吹捧所能建立，而是經過逐步累積而成的
當品牌擁美譽度時，要無時無刻地以消費者為核心，維護並提高品牌的美譽度

忠誠度
品牌忠誠是指用戶對企業品牌的偏好而在長時間內產生的重覆購買傾向，是品牌資產
中的最重要部分
用戶的忠誠一旦形成，就很難受到其他競爭品牌產品的影響
需要建立符合用戶利益、欲望、情趣、愛好的品牌，與用戶溝通交流，培養品牌的忠
誠度

3. 建立營銷方案的傳播目標與戰略
根據目標訂立戰略

確定主要目標受眾
確定整體產品定位與個性
確定現有顧客和潛在顧客發生相互作用的最佳接觸點
識別目標市場及其需求
為各目標市場製定最佳營銷組合
廣告目標
媒介計劃（根據接確點分析）

根據傳播主題訂立戰略
確定關鍵顧客利益與主要銷售訊息
制定公共關係方案
監督與控制
顧客反饋/數據庫建立評核
創意戰略
制定廣告方案

根據傳播階段訂立戰略
訂立財務計劃和分析預算
實施細節和監控
啟動評估與控制
事先測試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制定的網絡整合營銷方案符合政府的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整合營銷策劃的整體流程
能夠根據不同營銷環境訂立網絡整合營銷方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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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營運企劃及營銷策略」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數據優化營銷計劃

編號 107160L6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的業務策略及發展計劃，建立配合企業營運需要的數據優化營銷計劃，以幫助企業提供客戶需要
的個性化產品和服務。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及運用數據分析的優點

幫助企業管理不同業務及跨渠道的數據，並整合企業現有不同的營銷和數據庫系統
結合數據處理宣傳推廣活動，可於短時間內傳輸達大量個人制化訊息
細分數據，方便營銷人員面向重要的消費者推送量身制定的個人化內容

2. 建立數據營銷計劃的要點
在收集企業內部的用戶數據時，要與互聯網數據統合，才能準確掌握用戶在站內站外的全方位的行
為，使數據在營銷中體現應有的價值
採用合適的工具將原始數據進行集中化、結構化、標準化處理，讓數據變成有用的信息
通過聚類方式將具有相同特徵的用戶劃分成不同屬性的用戶族群
根據對目標群體的特徵測量和分析結果，在營銷計劃實施前，對營銷投放策略進行評估和優化
提升營銷效率: 不斷回收、分析數據，並利用統計系統對不同渠道的類型、時段、地域、位置等進行
分析，在營銷過程中進行實時策略調整

3. 建立數據優化營銷計劃
檢討及分析企業銷售表現指標，從而識別企業內部可應用數據系統的範疇
向企業引入最適合的數據優化系統
評估數據優化系統對企業零售業帶來的影響，如增加銷售額、額外成本等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的數據營銷計劃在設計及運作上均遵從法例及監管組織的規定
防止任何利用企業內部數據作舞弊欺騙行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根據企業的業務策略及發展計劃，建立符合企業營運需要的數據優化營銷計劃
能分析數據發展趨勢、應用及潛在的安全威脅，制定有效的計劃及應變程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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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二維條碼於銷售業務

編號 107161L4

應用範圍 應用二維條碼技術提供快速的信息讀取方案以改善銷售服務，從而協助發展或改善企業的整體零售業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二維條碼種類及規格

明白掌握二維條碼特性
記載更多資料量
記載更複雜的資料，比如圖片連結、網路連結等
保密性高
安全級別高
辨識性強

比較各種不同的二維條碼之規格
堆疊式二維條碼
矩陣式二維條碼
行動條碼

瞭解二維條碼對零售業經營的益處
加速結帳效率, 提高服務品質並創造形象
避免錯誤及防止員工舞弊
簡化現場貼標人力與標籤成本
方便時段管理, 彈性調整人力
方便庫存管理, 並有利於採購與訂貨管理
方便商品陳列管理, 並可做好商品管理
迅速取得正確商情, 並可作為調整商品組合依據

2. 採用二維條碼技術
瞭解條碼設計之考慮因素和應用領域
向企業引入最適合的二維條碼技術
評估二維條碼技術對企業零售業帶來的影響，如增加銷售額、額外成本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嚴格遵從相關的法例及監管要求來使用二維條碼技術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按照企業既定的銷售策略，採用二維條碼技術來改善銷售服務
透過二維條碼技術，協助發展企業的整體零售業務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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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QR條碼於銷售業務

編號 107162L4

應用範圍 應用QR條碼技術協助發展或改善企業的整體零售業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QR條碼優勢

記載更多資料量
快速解碼
高度容錯能力
無需要像普通條碼般在掃描時需要直線對準掃描器
容易配合網路用於廣告文宣、快速網路購物以及下載連結

2. 採用QR條碼技術以改善銷售服務
研究及比較各種不同QR條碼技術的零售應用渠道，包括：

網址快速連結: 透過手機解碼後，迅速連到企業或產品網頁，讀取相關網頁延伸資訊
商務交易: 連至線上交易網站完成付款過程
自動化文字傳輸: 將企業或產品資料轉成條碼，快速轉入消費者手機
數位內容下載: 內含任何企業或產品資訊，方便消費者即時取得

向企業引入最適合的QR條碼零售應用渠道
評估QR條碼技術對企業零售業帶來的影響，如增加銷售額、額外成本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嚴格遵從相關的法例及監管要求來使用QR條碼技術
在考慮和制定QR條碼技術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
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按照企業既定的銷售策略，採用QR條碼技術來改善銷售服務
透過QR條碼技術，協助發展企業的整體零售業務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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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商品條碼製作步驟

編號 107163L4

應用範圍 根據行業指引，為企業商品執行條碼製作步驟。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選擇合適的合作夥伴(例如 GS1) 製作產品條碼系統
2. 根據行業指引，執行商品條碼製作步驟 (共10個步驟)

步驟1: 制定及取得企業字首 (Company Prefix)
瞭解企業字首可以為企業建立貿易項目識別鍵，包括物流單位，地點，資產，優惠券等信息

步驟2: 分配號碼
取得企業字首後，分配識別號碼於企業產品項目，包括企業本身（作為一個法律實體）、地
點、後勤單位、企業資產、及/或可回收資產等

步驟3: 選擇條碼印刷方法
瞭解條碼印刷方法，包括

傳統印刷
柔印 (Flexography)
抵消 (Offset)

數碼印刷
熱 (Thermal)
激光 (Laser)

根據產品信息是靜態信息或動態信息決定打印方法
產品靜態信息 (信息長時間不變)

可以使用傳統印刷方法，直接在產品包裝印刷或印刷在標籤上
產品動態信息 (信息定期更換)

可以使用數碼印刷方法，或結合傳統數及碼印刷一同使用
步驟4: 選擇掃描環境

根據條碼類型、大小、位置和質量，選擇合適的掃描環境，包括:
點銷售終端（Point-of-Sale POS）

條碼可以支援全方位掃描 (omni-directional scanning)
總體佈局與物流 (General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s)

如條碼於倉庫使用，可以採用全方位掃描，但條碼尺寸要大一些
醫療保健項目 (Healthcare Items)

不可採用全方位掃描
步驟5: 選擇合適的條碼系統

如採用全方位掃描，可以選擇採用EAN/UPC符號系統
如條碼提供可變信息例如序列號或有效期，可以選擇採用GS1-128 / GS1 DataBar / GS1 2D
符號系統
如條碼提供網址，可以選擇採用GS1 2D系統
如條碼直接印刷在瓦楞紙箱，可以選擇採用ITF-14系統

步驟6: 選擇合適的條碼尺寸
掌握選擇合適條碼尺寸的因素，包括:

選擇的條碼系統
條碼應用領域
打印方式

步驟7: 格式化條碼文本
掌握選格式化條碼文本 (human-readable text)的因素，包括:

可讀的文本必須是清晰可辨，並與條碼符號的大小成正比
文本應置於條形碼下方和組合在一起
UPC-A條碼符號必須打印12位數字
EAN-13條碼符號必須打印12位數字
UPC-E and EAN-8條碼符號必須打印8位數字

步驟8: 選擇合適的條碼顏色
掌握選擇合適條碼顏色的因素，包括:

條碼要求黑暗的顏色
條碼要求單一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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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碼要求淺色的背景
步驟9: 選擇合適的條碼放置地點

根據產品外形選，擇合適的條碼放置地點，重點是要避免遮蔽或損壞（例如: 在紙箱邊緣、在
紙盒折疊的下方、在包裝折片的下方、或者通過另一種包裝層覆蓋）

步驟10: 建立一個條碼質量計劃
掌握 ISO/IEC 15416 系統評估條碼符號的質量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製作商品條碼時，必須遵循相關的法例及監管，確保商品條碼資訊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製作有效的商品條碼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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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網絡廣告營銷策略

編號 107164L5

應用範圍 在互聯網營銷的過程中，發揮網絡互動性、即時性及跨媒體等優勢，並選擇適當媒體進行網絡廣告營銷。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管理網絡廣告內容

掌握網絡廣告概念
識別不同網絡廣告類型包括文本類廣告、圖像類廣告、動畫類廣告、視頻類廣告及虛擬現實類廣告
等
評估以上各類型網絡廣告的特點以及應用範就
分析及比較網絡廣告與傳統廣告優勢

網絡廣告的優勢
傳播面廣
性價比高
表現形式多樣及互動性
良好用戶體驗
精確統計效果
市場細分及精準度高

網絡廣告的局限性
傳播的被動性
創意的局限性
有限廣告位空間

2. 制定網絡廣告的應用策略
能夠考慮以下因素以提高網絡廣告營銷效果

廣告設置位置
廣告面積
圖片更換速度
關鍵詞設置
圖像/聲音/動畫的運用
對成功的網絡廣告營銷案例進行分析，並能夠說出其成敗原因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網絡廣告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網絡廣告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
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絡廣告的概念、分類和優劣勢
能夠制定有效的網絡廣告營銷策略
能夠分析成功網絡廣告的成敗原因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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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絡廣告投放付費方式

編號 107165L5

應用範圍 分析網絡廣告投放不同付費方式，以幫助企業選擇適當廣告營銷投放方式方案。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及比較不同網絡廣告投放付費方式

按點擊付費 (Cost Per Click CPC)
運作模式

點擊付費廣告，根據廣告被點擊的次數收費
適合關鍵詞廣告採用

市場參考
Google的AdSense for Content
百度競價廣告
淘寶直通車廣告

操作局限性
面臨點擊欺詐的挑戰

按行為付費 (Cost Per Action CPA)
運作模式

交易按最後的結果來收費，包括是成交件數或是申請件數
每行動成本指的是類似保證收費方式
可被視為購買線上廣告的最佳化形式。廣告者只有當某「行動」發生時才要對該廣告
付費

市場參考
Google的AdSense for Content
eBay的AdContext

操作局限性
計價方式對於網站而言有一定的風險，但若廣告投放成功，收益比其他的計價方式要
大得多

按展示付費 (Cost Per Mille CPM)
運作模式

一種展示付費廣告，只要展示了廣告主的廣告內容，廣告主就為此付費
以廣告每顯示1000次作為單位收取廣告費用

市場參考
電視廣告

操作局限性
廣告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卻能給有一定流量的網站、博客帶來穩定的收入

按銷售付費 (Cost Per Sales CPS)
運作模式

以實際銷售產品數量來計算廣告費用的廣告
廣告主和代理商根據引導用戶到達指定頁面所產生購買行為的用戶數或購買金額按一
定比例進行分成

市場參考
適合購物類、導購類、網址導航類的網站

操作局限性
需要精準的流量才能帶來轉化收入

按時長付費 (Cost Per Time CPT)
運作模式

是一種以時間來計費的固定收費廣告模式
持續時間可以是少至每天或要一年
能為網站、博客帶來穩定的收入

市場參考
Financial Times
The Economist Publisher

操作局限性
廣告形式很粗糙，無法保障客戶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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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P（Demand-Side Platform需求方平台）概念
運作模式

DSP是一種在線廣告平台，使廣告主更簡單便捷地遵循統一的競價和反饋方式，對位
於多家廣告交易平台的在線廣告,以合理的價格實時購買高質量的廣告庫存
通過實時競價的方式對每個曝光單獨購買，獲得對廣告進行曝光的機會，即採
用CPM(Cost Per Mille)的方式獲得廣告位
Taobao的TANX
Google的ADX

操作局限性
需要具備強大的RTB(Real-Time Bidding)的基礎設施和能力
擁有先進的用戶定向 (Audience Targeting) 技術

2. 制定網絡廣告投放方式的策略
能夠考慮以下經濟因素，為企業制定具效益的網絡廣告投放策略:

安排合理網路廣告發佈時間 (根據調查，消費者上網活動的時間多在晚上和節假日)
建立嚴格的網路廣告費用預算
定期檢討廣告支出和企業收入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網絡廣告投放方式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的經濟效益
在考慮和制定網絡廣告投放方式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
資訊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不同網絡廣告投放方式的概念、付費方式和優劣勢
能夠制定有經濟效益的網絡廣告投放方式策略

備註

5-106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博客平台

編號 107166L5

應用範圍 通過博客網站或博客論壇，利用博客的知識、興趣和生活體驗等傳播商品信息，達到宣傳推廣的作用。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博客營銷的操作

瞭解博客的歷史及博客營銷的概念
制定博客營銷的應用策略，包括：

利用第三方博客平台開展網絡營銷
企業自建博客頻道
通過個人博客網站進行博客營銷

多角度分析博客營銷的特點，如發佈量及成本等
2. 制定博主定位和博客內容定位

訂立博客營銷的最終目的，例如提升品牌形象或增加產品曝光度等
分析博主定位，以便策劃下一步營銷方案，包括：

協助訂立企業發展方向
協助研究消費者行為模式

對博客內容進行定位，包括
內容的寬度和深度
博客寫作技巧和風格

分析成功博客營銷案例，並能夠說出其成敗原因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博客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博客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分析博客營銷的常用策略
訂立博客營銷目標、博主、內容定位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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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微博平台

編號 107167L5

應用範圍 使用微博作為平台宣傳企業和產品，達到市場營銷的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微博營銷的概念

分析微博營銷與博客營銷的差異
掌握微博營銷的理念和特點：高速度、便捷性和廣泛性
掌握微博信息表現形式及傳播模式
瞭解用戶獲取微博信息的差別
制定微博營銷策略，包括

內容多樣化、定時更新及互動
合理設置標籤，吸引有共同興趣的企業自建博客頻道

2. 制定微博營銷實戰流程
制定微博架構

設計微博模板
建立微群，微賣場

營運微博
撰寫、轉發、維護微博內容
設計重大節日及活動定制模板
尋找客戶關注重點
追踪及分析競爭對手走向

推廣微博
轉發不同內容，包括:

草根達人
意見領袖
文化名人
人氣明星

維持微博活動
收集及發布信息
轉發及評論活動亮點
監控活動信息關鍵詞
如必要，跟進客戶釋疑、澄清、聲明

應用微博APP
因應企業需求選擇合適的平台，包括:

標準版
資訊版
商業版

監測信息及輿論
分析競爭對手信息
分析營銷效果
優化營銷方案

投放微博營銷廣告
根據活動策劃、事件營銷及企業實際發展、制定高性價比的微博廣告投放策略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微博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微博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博營銷的定義、原則和特點
能夠經營一個微博，進行微博營銷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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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論壇平台

編號 107168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採用論壇平台通過文字、圖片、視頻等方式發布產品和服務的信息，從而達到營銷
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論壇的基本技術

運用論壇的註冊、發帖、刪帖、回復等基本技術
分析當下比較熱門的論壇及其特色，並能夠說出其成敗原因
分析論壇營銷的特點

建立開放性的話題，滿足各類營銷訴求
建立強大的聚眾能力
掌握傳播的連鎖反應
應用搜索引擎技術優化內容和評估效果
計算投資回報率

2. 制定論壇營銷步驟
選擇適合的論壇，條件包括

人氣、流量高
與推廣的內容相關
比較容易註冊

設計帖子
訂立標題：突出、印象深、個性
訂立主貼：展開爭議內容，巧妙傳達產品信息，設置懸念
訂立回帖：評價適當、不一味誇獎，掩護產品信息

監管帖子的追踪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論壇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論壇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論壇發帖貼的基本技術，了解時下熱門論壇的特色
分析論壇營銷的概念和特點
制定論壇營銷的步驟和技巧，使帖子適當挑起爭論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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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 - 面書平台

編號 107169L5

應用範圍 運用面書(Facebook) 提昇商品信息或企業形象推廣，達到市場營銷的作用。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面書營銷的基本概念和形式

掌握面書營銷的概念
成本低、互動強的營銷手法
通過互動的形式讓企業與消費者形成朋友的關係
保持定期良好互動

分析面書營銷形式的關鍵，以便製定營銷策略，包括:
需要細心考量發送頻率多寡，發送時間點等
熟悉網路語言，瞭解目標群眾的喜好
避免過度的品牌宣傳曝光
掌握尋找目標群的方法

目標群組的成員數量
目標群組的活躍性及社交性

2. 運用臉書市場營銷資源分享 
粉絲專頁 (Fan Page)

免費而且容易架構
需要懂得瞭解目標群眾，需要投入人力資源

面書廣告
是“針對性廣告”(Targeted Ads)平台，讓企業可以設定目標受眾，瞄準重點客群
除了可以根據地域，年齡，興趣，職業等特徵，企業可購買鎖定目標群組的廣告，精準地發
送信息外

面書社群 (Groups)
面書社群與一般論壇相似。企業可以建立一個與產業相關的社群，作為與潛在客群接觸的平
台
優點是免費，互動度高，但需要時間經營

3. 展示專業能力
所執行的面書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面書營銷的概念和形式
能夠運用面書群組營銷的技巧

備註 構建面書專頁或群組是免費的，但是廣告等運營是需要付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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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社交媒體營銷策略-Instagram

編號 107170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利用Instagram平台發表對消費者有導向作用的圖片及文字，從而達到營銷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Instagram營銷的特點

便利經營品牌形象的社群媒體，品牌增添視覺美感，增加品牌故事說服力
融合營銷、社交媒體以及藝術分享，幫助品牌提升產品形象
圖像容易被分享至其他平台，加強推廣效果

2. 訂立實時營銷策略
加強企業和客戶的互動

突出客戶的內容: 公開分享、讚好客戶的作品、帖子等等
加強社交網絡中的互動: 嘗試出文/出圖時鼓勵客戶到不同社交網絡分享，可以增加客戶的互
動
提供免費訊息與贈品: 偶爾拋出一個免費訊息或是贈品圖片，讓消費者感到開心
提供幕後花絮: 在企業的Instagram中，發一些幕後花絮的圖片，對消費者而言，也可以看出
企業的用心
收集用戶使用企業產品的圖片

使用Hashtags: 利用Hashtags來推廣品牌和產品，用來與某個興趣群中建立關係
統一形象: 選擇的圖片要跟品牌有相當大的關聯性，完全附合產品特色
突顯品牌的題材: 擇的圖片要和企業的主題專業一貫，不論圖中物件是什麼也是一貫的風格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Instagram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Instagram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
訊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Instagram營銷的特點
能夠採用適當Instagram營銷策略加強企業和客戶的互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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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即時通訊營銷策略 - 微信平台

編號 107171L5

應用範圍 通過微信 (WeChat) 群傳播商品信息或企業形象推廣，達到市場營銷的作用。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微信營銷的基本概念和形式

掌握微信營銷的概念
點對點精準營銷
通過互動的形式讓企業與消費者形成朋友的關係

分析微信不同的營銷形式，以便製定營銷策略，包括:
位置簽名：企業可以利用“用戶簽名檔”這個免費的廣告位為企業做宣傳，附近的微信用戶
就能看到企業的信息
企業則可以設定自己品牌的二維碼，用折扣和優惠來吸引用戶關注，開拓O2O的營銷模式
開放平台：通過微信開放平台，企業可以將品牌資料放入微信附件欄，使用戶可以方便進行
內容選擇與分享

2. 應用微信營銷技巧
鎖定目標群成員多及活躍的微信群
運用微信群發廣告技巧

利用微信群相冊及共享
利用微信群郵件發軟文
設定發送最佳時間

運用合適的微信類型以配合營銷策略
公眾號分為訂閱號、服務號及企業號等不同類型，需要根據傳播對象及傳播目的合理選擇。
訂閱號可以有更多互動，服務號則傾向於通過系統對接、數據對接的方式為用戶提供更多服
務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微信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微信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微信營銷的定義、原則和特點
能夠經營一個微信，進行微信營銷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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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EDM營銷策略- 電子郵件平台

編號 107172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推廣過程中，採用電子文件管理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EDM)的電子郵件平台，把
企業的信息傳播給目標顧客來達到營銷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電子郵件營銷的概念、優勢和基本要素

瞭解電子郵件營銷的優勢
成本低
針對性強
投遞準確
受眾廣
免費閱讀

掌握電子郵件營銷基本要素
基於用戶許可
信息對用戶有價值

建立電子郵件營銷的適用環境
適合跨地域的業務，理解時區的差異
注意網站註冊

2. 運用電子郵件營銷技巧
設計電子郵件內容與格式

內容為客戶著想、對客戶有用
不要過度銷售
郵件內容個性化

避免電子郵件被當做垃圾郵件的技巧
避免使用垃圾郵件的敏感詞和虛構字符串
監控IP地址是否在黑名單裡
發送退訂鏈接
適時處理退信和投訴

吸引讀者打開郵件
設計和使用讓顧客能夠記住並產生信任感的發信人名稱
郵件標題：平實或個性化

3. 優化於移動設備平台上閱讀電子郵件
明白冗長的郵件內容並不適合於移動設備平台上閱讀
運用優化閱讀電子郵件的技巧，包括:

保持電郵信息簡短 (如不超過60-65個字符)
把要點突顯出來及加入圖片
降低圖像文件的大小
通過屏幕比例調整圖像
增加網站鏈接鍵的大小 (如一個呼籲行動按鈕: 了解更多、產品的詳細資料等等)

4.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電子郵件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電子郵件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
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電子郵件營銷的基本概念、優點、和適用環境
訂立電子郵件營銷的適用環境
掌握電子郵件營銷技巧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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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EDM營銷策略- 短訊平台

編號 107173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推廣過程中，採用電子文件管理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EDM)的短訊(SMS)平台，
把企業的信息傳播給目標顧客來達到營銷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短訊營銷的優勢和缺點

瞭解短訊營銷的優勢
成本低
短訊覆蓋面廣，用戶群眾多，直接面對具有消費能力的群體
發送簡單
短訊發佈快速，準確率高
不同的目標客戶歸類在不同的聯絡人名單
任何時間都可以管理與更改訊息

瞭解短訊營銷的缺點
建立名單需要花些時間
需支付訂閱與許可費用
需透過強力優惠留住客戶
必須花些時間才能看出成效
同時與其他對手競爭提供的優惠

2. 運用短訊營銷技巧，包括:
鼓勵客戶與企業品牌互動
發送即時性的短訊內容

內容必須具即時性或很有價值，最好是獨家資訊，才能提高短訊促銷、行動優惠內容的回覆
率

讓短訊多元化行銷管道
短訊的平均用戶開信率都比其他媒體高，利用短訊進行“Call to action”， 在行銷活動中是
十分有效的
用短訊傳送網站的註冊認證碼，或APP的下載網址等

可便於操作地區行銷
可透過短訊發送優惠碼，提供區域專屬的優惠折扣
勢在於能增加與客戶的互動，且便於追蹤非網路行銷管道的成效

吸引客戶參促銷活動
利用短訊通知客戶參加促銷活動，快速又有效

有效利用忠誠客戶名單
定期發送短訊對企業品牌忠誠度極高的客戶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短訊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短訊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短訊營銷的基本概念、優點和缺點
訂立短訊營銷的適用環境
掌握短訊營銷技巧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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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實時營銷策略

編號 107174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利用實時營銷策略，根據特定消費者當前的個性需要,為其提供商品或服務。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實時營銷的概念

瞭解以消費者為中心，以消費者需要為出發點，以消費者滿足為終點
瞭解”需要”概念定義: 既包括當前需要，又包括未來發展變化的需要
瞭解實時營銷的特點:

有利於培育顧客品牌忠誠
滿足特定消費者當前的個性需要,適應客戶需要的多樣化和個性化
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能夠在消費過程中追蹤消費者需要，偏好與習慣的變化，自動調整服
務功能以滿足其未來需要
收集消費信息反饋: 顧客把反饋信息傳遞給公司，公司據此對相關產品進行改進,再向顧客提供
改進後的產品

2. 訂立實時營銷策略
採用合適的軟件對顧客行為實行電子記錄,有規律地記錄顧客的活動, 接著分析信息數據
保持與消費群通訊內容的相關性和和適當性: 把消費者分類，優先考慮最重要消費群的實際需要，並
針對消費群設定合適的目標及活動
維持內容不需要太複雜，重要是能保持實時營銷活動簡單和有創意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實時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實時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全
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實時營銷的特點
能夠分析實時營銷數據，並採用適當策略提高營銷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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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優化搜索引擎

編號 107175L5

應用範圍 通過總結搜索引擎的排名規律，對網站進行合理優化，使企業的網站在瀏覽器排名提高以提升客戶瀏覽機
會。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搜索引擎(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 運作原理

瞭解常見的SEO專業術語，並理解其含義
瞭解搜索引擎和目錄的工作原理

信息檢索概述
檢索，索引和查詢處理
以受歡迎程度建立排名網頁

分析網絡進行優化網頁
明白影響SEO的因素

元描述
關鍵詞

優化網頁的最佳實踐方案
如何確定網站最佳的關鍵字

2. 訂立搜索引擎優化方案
選擇和運用有效的SEO工具
掌握網站度量

瞭解頁面停留時間和網站停留時間
瞭解跳出率、退出率和參與

過濾和分析數據
篩選字段
管理過濾器
訂明關鍵績效指標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搜索引擎優化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搜索引擎(SEO) 運作原理
運用SEO工具以訂立適當的搜索引擎優化方案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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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搜索引擎營銷策略

編號 107176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利用搜索引擎營銷(Search Engine Marketing (SEM))方式，全面而有效的利用搜索
引擎來進行網絡營銷和推廣。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SEM營銷常用的方法

瞭解SEM的含義
分析及比較SEM營銷常用的方法

搜索引擎營銷
電子郵件營銷
網絡廣告營銷
信息推廣營銷
網址營銷

2. 訂立SEM營銷方案
選擇SEM 關鍵詞

SEM的關鍵詞精準度比(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SEO))更深入、具體，在SEO選詞標準
的基礎上增加兩個條件：

搜索該詞的人，有明確的消費需求
搜索該詞的人，容易被轉化成用戶

設計SEM引導頁
能夠給用戶足夠的信任感
提供的內容是對用戶有幫助的
能夠解答用戶心中潛在的問題
能夠促使用戶留下信息或取得聯繫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搜索引擎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搜索引擎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
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認識搜索引擎營銷概念的內涵，懂得搜索引擎營銷關鍵術語的含義
掌握搜索引擎營銷常用的方法和技巧

備註

5-117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新聞軟文營銷策略及促進企業公共關係

編號 107177L5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利用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或利用發表對消費者有導向作用的文章，策劃、組織各
種形式的活動，藉此製造“話題熱點”來吸引媒體和社會公眾的注意與興趣，以達到促進銷售的目的，也
可以把企業要傳達的目標信息傳播得更準確及詳盡，促進企業公共關係。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新聞及軟文營銷的概念和特點

瞭解文章營銷的特點
成本低
營銷目的：配合廣告增加銷量
以熱點話題引起關注
帶有炒作的特徵
可以在新聞資訊、企業文化、評論等一切文字資源中植入產品資料，誘使受眾感興趣，將產
品巧妙嵌入到話題中
通過口碑傳播製造信任感

2. 識別新聞軟文營銷的分類，訂立適用的文章主題
宣傳新產品上市文章，例如:

產品測評點評
買家體驗
產品聯動

3. 運用文章寫作技巧
掌握標題的重要性，標題要引人注目，力求做到一句話讓人過目不忘
靈活運用各種文章式樣來達到市場營銷的目標 (例如懸念式；情感式；故事式；恐嚇式；促銷式；新
聞式；誘惑式)

訂立標題：突出、印象深、個性
訂立主貼：展開爭議內容，巧妙傳達產品信息，設置懸念
訂立回帖：評價適當、不一味誇獎，掩護產品信息

分析文章案例
分析、評價一些新聞營銷或軟文營銷案例，並能夠說出其成敗原因

4. 制定新聞營銷及軟文營銷步驟
結合企業需要，整合企業資源優勢以策劃新聞及軟文内容
根據策劃主題，撰寫不同風格的文章題材，提交審核以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
根據文章題材進行相應的渠道發布
掌握新聞及軟文營銷的技巧

内容要有張力和煽動力，能夠抓住熱點
在話題傳播的過程中不斷地加入設置新鮮的“小事件”，保持動態推進，不斷製造關注度
嵌入產品信息和活動要不露痕跡
選擇適當、有規模的傳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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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能力 5. 掌握新聞及軟文促進企業公共關係方法
瞭解新聞及軟文對促進企業公共關係的優點

新聞及軟文具有及時傳播特性。企業發生了具有對外宣傳價值的重大事件，就必須在第一時
間把信息傳播出去，否則就失去了新聞價值
新聞具有完整闡釋功能，可以用文字把一件事說得明白，把企業要傳達的目標信息傳播得更
準確、詳盡
新聞及軟文推廣具備危機公關職能
好新聞及軟文具有二次傳播特性。所謂"二次傳播"，就是一個媒體首先發佈出來之後，別的
媒體紛紛轉載

選擇及運用適當新聞及軟文促進企業公共關係，例如:
宣傳企業重要活動，例如:

參與慈善活動
行業特色事件
危機公關事件

企業CEO營銷，例如:
CEO故事訪談
發表行業性觀點
回應社會熱點點評
宣傳社會責任

宣傳企業價值理念，例如:
企業文化觀
企業成長歷程
品牌故事

選擇及利用網路意見領袖合作(Key Opinion Leader KOL)
瞭解網路意見領袖的優點

意見領袖懂得其消費者層的個性化需求，容易受到消費者的信任
意見領袖在社群傳播中起著重要的中介作用，並掌握著該消費者層大量的社群資
源
容易取得網路意見多樣性的推薦

檢討網路意見領袖的特點
生活經驗豐富，知識面廣
交際廣泛，同公眾聯繫密切，有較高的威望
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
樂於創新

選擇適當網路意見領袖
通過調查或憑經驗或邏輯來確定意見領袖在目前環境中的角色
意見領袖往往是特定領域的專家

6.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新聞營銷及軟文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選擇及運用新聞及軟文促進企業公共關係方法
在考慮和制定新聞營銷及軟文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
及資訊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新聞營銷及軟文營銷的基本概念、特點和分類
制定新聞營銷及軟文營銷步驟
運用新聞及軟文促進企業公共關係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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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流動裝置營銷策略

編號 107178L6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利用流動裝置技術來改善銷售服務，從而協助發展企業的整體零售業務。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展望流動技術的發展特點，以制定合適的流動裝置營銷策略
2. 分析流動裝置營銷數據，協助企業加強營銷服務，包括:

分析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理解消費者的興趣、意向和行為
找出最值得投放資源的目標客戶，為他們提供更佳的體驗

3. 設計適合方案提高流動裝置營銷效果，包括:
確保網站設計能符合不同行動裝置的需求
分析不同系統（包括iOS及Android）的特性，以優化流動裝置營銷程式
分析網站測試結果，以檢視是否適用於流動裝置
設計檢驗程序，以盡量簡化網上購物程序，方便顧客購物
製作流動專用廣告以優化流動裝置營銷

4. 檢討流動裝置營銷效果
利用不同的廣告格式測試企業的廣告訊息，用以找出吸引客戶訪問網站或下載流動應用程式的原因
瞭解流動裝置上營銷內容的外洩風險，為企業及客戶設計保密通訊環境與方案

5.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流動裝置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流動裝置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
安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展望流動裝置營銷的發展趨勢
能夠分析流動裝置營銷數據，並採用適當策略提高流動裝置營銷效果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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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商品全球數據同步網絡系統策略

編號 107179L6

應用範圍 電子商務企業管理層可以掌握商品全球數據同步網絡 (Global Data Synchronisation Network, GDSN)系
統應用，以便處理快速變化的全球供應鏈，保持企業的競爭力。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GDSN系統的重要性

明白傳統的供應鏈數據傳輸渠道 (例如電話、傳真、網絡平台以及E-mail等)，存在高額成本、出錯
率高的問題。
掌握產品數據同步的概念

能夠優化電子商務的供應鏈
無論是供應商還是零售商，全球數據同步系統可以提高商品數據的完整性和及時性，供應網
絡能將商品在正確的地方、時間無誤地提供給消費者。

2. 分析全球數據同步系統對電子商務營運的優勢
產品零售商層面

經營成本不斷降低
訂單效率和提高產品品類管理效率
減少結算錯誤
降低數據管理費用
減少缺貨機會，提高貨架使用率使

產品供應商層面
迅速擴大市場份額，快速運轉的供應鏈可以幫助企業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
減少貨物上架平均時間
提高訂單效率和產品品類管理效率
減少產品數據到達銷售環節的時間

3. 訂立產品數據同步化方案
評估和選擇有效的供應鏈標準系統及數據處理工具
評估企業目前的業務流程，批判性地分析產品數據同步系統如何能支持企業
與不同持份者討論，分析和選擇應該交換什麼數據及以什麼格式交換
安裝額外的或升級的硬件和軟件，
從接受訂單到發貨的過程進行確認、測試,甚至重新設計流程，以保證數據交換和訂貨流程的準確性
和及時性

4.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產品數據同步化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產品數據同步化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
訊安全等，確保所處理的產品數據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認識商品全球數據同步網絡的概念，分析它如何改進電子商務企業營運的流程
掌握及訂立產品數據同步化方案的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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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多渠道推廣傳播」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口碑式營銷策略

編號 107180L7

應用範圍 在市場推廣的過程中，利用客戶口碑傳播的原理，高效傳播產品信息，達到市場營銷的目的。

級別 7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口碑式營銷的概念

企業通過用戶對產品或者品牌的相互交流，傳播信息以達到市場營銷的目的
口碑營銷傳播渠道主要由產品目標用戶群體特徵決定，最具影響力和最適合口碑營銷的網絡媒體渠
道是博客、論壇、社交媒體和人際交互
企業需要深刻理解用戶的需求及用戶行為的驅動原理，方能夠在合適的場景中通過傳播內容觸發用
戶需求或者其他方面的共鳴，從而參與營銷活動

2. 分析口碑式營銷的特點
對企業來說是一種初始成本固定，邊際成本幾乎為零的營銷方式
傳播速度可以級數式增長
高效率地被客戶接受
更新速度快
須輔之以廣告、輔助材料、公關等多重整合營銷方式，相互取長補短，發揮協同效應，才能夠使傳
播效果最大化

3. 制定口碑式營銷執行方案
加入獨特的創意
策劃內容製作和設計信息源
選擇適合信息傳播渠道，不同媒體渠道需要不同的時間配合
跟踪及管理營銷效果

4.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口碑式營銷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在考慮和制定口碑式營銷方案策略時，必須遵循政府及監管組織最新的法例如資訊、私隱及資訊安
全等，確保所推行的營銷策略不違反相關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口碑式營銷的概念、特點
能夠掌握口碑式營銷的方法和步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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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提供產品資料

編號 107181L2

應用範圍 培養電商基層工作人員詳細了解企業產品的能力，要求了解企業產品的基本資料，並能夠全面地傳達給顧
客。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詳細瞭解企業產品的每項資料，包括:

產品的功能
產品的價格
產品的基本構造
產品的質素和規格
產品的用途
產品的優勢
產品使用的註意事項
產品的銷售渠道

2. 正確傳達企業和產品資料
掌握產品的關鍵特徵，用最短的時間清晰地講解給顧客
能回答出顧客可能諮詢產品的所有問題
介紹企業不同的電子商務銷售渠道

3. 展示專業能力
按照貨品本身的實際資料及特色來做介紹，不可誇大其功能／用處
參考政府的貨品說明條例，確保介紹貨品時應遵從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全面瞭解產品的資料
正確傳達產品的資料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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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提供購買建議，引導顧客購買

編號 107182L3

應用範圍 為顧客提供購買建議，引導顧客購買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影響顧客購買貨品的因素，以引導顧客購買，包括:

產品銷售情況
季節性及市場趨勢
競爭對手的銷售活動
宣傳及其他商業活動
網上對產品的評論

2. 提供購買建議，引導顧客購買
根據顧客的描述，為顧客定位合適的商品
通過正確的提問，引導顧客思考，並全面表達出自己所需
為顧客選擇最合理的購買渠道

3. 展示專業能力
能遵守企業購買貨品相關的指引及恪守職業道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顧客對購買貨品的需求，並作出合適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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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網上客戶投訴

編號 107183L3

應用範圍 顧客沒有得到預期的服務或對產品本身不滿而進行投訴，電商工作人員需解決顧客的不滿或對此進行匯
報。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和方法

瞭解企業處理客戶投訴的既定指引和程序
掌握處理投訴的基本原則

誠意地幫助客戶解決問題
不與客戶爭辯,不使用過激語言
不損害企業利益

處理投訴的基本方法
用心聆聽
仔細詢問記錄問題
禮貌地結束

能夠迅速對投訴做出反應，分清投訴的類型,哪些是當場可以解決的,哪些是必須上報解決的
對客戶的投訴進行記錄包括投訴時間、投訴途徑(包括電子郵件，網絡評論，社交媒體平台等)、投
訴事件、被投訴者等
對投訴事件的處理進程和處理結果進行跟踪，在規定時間內處理完畢並通過不同途徑(包括電子郵件
或電話)等反饋給客戶

2. 掌握處理投訴的技巧
處理升級投訴的技巧
處理疑難投訴的技巧
尋找雙贏的平衡點
掌握有效撫慰情緒高度激動客戶的方法

3. 展示專業能力
必須保持禮貌、理性、同理心及具有細心聆聽的技巧
運用人際溝通技巧，建立和維持優質的客戶服務關係
在處理客戶投訴時，要兼顧企業及客戶的利益，並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處理投訴的原則和基本方法
靈活運用處理投訴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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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調查網上客戶滿意度

編號 107184L3

應用範圍 為製定相關維持客戶關係的管理辦法而進行針對性的調查，從而減少客戶流失。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調查目標

調查的核心是確定產品和服務在多大程度上滿足了客戶的慾望和需求。就其調查目標來說，應該達
到以下目標：

確定導致客戶滿意的關鍵績效因素
評估企業的滿意度指標及主要競爭者的滿意度指標

2. 選擇適合的調查方法
瞭解機構的網上商務及銷售策略
設立網上投訴與建議系統

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應當能方便顧客傳遞他們的建議和投訴，設立網上投訴與建議系統以收
集到客戶的意見和建議

設立客戶滿意度調查表
3. 制定客戶滿意度調查流程

量化和權重客戶滿意度指標
選擇合適的調查對象
收集客戶滿意度數據
使用合適的軟件工具分析調查結果
執行和改進計劃

4.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在檢討產品或服務時，不可作出欺騙或舞弊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從企業實際出發，選擇合適的調查方法和工具，制定全面控制過程，得到有效的客戶滿意度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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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深入調查網上客戶需求

編號 107185L4

應用範圍 瞭解網上客戶需求以制定或修改產品銷售策略方向，並提供相關的優質服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網上客戶的定位

認識網上客戶的消費模式、行為及影響因素
瞭解客戶的需求

對現狀的不滿而產生改變或提升現狀的慾望，特別要注意客戶的隱性需求
判斷網上客戶發展規模，包括:

起步期、成長期、成熟期
2. 瞭解向客戶調查時的注意事項

提問要明確、具體，少問客戶無法回答的問題
注意找正確的人問合適的問題
注意多給客戶一點時間
明白客戶有不同的需求和關注點，切忌“想當然”
打消客戶疑慮，盡量拉近距離

3. 調查客戶需求時應避免的誤區
以產品為中心的銷售模式
只關注“我的公司”或“我的背景”
打擊競爭對手的銷售模式
跟客戶辯論銷售模式

4.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處理客戶資料，以避免觸犯《個人資料（私隠）條例》
嚴格遵守企業的政策及程序，防止任何濫用／挪用企業資產或舞弊行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對客戶有個明確的定位，通過合理的方收集法和分析客戶的行為，發掘客戶潛在的需求

備註

5-127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網上客戶資料

編號 107186L4

應用範圍 記錄客戶的網上銷售活動，並執行有效及規範化的資料管理。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傳統和網上客戶資料管理的區別

管理更多數據
實時性更強 -縮短企業與客戶之間的溝通時間
管理內容更廣泛
更加關注資料安全

2. 執行收集客戶資料流程
瞭解企業追蹤系統的標準程序
瞭解收集客戶資料時一定要遵從企業內部系統的要求
明白客戶對個人資料私隠的關注

3. 更新及管理客戶檔案
建立一套能儲存及分析客戶網上銷售資料及喜好的系統
建立客戶信息查閱權限制，未經許可，不得隨意調閱客戶檔案
定期檢查不合規格和缺失了的資料，並從合適途徑獲取資料以補充不足之處
製作報告提供對銷售活動的監察結果

4.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處理客戶資料，以避免觸犯《個人資料（私隠）條例》
在客戶和企業整體利益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客戶信息管理方法
掌握客戶檔案的更新、修改方法

備註

5-128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維持和改善網上客戶關係的策略

編號 107187L5

應用範圍 在電子商務營銷的過程中，向客戶提供滿意的服務，改善與客戶之間的關係，培養客戶的忠誠度。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上客戶的一般要求

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務。客戶做出購買決策需要瞭解產品或服務前，要求比較全面的信息
明白電子商務時代是一個服務需求多樣化、個性化的時代，其特點是企業針對每個客戶的不同需求
提供相應的信息服務
提供多元化的促銷服務

2. 訂立網上客戶關係策略
售前服務策略

在產品銷售之前，針對客戶的購物需求，通過網路渠道向客戶提供產品介紹、產品推薦、購
物說明等資料，協助決策
建立虛擬展廳充分展示產品形象，激發購買欲望

售中服務策略
在交易過程中，企業向客戶提供簡單方便的商品查詢及導購咨詢，簡便高效的商品訂購、安
全快捷的貨款支付、迅速高效的貨物配送等服務，以保證商品交換活動順利實現
建立實時溝通系統，增強消費者網上購物的信心

售後服務策略
瞭解網上售後服務有兩類，一類是基本的網上產品的消費支持和技術服務；另一類是企業為
滿足客戶附加需求而提供的各種附加利益的服務
分析和比較網上銷售服務與傳統的網下銷售服務，特點包括方便快捷、靈活有效、成本低
廉、直接自助的特點，從而大大增強了企業的競爭實力
售後服務渠道包括

在企業網站中提供”常見問題(FAQ)”頁面，主要是為客戶提供有關產品、企業情況方
面的信息，能夠引發瀏覽者的興趣及幫助那些在產品使用中遇到疑難問題的客戶迅速
找到所需的信息
在企業網站上建立網上社區，可以用線上聊天讓用戶對企業的產品或服務評論，提供
售後服務人員與用戶實時交流的渠道
企業建立郵件列表，讓客戶自己登記註冊，然後定期向客戶發佈企業最新的信息，加
強與客戶聯繫

3. 維持和改善網上客戶關係
識別客戶

通過網上渠道收集更多的客戶資料
驗證並更新客戶信息，刪除過時信息

對客戶進行差異分析
識別企業的高端價值客戶
調查是否有些客戶從企業只訂購一兩種產品，卻會從其他地方訂購很多種相關產品
檢閱客戶對企業哪些產品或服務多次提出了投訴

與客戶保持良性接觸
給競爭對手的客戶聯繫，比較服務水平的不同
改善對客戶投訴的處理

4.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處理客戶資料，以避免觸犯《個人資料（私隠）條例》
在制定客戶服務管理策略時，確保兼顧企業及客戶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改善客戶關係的主要要素、方法
掌握網上客戶的要求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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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發掘潛在網上客戶要求

編號 107188L5

應用範圍 在電子商務的過程中，對現有客戶提供更多更具有吸引力的措施，尋找現有客戶新的需求或潛在客戶。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什麼是潛在客戶及尋找潛在客戶的原則

瞭解潛在客戶的定義，它能為企業帶來哪些價值
瞭解尋找潛在客戶需要遵循的原則：

量身定制的原則：選擇滿足潛在客戶具體需要
重點關注原則：即80/20原則，事先確定尋找客戶的輕重緩急，首要的是把重點放在具有高
潛力的客戶身上

2. 認識及運用不同的發掘潛在客戶方法
客戶引薦法

現有客戶的介紹方法，通過互聯網平台可以縮短處理時間
效應法

尋找並爭取有較大影響力的中心人物為客戶，然後利用中心人物的影響，加速潛在客戶發展
為真實客戶

電郵推廣
優點包括成本較低、接觸的人較多、覆蓋的範圍較廣等，缺點是時間週期較長

社交媒體推廣服務
利用線上影音網站平台做網路行銷

網絡搜尋引擎定位廣告
利用關鍵字廣告針對所選定的潛在客戶進行宣傳，節省廣告成本

市場諮詢法
利用網絡各種專門的市場信息工具或政府有關部門所提供的信息來尋找潛在客戶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發掘潛在客戶資料，以避免觸犯《個人資料（私隠）條例》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發掘潛在客戶的重要性
運用發掘潛在客戶的技巧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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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科技以輔助客戶關係管理

編號 107189L5

應用範圍 作為電子商務客戶管理人員，需要瞭解更多輔助客戶關係管理 (CRM)的科技應用。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CRM的相關知識

瞭解CRM出現原因
需求的拉動
技術的推動
管理理念的更新

瞭解CRM的概念及特點
綜合性

CRM系統不僅使企業擁有靈活有效的客戶交流平台，而且使企業具備綜合處理客戶業
務的基本能力，從而實現應用電子商務的新型客戶管理模型

集成性
在電子商務背景下，CRM系統具有與其他企業級應用系統（ERP-企業資源規
劃、SCM-供應鏈管理）的集成能力。對於企業而言，只有實現了應用系統的完全整
合，才能真正實現客戶價值的創造

智能化
集一站式服務、互聯網思維和大數據分析於一體的客戶關係管理與服務平台，大幅提
升公司營銷管理水平和用戶平台體驗

2. 運用CRM系統主要運作模塊
檢視CRM系統主要模塊功能

銷售模塊：幫助決策者管理銷售業務，主要功能包括額度管理、銷售力量管理和地域管理
營銷模塊：計劃、執行、監視和分析直接市場營銷活動
客戶服務模塊：提高那些與客戶支持、現場服務和倉庫修理相關的業務流程的自動化並加以
優化
客戶互動模塊：利用不同的網絡渠道與客戶溝通來促進銷售、營銷和服務

向企業引入最適合的CRM系統
評估CRM系統對企業零售業帶來的影響，如增加銷售額、額外成本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制定戶關係策略時，確保兼顧企業及客戶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CRM系統的概念及特點，
掌握及運用CRM系統主要的運作模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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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

編號 107190L5

應用範圍 使用者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是Web 2.0概念的組成部分之一，客戶可以對企業商品提供
自己的評論。作為電子商務客戶管理人員，需要瞭解及管理企業的使用者生成內容。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識別使用者生成內容的類別，包括:

個人信息發布博客
如Google Blogger、新浪博客等

協同編輯
如維基百科、百度百科等

資源發佈
如視頻站點Y o u t u b e、演示文稿領域SlideShare等
此類網站降低了發布共享的門檻，吸引大量普通客戶進入創作及交流

評論推薦
如Yelp、大眾點評網等
匯集用戶點意見，易造成大眾影響

2. 審查和更新企業的銷售策略
掌握用戶生成內容的特點

大量客戶協作產生方式使得商品評論內容更為全面和完整
能夠實時反映消費者的心理興趣
和用戶間的交互產生了不同類型的信息關聯，方便企業挖掘出潛在客戶

根據上述的數據分析，實時更新企業的銷售策略
3. 根據法律規定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

明白企業對客戶所提供的資料和發表都負有一定的責任
檢視全部或部分的使用者生成內容是否違反了香港法律的規定，包括稽核使用者提供的內容是否侵
犯著作權，或有否包含有冒犯性的內容等
考慮對其使用者生成內容設有一定的授權著作權和使用的條款

4.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使用者生成內容損害企業及客戶利益的行為
於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使用者生成內容的概念及特點
運用管理使用者生成內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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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部署及優化CRM系統

編號 107191L5

應用範圍 掌握CRM（客戶關係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軟件系統，以協助企業制定及應用有
效的CRM系統。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CRM成功的關鍵因素

向管理層明確地訂明CRM項目所需的時間，財力和其它資源
專注於流程而不是過分關注於技術
靈活運用技術。根據業務流程中存在的問題來選擇合適的技術，而不是調整流程來適應技術要求
檢討CRM團隊的執行能力，包括

業務流程重組的能力
對系統進行專門化和集成化的執行能力
對IT部門的要求，如網絡設計和數據同步化策略等
具有改變管理方式的技能

檢討人為因素
在CRM項目的各個發展階段，都爭取不同持分者的參與，使得持分者為項目負責

發展分步實現流程
通過流程分析，可以識別業務流程重組的一些重要領域並優先實施

2. 運用CRM軟件系統
針對企業業務流程和管理過程中產生的大量數據，選擇及利用CRM系統中的商業智能工具進行分
析，以支持企業在業務管理及發展作出正確的判斷。工具包括:

分析處理工具
對存儲數據庫的數據進行分析、處理過程。一般可供選擇的方案：預先計算和即時計
算。

查詢報告工具
快速、簡單、易用的查詢和報告工具能夠幫助管理者充分利用企業中不同層次的數
據,獲取所需要的特定信息，並以合理的格式加以顯示。

數據發挖工具
從大量的資料中自動搜尋隱藏於其中有著特殊關聯性，並通過統計、分析處理以發現
未知的關於客戶的新資訊
著眼於了解業務特點，並把它轉化成為數據分析的條件和參數
轉換、清理和導入數據，可從多個數據源抽取並加以組合，以形成有效的數據庫
分析數據及建立模型：對現有的數據進行規整，利用現有各種模型處理數據分析
評估與應用：優秀的評估方法是利用不同的時間段，讓系統對已經發生的消費情況進
行預測，然後比較預測結果和實際狀況。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處理客戶資料，以避免觸犯《個人資料（私隠）條例》
在客戶和企業整體利益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客戶關係管理的專業知識
能夠按照企業之目標，制定有效的客戶關係管理策略，檢討及整合相關資訊和數據，作出分析、判
斷及評估，有利企業長遠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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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合作夥伴關係

編號 107192L6

應用範圍 在市場營銷的過程中，作為企業的客戶關係管理者，建立並維護與合作夥伴的關係，減少不確定因素，提
高客戶的滿意度。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檢討及訂立合作夥伴選擇程序，方向包括:

分析不同合作夥伴的需求
分析市場競爭環境需求
分析企業的核心業務及優勢
分析共同利益與潛在風險

確定合作夥伴關係，例如
戰略合作夥伴
重要合作夥伴
一般合作夥伴

制定合作夥伴的選擇過程
成立評價小組
初選合作夥伴
建立評價體系及選擇方法

2. 制定合作關係發展策略
構建信任基礎

加強溝通及關鍵信息的交流
經常互訪
數據交換
實現並行工程

鞏固、維護合作關係
放棄爭端
定期檢討企業及合作夥伴的組織結構和營運制度
重視共同關注利益及價值
建立激勵機制和約束機制

3. 展示專業能力
執行的合作夥伴關係管理方案能夠符合企業發展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檢討及訂立合作夥伴選擇程序
制定合作關係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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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用戶關係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與競爭對手相關的客戶

編號 107193L6

應用範圍 建立競爭對手分析策略，估計競爭對手對企業可能採取的反應，從而有效地制定戰略及措施，以搶奪競爭
對手的客戶。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工具分析競爭對手

分析現在或將來對客戶可能產生重大影響的主要競爭對手，包括:
注意任何競爭優勢的來源
收集競爭對手情報，來源包括
年度報告

行業出版物: 瞭解財務和戰略公告、產品數據等信息
銷售人員的報告。雖然這些報告可能帶有偏見性，但報告提供了有關競爭對手、消費
者、價格、產品、服務、質量、配送等第一手資料
收集顧客評論
注意供應商的報告，對調查競爭對手投資計劃、行動水平和效率等是非常有用的

對收集到的競爭對手資料建立完善的資料庫，以便分析。應當收集的數據包括：
競爭對手組織和業務單位結構的詳細情況
產品和服務範圍情況，包括相對質量和價格
按顧客和地區細分的市場詳情
顧客忠誠度的估計和相對市場形象
重要顧客和供應商的詳情

分析競爭對手戰略
評價主要競爭對手的相對優勢和劣勢，包括營銷戰略、生產作業戰略、研究和開發戰
略等

2. 制定搶奪競爭對手客戶策略，包括
減少阻力

銷售人員高調去搶競爭對手的客戶，不但會引起競爭對手的警覺，而且也會導致客戶的不
滿。因此，要低調進行營銷，不僅不會引起競爭對手的警惕，而且不會使客戶產生心理防備
向客戶提供免費的服務如提供零配件、維修服務等

降低客戶的風險心理
客戶不願意購買企業的產品，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和一個新供貨商打交道會有很多的風險。
銷售人員必須要消除這種客戶的風險心理

當與競爭對手的客戶溝通要做到
不抵毀競爭對手
多宣傳自身企業近期的業績
體現對行業的理解
多引導對方說出使用情況和潛在需求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考慮制定顧客服務計劃時，必須保障企業的整體利益
在與競爭對手的客戶溝通時，能遵守採購相關的法例要求及職業道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制定分析競爭對手相對優勢和劣勢
制定搶奪競爭對手客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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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評估軟件系統銷售數據

編號 107194L3

應用範圍 對市場營銷進行評估包括風險評估、市場預測、成效評估等，為營銷活動和電子商務部門提供數據支持，
使營銷行為有科學依據，提升管理和決策的水平。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軟件系統(如EXCEL)的統計功能

掌握軟件系統的基本功能和操作
建立表單
了解表單各部分的基本功能包括輸入文本、數字、日期和特殊符號，進行單元格的基本操作
掌握快速輸入數據的方法，例如“在多個單元格中輸入相同的數據” 、“序列填充數據”
、“雙擊填充柄快速填充數據” 、“利用序列對話框填充數據” 及“自定義序列” 等
掌握及適當使用數個常用數據處理包括“選擇性貼上” 、“拆分/凍結窗口” 、“篩選”
及“排序” 等

使用軟件進行簡單數據分析
計算排位和百分比排位
計算平均值
計算相關係數

2. 運用營銷數據分析結果，協調制定市場營銷策略
將市場營銷問題數據化，利用軟件系統進行分析，以統計圖表及文字說明分析結果
以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形式闡釋分析結果，作為對市場營銷和公司其他部門的數據支持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統計數據作出損害企業及顧客利益的行為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按不同營銷行為的需要來界定使用軟件系統要解決的問題，確定分析的目標
能夠辨別數據類型和來源，或者根據需要運用各種有效的方法主動採集數據
能夠選擇恰當的統計軟件分析工具對數據進行分析
能夠從市場營銷的角度以口頭和書面的形式表達數據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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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站流量

編號 107195L3

應用範圍 運用網站流量分析工具，收集有關數據執行統計、分析，為網絡營銷策略提供依據。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網站流量的主要指標以及瞭解每個指標的統計意義

瞭解網站流量的主要指標的意義，包括
頁面瀏覽數（PV）
獨立IP（IP）
獨立訪問者數量（UV）
重複訪問者數量（RV）
人均瀏覽次數
新獨立訪客
頁面顯示次數

2. 運用網站流量統計工具監控流量
掌握不同網站，如商務網站、博客等的流量監控方法
執行對比分析得出訪客訪問網站的概況並能夠運用語言文字和統計圖表達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統計數據作出損害企業及顧客利益的行為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網站流量的主要指標
能夠監測不同類型網站的基本流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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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站時段流量

編號 107196L3

應用範圍 運用網站流量分析工具，收集不同時段的網站流量情況並對有關數據執行統計、對比分析，為網絡營銷策
略提供依據。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時段流量分析的時段劃分以及意義

瞭解網站時段流量主要指標的意義，包括
24小時流量（PV、IP、UV等）
昨日統計
本月統計
每日平均
歷史最高、最低；

2. 運用統計時段流量工具
執行對比分析得出訪客訪問網站的時段統計概況
運用語言文字表達以上概況
運用統計圖表表達以上概況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任何情況下，均不會利用統計數據作出損害企業及顧客利益的行為
於處理及編製數據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時段流量分析
能夠熟練運用數據分析的方法和工具，並能運用語言文字和統計圖表表達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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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站訪客

編號 107197L3

應用範圍 運用網站分析工具，收集訪客的數據進行細分，並執行統計、對比分析，為網絡營銷策略提供依據。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收集訪客詳情數據並進行統計

運用流量統計工具掌握訪客詳情數據，包括：
訪客分佈地區
按照不同地區來觀察訪客的24小時流量等數據

運用註冊資料，統計收集包括訪客年齡、性別、職業、收入、愛好、行為習慣等數據
2. 根據企業訂立的範本，統計數據並運用文字和統計圖表表達結果

運用收集到的數據進行統計
運用統計圖表來表達以上統計結果
以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形式闡釋統計結果，作為對市場營銷和公司其他部門的數據支持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穏）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數據運算工具，並使用統計圖表表達結果
能以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形式闡釋統計結果予公司其他部門作數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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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搜索引擎

編號 107198L3

應用範圍 通過對搜索引擎、關鍵字等的分析，評估不同搜索引擎的效果，為網絡營銷策略提供依據。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搜索引擎分析方法

分析搜索引擎數據
瞭解不同搜索引擎數據，包括搜索次數、IP、獨立訪客、人均搜索次數、頁面停留時間等數
據
瞭解總搜索量、主要引擎搜索量的近期（30天）趨勢；

瞭解關鍵字分析
分析不同關鍵字帶來的搜索次數、IP、獨立訪客、新獨立訪客等數據

瞭解最近搜索分析
收集和分析通過搜索引擎進入網站的用戶資料，包括來訪時間、訪客地域、搜索引擎、關鍵
字、停留頁面等

2. 運用統計圖表表達搜索引擎分析的結果
以口頭或書面報告的形式闡釋分析結果，作為對市場營銷和公司其他部門的數據支持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搜索引擎分析的方法和工具，並能運用統計圖表表達分析結果
能夠運用分析結果對市場營銷提出改進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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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客戶訂單

編號 107199L3

應用範圍 分析訂單的類別、目的地、價格、渠道，為網絡營銷策略、網站經營管理提供依據。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掌握訂單分析的基本指標以及訂單分析的方法

對客戶訂單收集數據進行分析，包括以下幾類數據分析
下單時間段分析
訂單類別分析（預付/非預付
目的地分析
訂單價格分析（價格段位）
訂單渠道（來源）分析

2. 能夠利用數據制定改進建議
理解訂單分析中每個統計數據表達的意義，並能據此提出優化銷售模式的建議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客戶訂單分析的方法及工具，並能用統計圖表表達分析結果
能夠闡釋各組數據背後真實的客戶需求，並對營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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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站數據及撰寫報告

編號 107200L4

應用範圍 分析數據並提交報告，為分析目標（如評價一個產品、一個營運事件）作出結論，匯報市場營銷存在的問
題以及解決的方案，作為決策的參考。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創建數據分析模型的方法

掌握基本的網站數據分析報告模型，了解每個模型其中常用的數據指標
確定業務分析的角度，根據分析目標的需要創建數據分析模型，選擇特定的數據進行分析
對數據進行篩選加工，去除冗餘和錯誤數據，篩選有用的數據，對部分數據進行合併

2. 掌握用文字圖表表達分析結果的方法
使用嚴謹的語言、正確的圖表表達分析結果
分析網站的優勢和劣勢，針對網站的劣勢提供解決方案。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析報告內容及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對整篇的分析報告有清晰的思路和框架，以清晰的邏輯匯報
針對每個分析都要有科學，明確的結論
能夠運用圖表表達問題和結論
能夠分析問題產生的原因並給出解決或者建議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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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用戶及購買模式

編號 107201L5

應用範圍 運用對用戶行為、喜好的分析，瞭解用戶需求、督導提升用戶體驗、提高網站可用性、提高銷售成功率，
為網絡營銷策略、網站經營管理提供依據。

級別 5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比較和分析不同互聯網用戶購買流程

掌握「立即購買」流程
看中的產品立即轉到填寫訂單的頁面完成購買
優勢

操作步驟少
缺點

一次只能購買一件產品
不利於提高客單價，因為用戶點了立即購買按鈕就意味著結束了挑選商品的流程，用
戶進入了購買流程，不能再繼續購買其他的產品

掌握「購物車」購買流程
用戶保持停留在購物網站上，可以再繼續選購其他商品
優勢

用戶可以一次購買多個產品，讓提高客單價成為可能
缺點

增加了用戶的操作步驟，如購物車後沒有清楚提示，導致用戶購物車的不良體驗
等，就很容易流失用戶

掌握網路用戶購買模式的轉變
瞭解網路用戶購買模式的特點，包括:

注意 (Attention)
興趣 (Interest)
搜索 (Search)
行動 (Action)
分享 (Share)

明白網路用戶重視商品的信息搜集（Search），以及產生購買行動之後的信息分享
（Share）
運用網站不同功能影響用戶的購買行為，包括:

根據網站不同接觸點，為用戶詳細解釋產品優勢
便利用戶之間的口碑相傳，增強用戶購買決策的依據

2. 分析用戶行為的各個指標
分析訪客的網站來路域名、網站來路頁面、網站來路分類等資料
執行網站受訪分析包括受訪域名、受訪頁面、站內出口、站內入口等資料
分析頁面停留時間
分析跳出率

統計網站跳出率
統計不同頁面（首頁、中間頁、購買頁等）的跳出率

執行用戶忠誠度分析統計 (例如第一、二、三….. 十次及十次以上來訪的用戶有多少，佔全體訪客的
比重有多大)
分析用戶重複購買頻次及週期，可以給到營銷規劃做參考，以便在適合的時間用合適的信息觸達用
戶，從而提高老用戶轉化。

3. 能夠運用數據提出改進的建議
瞭解每一個統計數據表達的意義，觀察企業營銷存在的問題，並提出改進的建議

4.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資料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運用用戶行為分析的方法及工具，並能用統計圖表表達分析結果
能夠評估各組數據背後真實的用戶需求，並對營銷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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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數據分析」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A/B 測試提昇網站成效

編號 107202L6

應用範圍 運用A/B 測試 (A/B Testing) 模型來為企業網站做測試，以便獲得客觀的數據來評估網站不同的設計成
效，從而優化網站。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A/B測試概念

掌握A/B測試基本原則
為同一個目標制定兩個方案（比如兩個網站頁面），讓一部分用戶使用 A 方案，另一部分用
戶使用 B 方案，記錄下用戶的使用情況，看哪個方案更符合設計
實驗中的變因可以有很多種，網頁中的標題、文案，電子報的標題、版面配置、寄件者名
稱…等等。A/B Testing 並不限於只做 AB 兩個版本而已，只要鎖定同一個變因，要做不同版
都可以的。
除了拿來實驗的變因之外，其他的條件要維持一致，以避免受到其他因素干擾。

瞭解A/B測試重要性
A/B Testing 其實就是設計一個實驗，得到客觀的數據以支持決策
透過實驗，企業才能避免被個人好惡跟過去經驗牽絆，並且從實驗結果中不斷學習
在網路環境中，企業可以較方便地控制變因並且蒐集數據

2. 制定A/B測試策略
A/B 測試首先需要建立一個測試頁面（variation page），這個頁面可能在標題字體，背景顏色，
措辭等方面與原有頁面（control page）有所不同，然後將這兩個頁面以隨機的方式同時推送給用
戶瀏覽
分別統計兩個頁面的用戶轉化率，即可清晰的了解到兩種設計的優劣
衡量結果的方式，有時候不會只有單一指標而已，而是必須同時觀察多個指標
決定不同指標的權重。必須選擇跟企業目標、網站目標有關的指標
測試的時間基本上會以週為單位，以避免平日、週末帶來的影響

3. 選擇及運用合適的測試工具
企業必須要設定好流量追蹤工具，以便追蹤不同測試版本的流量結果
選擇合適的測試工具，將部分流量導到測試版本中，以便觀察實驗結果。
運用一些主流測試工具包括:

Google Website Optimizer
Visual Website Optimizer
Unbounce and Performable
AppAdhocOptimizer

4. 檢討A/ B測試結果
A/B測試的結果往往是令人驚訝的，不要讓個人直覺推翻了測試結果。
A/B 測試的頁面必須有較高的獨立訪客數 UV, Unique Visitor)，因為分流帶有一定的隨機性，如果
頁面测试UV 太小，分到每一個網站版本的人數就更少，結果很有可能被一些偶然因素影響。而 UV
較大時，得到的結果會接近於真實數據。

5.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析報告內容及數據的準確性和及時性
恪守道德操守，具誠信的態度，編寫分析報告，防止虛假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A/B測試概念
能夠制定A/B測試策略及選擇合適的測試工具
能夠對測試結果進行客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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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及操作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

編號 107203L2

應用範圍 管理及操作不同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來輔助各項零售業的運作，如推廣及銷售等。

級別 2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各種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

瞭解各種社交媒體(如面書、微博、Instagram、Whatsapp等)本身的特性、優點及缺點
明白這些社交媒體在宣傳、推廣及銷售的特性

2. 管理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及內容
運用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如申請社交媒體戶口、管理和設定社交媒體戶口用戶或群組，及設定
相關社交媒體戶口用戶或群組的安全性(如存取權、隱私權及保密性等)
管理社交媒體內容，如發布或廣播、更新、刪除社交媒體內容與存檔、備份及恢復社交媒體內容

3. 展示專業能力
運用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輔助各項零售業的運作
確保社交媒體內容的合適性及合法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管理及操作社交媒體網上應用程式，協助宣傳、推廣及銷售有關產品及服務

備註

5-145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網頁編寫程式進行前端開發

編號 107204L3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運用網頁編寫工具進行網站前端的開發。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頁編寫工具(如Dreamweaver等)及其功能

認識網頁編寫工具入門基礎，包括管理網站項目、選擇預設頁面佈局、編寫基本超文本語言等
明白頁面配置，如縮圖和線框、階層式樣式表佈局、流覽器相容性等
掌握階層式樣式表，如階層式樣式面板、階層式樣式規則、互動式菜單、其他多媒體類型樣式表等
運用範本，如可編輯區域、子頁面、資料庫專案等
應用更多超文本語言如清單、表格、圖像、導航等
明瞭交互性，如網頁物件行為
處理表單及線上資料

2.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內容符合知識產權相關法例
確保網站的可使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編寫網頁工具的各種功能
能夠運用編寫網頁工具，開發前端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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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製作多媒體內容

編號 107205L3

應用範圍 跟據公司或其他部門之要求，運用多媒體內容設計及處理應用程式及其他先進技術(如虛擬真實技術、擴張
實境技術等)建立網站的多媒體內容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多媒體種類與特色

瞭解文字、圖像、動畫、音頻、視頻資料導入、輸出的格式及過程
2. 運用多媒體內容設計及處理應用程式

建立平面設計，如平面圖像、版面設計及掌握相關應用程式，如Illustrator、Photoshop等
製作動畫，如立體建模、立體動畫及掌握相關應用程式，如3DS Max、MAYA等
編輯音效，如製作音效、現場錄音及掌握相關應用程式，如After Effects等
拍攝影片，如場地安排、掌控燈光、後期製作、剪接、配音、混音及平衡音準及掌握相關應用程
式，如Premiere、Final Cut Pro等
運用其他先進多媒體技術，如虛擬真實內容、感測器技術、擴張實境技術、實體與虛擬互動的技術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的多媒體內容符合知識產權相關法例
設計適合的多媒體種類，能整合不同種類的多媒體內容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各種多媒體內容設計及處理應用程式
能夠幫助設計適合的多媒體內容
能夠運用其他先進技術(如虛擬真實技術、擴張實境技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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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HTML5相關技術

編號 107206L3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運用HTML支援的各種應用程式介面技術。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及運用HTML5的技術及相關語法

瞭解及建立畫布、SVG、音訊和視頻、位置資訊、通訊、WebSockets、拖放、Web
Workers、Web Storage
建立離線Web應用程式

2.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不同瀏覽器對支援HTML5的相容性
確保位置資訊符合隱私原則及其觸發隱私的保護問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HTML5各種應用程式介面技術
能夠運用HTML5各種應用程式介面技術
能夠掌握建構離線Web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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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XML相關技術

編號 107207L3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使用XML相關技術來進行網站前端的開發，包括驗證方法、處理過程、資料庫處理技
術、XML程式設計、通信技術、顯示技術等。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XML基礎

認識XML技術，如XML名稱空間、驗證文檔類型及其交換資料庫和查詢功能
掌握文檔物件模型及讀取文檔物件模型的基本應用程式介面
運用XML作為通信技術的基礎，如RSS、Atom、Web服務、SOAP和WSDL、Ajax等

2.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運用XML技術的過程中，留意其相關的安全性問題
確保在網站前端的開發中，XML技術作為資料交換功能，符合國際標準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XML技術的基礎
能夠掌握XML程式設計及其網站資料交換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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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瞭解並建立網站原型設計

編號 107208L3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進行網站需求分析，利用原型設計工具建立網站原型。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需求分析和原型設計的基礎

明白商業需求、內容需求、使用者需求分析
瞭解原型與設計流程，如故事板、紙版原型、虛擬現實原型、可執行原型
運用原型互動設計及原型設計工具

2. 掌握原型設計及設計流程實作
建立網站原型
進行原型互動設計，如互動表現的特性、動作描述等
使用原型設計工具（如Axure RP等）的基本功能，如互動設計技巧、圖庫物件、在手機上瀏覽原型
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根據網站應用的要求，進行網站需求分析
確保原型符合網站需求分析的結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站需求分析
能夠實現原型與設計流程及其互動設計
能夠掌握原型設計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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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動態網頁設計語言

編號 107209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理解網頁程式的運行方式，掌握編寫動態網頁設計的語言
（如JSP、PHP、Servlet等），開發出可與用戶進行互動的功能及應用。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動態網頁設計、應用及相關語言

認識動態網頁設計的概念和特色，如透過程式語言結合資料庫的方式，而設計出可與用戶進行互動
的功能
掌握動態網頁的應用，如購物車、會員機制、留言板、訊息發佈、商品發佈等內容管理功能
瞭解動態網頁設計相關語言和平台

2. 實現動態網頁設計
掌握JSP、PHP、Servlet等的編寫動態網頁語言

熟悉動態網頁語言的基本環境
運用動態網頁語言的語法和功能

運用編寫動態網頁平台，如Java、Javascript、XML、SQL server進行動態網頁設計的開發
認識動態網頁平台
熟悉資料庫操作

整合使用動態網頁平台及語言，並且建立相關動態網頁的應用，如購物車、會員機制、留言板、訊
息發佈、商品發佈等內容管理功能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開發動態網頁的框架，符合便利性及擴充性的要求
確保動態網頁與用戶進行互動時，符合可使用性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動態網頁設計、開發平台及語言的特色
能夠運用動態網頁設計與結合資料庫，開發出不同的內容管理功能及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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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語義網設計語言

編號 107210L4

應用範圍 在處理資訊內容的應用程式中，掌握網路本體語言（Web Ontology Language, OWL）的設計基礎，達
成機器呈現資訊可閱讀性的目的。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語義網的基礎

瞭解傳統網站的不足、語義網的架構，如延伸標示語言（XML）、資源描述框架（RDF）、資源描
述框架模式（RDFS）、網路本體語言（OWL）等
明白元數據的目的及用途
認識網路本體語言定義詞彙來描述資料模型的類別與屬性、結構化描述資料、可延伸性、驗證機制
等

2. 運用語義網去建立更有意義的網頁及資料模型
運用不同的語義網語言系列，如資源描述框架（RDF）、資源描述框架模式（RDFS）、網路本體語
言（OWL）等
運用網路本體語言定義詞彙來描述更有意義的資料模型和網站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開發語義網時，符合安全性及擴充性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語義網設計語言
能夠掌握不同語義網設計語言，如延伸標示語言（XML）、資源描述框架（RDF）、資源描述框架
模式（RDFS）及網路本體語言（OWL）技術去開發更有意義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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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

編號 107211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掌握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使更有效及容易地開發出更合適及完善的網站，對未來維
護工作有所幫助。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

認識軟體開發架構、模型分析模式、架構技術選擇、開發工具軟體選擇
掌握網站開發的頁面技術，如JSP、JavaBean、Servlet、Hibernate、Spring等
運用開發工具軟體，如JDK、資料庫軟體、網頁伺服器、集成開發工具、版本控制軟體等

2. 建設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
掌握 需求分析與設計網站開發架構
運用設計網站開發框架
創建及運用資料庫
搭建整合式開發環境
運用不同的網站架構及框架，如JSP+JavaBean+Servlet、Hibernate、Spring、SSH/SSH2整合架
構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網站開發中所使用的架構及框架的可維護性及可擴展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站開發架構及框架
能夠進行開發模型分析，使用不同架構技術及開發工具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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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數據庫的設計與使用

編號 107212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使用數據庫相關技術對檔案中的數據進行新增、擷取、更新、刪除等操作，並設計關
係型及非關係型數據庫。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數據庫設計的基礎

認識關係型及非關係型數據庫設計，如關聯式數據庫、SQL、T-SQL、BigTable、MongoDB等
瞭解數據庫、數據庫介面及應用程式介面等操作

2. 編寫使用關係型及非關係型數據庫的應用程式
編寫基於Access、MS SQL Server、其他SQL Server的數據庫操作
編寫基於BigTable (Google)、MongoDB、其他NoSQL的數據庫操作
建立基於數據庫運作的互動式網站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使用數據庫時，符合資訊科技保安的要求
確保使用數據庫時，不會觸犯個人私隱的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關係型及非關係型數據庫設計的基礎
能夠建立基於數據庫的互動式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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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雲端運算與相關技術

編號 107213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運用雲端運算及相關技術，對雲端平台、架構、服務、程式設計有一全面性瞭解。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雲端運算

認識雲端運算的基礎及其產業類型，如架構即服務(IaaS)、平台即服務(PaaS)及軟體即服務(SaaS)
瞭解各類雲端平台的特性及要求，例如私有雲端（Private Cloud）、公用雲端（Public Cloud）及
混合雲端（Hybrid Cloud）
掌握雲端內容及儲存技術，如雲端內容及儲存的概念、特性、架構、處理海量資料、隱私安全問題
等

2. 運用雲端系統
設置及部署雲端服務
應用雲端運算平台的收費模式及計算所需之營運成本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應用雲端計算平台時，不會抵觸相關的客戶個人隱私安全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雲端運算的相關技術
能夠掌握運用雲端運算平台及相關技術來開發所需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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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手機應用程式設計及開發

編號 107214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過程中，掌握主流手機平台(如Apple IOS、Android OS、Windows Mobile OS、Blackberry
OS等)，以不同程式語言(如Objective-C、Swift、Java、C#等)來開發不同手機平台的應用程式。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手機應用程式的概念

明白手機應用程式的特色
認識主流手機平台，如Apple IOS、Android OS、Windows Mobile OS、Blackberry OS等)
瞭解主流手機開發模式，如本機模式、網頁模式及混合模式
掌握不同開發平台及程式語言設計技術

2. 掌握不同開發平台及程式語言設計技術去開發手機應用程式
掌握使用不同開發平台及程式語言，如語言的功能和特點、開發環境的配置、程式的檢測、開發工
具的使用、模組化程式設計等
掌握網頁模式的開發、MVC架構、自適應式網頁設計及互動程式設計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不同手機的支援及相容性的要求
確保手機應用程式無縫地整合到整體的企業系統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主流手機平台
能夠瞭解不同手機程式開發模式
能夠掌握相關程式設計語言(如Objective-C、Swift、Java、C#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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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流動支付的服務

編號 107215L4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應用流動支付的服務功能。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流動支付的服務

瞭解流動支付服務的基本概念，例如P2P (個人對個人) 及P2M (個人對商戶)，在不需使用現金、支
票或信用卡的情況下，消費者可使用流動電話支付各項服務或數碼及實體商品的費用
瞭解流動支付服務的種類、特性及運作模式，如短訊為基礎的轉帳支付、流動帳單付款、流動裝置
網絡支付（WAP）、非接觸型支付（NFC）和流動服務營運商與銀行合作的支付方式
瞭解相關法例如，《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銀行業條例》等

2. 掌握不同公司提供的流動支付解決方案
金融機構和信用卡公司，如JETCO Pay, O! ePay
網絡服務公司，如支付寶
流動通訊服務營運商及通訊網絡基礎建設商，如拍住賞及TNG
生廠流動裝置的公司，如Apple Pay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流動支付服務的開發技術符合行業或國際標準的要求
確保流動支付服務的整合性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流動支付服務的概述
運用不同公司提供的流動支付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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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Java企業版應用開發技術

編號 107216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能夠搭建Java企業版開發和運行環境，使用各種更高階的技術實現開發，建立
既完善又安全的企業版應用系統。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Java企業版的技術與安全概述

認識Java企業版的技術如分佈式事務支持、異步消息傳遞和電子郵件
掌握Java企業版的認證、授權、消息完整性和機密性都與安全有關的技術
瞭解Java企業版的開發和運行環境

2. 運用Java企業版的技術去建立更完善及安全的企業應用系統
認識Java開發和部署環境
運用企業版的技術，如JDBC的關係數據庫訪問、RMI-IIOP的分佈式系統、JMS的異步消息傳
遞、XML、SOAP、Web服務、JCA、JCE、CertPath和JSSE的加密系統、通過JAAS的身份認證和
授權等
運用通用對象請求代理體繫結構（CORBA）和行業標準Internet Inter-Orb(IIOP)提供互相操作的支
持.
建立用於大型的分佈式系統環境中的企業級應用系統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Java企業版的開發技術符合行業或國際標準的要求
確保企業級應用系統的整合性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Java企業版的軟體架構、開發模型分析、技術及安全性
能夠掌握Java企業版的開發工具軟體及定位開發目標方法，建立用於大型的分佈式系統環境中的企
業級應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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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商業數據

編號 107217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掌握商業智能及分析的技術，運用數據庫、數據發掘、在線分析等技術，分析
所取得之大量商業數據來支持商業決策行為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商業智能及分析的概念

檢視數據庫、數據發掘、在線分析等技術的最新發展，以訂立商業數據分析的政策
訂立商業數據分析的目標，以收集所需數據
運用數據科學，如集合數學、統計學及計算機科學的分析技能和技術，以提取有用數據
瞭解商業智能及分析的應用

2. 進行商業智能及分析
運用數據庫、數據發掘、在線分析等技術，通過取得商業數據，進行分析來支持商業決策
分析不同社交媒體平台的性質、運作模式，在各方面搜集有用數據的方法，幫助市場營銷，如品牌
管理、消費者行為、成本控制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收集的數據及過程，符合個人私隱條例的要求
確保在進行商業智能及分析中，肩負社會責任及遵守專業操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商業智能及分析的概念，以訂立商業數據分析的政策
進行商業智能分析來支持商業決策，如建立相關決策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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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物聯網開發技術

編號 107218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透過物聯網將智慧物件所提供的資訊，透過統一制定的格式或標準加以分享，
使各個系統間，能互相溝通並傳遞資訊，使網站應用的資訊更多元化。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物聯網的概念

認識物聯網基本架構的三個階層，包括感知層(Device)、網路層(Connect)、應用層(Manage)
掌握感測技術與辨識技術
瞭解網路通訊技術中，各種不同通訊範圍與傳輸速率的無線通訊網路
瞭解物聯網的異質網路整合技術
分析物聯網實例、未來發展與挑戰

2. 掌握物聯網開發技術
利用具有感測、辨識及通訊能力的設備，針對不同的場景進行感知與監控
運用感知層收集到的資料傳輸至網際網路建構或無線通訊網路上
進行物聯網與行業間的專業技術融合，根據不同的需求開發出相應的應用軟體
整合由各種異質網路技術、裝置及封包格式收集的即時資訊及狀態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收集的數據及過程，符合個人私隱條例的要求
確保在物聯網大量且相異的設備下，設備不受干擾、達到最好的服務品質及資訊安全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物聯網的基本架構的三個階層
能夠整合由各種異質網路技術、裝置及封包格式收集的即時資訊及狀態
能夠掌握物聯網開發技術，進行感知與監控，傳輸資料至網際網路上，進行物聯網與行業間的專業
技術融合，開發出相應的應用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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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無線射頻辨識開發技術

編號 107219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發展以RFID為本的物流技術將帶來莫大好處，RFID技術改善供應鏈上貨物流的
透明度及其他功能，如識別、行蹤、電子錢包等，建立更多自動化系統的開發。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射頻辨識系統的原理及應用

明白RFID基本原理，如標籤(TAG)、讀取器(Reader)、效能規格與協定、頻率規範、EPC標準、應
用案例介紹與探討等
認識RFID隱私及解決模式，如選擇取消（Opt-out）模式、銷毀（kill）模式、休眠（sleep）模式
或干擾模式等

2. 掌握配合設備進行操作與系統開發
掌握RFID系統實作，包括識別、行蹤、電子錢包等功能
建立應用RFID的未來商店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使用RFID系統的安全性
確保RFID系統收集的數據及過程，符合個人私隱條例的要求
處理使用RFID系統自動化後，而衍生出的人手過剩問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RFID基本原理，如標籤(TAG)、讀取器(Reader)、效能規格與協定、頻率規範、EPC標
準、應用案例介紹與探討等
能夠掌握配合RFID技術的應用進行自動化系統的開發，功能包括識別、行蹤、電子錢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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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分散式系統的設計

編號 107220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設計分散式系統。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分散式系統的設計

明白分散式系統的特徵，如進程間通信、分散式物件和遠端調用、安全性、分散式檔案系統、名字
服務、時間和全域狀態、分散式事務、移動計算和無處不在計算、分散式多媒體系統、Web服務等
認識分散式系統設計標準架構，如CORBA、微軟DCOM (Distributed Component Object
Model)、Java RMI (Remote Methods Invocation)

2. 掌握分散式系統設計標準架構
運用CORBA的物件管理結構、物件要求仲介(ORB)、共通物件服務(Common Object Services)、
共通設施 (Common Facilities)、應用程式物件(Application Objects)及CORBA API，如：通信協
議、物件及服務信息模型等
認識Java RMI的工作原理、特點和與CORBA的關係
運用異質應用程序的互相操作、可擴展性、靈活配置、安全性、負載平衡、容錯性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分散式系統的開發技術符合行業或國際標準的要求
確保分散式系統的整合性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分散式系統設計的概述
能夠運用分散式系統設計標準架構及相關功能，建立分散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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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

編號 107221L5

應用範圍 在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過程中，掌握及運用不同的開發應用程式框架及工具。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

瞭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的基本概念
瞭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的特色，如操作系統、基本開發技術等
瞭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的相關技術要求，如HTML5，CSS3，Javascript等

2. 掌握不同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
掌握一些流行的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如Mobile Angular UI，Framework7, Apache
Cordova及Iconic等
懂得安裝及設置相關框架及工具
懂得利用相關框架及工具去開發合的流動應用程式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開發流動應用程式快捷及有效率
確流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整合性`、跨平台性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的概述
運用不同開發流動應用程式的框架及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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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及監察網站設計與開發外判商

編號 107222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持續監察開發過程並確保乎合企業要求，包括控制預算及時間管理。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開發流程及項目管理

與有關員工和外判商舉行定期檢討會議，以理解開發流程並回饋管理層的意見及指示予外判商
緊密監察開發流程以確保暢順
定期回報開發進程予管理層

2. 掌握項目管理的工具
用項目管理工具，如 GANTT 圖表來進行定期的檢討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設計與開發項目的正確性和準確性
確保公司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維持開發項目在正確軌道上
能及時回應因新管理指令，市場狀況或科技轉變等導致的變更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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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規劃網站功能和整體內容

編號 107223L6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確定網站功能、根據網站的功能確定網站技術解決方案，以及規劃網站整體的
內容。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功能定位及網站技術解決方案

認識網站功能，確定網站應達到的目的作用，如企業內部網的建設情況和網站的可擴展性等
掌握網站技術解決方案及相關因素，包括作業系統的選擇、分析投入成本、功能、開發、穩定性和
安全性等、網站安全性措施

2. 進行網站內容規劃
規劃網站內容，如公司簡介、會員註冊、詳細的商品服務資訊、資訊搜索查詢、定單確認及付款、
個人資訊保密措施等
進行網頁的設計，如美術設計、網頁色彩、圖片的應用、版面規劃，網頁的整體一致性，考慮主要
目標訪問群體的分佈地域、年齡階層、網路速度、閱讀習慣等因素
規劃網站的維護，如伺服器及相關軟硬體的維護，對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評估，制定回應時間，資
料庫維護、內容的更新、調整
制定網站的測試，如伺服器穩定性、安全性、程式及資料庫測試、網頁相容性測試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內容的可使用性，符合行業標準
確保網站內容符合個人私隱及知識產權條例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站功能定位及網站技術解決方案
能夠掌握整體規劃網站內容，符合設計美觀和合適的網頁功能，規劃網站維護和網站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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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設計及架設軟體系統

編號 107224L6

應用範圍 在網站設計與開發過程中，進行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的基礎知識

認識資訊系統工程總體規劃、軟體發展方法、開發管理、逆向工程與重構工程等
掌握軟體架構設計知識、基於架構的軟體發展方法、系統架構的評估等
明白UML建模與架構文檔化及基於UML的軟體發展過程
瞭解構件平台與典型架構，如CORBA、RMI、DCOM等
瞭解資訊安全技術、管理和評估，如加密和解密技、散列函數與數位簽章、金鑰分配中心與公開金
鑰基礎設施、信息安全保障體系等
認識系統安全架構設計，如網路安全體系架構設計、資料庫系統的安全設計等
瞭解系統的可靠性設計，如軟體可靠性建模、評價、設計與管理

2. 進行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
進行軟體系統的開發生命周期，如系統構想、需求分析、系統架構設計、實現模型、系統轉換、操
作與維護等
實踐軟體系統架構的管理(VRAPS組織管理原則)，包括構想(Vision)、節奏(Rhythm)、預
見(Anticipation)、協作(Partnering)和簡化(Simplification)
進行層次式架構設計及資料架構規劃與設計
架設面向服務的架構(SOA)，如參考架構、主要技術和標準、設計原則和設計模式及實施的過程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符合國際標準
確保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的整合性，以達致不同持分者有無縫的配合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如UML建模與架構文檔化、構件平臺與典型架構、系統安全架構設
計及系統的可靠性設計等
能夠進行軟體系統設計及架設，進行軟體系統的開發生命周期，實踐軟體系統架構的管理及面向服
務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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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設計與開發」職能範疇

 

名稱 開發流動支付的解決方案

編號 107225L6

應用範圍 開發流動支付的解決方案，包括方案設計、安全性及架設。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流動支付解決方案的技術及框架

掌握近場通訊技術的支付服務
瞭解相關支付服務的安全標準及加密保護
掌握各種保安元素

2. 開發及設計流動支付的解決方案
分析各種流動支付之規格及模式並選取符合企業最大利益之方案
評估流動支付方案之交易安全風險，並制定合適機制以減低風險對企業之影響
監督及整合支付解決方案中各個層面的技術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流動支付解決方案的開發技術符合行業或國際標準的要求
確保解決方案的整合性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瞭解流動支付的解決方案，保安元素及交易安全風險
開發及架設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流動支付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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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處理伺服器日常備份及維護

編號 107226L2

應用範圍 根據公司制定的要求，於特定周期執行伺服器日常備份及維護工作。

級別 2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執行伺服器的日常備份及維護工作

認識伺服器及周邊的設備並記錄運作情況，如伺服器房的溫度、濕度等數據
識別備份裝置，並根據要求，處理日常備份工作，如更換備份媒體及運送媒體至指定地點
覆核備份工作的進度及狀態
編制相關報表

2.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伺服器正常運作
確保在編制報表時，須小心謹慎處理數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正確處理伺服器日常備份及維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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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和監控網頁伺服器

編號 107227L3

應用範圍 網頁伺服器在運行過程中，會遇到伺服器當機、記憶體佔用過高等問題，造成用戶使用時回應時間過長，
甚至訪問中斷，針對以上問題，要為用戶提供關於網頁伺服器的即時、全面監控，為用戶提供解決方案。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管理及監察主流網頁伺服器

瞭解主流網頁伺服器的管理設定，如Apache, IIS等
協助設定網頁伺服器監控及警報方式，如自動化監控及統一監控並按需要能夠以不同方式推送警報
訊息予授權人士
瞭解簡單網絡管理通訊協定(SNMP)對網頁伺服器的設定及使用方法
協助提供伺服器效能數據
提供關鍵可用性和效能數據，對網頁伺服器的處理請求、網絡流量等情況進行分析
監控網頁或網站的狀態和性能
除了監控網頁伺服器的可用性和運行情況，還可對網頁伺服器內，單獨網站的狀態和性能進行監
測，如頁面下載所需的時間(Page Load Time)
協助製作報表與報告，並可匯出各種文件形式，應用於其他文件檔
分析伺服器的問題並分析原因

2. 滿足客戶網站管理與監控需求
掌握相關伺服器管理技術，分析效能數據以預防問題的發生
能悉時提供伺服器的運作數據，以便相關人員作出更詳盡分析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有效地管理及監控網頁伺服器
確保伺服器的操作性、高效性、可靠性、可管理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頁伺服器軟體網站管理與監控的基本原理及設置
能夠掌握網頁伺服器軟體的網站管理的主要功能並確保其操作性、高效性、可靠性、可管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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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伺服器的軟硬件問題

編號 107228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與維護的過程中，當伺服器遇到了軟硬件故障，能夠找出故障的原因並提出解決方案，確保系
統的正常運行。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伺服器故障的排錯技巧 (Troubleshooting Techniques)

評估故障的主要原因並運用不同方法解決問題，例如：
拔除非原廠兼容元件及外置設備
透過重設或更新BIOS韌體，更新資源配置；
核對擴展的元件是否包括於硬體相容列表中
掌握交換對比技巧，在最大可能相同的條件下，交換元件用以找出故障的原因

瞭解故障排除需要收集的資訊
伺服器資訊
利用伺服器提供故障資訊如錯誤碼，掌握相關尋找技術資訊的方法
確定故障類型和故障現象，如開機無顯示、錯誤碼資訊及作業系統載入失敗等

2. 確定伺服器硬體及軟體故障原因
伺服器硬體故障的常見原因
伺服器軟體故障的常見原因

認識伺服器的操作系統
瞭解伺服器的管理軟體或伺服器的驅動程式
明白應用程式有衝突及人為造成的軟體故障

執行硬體及軟體故障的維修
3. 展示專業能力

解決伺服器硬體及軟體故障，使伺服器運作正常
確保伺服器的高效性、可靠性、可管理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伺服器故障排錯的基本原則
能夠認知故障排除需要收集的資訊
能夠運用伺服器硬體及軟體故障解決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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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評估及選擇合適的伺服器

編號 107229L4

應用範圍 根據公司的需求，選擇合適的伺服器並安裝所需功能。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公司的要求並選擇合適的伺服器類型

分析及評估公司伺服器現時狀況 (包括使用量，網絡基建及作業系統等範疇)
考慮公司未來擴展的需要
確定公司存放伺服器的位置及大小，選擇合適的伺服器種類如直立式、機架式或刀鋒伺服器並確保
該位置（如伺服器室或數據中心）能提供足夠電力
瞭解伺服器的類型及作業系統的特性

認識不同版本的作業系統的特點和其適應的網絡環境，如能否提供集群(Cluster)及負載平
衡(Load Balancing)等
根據公司運用的開發平台(Development Platform)而選擇合適的伺服器作業系統

2. 管理及設定伺服器
瞭解伺服器的資源管理及於伺服器設定所需功能如網頁、郵件、代理服務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所選擇的伺服器能夠提供高效、可靠及合乎公司最大利益
謹慎處理伺服器的規格，確保所選擇之伺服器能夠暢順運作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伺服器架構及類型並能夠根據公司需求來選擇合適的伺服器及其作業系統
能夠管理及設定相關的伺服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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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及應用伺服器的集群技術

編號 107230L5

應用範圍 使用集群技術，將多個伺服器集中起來一起進行同一種服務，以獲得更高的運算及存取速度。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伺服器集群（Clustering）的知識並設計高效、可靠的伺服器資源

基本知識包括集群系統、負載平衡（Load Balancing）、熱備（Hot Spare）和容錯（Fault
Tolerant）等技術
掌握集群工作模式和原理包括主從模式（Master-slave Mode）、雙工模式（Duplex Mode）、雙
機集群（Dual Cluster）、高可用性集群（High-availability Cluster）
掌握網絡故障切換過程

2. 運用伺服器群集設置的方法
掌握於不同平台的伺服器集群部署及設置方法，包括網絡設置、共用磁片及設置心跳協定
（Heartbeat Protocol）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根據程式要求，設計及設置伺服器集群系統
確保集群系統具最大的安全性、高效性、可靠性及可管理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伺服器集群的基本知識，包括工作模式和原理
能夠掌握群集服務設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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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及應用資料儲存技術

編號 107231L5

應用範圍 通過資料儲存技術，確保資料存儲的安全性、高效性、可靠性及可管理性。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絡儲存（Network Storage）技術，並根據公司需要，選擇合適的數據儲存方法

瞭解網絡儲存技術的各種方式，包括儲存虛擬化（Storage Virtualization），存儲區域網絡
（Storage Area Network），網絡附加儲存（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等的特性，並
規劃最合適的資料儲存方案
制定及管理合適的資料存儲的策略，包括備份方案，災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資料遷
移（Data Migration）等
瞭解伺服器及網絡附加儲存常用的磁碟陣列（RAID）的儲存方法及特性，包括不同的RAID種類，
對提高讀寫速度及資料備份的影響

2. 應用及配置網絡資料儲存及資料備份系統
制定及管理合適的資料備份策略，瞭解不同備份方法及資料恢復技術
設計及配置網絡資料儲存系統並達致其安全性、高效性、可靠性、可管理性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絡資料儲存及資料備份系統，能配合公司的要求
確保儲存在備份系統中的資料安全可靠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絡存儲管理技術
能夠管理及配置網絡存儲管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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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硬件架構與維護」職能範疇

 

名稱 設計及制定電子商務系統的應用程式伺服器和網絡架構方案

編號 107232L5

應用範圍 為企業設計及制定一個完全的方案，包括軟件、硬件以及應用程式服務等部分，通過全面的系統繼承管
理，支援使用者的多種應用。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系統基本概念及基礎設施，用以設計整個伺服器及網絡架構

瞭解各類應用程式伺服器（Application Server），包括網頁、電郵、網域名稱系統（Domain
Name System）及資料庫伺服器等
瞭解各類網絡硬體如防火牆（Firewall），平衡負載器（Load Balancer），路由器（Router）及交
換器（Switch）等
評估伺服器及網絡使用量，設置合適的網絡通訊協定（Network Protocol）及選擇合適的作業系統
平台
分析潛在客戶的地區，識別合適的網絡供應商（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使客戶進行電子商務交
易的網絡延時（Network Latency）減少
評估網絡保安威脅及風險並與資訊保安專家建立溝通，規劃相關保安策略

2. 設計及設置後繼的伺服器和網絡管理及監察系統
設置即時網絡流量及分析系統，以實時監測網絡事故並作出反應
設置伺服器的各項性能監測器（Performance Monitor），監測潛在的伺服器問題並向公司提交報
告

3. 展示專業能力
謹慎處理軟件、硬件及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數據及報價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設計出電子商務系統的基礎設施
能夠確保伺服器和網絡環境安全及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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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加密技術傳送資料

編號 107233L4

應用範圍 利用技術手段把重要的資料變為亂碼（加密）傳送，到達目的地後再用相同或不同的手段還原（解密）。

級別 4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加密技術基本概念

闡釋加密技術基本術語，包括：
明文（Plaintext）
密文（Ciphertext）
加密（Encryption）
解密（Decryption）
加密演算法（Encryption Algorithm）
解密演算法（Decryption Algorithm）
發送者（Sender）
接收者（Receiver）
金鑰（Key）
截收者（Eavesdropper）
密碼分析（Cryptanalysis）
密碼分析員（Cryptanalyst）
被動攻擊（Passive attack）
主動攻擊（Active att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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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能力 2. 運用加密技術
運用對稱加密技術

瞭解對稱加密技術的5個基本成分
明文
加密演算法
金鑰
密文
解密演算法

瞭解和甄選適當資料加密演算法
加密體制是資料加密標準（DES） - 使用最廣泛的演算法
三重DES
高級加密標準（AES）
Bluefish演算法
RC5演算法

運用非對稱加密技術
瞭解公開金鑰密碼體制組成，包括：

明文
加密演算法
公開金鑰和私密金鑰
密文
解密演算法

應用公開金鑰密碼體制
加密/解密：發送方用接收方的公開金鑰對消息加密

數碼簽署：發送方用其私密金鑰對消息“簽名”。簽名可以通過對整條消息加密或者對消息
的一個小的資料塊加密來產生，其中小的資料塊是整條消息的函數

金鑰交換：通信雙方交換工作階段金鑰
RSA演算法

認識其他的公開金鑰加密演算法，包括：
ELGamal演算法
背包加密演算法

掌握金鑰管理技術
金鑰分發技術
金鑰認證技術
認證中心（Certification Authority，CA）驗證一個公共金鑰是否屬於一個特殊實體
（一個人或一個網絡實體）
數位憑證

認識安全套接字層（SSL）加密技術
SSL是一種廣泛實施的公開金鑰加密技術，主要類型包括：

無用戶端SSL
配置VPN設備的無用戶端SSL
網絡至網絡
主機至網絡

3. 展示專業能力
引入最適合該企業的加密技術
確保在運用加密技術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確保在運用加密技術時，能遵守相關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加密技術的基本概念
能夠掌握基本加密演算法的設計原理
能夠完成基本法加密演算，處理傳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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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

編號 107234L4

應用範圍 應用網絡安全認證技術於通信雙方相互確認身份，以保證通信的安全。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安全認證技術的基本概念

證實被認證物件是否屬實和是否有效
通過驗證被認證物件的屬性，來確認被認證物件是否真實有效
明白電子商務認證技術的重要性

2. 掌握和應用主要認證技術
應用身份認證技術

目的是用於鑒別用戶身份
應用身份認證的主要方法

基於口令的認證方法
雙因素認證
一次口令機制
生物特徵認證

掌握身份認證協議系統(Kerberos)概念與應用方法
以可信任的企業為基礎的身份驗證協定，採用對稱密碼體制
完整的Kerberos系統包括驗證伺服器、授予許可伺服器、網絡應用伺服器以及網絡使
用者:

驗證伺服器的作用是鑒別用戶，並為用戶提供訪問授予許可伺服器的許可
許可伺服器負責授權使用者，為用戶發放放問應用伺服器的許可證
網絡應用伺服器提供某類網絡應用的伺服器

應用消息認證技術
目的是用於保證資訊的完整性和抗否認性，例如使用者要確認網上資訊否假的、資訊是否被
其他企業修改或偽造等
應用消息認證方法

加密敏感的檔案，即使別人截取檔案，也無法得到其內容
保證資料的完整性，防止截獲人在檔案中加入其他資訊
驗證資料和資訊的來源，以確保發信人的身份

選擇和應用完整性驗證方法
利用摘要與散列函數
運用報文摘要演算法MD5
掌握散列函數演算法SHA-1

確定安全認證協議
認識安全認證協議的重要性
監察安全協議的機密性、真實性、完整性、不可抵賴性
協定採用的資料加密模型
協議規定工作流

掌握數碼簽署技術
瞭解數碼簽署定義
掌握數碼簽署主要方式
明白數碼簽署的應用範圍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運應用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確保在應用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時，能遵守相關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的基本概念
能夠掌握基本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的設計原理
能夠正確地選擇和應用適當的認證技術和安全認證協議，以保證資料通信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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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電腦病毒檢測與防範技術

編號 107235L4

應用範圍 應用電腦病毒防範技術以建立一套完善的電腦病毒防範應對策略，當電腦病毒危機事件發生時，可以發現
危機的根本原因，降低危機破壞性，保護企業的電子商務系統。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電腦病毒的基本概念和知識

瞭解電腦病毒的基本操作原理
瞭解電腦病毒的結構
認識電腦病毒感染策略
明白電腦病毒的作用機制

識別電腦病毒的分類，包括：
按照病毒攻擊的系統分類，如攻擊Windows、UNIX或其他系統
按照病毒的攻擊機型分類，如攻擊微型電腦、小型機或工作站
按照病毒的鏈結方式分類，如源碼型病毒、嵌入型病毒、外殼型病毒、作業系統型病毒等
按照病毒的破壞情況分類，如良性電腦病毒、惡性電腦病毒等
按照病毒的寄生方式分類，如引導型病毒、檔型病毒、複合型病毒等
按照病毒的傳播媒介分類，如單機病毒、網絡病毒等

2. 運用掌握電腦病毒檢測與防範技術
選擇和應用系統檢測方法，包括：

使用最新病毒識別碼以及更新過的抗電腦病毒偵測與修復引擎
複查所有路由器與防火牆的記錄
配置IPS或IDS以辨認與感染相關的活動
執行封包追蹤(packet sniffing)，以尋找符合惡意程式碼特徵的網絡通訊

選擇和應用電腦病毒防範技術，包括：
修補作業系統以及其捆綁軟體的漏洞
安裝並及時更新防毒軟體與防火牆產品
不要點來路不明連線以及執行不明程式
執行反病毒技術
執行即時監視技術
執行自動解壓縮技術
執行全平台反病毒技術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引入最適合的電腦病毒防範技術及應對策略，符合企業的利益
確保所制定的電腦病毒防範策略不可抵觸香港法例相關的規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電腦病毒的基本概念
能夠識別電腦病毒分類
能夠正確地選擇和應用適當的反電腦病毒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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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網絡身份識別技術

編號 107236L4

應用範圍 在網絡系統中，應用網絡身份識別技術以確認操作者身份，保護網絡資源及落實安全政策，提供可追究責
任的機制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識別常用絡身份認證措施之特性，選擇合適的方案以核實身份及落實相關安全政策，包括：

認證Authentication
授權Authorization
審計Auditing
認識身份網絡認證的主要元件

認證伺服器（Authentication Server）
認證系統的使用者端軟件（Authentication Client Software）
認證設備（Authenticator）

2. 識別不同網絡身份認證識別技術的優劣，選擇合適的認證方案，包括：
基於密碼的身份認證
基於位址的身份認證
基於生物特徵身份認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處理身份認證識別時，必須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身份認證基本概念
能夠選擇及應用合適的身份認證方法
能夠分析身份認證技術的優點和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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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私隱保障及管理技術

編號 107237L4

應用範圍 在使用電腦網絡系統時，瞭解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和用途，及披露個人資料會帶來的影響，防止過度收集
資料，適當運用私隱保障及管理技術，以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私隱保障基本概念

保障個人資料原則
瞭解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明白披露個人資料會帶來的影響
認識過度收集資料的影響
掌握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原則

檢討不同平台的私隱潛在風險因素和安全考慮
安全使用互聯網: 個人電腦 / 公共電腦 / 無線網絡
安全使用智能手機: 應用程式保安 / 維修、出售及棄置
安全使用社交網絡

2. 執行私隱保障方法
選擇和運用互聯網保障及管理技術，包括：

防毒軟件
自動輸入資料功能
安全套接字層(SSL)
加密技術

選擇和運用智能手機應用程式保障及管理技術，包括：
防毒軟件和防盜軟件
保護智能電話內資料
地理標記
QR碼

選擇和運用社交網絡保障及管理技術，包括：
選擇適合的社交網絡種類
管理及設置帳戶私隱保障功能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客戶的個人資料不會作其他用途
確保相關私隱保障及管理技術符合法例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個人資料及其私隱保障的影響
能夠檢討電腦及智能手機不同型式的私隱風險
能夠根據不同平台的性質，選擇和運用保障適當個人資料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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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防火牆技術

編號 107238L4

應用範圍 根據企業的安全政策，應用防火牆技術控制（允許、拒絕、監測）出入網絡的資訊流，以加強網絡抗攻擊
能力，保障企業利益。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防火牆技術基本概念

認識各種防火牆的定義與功能分類
應用代理（ Application Proxy ）
分組過濾（ Packet filtering ）
安全區域

瞭解防火牆的特性及其安全性原則（Firewall Policy）之應用
2. 運用防火牆技術

建立網絡安全的屏障
強化網絡安全性原則
防止內部資訊的外泄
監控審計網絡存取和訪問
設置不同的防火牆技術

3. 展示專業能力
透過設置合適的防火牆，確保重要的商業資訊及行為得到保護
能夠恆常檢討及複檢防火牆的設置，確保抗攻擊能力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防火牆的基本知識
能夠掌握設置防火牆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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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虛擬私人網絡（VPN）技術

編號 107239L4

應用範圍 通過虛擬私人網絡技術，讓員工安全地進行遠端信息存取。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VPN技術的基本概念及特性

可擴充性、靈活性及可管理性
瞭解VPN的協議技術

實現虛擬私人網絡的隧道技術包括PPTP、L2TP、IPSec及 SSL 協議
瞭解SSL VPN的功能

用戶和伺服器的合法性認證
加密資料以隱藏被傳送的資料
保護資料的完整性

應用虛擬私人網絡
瞭解設置虛擬私人網絡的要求

2. 設置及管理虛擬私人網絡及相關設備
VPN硬體方案
VPN軟體方案

3. 展示專業能力
透過設置VPN，確保重要的商業資訊及行為得到保護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VPN基本概念與功能
能夠明白VPN系統特性
能夠掌握VPN原理與協議
能夠運用VPN工作機制與典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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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網站安全整體規劃方案

編號 107240L5

應用範圍 訂立網站安全危機監測體系和一套完善的網站安全整體規劃方案。當危機事件發生時，可以防止網站及敏
感性資料遭到各種攻擊，降低破壞性以保障企業利益。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企業電子商務情況，為網站安全整體規劃方案定位

分析整體企業電子商務情況，包括：經營模式、資訊科技與網際網絡運用、網站內容、互聯網營銷
策略等
分析企業網站安全需求

評估網站被攻擊帶來的損失
判斷企業發展規模和用戶需求趨勢對網站功能的影響
運用滲透測試工具，測試網站現在的安全標準

分析及訂立整體網站安全規劃方案的優先次序，例如：
保護敏感資訊
加密資料
保護身份認證

2. 規劃網站安全的整體方案
建立安全監測機制

建立主動的安全檢測機制
進行有效的入侵防護
針對網站安全問題，建立及時回應機制

訂立方案的財務計劃和分析預算
制訂實施細節和監控
啟動評估與控制
事先測試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規劃網站安全方案時，要顧及整體網站系統的效能及非技術因素，如成本
確保於規劃網站安全時，必須嚴格遵守相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站安全規劃的整體流程
能夠根據不同企業電子商務環境，制定適當網站安全的整體規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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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交易安全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認識網絡交易安全相關的法律知識

編號 107241L6

應用範圍 瞭解電子商務法律問題和掌握相關的知識，為企業管理人員、電子商務技術人員及法律界相關人士提供參
考。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絡交易安全相關的法律知識

瞭解香港、國內及國際網絡交易安全法律法規建設現狀
認識香港網絡交易安全相關法律法規
瞭解國內及國際網絡交易立法現狀
掌握香港、國內及國際電子商務法律體系的建設動向

瞭解網絡交易的法律
三種履行方式

線上付款，線上交貨
線上付款，離線交貨
離線付款，離線交貨

瞭解數碼簽署的法律制度
明白數碼簽署與電子認證的法律要求
瞭解數碼簽署安全認證機構的法律地位
認識數碼簽署的法律效力

2. 檢討和處理網絡交易的法律關係
掌握網絡交易參與各方的法律關係

認識電子商務交易中買賣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瞭解買賣雙方之間的法律關係，實質上表現為雙方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買賣雙方的權利和
義務是對等的。賣方的義務就是買方的權力，反之亦然
瞭解當發生違約時，所承擔的義務與責任，以及可以選擇的補救方法
理解網絡交易中心的法律地位

瞭解網絡交易客戶與虛擬銀行間的法律關係
瞭解交易是通過虛擬銀行電子資金劃撥而達成
明白電子資金劃撥是依據電子合同
認識基本義務是依照客戶的指示，準確、及時地完成電子資金劃撥
瞭解作為發送銀行，在整個資金劃撥的傳送鏈中，承擔如約執行資金劃撥指示的責任

掌握網絡交易中的智慧財產權保護相關法律問題，包括:
版權
專利權
商標權
域名保護

3. 展示專業能力
能夠檢討和適當處理網絡交易的法律關係
確保企業及客戶在進行電子商務交易中，沒有觸犯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香港及國際網絡交易的法律法規
能夠認識電子合同、數碼簽署、身份認證機構相關的法律知識
能夠掌握網絡交易客戶與虛擬銀行間的法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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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伺服器監測技術

編號 107242L4

應用範圍 通過伺服器性能監測系統，將網站伺服器運行狀態的各組資料通過各種方式記錄下來，即時掌控伺服器的
運行狀態，監測伺服器故障，以維護伺服器的正常運行。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監測預警的數據種類

瞭解監測的數據種類，如連接數、時間段慢查詢次數、查詢緩存使用情況、主從延遲時間、innodb
buffer pool size使用情況、sql執行緒和io執行緒（有replication需求的架構）、大結果集查詢語
句、MySQL的存活及data file&log file等
瞭解伺服器的概況

監控CPU、記憶體、外設磁片、網絡卡等
監控主機節點，如當機檢測、應用程式（如網頁服務、資料庫服務）執行狀態等
編寫shell監控程序
配置相關監控程序的設定檔
結合SNMP協定來傳送設備運作資訊作監控用途

瞭解各種伺服器監測軟體
MRTG、Wireshark、Nessus、Nmap、Snort等

2. 開發各種監控報警
計劃伺服器監控軟體，如購買或自家編寫及配置等
設置不同的報警方法，如系統報警、短信報警及電郵報警等
設置不同的監控數據，如CPU性能負載、CPU使用量、記憶體使用量、磁片使用量、磁片的讀寫速
度、網絡卡的流量及狀態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編寫的shell監控程序或配置的監控程序設定檔，沒有出現安全漏洞
確保所有監控程序，不影響本身伺服器的效能及安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伺服器軟體網站管理與監測的基本原理
能夠掌握伺服器軟體的網站管理的主要功能
能夠運用或編制伺服器監測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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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監測及分析網站流量

編號 107243L4

應用範圍 通過網站流量分析工具，獲得網站訪問量基本資料的情況下，對有關資料進行統計、分析，為網路行銷策
略提供依據。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網站流量的主要指標

識別網站流量指標的用途及特性，如頁面瀏覽數（PV）、獨立IP（IP）、獨立訪問者數量（UV）、
重複訪問者數量（RV）、人均流覽次數、新獨立訪客、頁面顯示次數，以選擇合適的指標

2. 使用網站流量統計工具監控流量
使用網路流量統計工具監控流量
識別不同網站，如商務網站、博客等的流量監控方法，以訂立監察計劃
通過對比分析得出訪客訪問網站的概況，建立文字分析報告和統計圖表

3. 展示專業能力
提供合適的網站流量主要指標，為網路行銷策略提供依據
確保所使用的數據符合相關私隱保障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應用網站流量的主要指標並能夠對其進行監測分析
能夠提供不同類型網站的基本流量資訊，用作計劃網路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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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網站內容測試

編號 107244L4

應用範圍 通過網站內容測試，檢驗網站提供資訊的正確性、準確性和相關性。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內容測試的重要

明白網站內容測試的目的，如正確性、準確性、相關性等
認識網站內容可能出現的風險

2. 掌握網站內容測試
測試網站內容的正確性，如網頁資訊是可靠的還是誤傳的
測試網站內容的準確性，如網頁資訊是否有語法或拼寫錯誤
測試網站內容的相關性，如是否在當前頁面可以找到與當前流覽資訊相關的資訊清單或連結
排除網站內容中可能出現問題的風險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內容符合知識產權的法例
確保網站內容的網絡可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測試網站資訊的正確性、準確性及相關性
能夠排除網站內容中可能出現問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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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網頁功能測試

編號 107245L4

應用範圍 根據網站需求文件，檢驗網站系統能夠滿足各方面功能的使用要求，包括連結測試、表單測
試、Cookies測試、資料驗校、Web網站特定的功能需求測試、設計語言測試等內容。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頁功能測試的概念

認識各網頁功能測試的種類和目的，如連結測試、表單測試、Cookies測試、數據驗校等
運用各種網頁功能測試的方法，如在連結測試中，保證所有被連結的頁面是存在及沒有孤立的頁
面；在表單測試中，進行邊界值測試、異常類測試等

2. 掌握網頁功能測試
執行各種網頁功能測試，如測試頁面連結是否正確、測試Cookies是否正常工作、測試邊界值等
校對數據的一致性，如由於使用者提交的表單資訊不正確而造成的錯誤、由於網路傳送速率或程式
設計問題引起的錯誤
分析網站特定的功能需求
對比設計語言產生的差異，如不同的指令碼語言在不同的版本上進行驗證
編寫相關測試報告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頁功能測試符合國際標準
確保網站內容的網絡可使用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頁功能測試的種類、目的、方法等概念
能夠掌握各種網頁功能測試，以達致符合需求文件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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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網頁可使用性測試

編號 107246L4

應用範圍 通過使用網頁，觀察和記錄使用過程中的相關資料，對網頁可用性進行評估。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頁可使用性測試的概念

認識網頁可使用性測試的種類和因素，如可學習性、效率、可記憶性、出錯率、滿意度等
運用各種網頁可使用性測試的方法，如在系統開發或改進過程中，請用戶對系統或原型進行測試，
或透過問卷，使用收集的數據來改進產品或設計，直至達到所要求的可使用性目標

2. 掌握網頁可使用性測試
執行各種類型的可使用性測試，如導航測試、圖形測試等
量化用戶體驗質量
收集數據及進行分析
編寫相關測試報告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頁可使用性測試符合國際標準，如ISO 9241-11等
確保網站設計考量一些可用性設計準則，如Nielsen準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頁可使用性測試的種類、因素和方法
能夠掌握網頁可使用性測試，以達致符合需求文件內的可使用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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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整合及介面測試

編號 107247L4

應用範圍 在整合測試過程中，採用適當的整合策略，將程式模組組裝起來，對系統的介面及整合後的功能進行正確
性檢測，確保整合測試的物件符合預期要求，並遵循電子商務企業或行業的標準。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整體及介面測試的概念

認識整合測試的基礎，如按照模組的功能、性能及模組與模組之間介面的測試、各程式碼單元間能
否相互合作完成某種功能
瞭解測試前的準備工作、整合模組步驟與方法、整合測試結論等

2. 掌握整體及介面測試
制定整合測試計畫
設計整合測試
執行整合測試
評估整合測試結果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整合測試中各模組的每個功能與性能是正常
確保整合測試中，由一個模組啟用另一個模組的可行性和檢驗模組間的資料傳輸的正確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及執行整合測試，軟體模組間的互相呼叫測試、模組性能測試及模組介面的測試
能夠瞭解整合測試，比較跟單元測試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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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編號 107248L4

應用範圍 測試網站的瀏覽器相容性，保證網站能被正常地瀏覽。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認識瀏覽器在不同平台上的操作

明白瀏覽器在各種作業系統中，操作的要求
瞭解瀏覽器的種類及特色，包括：

不同瀏覽器對Java、JavaScript、ActiveX、plug-ins或不同的HTML有不同的支持
不同瀏覽器對框架和層次結構風格有不同的顯示
不同瀏覽器對安全性和Java設置的差異
不同解像度模式對網站的運作影響，如解像度模式、長闊比模式

對比連接速率測試及組合測試，在不同解像度、不同兼容機上的反應
2. 掌握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制定瀏覽器相容性測試計畫
設計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執行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評估瀏覽器相容性測試結果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瀏覽器相容性測試中，網站功能與可使用性不受影響
確保未來瀏覽器新版本的擴展性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瀏覽器相容性測試
能夠掌握瀏覽器相容性測試，以評估及保證網站能被使用者正常地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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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資料庫測試

編號 107249L4

應用範圍 在系統開發與運行的過程中，為了保證資料庫的品質，保證網站的正常運行，對資料庫進行必要的測試和
維護，以便找出因資料庫而產生的錯誤和缺陷。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資料庫測試的基本知識

認識資料庫測試的定義、原則、方法
明白資料庫測試的步驟，如單元測試、集成測試、確認測試、系統測試
展示資料庫測試的輸出結果

2. 掌握資料庫測試
制定資料庫測試計畫，包括資料表結構、資料庫完整性及資料庫視圖等
設計資料庫測試
執行資料庫測試，如定義功能、操縱功能、查詢功能、安全性、併發處理測試等
評估資料庫測試結果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資料庫符合需求、設計原理、包容性等
確保網站架構（包括硬體、軟體及網絡）不會影響資料庫的性能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資料庫測試的基本知識
能夠掌握資料庫模式、功能、性能等測試
能夠進行資料庫調試，並執行試運行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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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安全測試

編號 107250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測試中，對網站進行安全體系測試、應用及傳輸安全測試，以保證網站的正常運行。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安全測試的要求

明白安全測試的要求，如部署與基礎結構、輸入驗證、身份驗證、授權、配置管理、敏感性資料、
會話管理、加密、參數操作、異常管理等

2. 掌握安全體系測試
進行基礎結構測試，如網路是否提供了安全的通信、內部的防火牆、遠端應用程式伺服器、目標環
境的信任級別
評估應用程式是否易受SQL注入、XSS等攻擊
檢定是否區分公共訪問和受限訪問、是否明確服務帳戶要求、如何驗證調用者身份、如何驗證資料
庫的身份、是否強制試用帳戶管理措施
制訂是否支援遠端系統管理、是否保證配置存儲的安全、是否隔離管理員特權
設置是否存儲機密資訊、如何存儲敏感性資料、是否在網路中傳遞敏感性資料、是否記錄敏感性資
料
進行異常管理，如是否使用結構化的異常處理、是否向用戶端公開了太多的資訊
審核和分析日誌記錄，如是否明確記錄了要審核的活動、分析註冊與登入的活動
檢查伺服器端的腳本漏洞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網站安全測試，不會影響相關網站的功能及性能
確保網站安全測試，符合相關法例的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網站安全體系測試的知識
能夠運用網站安全體系及傳輸安全測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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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伺服器通訊測試

編號 107251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測試中，監測外部系統和系統之間以及內部各子系統之間的通訊埠，檢查資料的交換、傳遞和控制
管理過程，以及系統間的相互邏輯依賴關係，以保障系統透過通訊埠正常的運行。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伺服器通訊埠及其測試的基礎

認識伺服器通訊埠的理論
分辨不同伺服器服務所用的伺服器通訊埠及操作
瞭解伺服器通訊埠安全政策的工作成效

2. 掌握伺服器通訊埠的測試
檢查系統主機有否安裝修補程式
設置通訊閘道所使用的通訊埠有否開通
偵測應用程式有否透過通訊埠植入了一些漏洞碼
檢視常被忽視的系統安全狀態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伺服器通訊埠安全政策的工作成效，讓每一台主機都能夠按照安全政策運行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伺服器的通訊埠測試的基礎
能夠掌握各種伺服器服務的通訊埠測試
能夠進行通訊埠介面的錯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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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網站性能測試

編號 107252L5

應用範圍 對網站的性能進行測試，包括壓力測試、連線速度測試和負載測試三個方面，以保證網站運行質素。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網站性能測試的基礎

認識網站進行壓力測試的目的，如測試網頁服務在被施加強大壓力的情況下，仍能繼續正常運行
明白網站進行連線速度測試的目的，如在不同連接方式下的速度測試
瞭解網站進行負載測試的目的，如測量網頁服務在某一負載級別上的性能，以保證網頁服務在需求
範圍內能正常工作

2. 掌握網站性能測試
執行量化評估，如測量系統發生錯誤的頻率或在何種情況或時間下會當機
進行質性評估，如測試是否可以抵擋阻斷服務（Denial-of-Service）攻擊
分析壓力測試的內容，如重複、併發、隨機變化等
控制環境變數，作為系統效能調校的參考，確定在什麼負載條件下，系統性能處於失效狀態
掌握負載測試的方法，如在某個時刻，同時訪問網頁服務的使用者數量、線上資料處理的數量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壓力測試，必須控制在不利的執行環境下進行
確保壓力測試，是一個持續性能測試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網站性能測試的基礎
能夠掌握網站性能測試，包括壓力測試、連線速度測試、負載測試
能夠避免網站性能問題造成系統當機的情況，以致業務無法進行的情形發生

備註

5-195



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執行系統集成測試

編號 107253L5

應用範圍 在網站測試中，進行系統集成測試，以確保網站整體正常的運行。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系統集成測試的模式與方法

認識集成測試的模式，如漸增式測試、非漸增式測試等
瞭解系統集成測試的方法，如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核心系統與三明治集成測試方法等

2. 掌握系統集成測試
進行功能測試
執行回歸測試，令修改系統後達到預定目的，如錯誤得到改正，新功能得到實現而不影響軟體原有
功能的正確性
實現非功能性測試，如性能測試、壓力測試、容量測試、安全性測試、可靠性測試、容錯性測試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系統在某些局部反映不出來的問題，有可能在集成測試反映出來
確保集成測試過程符合國際標準（如IEEE標準）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系統集成的模式與方法
能夠掌握系統功能測試的目的、內容和方法，進行功能測試、回歸測試及非功能性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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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網站監測及測試技術」職能範疇

 

名稱 設計自動化系統測試架構

編號 107254L6

應用範圍 在網站測試中，進行自動化系統測試，可以減少人力成本，資源更有效利用，及早找出潛在性問題，包括
效能問題，好的自動化系統測試架構及規劃，提高認證的價值及公信力。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自動化系統測試的基本概念

認識軟體測試現狀
分辨軟體測試自動化的場合
制訂軟體測試自動化方案

2. 掌握自動化系統測試的設計及實施
確認自動化系統測試的分析需求
制定自動化系統測試的領域，如軟體測試流程的自動化管理、動態測試的自動化（如單元測試、功
能測試以及性能測試方面）
設計自動化系統測試工具或架構
編制自動化系統測試流程
評估自動化系統測試成效，比較實際的結果與預期結果之間的差異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測試流程自動化管理符合CMMI過程改進的規範
確保自動化系統測試方案，理解可能帶來的變動、多方面的風險、成本開銷等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系統測試的現狀、自動化系統測試的場合及方案
能夠掌握自動化系統測試的設計及實施流程，評估自動化系統測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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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會計基礎知識

編號 107255L3

應用範圍 運用會計基礎知識，為企業提供財務及成本指標，為經營決策提供參考。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會計基礎概念

會計基本理論
財務報告的目的
會計基本假設
會計基本原則
操作限制

執行會計程序
簡化入帳模式
記帳程序
賬簿種類、格式及賬簿之間的相互關係

2. 預備財務會計報告
運用適當的會計核算形式

記賬憑證核算形式
記賬憑證匯總表核算形式
多欄式日記賬核算形式
匯總記賬憑證核算形式
日記總賬核算形式
通用日記賬核算形式
科目匯總表核算形式

預備財務會計報告，為企業提供可靠的會計相關資料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預備財務會計報告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會計的內容、原則、程序和步驟
預備可靠的財務會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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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會計知識

編號 107256L4

應用範圍 為企業的預算,生產或經營活動進行有系統的記錄 , 成為財務及成本的指標，為經營決策提供有用的參考資
料。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會計的基本概念和程序

遵循會計的原則
瞭解記帳程序，賬簿種類，格式及賬簿之間的關係

2. 計算會計基本項目
能夠計算及準備開支賬目
定期記錄資產負債表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符合會計報表的要求，為報表使用者提供真實資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會計的內容、原則、程序和步驟
能夠進行基礎會計項目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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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監控財務投資管理

編號 107257L4

應用範圍 用於財務收支程序, 以及監控企業各部門的資源分配。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投資管理的內容

瞭解投資的定義
識別不同投資的類型，例如:

直接投資
間接投資
長期投資
短期投資

監控企業資金的來源，例如:
權益資金
借入資金

2. 運用財務投資監控技巧
檢討當前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安排財務收支，使企業保持支付和償債能力
計算個別項目財政預算
以較低的資金成本和較小的籌資風險，為企業發展籌集到所需要的資金
加強風險管理意識

3. 展示專業能力
監控財務投資管理時，必須以專業態度，保障企業的整體利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財務管理的具體內容
能夠分析當前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提出優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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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財務管理及統計分析軟件系統

編號 107258L4

應用範圍 適用於各財務部門進行數據收集及數據分析，從而進行不同研究。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管理及統計分析軟件系統的特點

瞭解使用軟件系統的目標
採用相關軟件系統(如 SAS)進行不同研究 (如市場營銷研究)
瞭解各形各類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基本要求，進行數據處理及分析

2. 使用財務管理及統計分析軟件系統的基本原則
注意成本效益
瞭解連續性分析的重要
價值最大化原則
促進軟件微調，從而使系統更適合企業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專業態度使用財務管理及統計分析軟件系統，為報表使用者提供真實資料。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現代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概念和特點
能夠掌握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基本要求和原則
能夠具備對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應用能力和促進財務軟件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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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改善電子商貿日常會計處理流程

編號 107259L4

應用範圍 用於日常電商企業的財務處理, 以及定期改善財務處理的方法。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會計財務處理流程的原則及常見錯誤

明白賬務處理程序要能正確、及時、完整的提供會計信息
使賬務處理程序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簡化處理流程，提高會計的工作效率
瞭解(電子商貿企業的) 財務處理流程常見錯誤，避免以後出現相同問題

2. 改善賬務的主要處理流程及簿記
透過複式記帳法記錄交易
瞭解採購/銷售/退貨的記賬形式
靈活使用多欄式日記賬等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處理各會計賬目，以避免任何錯誤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貿的日常會計財務處理流程的概念、原則和流程，提出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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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監控財務會計制度

編號 107260L4

應用範圍 用於在電子商貿企業中管理財務會計的從業員, 從而嚴格遵從財務會計制度。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會計制度的重要性和原則

嚴格遵從財務會計製度
接受財政、稅務、審計等的檢查、監督
保證會計資料合法、及時、準確、完整

2. 瞭解財務制度的作用
瞭解保護投資者和債權人利益的重要
使企業各部門得到適當的資源分配
瞭解財務會計的工作

3 展示專業能力
監控財務會計管理時，必須以專業態度，保障企業的整體利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貿財務會計制度的重要性和原則
能夠具備電子商貿財務會計制度的相關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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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掌握財務管理的相關任務與職能

編號 107261L5

應用範圍 掌握企業財務管理的內容, 責任與職能, 與其他部門的資源分配。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管理責任

掌握財務管理概念
安排財務收支，使企業保持支付和償債能力
以較低的資金成本和較小的籌資風險，為企業發展籌集到所需要的資金
合理運用資金，選擇最佳的資金投向，加速資金周轉，不斷提高資金的利用效果，以盡可能
少的資金投入，取得盡可能大的經營成果
檢討財務管理的職能，包括: 決策職能，計劃職能，控制職能

2. 掌握財務管理的內容
瞭解投資的定義
按不同標準，為企業選擇適當的投資決策：

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
長期投資和短期投資

按不同的資金來源，為企業選擇適當的籌資決策：
權益資金和借入資金
長期資金和短期資金

股息決策 – 確定企業的淨利潤中有多少作為股利發給股東，有多少留在企業作為再投資
3. 分析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預算不足，分析不足
沒有足夠信息
缺乏風險管理意識
成本管理或資產管理不足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財務管理策略能符合企業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財務管理的具體責任，職能和內容
能夠分析當前企業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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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企業籌集資金

編號 107262L5

應用範圍 分析籌集資金的途徑與方式，從而解決資金來源問題。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評估企業籌集資金的原因及相關問題

評估企業籌資的動機，包括：
擴張籌資動機
償債籌資動機
解困籌資動機

評估企業籌資的要求，包括：
確定資金需要量
研究投資方向
選擇籌資來源，降低成本資本
研究資本結構

2. 分析及比較企業籌集資金方式
分析及比較不同企業籌集資金方式，包括:

發行股票
利用留存利益 (retained earning)
借款
發行公司債券

分析及比較不同資金來源渠道，包括:
政府
銀行及非銀行金融機構
其他企業

為企業提出的最有成本效益籌集資金方案
3.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分析企業籌集資金的方式, 從而降低獲得資金的成本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企業籌集資金的原因
能夠分析及比較企業籌集資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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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企業項目投資

編號 107263L5

應用範圍 用於財務部進行投資管理, 從而選取合適的投資投資組合。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理解項目投資管理的基本概念

瞭解企業項目投資的含義和意義
企業項目投資的意義
投資是實現財務管理目標的其中一項
企業投資是降低風險的方法

瞭解企業項目投資的基本原則
進行市場調查，捕捉投資機會
建立投資決策程序，進行投資項目的可行性分析
保証投資項目的資金供應
分析風險和收益的關係，控制企業的投資風險

2. 分析企業項目投資的分類
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

按投資與企業生產經營的關係，投資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類。
直接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於生產經營性資產，以便獲取利潤的投資。
間接投資又稱證券投資，是指把資金投放於證券等金融資產，以便取得股利或利息收入的投
資。

長期投資與短期投資
按投資回收時間的長短，投資可分為短期投資和長期投資兩類。
短期投資又稱流動資產投資，是指能夠並且也準備在一年以內收回的投資。
長期投資則是指一年以上才能收回的投資。

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
根據投資的方向，投資可分為對內投資和對外投資兩類。
對內投資，是指把資金投在企業內部，購置各種生產經營用資產的投資。
對外投資是指企業以現金、實物、無形資產等方式或者以購買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方式向
其他單位的投資。

3. 分析企業投資管理注意事項
注意投資總額的控制
注意項目投資與企業現有產品的銜接性
分析投資資金的來源
分析風險和收益的關係，控制企業的投資風險

4. 展示專業能力
在管理企業投資項目時，能夠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具備選擇正確投資項目的能力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企業投資的的概念
能夠掌握企業投資管理注意事項
能夠考慮各方面的因素，具備選擇正確的投資項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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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企業成本

編號 107264L5

應用範圍 用於財務部進行投資管理, 從而選取合適的投資投資組合。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企業成本的基礎

控製成本開支範圍和開支標準；預測、控制、分析和監管成本開支
瞭解成本管理以及責任制

2. 檢討企業成本管理的基本內容
成本預測
成本決策
成本計劃
成本核算

3. 分析企業成本管理注意事項
明白以降低成本為目標，可引致企業的其他目標有反效果
成本控制或局限於某單一成本，單一成本下降同時，總成本有機會上升
明白成本上升不一定帶來問題

4. 提出優化企業成本方案
以理論結合實際情況
降低企業成本途徑

開發新產品，改進現有產品的設計
改進員工的培訓，提高技術水平

5.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分析改變企業成本的結果，使企業在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前題下，可以減低成本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企業成本的基本製度和內容
能夠具備分析企業成本的能力
能夠提出優化企業成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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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管理企業利潤

編號 107265L5

應用範圍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 進行企業利潤管理。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企業利潤管理的概念和作用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更好地反映企業的經濟效益
作為向外界傳遞有用信息的工具
有利於不斷促進企業改變目標戰略

2. 檢討企業利潤分配的項目
向投資者分配利潤
員工福利設施
保留盈餘（retained earnings）/ 花紅

3. 分析影響企業利潤的因素
產品的價格
產品的單位變動成本
產品的銷售量
產品的固定成本
瞭解收入來源 (銷售額, 股息等)
瞭解成本來源 (銷售成本、銷售費用、一般及行政開支等)

4. 運用企業利潤管理方法
靈活運用會計政策
調控生產經營活動
購買或出售資產和業務
增加有利潤客戶的訂單, 瞭解長期客戶的數量
增加客源

5. 展示專業能力
以嚴謹的態度分析企業利潤影響因素，使企業在保證產品質量的前題下，可以進行有效地管理企業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掌握企業利潤管理的概念和作用
瞭解企業利潤分配的項目
具備做好企業利潤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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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架構

編號 107266L6

應用範圍 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能將財務管理各相關的因素按一定的規則結合起來，為實現財務目標而進行的整體
軟件系統運作體系。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基本要求

掌握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特點
涉及不同領域，結合企業運行的核心部件
決定企業信息的輸出與反饋

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基本原則
價值最大化原則
均衡原則
成本效益原則
連續性原則
協調性原則
發展性原則

2. 制定財務管理軟件系統架構
建立系統整體結構

系統管理子系統
財務運算
綜合查詢
財務指標分析

建立數據庫設計
數據E-R (entity-relationship diagram)
設定主要數據字典描述
設定工程項目編碼
建立序時賬
訂立錄入/修改記賬方法

3. 訂立財務系統持續發展的方向
注重人才培訓
促進軟件開發技術與管理應用技術一體化
推進財務管理軟件業務與其他業務一體化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財務系統能符合企業的利益
確保建立企業財務系統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概念和特點
能夠建立財務管理軟件系統的基本要求和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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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企業電子商貿財務部門架構

編號 107267L6

應用範圍 建立企業電子商貿財務部門架構。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建立電子商貿財務部門的考慮因素

財務處理流程
財務處理方法
財務制度
財務信息係統
瞭解財務部的各職位

2. 優化財務組織結構的方法
合併相同職能
管理職能與輔助職能的互補
執行職能與監督職能的互補

3. 改進企業財務管理
整合財務處理流程
改進財務控制方法
開發合適的財務軟件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電子商貿財務部門架構能符合企業的利益
確保建立企業電子商貿財務部門架構時，恪守專業操守，防止任何欺騙行為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貿的財務部結構
具備優化財務部結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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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財務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優化電子商貿財務部結構

編號 107268L6

應用範圍 檢討財務部內的職位，分析員工的職能，從而減少職能重疊，節省成本。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財務部的基礎結構

訂明財務部各個職位的選擇
優化財務組織結構
合併職能相同的職位
確保各職員之間能夠互補不足，並不會為個別員工的工作效率低，而影響財務部的整體表現。

2. 改進企業財務管理
使用合適的財務軟件提高工作效率
定期監控各個職位的工作效率
整合財務處理流程
改進財務處理控制方法

3. 展示專業能力
制定的財務部結構能夠符合企業財務管理發展。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貿的財務部結構
具備優化財務部結構的能力和改進企業的財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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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電子商務企業相關之勞工法例

編號 107269L3

應用範圍 瞭解及應用電子商務企業的勞工權利及保障。

級別 3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勞工法例的相關內容和知識

瞭解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 57 章）
瞭解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 59 章）
瞭解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 282 章）
瞭解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 509 章）
瞭解最低工資條例（香港法例第 608 章）
認識有關勞工法例的常見問題

2. 展示專業能力
在電子商務日常工作中嚴格遵守相關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認識及瞭解勞工法例中，有關電子商務企業的內容，並於日常工作中遵守相關規定，以保障僱傭雙
方利益，避免發生爭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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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設電子商務企業團隊

編號 107270L4

應用範圍 通過自我管理的小組形式進行建設電子商務企業的團隊。每個小組由多個員工組成，負責一個完整的工作
過程或其中的一部分工作。團隊建設適用於電子商務企業的各個領域。

級別 4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團隊建設的含義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團隊建設的概念和內容
瞭解團隊建設在電子商務企業的重要性

2. 檢討電子商務企業團隊建設的類型和特點, 包括：
戰略團隊：定下短期以及長期戰略、帶領隊伍、共同面對挑戰, 分享成果
技術平台團隊（包括開發及美工）：建立平台、設計網頁
營銷團隊（包括廣告及銷售）： 建立品牌、推廣及銷售
供應鏈管理團隊：搜尋產品、控制成本
物流管理團隊：提升運輸速度、控制庫存量
售後服務團隊：保養、改良現有產品

3. 運用電商企業團隊建設的方法
選擇合適的團隊成員和有效的團隊領導者
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和獎酬制度
加強授權和自主管理
對團隊成員進行體驗式培訓
加強團隊學習
提高團隊情緒智商

4. 展示專業能力
在建設電子商務團隊時，能公平公正對待團隊各成員，充分地發揮團隊合作精神
能夠遵守平等機會條例、反歧視條例
能夠同團隊員工保持良好的溝通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加強團隊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能夠檢討電子商務企業團隊的建設的類型和特點
能夠運用電子商務企業團隊建設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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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員工的獎罰管理

編號 107271L5

應用範圍 制定合適的獎罰制度，提高全體員工的積極性及效率。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解員工獎罰管理的概念和原則

掌握企業的人事管理及員工薪酬及福利政策
瞭解企業內不同職級、不同薪酬及福利的計算方法及基本準則
瞭解企業的獎罰制度、架構及調整機制，包括：基本工資、佣金、獎勵津貼、花紅、績效獎金等

2. 掌握企業員工獎罰制度管理的主要流程
管理層要查核清楚情況屬實，然後才進行獎罰

3. 制定員工獎罰制度準則
管理層要切合實際情況，在有理據的情況下獎罰分明並一視同仁
在懲罰員工之前，給予員工解釋的機會
消除員工在受到處罰後的抱怨心態
改善員工壞習慣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的員工獎罰管理制度能公平公正對待企業各員工，並能夠挽留優質的員工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員工獎罰制度管理的概念和原則
能夠掌握公司員工獎罰制度管理的主要流程
能夠制定員工獎罰制度準則，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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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績效考核量化流程

編號 107272L5

應用範圍 適用於瞭解員工業績的衡量指標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KPI)。

級別 5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KPI考核量化流程的內容

KPI是通過對公司內部某一流程的輸入端、輸出端的關鍵參數進行設置、取樣、計算、分析，衡量流
程績效的一種目標式量化管理指標

2. 分析KPI的價值與功能
目標的表現形態
確定工作重點與責任
評價業績標準
管理目標的工具

3. 運用績效考核的量化流程
制定標準
記錄 KPI
根據標準和KPI進行反饋

4. 制定優化衡量指標方案
分析企業與顧客價值
檢討利潤模式
檢討關鍵流程與資源
建立專案管理量化指標
分析各部門指標發表及作出修正

5.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績效考核量化流程時能確保企業長期穩定性
能在企業和員工整體利益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
在執行員工評核政策時，確保符合公平公正的原則，並符合相關的法例要求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KIP考核概念、價值和功能
能夠運用績效考核的量化流程及其優化辦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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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提高團隊執行力的方法

編號 107273L5

應用範圍 執行力是將企業經營管理三個主要流程，人員、戰略、營運計劃結合起來的一種途徑，將企業戰略轉化為
企業營運實踐的系統方法，通過提高團隊執行力，促進企業的發展。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執行力的概念

明白提高團隊執行力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宏觀方面，就是企業制定的戰略、遠景規劃、長遠目標能不能落實
微觀方面，就是每個部門或個人能否積極主動、按時把目標變成增值結果的能力

2. 運用提高團隊執行力的方法
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收集意見並作出回應
協調內部資源，有效解決問題
使管理人員依據工作目標，制定監督與激勵的制度
使員工了解自己的工作目標
建立有效的執行力培訓，提升員工工作能力與意願
建立具有適度壓力的工作環境，從而有助提高員工的執行力
提升員工責任心及工作動力
讓員工積極參與提出合理建議，並瞭解企業願景與戰略

3. 展示專業能力
在處理團隊執行力時能確保企業長期穩定性
能在企業和員工整體利益之間維持恰當的平衡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執行力概念和價值
能夠瞭解提高團隊執行力的重要性
能夠提高團隊執行力的能力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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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電子商務企業的職位

編號 107274L6

應用範圍 因應電子商務企業的不同營運類型，制定適當的職位標準及職責，為電子商務企業作出貢獻。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的職位概念

簡要地識別電子商務企業營運類型，包括:
生產型
貿易型
網商型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職位設置的含義
掌握電子商務企業職位設置基礎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職位設置對於企業發展的重要性

2. 訂立電子商務企業的主要職位級別與責任，包括:
如電子商務總監、採購人員、分銷主管、物流主管、零售主管、網店設計及美術人員、產品編輯、
售前服務、售後服務、客戶管理及資訊科技人員等

3. 運用電子商務企業職位設置的管理技巧
增強人員招募，培訓，以及勞資關係管理的技巧
掌握短期合約制，長期合約制和終身受僱的好處與壞處
瞭解前線人員與後勤人員數量比例的重要性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的電子商務策略能符合企業的利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認識電子商務企業的職位設置概念
能夠運用電子商務企業的職位管理技巧
能夠訂立電子商務企業中，各個主要職位的識責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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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評估電子商務企業的人才需求

編號 107275L6

應用範圍 從市場需求出發，並根據自身的特點和需求，招聘合適人才，從而促進企業發展。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電子商務企業人才需求的概念

認識電子商務企業人才在企業中的作用和影響
預測電子商務企業人才的需求，包括但不限於技術性、市場營銷及供應管理鏈人才
根據企業發展，評估人力資源需求並制定相關之招聘及培訓策略

2. 分析電子商務企業對人才需求迅速增長的原因
展望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
分析由互聯網普及所創造的新市場、新業務、和新用戶的特性

3. 展示專業能力
訂立的電子商務人才需求策略需遵守相關的法例規定，以避免觸犯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務企業的人才需求的概念
能夠分析電子商務企業人才需求增加的原因，以及人才需求的方向標準，並制定相關之招聘及培訓
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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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制定電子商務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編號 107276L6

應用範圍 人力資源部門負責具體實施企業人事和行政方面的工作。電子商務員工的聘用必須遵照香港有關法例，並
依據制度辦理。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基本原則和工作內容

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工作的主要內容包括組織管理、選聘培訓管理、薪酬績效管理、人事管理以及其
他專項管理工作。

2. 制定人力資源管理相關制度
以人力資源的基本原則為基礎，劃分各人職責權
檢討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內容

審批權和任免權
員工招聘與錄用
管理層聘任
員工考核
員工培訓
員工福利管理
薪酬績效管理

優化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規劃人力資源策略
制定培訓與開發策略
以KPI為核心的績效管理
基於市場，業績，管理員工的薪酬福利
分層分類職位管理
管理員工關係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制定人力資源策略過程中，嚴格遵守相關的法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人力資源管理的概念，基本原則和工作內容
能夠制定人力資源管理的相關制度
能夠優化人力資源管理制度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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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規劃電子商務企業人力資源

編號 107277L6

應用範圍 分析企業對未來人員的需求和供給，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以確保自身在需要的時間和需要的崗位上獲得
各種需要的人才，使企業得到長期持續的發展和利益。

級別 6

學分 3（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電子商務企業人力資源規劃的概念與特點

瞭解人力資源規劃的概念
瞭解人力資源發展的重要性

2. 制定優化人力資源規劃策略
優化人力資源部門的人員配置
分析各職位的重要性
完善培訓機制，滿足各層員工的培訓要求
合理有效的激勵方法
加強建立企業文化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的人力資源規劃能夠挽留人才，避免人才流失及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電子商務企業人力資源規劃的概念和特點
能夠制定優化電子商務企業人力資源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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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電子商務企業文化

編號 107278L7

應用範圍 建立企業文化是指企業文化相關理念的形成、傳播等，是以策劃學、傳播學為基礎的過程。

級別 7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分析建立企業文化的重要性

瞭解企業文化的重要性，例如提高員工質素，優化管理成效
明白推動企業升級轉型的好處
培育具有行業特色的文化
學習不同的企業經營模式
分析企業經營的核心本質
瞭解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瞭解電子商務企業文化的特點和挑戰

經營彈性化，以順應多變的網路商業
交易轉為由顧客主導，因此需增加給顧客的附加價值，滿足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需求
增加顧客對企業網上購物的信任度

2. 建立電子商務企業文化策略
建立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
強化制度管理，加強企業文化建設
檢討人才發展的注意事項

建立清晰員工晉升的制度
建立針對性的培訓機制
規範員工行為
營造以創新為特徵的企業環境，為員工提供發揮新思維的基礎
建設企業內部資訊網絡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在建立企業文化時，遵從相關法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分析建立企業文化的概念和重要性
能夠瞭解電子商務企業文化的特點和挑戰
能夠具備加強企業文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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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分析網購消費者的需求

編號 107279L3

應用範圍 透過分析網購消費者的需求，瞭解不同的網購消費群體的消費習慣和偏好，從而確定電子商務企業的營銷
方向。

級別 3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不同類型買家的特徵

按客戶性質分類
如採購商、代理商、批發商、零售商、商店用戶、連鎖大型超市賣場、個人消費者

按查詢情況分類
如尋找賣家型、準備入市型、無事生非型、信息收集型、索取樣品型、竊取情報型

2. 明白不同群體買家搜索的關注因素
產品相關因素

如現貨或庫存、二手或翻新、材料、規格、生產質量、認證、品牌、產地、價格、最小起訂
量、生產週期

供應商相關因素
如供應商的地點、類型、生產能力、加工服務類型OEM/ODM、公司的認證、廠房設備、過
往合作夥伴、出口國家、出口資格、規模、財務狀況、環保能力、第三方認證

商務條款相關因素
如付款方式（LC或TT）、運輸方式（FOB或CIF）、付款週期、貨櫃容量、產品包裝、運輸
方法、輸出港口

3. 運用資料系統來收集客戶在網上活動的特徵
如客戶到訪網站數據

最多客戶瀏覽之網頁或貨物
客戶到訪該網站之途徑，如由網路搜尋器、第三方網站、直接進入網站或透過移動設備進入
網站

4. 分析客戶到訪網站的目的和對發售產品的瞭解程度
目的包括：尋找標件產品、品牌產品、現貨、庫存或二手商品
瞭解程度可分為：十分清楚、有類似的產品樣本、現貨、只知道功能或只有產品圖片、只有初步概
念

5. 管理客戶的問題和對回覆時間的期望
檢討客戶的查詢問題：如產品價格、產品認證、索取聯繫信息
管理客戶對回覆時間的期望，如回覆時間越長，客戶滿意度越低

6. 展示專業能力
在收集、分析及儲存客戶網上資料時，需確保資料的保密性和合法性
能夠遵守個人資料(私穩)條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不同類型買家特徵
能夠明白不同群體買家搜索的關注因素
能夠分析客戶到訪網站的目的和對採購產品的清晰程度
能夠管理客戶的查詢問題和對回覆時間的期望
能夠監察客戶在網上到訪網站的特徵和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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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提升網上銷售業績的策略與技巧

編號 107280L3

應用範圍 通過提高客戶服務水平、建立完善的物流渠道、掌握網絡整合營銷方法，來提升網上銷售業績。

級別 3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的方法

對客戶進行追踪服務
管理用戶投訴信息
評估售後服務水平

2. 建立完善的物流渠道
認識貨物的包裝、存儲、搬運、運輸、入庫、出庫、配送、盤點
操作倉庫管理系統
掌握貨品採購的知識和渠道

3. 運用網絡整合營銷方法
搜索引擎優化及營銷
社交媒體平台營銷，如Facebook、Twitter
電子郵件營銷
移動應用程序平台營銷，如Whatsapp、LINE
論壇營銷
新聞營銷
軟文營銷
病毒式營銷
網絡整合營銷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的企業服務、物流及網上營鎖方法，能有效地提升業績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提高客戶服務水平的方法
能夠建立完善的物流渠道
能夠運用網絡整合營銷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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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瞭解制定營銷計劃的流程與方法

編號 107281L4

應用範圍 評估與分析對於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有關的市場整體情況、行業情況、企業內部和競爭對手的因素，從而制
定配合企業發展的營銷計劃。

級別 4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制訂營銷計劃的內容

分析營銷狀況，包括：
市場狀況
產品狀況
競爭狀況
分銷狀況
監管狀況
宏觀環境狀況

分析機會與風險，擬定營銷目標：
財務目標：投資報酬率、利潤率、利潤額等指標；
營銷目標：銷售收入、銷售增長率、銷售量、市場份額、品牌知名度、分銷範圍等

營銷策略、預算、控制
行動方案
對焦點事件、輿論走向（尤其是不利輿論）具敏感性，以便因勢利導化解危機

2. 掌握營造有利於企業正面形象的方法
公益公關：通過公益事件塑造品牌形象
事件營銷：把握網絡事件形成輿論導勢，塑造品牌口碑形象

3. 管理對企業形像或發展不利的因素
政策法規影響
危機事件處理
企業名聲在網上的口碑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的營銷計劃，能有效地配合企業發展的目的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營銷計劃的內容
能夠瞭解輿論對市場及企業的影響
能夠運用事件營銷方法，營造對企業有利的輿論
能夠排除對企業形象不利的事件或輿論，執行企業風險管理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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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應用針對大客戶的營銷技巧與談判策略

編號 107283L4

應用範圍 運用特定的營銷方法，與大客戶（即對該企業產品或服務消費頻率高、消費量大、客戶利潤率高而對企業
經營業績能產生一定影響的客戶）建立良好的、開放的、信任的、相互合作的、忠誠的伙伴關係。

級別 4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影響大客戶購買決策的因素

購買的重要性與迫切程度
購買金額
產品的技術含量
客戶組織中的人際關係
組織中的利益糾紛
客戶購買決策的程序
個人利益與組織利益的協調
各參與者的權力與影響力
銷售員的推動力度

2. 分析三種企業客戶形態的特徵，並制定對策
交易型銷售特徵與對策

特性：標準項目、非常清楚、很容易取代
客戶雙方的關係：買賣、對立
客戶內部採購流程中那一個更重要：由決定至達成交易
對待銷售人員的態度：不僅是傳遞產品的工具
大客戶關心點或決策考慮點：價格、取得的方便性、反應速度
銷售成功的關鍵：與決策者會面

附加價值型銷售特徵與對策
特性：有區別，度身定做
客戶雙方的關係：利益基礎，客戶以顧問形式合作
時間特性：採購流程
銷售特質：解決問題為主
客戶關心點或決策考慮點：問題的嚴重性，是否符合需求，價格與績效比較
銷售成功的關鍵：與影響者會面

戰略夥伴型銷售特徵與對策
特性：差異化的戰略互補
客戶雙方的關係：戰略夥伴的合作
時間特性：資本融合、股份合作、利益共享
銷售特質：團隊銷售為主
大客戶關心點或決策考慮點：戰略性
銷售成功的關鍵：高層互訪

3. 發展及管理與大客戶之關係
清楚客戶企業的組織結構
建立項目客戶關係評估分析圖

項目決策人、部門對項目的作用、目前的關係、影響項目的比重
4. 引導與分析大客戶需求

提問的技巧：5W2H
何人 (Who)
何物 (What)
何地 (Where)
何時 (When)
為何 (Why)
如何 (How To)
多少 (How Much)

問題的種類：開放式和封閉式
漏斗式提問
SPIN銷售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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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 5. 瞭解大客戶項目的流程
銷售成功與失敗的信號
項目典型的進展
項目暫時中斷

6.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營銷技巧與談判策略能滿足大客戶的需求和期望，使企業能穩健增長，更避免因大客戶的流失
而招致重大損失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影響大客戶購買決策的因素
能夠分析三種不同企業形態的客戶特徵，並能制定對策
能夠發展及管理與大客戶之關係
能夠明白大客戶項目的流程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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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電子商務營銷績效管理體系

編號 107284L4

應用範圍 建立電子商務的績效管理體系，從而實現電子商務願景目標，促進部門和個人績效改善的途徑，並且完善
利益分配的機制。

級別 4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掌握績效管理體系的基本要點

績效管理的目的
保證企業願景目標的實現
促進部門和個人績效改善的途徑
建立利益分配的評判標準

績效管理體系設計原則
強調考核體系的實效和可操作性
以啟動考核實施為目的，在實際過程中逐步完善考核管理體系
強調對員工的績效改進和提升

績效管理執行原則
公開性、客觀性、開放溝通、差別性、常規性

2. 設計根據績效考核不同對象的不同考核方法
個人考核內容和頻率

部門第一負責人：部門績效（80%）、周邊績效（10%）、員工滿意度（10%），月監控，
季考核，年總結
其他各級管理人員：任務績效（80%）、周邊績效（20% ），月監控，季考核，年總結
銷售業務員：關鍵績效指標（90%）、周邊績效（10%），月監控，季考核，年總結

部門考核內容和頻率
關鍵績效指標、基準指標，月監控，季考核，年總結

績效考核
評價出色、優秀、常態、需改進、不良

績效考核結果
使用人員評價、績效工資、薪資調整、管理溝通、工作指導、培訓發展、職務升遷、人崗匹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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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能力 3. 實施個人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實施流程：

確定工作任務
執行工作任務
考核評價
績效審核
績效面談
考核申訴

控制結果
核算個人績效分數
應用考核結果

4. 實施部門績效考核
績效考核實施流程

確認績效目標
收集評價信息
考核評估
確認分數整合
績效面談
考核申訴

核算部門績效分數
季考指標績效分值：（Σ季考指標分數×季考指標所佔權重）/ 100%
半年考指標績效分值：（Σ半年考指標分數×半年考指標所佔權重×2）/ 100%
年考指標績效分值：（Σ年考指標分數×年考指標所佔權重×4）/ 100%
季度績效分數：季考指標績效分值+半年考指標績效分值+年度指標績效分值
年度績效分值：Σ季度績效分數 / 4

5.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績效管理體系的落實
確保個人及部門的績效考核能公平地實施，並能準確地計算出量化指標，從而監察及改善企業營運
效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瞭解績效管理體系的基本要點
能夠設計根據績效考核不同對象的不同考核方法
能夠運用個人績效考核
能夠運用部門績效考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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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運用低成本營銷策略

編號 107282L5

應用範圍 運用適當的營銷計劃和營銷策略，達到低成本營銷的目的。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制訂及應用低成本營銷策略

掌握各種營銷策略之優劣並訂立符合企業利益之營銷計劃
監察及檢討進行中之營銷計劃

2. 瞭解低成本營銷的注意事項
瞭解當地的媒體分佈，相關渠道的網絡運行質量以及消費者的消費心理和消費層次的個性化需求 ，
以揀選合適之市場切入點
根據企業的營銷理念，制定合適的策略
制定文字宣傳戰術
分析經驗和資源運用，作為日後在其他市場發展的好模範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的營銷計劃及策略，能有效地降低營銷成本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制訂及應用低成本營銷策略的方法
能夠因應低成本營銷的注意事項，定立合適的策略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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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設計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編號 107285L5

應用範圍 通過制定商業模式，描述電子商務企業中各部門所能為客戶提供的價值、公司的內部結構、合作夥伴網絡
和關係等，藉以實現該價值並產生可持續盈利收入的要素，使各部門能達成持續盈利目標的整體解決方
案。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電子商務商業模式的定義和基本要素

明白商業模式的定義
包括定位、業務系統、關鍵資源能力、盈利模式、現金流結構、企業價值

瞭解商業模式與管理模式的關係
掌握優秀商業模式的特徵

擁有可預期的增長：複製性生長、成長型生長
擁有突出的競爭優勢
能夠以平均水平的資源產生高水平的績效
能夠分享合作
擁有多點盈利
具擴展性

2. 設計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企業定位
設計業務系統

列出相關的經濟活動網絡
確定企業的邊界，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市場關係、長期契約、代理、經銷、特許、參股、
控股、合營
確定企業的組成要素：資本、企業家、員工、供應商、顧客、無形資產擁有方

規劃關鍵資源能力
企業資源：金融資源、實物資源、人力資源、信息資源、無形資源、客戶關係資源、公司網
絡資源、戰略不動產
確定關鍵資源

訂立盈利模式
典型盈利模式PM2、PM6、PM8、PM11

制訂現金流結構
確定企業價值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制定之電子商務商業模式乎合香港的相關的公司法及貿易法律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商業模型的定義和基本要素
能夠制定企業的商業模式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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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建立網上銷售隊伍

編號 107286L5

應用範圍 建立高素質、業務能力高的銷售隊伍，制定合適的考評、培訓、獎勵制度，順利開展銷售工作，達成銷售
目標。

級別 5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建立網上營銷隊伍

建立適度匹配的隊伍規模，控制團隊人數，提高人均績效
制定考核獎勵政策

考核獎勵原則：多勞多得、簡單清晰
考核導向：基層銷售人員，以鼓勵銷售為主； 中高層，以利潤為主要激勵依據

建立培訓體系
人員儲備：一般人員及優秀人才儲備

2.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能建立一個配合企業發展的高質素銷售團隊
確保透過獎勵制度和培訓體系，加強銷售團隊效益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建立能配合企業需求的銷售團隊
能夠制定合適的考核獎勵制度
能夠建立銷售人員培訓體系
能夠瞭解儲備人才對企業的重要性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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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審計企業網上營銷計劃

編號 107287L6

應用範圍 通過對電子商務的營銷環境、目標、策略和活動，進行全方位的、有系統的、獨立的和定期的監控，發掘
營銷機會，找出營銷問題，建立短期和長期的行動方案，保證營銷計劃的實施或修正不合理的營銷計劃。

級別 6

學分 6（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瞭解營銷審計的六個部分

營銷環境審計
營銷戰略審計
營銷組織審計
營銷系統審計
營銷效率審計
營銷職能審計

2. 應用營銷審計的方法
運用關鍵指標數值評價法
運用問題清單法： 封閉式及開放式問題評價法

3.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企業網上營銷計劃能公平公正地被審計
確保企業網上營銷計劃透過審計，得到評估及改善的機會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掌握六個營銷審計的重點內容
能夠運用營銷審計的方法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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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名稱 控制網上營銷

編號 107288L6

應用範圍 通過一系列年度計劃控制、盈利控制、效率控制和戰略控制，來跟進營銷活動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確保
電子商務企業計劃能按照目標運行。

級別 6

學分 12（僅供參考）

能力 表現要求 
1. 運用年度計劃控制

瞭解銷售差異
衡量並評估企業的實際銷售額與計劃銷售額之間的差異情況

分析市場佔有率
全部市場佔有率
目標市場佔有率
相對市場佔有率

分析營銷費用率
衡量並評估企業的營銷費用對銷售額的比率，還可進一步細分為人力推銷費用率、廣告費用
率、銷售促進費用率、市場營銷研究費用率、銷售管理費用率等

掌握顧客態度
企業通過設置顧客投訴和建議機制、建立固定的顧客樣本或通過顧客調查等方式，瞭解顧客
對該企業之產品或服務態度變化情況，進行衡量並評估

2. 控制盈利能力
資產收益率
銷售利潤率和資產周轉率
現金周轉率
存貨周轉率和應收賬款周轉率
淨資產報酬率

3. 監察營銷效率
銷售人員效率

銷售人員日均聯絡或拜訪客戶的次數
每次訪問平均所需時間
每次訪問的平均收益
每次訪問的平均成本
每百次銷售訪問預定購買的百分比
每月新增客戶數目
每月流失客戶數目
銷售成本對總銷售額的百分比

廣告效率
每種媒體接觸每千名顧客所花費的公告成本
注意閱讀廣告的人在其受眾中所佔的比率
顧客對廣告內容和效果的評價
廣告前後顧客態度的變化
由廣告激發的詢問次數

營業推廣效率
優惠銷售所佔的百分比
每一單位銷售額中所包含的陳列成本
贈券回收率
因示範引起的詢問次數

分銷效率
對分銷渠道的業績、企業存貨控制、倉庫位置和運輸方式的效率進行分析和改進，提高分銷
的效率

4. 展示專業能力
確保每一個營銷環節都得到監控及量化，速進營銷目標的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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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 《 能力標準說明 》 能力單元

「市場營銷管理」職能範疇

 

評核指引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
能夠應用年度計劃控制的方法
能夠運用盈利控制的方法
能夠監控營銷效率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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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詞彙對照表 

詞彙對照表 

中國使用詞彙 香港使用詞彙 

計算機 電腦 

管道 渠道 

行銷 銷售 

總匯 總結 

挖掘數據 採集數據 

了解 瞭解 

壓貨 存貨 

總體 整體 

分佈 分布 

指導 指引 

供需關係 供求關係 

電商企業 電子商務企業 

崗位 職位 

信息系統 資訊系統 

高層 管理層 

製度 制度 

素質 質素 

新想法 新思維 

硬盤 硬碟 

服務器 伺服器 

快遞 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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