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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新零售發展模式
推出綫上綫下零售認證計劃

▲T.R.U.S.T五大承諾

促進中小企加強電商發展
面對愈來愈多中小企零售商實踐「新零售」的概念，年度獎項計劃特設中小企組別，鼓

勵及協助企業成功發展電子商貿業務，例如：通過認可系統安全度、貨運準確度和操作簡易
度等方面，加強消費者網購時的信心。協會按中小企零售商的網店評審總分排列名次，頒發
「至Top中小企網店」殊榮。

綫上零售注重履行交易
至於履行交易環節是消費者在網購過程中最重視的一環，「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Best Contract Fulfillment），表彰網店的優質顧客服務表現，包括付款後產品運送的狀況
通知、貨品運抵時的準時及準確度、網上顧客服務支援全面，這些條件中取得滿分的網店可
獲此獎。

認證綫下零售優質服務
『優質服務認證』為協會新推出年度一次性評估零售店舖服務認證計劃，旨在表揚及認

證具優質服務的零售品牌。參與零售品牌需經過神秘顧客在店面進行的隨機探訪評估及協會
審核兩個部份。評審準則涵蓋於店面顧客服務體驗的『三大範疇、七大接觸點』共15個服務
基礎條件。三大範疇包括購物環境、購物體驗及完成購物；通過評估的參與品牌將獲得由協
會頒發該年度的櫥窗認證貼及證書。

近年不少企業加緊投放資源發展網購，以包羅萬有商品、限時優惠、便捷等，爭取更多線上
用戶。自2017年起，香港零售管理協會（HKRMA）舉辦「優質網店認證計劃」，旨在為本

港零售網店提供全面客觀評估和認證，同時為業界釐定認可的優質網店指標，協助零售商積極發
展網上零售業務，至今計劃已認證近180間網店。在「2019年優質網店認證計劃」中，共有28間
網店，獲頒發「十大優質網店大獎」，其總平均分高
達88%，當中有逾90%的得獎網店獲「卓越優網店」
（Premium Quality E-Shop）認證，值得消費者信
賴。縱使綫下零售商面臨逆境挑戰，協會深信為顧客
提供優質服務，依然是行內的發展宗旨，並為綫下店
舖推出網址「優質服務認證」計劃，鼓勵在掙扎求存
中，亦不忘服務。

綫上零售認證成為T.R.U.S.T優網店
要 成 為 優 質 網 店 ， 必 先 達 到 「 T . R . U . S . T 」 的 五 大 承 諾 ， 包 括 良 好 信 譽

（Trustworthiness）、使用認可系統（Recognized Hardware）、操作簡易（User-
friendly）、實施安全措施（Safe）、準時（Timeliness）。當網店滿足以上條件後，便具
有一定能力參加「優質網店認證計劃」。評審準則均由獨立籌委會制定，評審流程需經過
「神秘顧客評審」及「協會審核」兩個部份，以多角度出發審核優質網店在三大範疇，包
括：購物體驗、履行交易及信譽發展是否達標，達至提供客觀和詳盡的評審報告。計劃為
表揚卓越的香港網店，便按其認證網店的分數排名，頒發年度獎項以示鼓勵。

「優網店認證」詳情 「優質服務認證」詳情

         2019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網店名稱 網址
金獎
˙J SELECT* www.jselect.com
˙Watsons eStore 屈臣氏電子商店 www.watsons.com.hk
銀獎
˙FORTRESS eShop 豐澤網上商店 www.fortress.com.hk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 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STRAWBERRYNET www.strawberrynet.com
˙Toys"R"Us* www.toysrus.com.hk
˙Wellcome Delivers 惠康為您送 www.wellcome.com.hk
銅獎
˙Ztore.com 士多 www.ztore.com

十大優網店
˙AmShop amshop.amway.com.hk
˙Baby Kingdom Mall 親子王國 www.bkmall.com
˙Chow Tai Fook 周大福 www.ctfeshop.com.hk
˙CMHK Online Shop 中國移動香港網上商店 1cm.hk.chinamobile.com/onlineshop
˙JHCESHOP 日本城網購 www.jhceshop.com
˙Meiriki 日本命力 www.meiriki-jp.com.hk
˙PARKnSHOP.com 百佳網上超級市場 www.parknshop.com
˙Sa Sa Dot Com 莎莎網 www.sasa.com
˙VIPSTATION 名人站 www.vipstation.com.hk

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網店名稱 網址
˙HKTShop www.hktshop.com
˙Pricerite 實惠家居 www.pricerite.com.hk
˙SmarTone 網上商店 shop.smartone.com
    及其餘8間注*得獎網店

                至TOP中小企網店
網店名稱 網址
TOP 1 中小企網店
˙Accstore* www.accstoreonline.com
˙HBF Store www.hbfamily.com.hk
˙35 Plus 香港網購店* www.35plus.hk
˙Roselle Jewelry* www.rosellejewelry.com
TOP 2中小企網店 
˙KOREANFADMART www.koreanfadmart.com
˙Product Pro 百得好* www.productpro.com.hk
˙Suchprice 優價網* www.suchprice.hk
TOP 3 中小企網店
˙travelwebsite.com 旅遊網* www.travelwebsite.com

2020年已認證優網店 2019年十大優網店 參加優質服務認證優網店免費初步評估



網購族兼享優惠
及為環保出力

大型連鎖超市Market Place by Jasons的網店
平台Market Place Delivers網上品味超市，講求
為顧客提供快捷、新鮮、貼心的購物體驗，無論
顧客選擇「網購店取」還是送貨服務，最快可於
四小時後取得貨品，另外又特設一小時送貨時段
予顧客選擇，讓顧客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行程。

與此同時，公司非常著重環保。雖然網購用上
很多包裝物料，以使貨品完整送達顧客府上，然
而造成大量浪費，但為了使產品以最佳溫度和完
整抵達顧客手上，送貨時會用上相應大小的保溫
袋盛載貨品，亦會鼓勵顧客
積極回收保溫袋，顧客只要
在每次收取送貨時，把保溫
袋交予送貨司機，每個成功
回收的保溫袋，集團都會發
放電子優惠券予顧客的個人
賬戶內，以茲感謝為環保出
一分力。
網址：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2019 十大優質網店成功關鍵
新零售O+O概念已成大勢

革新零售科技　
配合新生代消費模式

近月，屈臣氏電子商店可謂一時無兩，無論
發展速度及成熟程度均值得所有企業參考。面對
千禧後的購買力增強，O+O的零售市場大方向，
屈臣氏大力投資零售科技，以實體店和電子商店
雙綫發展，配合年輕顧客追求自主快捷的購物體
驗。何謂自主快捷？以強調2小時服務的「網購店
取CLICK & COLLECT EXPRESS」為例，屈臣氏
利用近45間分店網絡及高效物流系統支援，方便
網購一族快速收到選購的貨品。除此之外，屈臣
氏亦推出watsonshealth手機應用程式，提供網上
藥物預留服務、自選預約註冊中醫師及營養師應
診服務、與專業健康團隊Live Chat諮詢對話。

香港屈臣氏董事總經理李家樂指，屈臣氏致
力融入科技革新及轉變其業務策略，現於接近全
線250間店舖首推智能「點購站Tap & Shop」，
顧客可於店內的智能設備選購虛擬貨架上的產
品，亦可於翌日指定分店提取產品。屈臣氏亦不
斷增加產品選擇，獨家引進全球知名美妝品牌，
更於分店彩妝專區特設Lip Bar，讓顧客試用超
過百款唇膏，以及時尚LED 
Runway，提供一站式零售新
體驗。李認為，O+O可以起
互相引流作用，無論綫上或
綫下，屈臣氏會更加著重透
過社交媒體及大數據去加強
顧客體驗。
網址：www.watsons.com.hk

整合綫上綫下服務
顧客與企業雙贏方案

有瀏覽過電子及電器網店J SELECT的消費
者，都會發現網站內包羅萬有的產品類型數量
幾乎冠絕全港，不時還有獨家產品在J SELECT
發售，包括特色設計家品、電子影音、潮流電
玩及美容健康產品。負責人補充，網站的介面設
計和使用者體驗都下了苦功研究，例如產品版面
以簡約舒適的設計，詳細資料一目了然之餘又容
易理解。至於售後服務及顧客支援服務，除了
服務熱線團隊外，客人可在社交媒體J SELECT 
Facebook專頁留言，亦可到店舖或WhatsApp短
訊與前線同事查詢。

近月，大部分港人在家時間增加，漸漸養成
網購習慣。負責人續指，隨着整個消費者行為不
斷改變，以及本港的網上交易系統愈趨成熟，
J SELECT早以全渠道零售模式，全面打通O+O
（綫上及綫下）服務，務求讓顧客隨時隨地展
開方便無縫和一致的消費體驗。例如：客人在
店舖選購心儀產品時，可掃描產品標籤上的QR 
Code，即時轉到網店上了解產品的詳盡資料，讓
客人可以留下紀錄，方便日後購買。

最後，J SELECT得以成熟發展「新零售」的
概念，在於品牌善用綫上及綫下的數據，關注顧
客的反饋，理解不同客人的需
求，從而搜羅有關產品、制定
行之有效的行銷計劃，加上配
合出色的前線團隊，將使得客
人有更好的體驗。 
網址：www.jselect.com



大數據分析顧客消費走勢

超市業界近年面對激烈的綫上競爭，惠康超級市場的綫上平台「惠康為
您送」結合大數據分析顧客消費模式，並作出針對性的推廣活動，為顧客搜
羅各地優質貨品。近年，客對於原箱貨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公司不斷推出各
種類的「多買多慳」原箱貨品予客人選購：包括飲品、麵食、嬰兒食品、寵
物糧食等，讓客人無需勞累安坐家中即可收到貨品。除了提供新鮮、多樣、
優質的貨品予顧客選購，公尺亦致力為顧客網羅多重優惠，網站首頁除了有
不同精美橫額展示推廣活動內容，網站內不同位置亦附有優惠提示訊息，並
且於每週推出多項網上購物尊享優惠，為顧客「慳得醒」！

未來，公司更會優化網站界面，使推廣資訊更為
集中，方便顧客於豐富的網站內容內亦能容易選出心
儀的商品優惠，亦會透過結合線上線下的零售策略，
為顧客提供更完善的購物體驗。
網址：www.wellcome.com.hk

善用社交平台及App擴大消費群
美國安利（香港）日用

品有限公司擁有悠久歷史，
並一直致力提供優質產品及
服務。安利(香港)日用品有
限公司總經理馮偉昌指，近
年公司致力融入革新科技及
不斷更新O+O的銷售策略，
重 點 發 展 數 碼 科 技 。 在 綫
上，安利（香港）透過其網
店Amshop及手機應用程式

提供Amway旗下品牌產品給顧客選購，包括營養補充品、美容彩妝、個人
護理及家居科技與護理的產品，並提供有關產品資料的短片與單張，讓顧
客隨時點擊相關的連結，了解更多產品詳情，選出最合適的優質產品。在
綫下，安利（香港）在全新港島店設有各項的尖端智能儀器，包括身體成
分分析機和美妝魔鏡等，得出的報告可向駐體驗館的營養師查詢，了解身
體狀況。

面 對 瞬 息 萬 變 的 數 碼 時 代 ， 公 司 會 不 斷 完 善
Amshop的購物體驗，加強在社交媒體及數碼平台宣
傳，擴展數碼及科技的應用，並打造更多數碼項目，
方便公司的直銷商可以以更有效和更靈活的模式處理
業務。
網址：amshop.amway.com.hk

一站式網上購物平台 線上線下相互共融
網購是近年流行的購物模式，

消費者利用智能裝置便可隨時隨地
輕鬆購物。中國移動香港秉承以客
為本的服務精神，為客戶提供多元
化的一站式網上購物平台，當中包
括各類型的月費計劃、儲值卡、手
機產品銷售、家居寬頻及繳費充值
等，配合各種便利的電子付款方式
如信用卡、支付寶及八達通等，務

求讓客戶安坐家中就可享受購物樂趣，既快捷又方便。以往客戶需於門市上
台，但現在只要透過網店提供的一站式網上開台服務，就可以足不出戶完成
上台手續。

此外，公司相信取貨的便利性及送貨效率亦是網
店重要的成敗關鍵。因此網店已引入速遞及智能櫃取
貨服務，於不久的將來更會擴展SIM卡取貨點至全港
九新界各大便利點，客戶於網上登記上台後，便可到
附近便利店即時取SIM卡啟用服務。
網址：1cm.hk.chinamobile.com/onlineshop/

營養師視像解答健康疑難
社會大眾愈來愈重視健康和保

健品的質素，日本命力22年來針
對港人的健康需要研發新產品，且
符合優於法例的九大國際級安全認
證。在服務上亦不斷求進，透過網
店的在線個人化營養諮詢功能，由
註冊藥劑師及專業營養師團隊解答
顧客疑難，而各部門的專責同事亦
會透過LiveChat及視像通話解答健

康營養、產品及物流等查詢，即時解決購物或付款的疑難，讓顧客享受專業
及人性化的售前售後服務。

面對零售電子商貿的發展大趨勢，公司必須定期監
察及優化網站可承受的流量，強化網站的私隱安全防
衛，優化介面及簡化客戶購物流程，提供更多付款方
式等。同時，公司亦要善用網購特性，追蹤緊貼客戶
的購物習慣及需要，提供just in need的到位服務及產
品推介。
網址：www.meiriki-jp.com.hk



「優質網店認證計劃」2019十大優質網店大獎特刊

拓展綫上綫下銷售 全方位服務顧客

屈臣氏集團 - 屈臣氏
www.watsons.com.hk

香港屈臣氏電子商店及手機應用程式提供超過7,500款、
逾700個健康與美容零售品牌，當中包括近140個獨家品

牌，提供全方位的健康、美容、個人護理和嬰兒產品選擇，讓
顧客盡情選購。
    屈臣氏作為亞洲最大的保健美容零售商，已連續第11年成
為亞洲第一藥店美妝品牌，一直與時並進，致力拓展電子商店模
式，引領業界研發更多優質產品及服務。香港屈臣氏董事總經理
李家樂表示，集團提供靈活、準時、具彈性及可靠的網購服務，
「我們為喜愛網購的顧客提供『今日訂．聽日送』的送貨服務，
以及『網購店取CLICK & COLLECT EXPRESS』自取服務，依
靠近45間屈臣氏分店網絡及高效物流系統支援，讓顧客快速收到
選購的貨品，隨時隨地享受網上購物。」

善用媒體 提升影響力
    為方便顧客於電子商店購物，電子商店採用簡單易用的系統
設計，顧客更可輕鬆輸入優惠碼或電子現金券，連結屈臣氏會員
卡賺取易賞錢積分，盡享不同購物優惠。此外，隨着新媒體和

技術發展，屈臣
氏亦善用社交網
絡，與客戶建立
互動關係。「我
們透過顧客關係
管理（CRM）
系統，以多元渠
道與品牌追蹤的
用戶維持緊密聯
繫，為他們提供
個人化的產品推

介及網購優惠。另外，我們在社交網絡上以視覺方式增強資訊推
廣，提升品牌影響力，拓展顧客群。」
    此外，屈臣氏聯同全球金融科技合作夥伴，以革新的科技及
強大的數據分析，持續準確地預測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制定適切
的市場營銷策略。「我們透過各種平台如Instagram、WeChat及
大眾點評等與顧客互動，以了解顧客的購物習慣與喜好。目前，
我們在中國及香港已擁有超過6,000萬名會員。」李家樂認為，
這反映了顧客對屈臣氏電子商店的購物體驗、履行交易、優質信
譽等三大範疇均十分滿意。

O+O雙綫引流 豐富購物體驗
    屈臣氏電子商店已連續3年獲得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的
「十大優質網店金獎」，李家樂感到十分榮幸，亦感謝協會對屈
臣氏的專業肯定及支持。「『優質網店認證計劃』在業界極具公
信力，能夠三度獲獎，讓我們的團隊更確定未來發展策略，積極
實踐綫上及綫下O+O的消費模式，以雙綫互相引流，豐富顧客
的網店購物體驗服務。」
    展望未來，李家樂表示屈臣氏會以提升顧客綫上及綫下的購
物體驗為重點，「我們致力融入科技革新，積極投資零售科技，
加上O+O是零售市場的大方向，起着互相引流作用，無論綫上
或綫下，我們將更加着重透過社交媒體及大數據去加強顧客體
驗。」
    此外，屈臣氏亦會不斷更新系統，增加產品選擇，配合準確
可靠的送貨服務，緊貼顧客的需要，為他們帶來與別不同的個人
網購體驗。「我們會以熱誠及動力使電子商貿業務規模得以拓
展，秉以顧客為先的服務宗旨，使屈臣氏的網購零售業務能夠脫
穎而出，成為顧客心目中首選的電子商店。」李家樂總結說。

鼓勵全渠道零售發展 認證綫上業務推升效益

首
辦於2017年的「優質網店認證計劃」至今已認證近
180間網店。為嘉許提供優質顧客體驗的網店，計劃
每年均會頒發年度獎項「十大優質網店大獎」，當

中獎項包括「十大優網店-金、銀、銅獎」、「十大網店」、
「至TOP中小企網店」，以及「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2019年合共有28間網店獲獎。

獲獎店鋪平均得分頗高
    根據計劃，凡參加「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 全面評審」的網店
將自動入選十大優質網店大獎，得獎網店將按全面評審中的總
得分排名選出，今年獲頒發十大優網店的成績總平均分的成績
高達88%，當中部分得獎網店的成績更逾總分的90%，獲認證
為「卓越優網店」。有關2019年度「十大優質網店大獎」的獲
獎名單見右表。

零售業的競爭激烈，愈來愈多零售品牌在傳統的門市以外開
拓網店業務，以吸納有網購習慣的顧客。捷成集團旗下全

資零售品牌J SELECT，近年積極推展全渠道行銷，並不斷優
化網店體驗，贏得眾多新世代消費者的喜愛，更在應屆「優質
網店認證計劃」中，勇奪金獎之一及「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Best Contract Fulfillment）的殊榮。
　　滙集多元時尚生活產品的J SELECT，秉承將優質產品注入
顧客生活的宗旨，致力從世界各地搜羅數以千計特色設計家品、
電子影音、潮流電玩，以至美容健康用品，目標顧客群不乏千禧
世代，正是對網購最感興趣的一群。為配合這批顧客的消費偏
好，J SELECT網店特設門市免運費取貨服務，讓顧客不但能隨
時隨地選購心儀產品，更可靈活選擇取貨方式，同時享有專業的
售後服務。
　　此外，J  SELECT又為網店顧客度身訂造「jrewards會
員獎賞計劃」，定期提供不同優惠；而顧客亦可用積分換取
J SELECT產品。另會不時推出「網店限定」產品，迎合新世代
消費者的喜好，全面提升顧客對品牌的忠誠度。
　　對於獲得《優網店》認證並奪得金獎，J SELECT網店上下
皆表示感到鼓舞，因「優質網店認證計劃」的評審機制及準則皆
由獨立籌委會制定；按年視乎網上零售趨勢更新評審準則，以致
計劃更具公信力。因此，是次在這個平台通過認證兼贏取最高殊
榮，既是對團隊的肯定，也可增強消費者對品牌的信心，有助網
店長遠發展。

背靠捷成集團優勢 提升購物體驗
　　J SELECT網店感謝顧客為團隊帶來進步的原動力，推動他
們繼續透過網店用心提供卓越的服務，並不斷提升網店的使用者
介面（User Interface）、使用者體驗 （User Experience）、運
送流程、銷售查詢及售後服務，確保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

　　在「優質網店認證計劃」中，J SELECT網店亦獲頒「交易
履行獎」。該網店相信其致勝關鍵在於，植根香港125年的捷成
集團自設物流車隊及倉庫管理團隊，更能配合快捷而有彈性的網
購付運需求，為網店增添優勢。在售後服務及顧客支援服務上，
J SELECT網店除設有客戶服務熱綫團隊外，顧客也可選擇前往
店舖、在J SELECT Facebook專頁留言，或透過whatsapp短訊
與前綫同事聯絡，通過多種渠道進行查詢。 
　　J SELECT品牌用心實踐全渠道行銷，期望在綫上及綫下均
為顧客帶來一致的購物體驗，無論是產品質素還是服務水平，均
可滿足他們的要求。作為《優網店》，J SELECT強調，未來會
更注重並不斷優化顧客體驗，如在產品版面設計及資料顯示上提
高清晰度，令顧客更容易理解產品信息；籌備推出「網店購物、
店舖提貨優惠計劃」等新服務，在便利顧客同時省卻包裝付運，
加強推廣環保減排理念。

推展全渠道行銷 優化網店吸引新世代消費者

捷成尚品有限公司
www.jselect.com

2019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網店名稱 網址

金獎
Watsons eStore 屈臣氏電子商店 www.watsons.com.hk
J SELECT* www.jselect.com

銀獎

FORTRESS eShop 豐澤網上商店 www.fortress.com.hk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 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STRAWBERRYNET www.strawberrynet.com
Toys"R"Us* www.toysrus.com.hk
Wellcome Delivers 惠康為您送 www.wellcome.com.hk

銅獎 Ztore.com 士多 www.ztore.com

十大

AmShop amshop.amway.com.hk
Baby Kingdom Mall 親子王國 www.bkmall.com
Chow Tai Fook 周大福 www.ctfeshop.com.hk
CMHK Online Shop 
中國移動香港網上商店

1cm.hk.chinamobile.com/
onlineshop

JHCESHOP 日本城網購 www.jhceshop.com
Meiriki 日本命力 www.meiriki-jp.com.hk 
PARKnSHOP.com 百佳網上超級市場 www.parknshop.com
Sa Sa Dot Com 莎莎網 www.sasa.com.hk
VIPSTATION 名人站 www.vipstation.com.hk

2019十大優網店 – 至TOP中小企網店
網店名稱 網址

TOP 1

Accstore* www.accstoreonline.com
HBF Store www.hbfamily.com.hk
35 Plus 香港網購店* www.35plus.hk
Roselle Jewelry* www.rosellejewelry.com

TOP 2
KOREANFADMART www.koreanfadmart.com
Product Pro百得好* www.productpro.com.hk
Suchprice 優價網* www.suchprice.hk

TOP3 travelwebsite.com 旅遊網* www.travelwebsite.com

2019十大優網店 – 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網店名稱 網址

HKTShop www.hktshop.com
Pricerite實惠家居 www.pricerite.com.hk
SmarTone 網上商店 shop.smartone.com

你的網店可成為T.R.U.S.T 優網店嗎?

查詢：2866 8311
電郵：msp@hkrma.org / qeshop@hkrma.org

想了解你的網店現況，
請立即掃瞄進行
免費評估。

「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旨在為零售網店提供全
面客觀的評估，評審通
過的網店方可獲協會認
證為《優網店》。通過

全面評審獲高達90%總分以上，更可獲認證為
《卓越優網店》。

2020年獲發《優網店》
認 證 的 網 店 已 累 近 8 0
間，詳情可瀏覽已獲認
證網店。

無懼疫情，安在家中亦可安心
上網購物，由HKRMA的『優
網店』提供多項尊享優惠。

HKRMA鼓勵零售業發展綫上
綫下全渠道業務，除「優網店
認 證 」 綫 上 零 售 外 ， 亦 推 出
「優質服務認證」嘉許綫下零
售店舖，掃瞄查閱了解更多已
獲認證品牌。

了解更多「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2020年優網店

「優網店」尊享優惠

「優質服務認證」

「2019十大優質網店大獎」金獎

（各獎項內的名次排名不分先後）

上表8間標示*亦為「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之得獎店鋪

網上得獎名單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令市民減少外出次數，對綫下實體
經濟造成一定的打擊，而綫上的網絡商店卻展現無限生機。與
此同時，資訊科技的普及應用帶動了「宅經濟」（Stay at Home 
Economic）的興起，令傳統的商業銷售模式出現轉變，愈來愈
多品牌設立網上商店，令購物更加便利。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HKRMA）舉辦的「優質網店認證計劃」，旨在為零售網店提
供全面客觀的評估，為業界釐定認可的優質網店指標，並認證
優質的購物網上商店，助零售商發展網上零售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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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推陳出新 發放實用優惠  
結合零售數據分析、網上購物體驗和現代物

流系統的全新零售概念「新零售」，近年
成為市場大趨勢，各大零售商紛紛設立網店。
Market Place Delivers網上品味超市以背後的
大數據庫為支援，針對性推出產品推廣及發放
實用優惠予顧客，同時不斷優化網站設計，以
新的頁面呈現更豐富的購物資訊。
  Market Place Delivers作為「優網店」，在
貨品供應方面除了一如既往地為顧客帶來新鮮及
多元化的貨品選擇外，亦注重優質的送貨服務，
自設車隊為顧客提供準時及穩定的送貨服務。無
論顧客選擇「網購店取」還是送貨服務，均最快
可於4小時後取得貨品，更設1小時送貨時段選
擇，讓顧客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行程，顧客亦可
選擇貨到現金付款，支付方式更具彈性。

  網上購物少不了適量包裝物料，使貨品可妥
善送予顧客。為了使新鮮或冷凍產品以最佳溫度
送達，送貨時會用上相應大小的保溫袋。Market 
Place Delivers為了令顧客更關注環境議題，鼓勵
顧客收貨時將保溫袋交還，即可獲發電子優惠券
作為答謝，讓顧客在享用便利購物服務之餘，也
為環保出一分力。

以客為先 提供優質服務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舉辦的「優質網店認證
計劃」已成為行業指標，今屆能夠成功入選，
證明Market Place Delivers在信譽、購物體驗和
履行交易三方面都達到優質水平。Market Place 
Delivers亦對獲得「2019十大優質網店」銀獎感
到十分榮幸，此獎項是Market Place Delivers參
與計劃以來獲得的最好成績，對公司來說是一個
肯定。Market Place Delivers認為，脫穎而出的
關鍵是時刻以客為先，了解顧客所需的產品和服
務，不斷創新和檢討營運策略，為顧客提供最優
質的網店服務。
  為了令顧客更放心地在網店消費，Market 
Place Delivers未來會不斷搜羅特色商品供顧客選
購，推出更多網上限定購物優惠，為顧客提供精
采不斷的購物體驗。網站亦會每年聘請第三方公
司進行網店安全審核，提升資訊保安管理水平。

安心選購高質首飾 高效送達
獲選為「2019 十大優質網店—至Top中小企

網店」之一是對Roselle Jewelry的肯定。
公司相信，在計劃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在於網站
的易用性，以及由購物到收貨這整個流程的優
質體驗。
　　Roselle Jewelry主營人造鑽石及天然珍珠首
飾，網店提供多款產品及不同材質選項供顧客
選購，而且所有產品均有現貨，顧客可以選擇
郵寄、零售店自取等方式，最快能在4小時內送
達。另外，Roselle Jewelry特設24小時顧客服
務，滿足一些心血來潮想購物但找不到查詢渠道
的顧客。網店亦不時推出不同優惠吸引顧客，在
現時疫情肆虐的情況下，顧客只要安坐家中，便
能無憂選購Roselle Jewelry的鑽石和首飾。

　　現時愈來愈多人以網購模式購物，也愈來愈
重視購物保障。參與計劃除了令顧客認識Roselle 
Jewelry，最重要是讓顧客知道它是一個正規、安
全的網店，並且具品質保證，讓顧客買得安心又
放心。
　　Roselle Jewelry向來關注市場最新趨勢，且
致力為顧客提供更高質的購物體驗。現時網店已
提供多種電子支付方式，以滿足不同地區、不同
類型的顧客。同
時積極發展AR技
術，讓顧客在家
中也能享受如親
臨專門店一般的
購物體驗。

用心規劃旅程 建立品牌形象
很多 人 都 嚮 往 探 索 世 界 ， 旅 遊 服 務 網 站

travelwebsite.com旨在帶大家以又平又
好玩的方法看遍千奇百趣的世界，開創自由行
2.0模式。今次獲選為「2019十大優質網店—至
Top中小企網店」之一，有賴公司上下的共同努
力，更證明travelwebsite.com廣獲大眾認同。
　　公司職員向來用心對待客人，視客人的旅
程為自己的旅程。為迎合旅遊愛好者的需要，
travelwebsite.com提供多項一站式服務，包
括機票、酒店、旅遊套票，更有多個國家的當
地旅遊服務，如一天遊、多天遊、門票、接送
及包車等。在一個網上平台便可一次過預訂不
同旅遊產品，十分方便。為了確保優質服務，
travelwebsite.com特別開設門市，由旅遊顧問跟
進及接聽客人查詢，令客人對旅程更有信心。

　　過去2年，travelwebsite.com均有參與「優
質網店認證計劃」並獲有關認證，提升了公司的
品牌形象及客戶信心。今年再度獲選，無疑是對
公司的再次肯定，幫助公司成功在網上市場取得
客戶信任，建立正面形象。
　　展望未來，travelwebsite.com會繼續以多
元化的產品及完善的售後服務，吸引客人的支持
及 推 介 。 公 司
會 增 加 一 些 世
界 各 地 的 行 程
設 計 及 包 車 服
務 ， 以 專 業 的
旅 遊 知 識 ， 為
客 人 度 身 訂 做
難忘的旅程。

針對性推廣 提供更完善購物體驗
惠康網上商店「惠康為您送」成為「2019十

大優質網店」銀獎得主之一，是自參與計
劃以來獲得的最好成績。惠康認為，這對於團
隊來說是一個肯定，亦是對過去一年表現的高
度讚揚，因為「優質網店認證計劃」是業內指
標，計劃證明「惠康為您送」在信譽、購物體
驗和履行交易三方面都達到優質水平，增加客
人對網購服務的信心。
　　「惠康為您送」在產品選擇和購物優惠兩方
面，為顧客帶來精采不斷的購物體驗。除了搜羅
新鮮、多樣、優質的貨品外，更推出特色商品供
網店顧客選購；而在購物優惠方面，網站首頁設
精美橫額，展示推廣活動內容，網站內不同位置
亦附有優惠提示信息，另在每週推出多項網上購
物尊享優惠，令顧客「慳得醒」！
　　此外，惠康細心了解顧客需要，明白顧客對原
箱貨品的需求日增，因此推出各種的「多買多慳」

原箱貨品供客人選購，包括飲品、麵食、嬰兒食
品、寵物糧食等，讓客人安坐家中即可以收到貨
品。除了送貨上門外，「惠康為您送」亦提供
「網購店取」服務，讓顧客可於付款結賬後，最
快4小時後到選取的店舖提取貨品，減省排隊時
間。

支持環保 鼓勵回收保溫袋
　　網購運送過程中，不免使用很多包裝物料來
保護貨品免遭破損。為使產品在送到顧客手中時
仍是最佳溫度，「惠康為您送」於送貨時會用相
應大小的保温袋盛載貨品，顧客可以在每次收貨
時將保温袋交還予送貨司機。為鼓勵顧客回收保
温袋，惠康會於成功回收保溫袋的顧客之個人帳
戶內發放電子優惠券，讓顧客在享用便利的購物
服務之餘，鼓勵他們支持環保。
　　未來，為讓不同組別的顧客能在「惠康為您送」

找到最合適的商品和特別優惠，惠康
將結合大數據，分析顧客消費模式並
作針對性推廣活動。惠康亦會優化網
站界面，讓推廣資訊更集中，方便顧
客在豐富的網站內容中輕鬆選出心儀
的商品優惠，透過結合綫上綫下的零
售策略，為顧客提供更完善的購物體
驗。

以客為本 綫上綫下相互共融
網購是近年流行的購物模式，

消費者利用智能裝置便可隨
時隨地輕鬆購物。中國移動香港
（下稱CMHK）秉承以客為本的服
務精神，藉參加「優質網店認證計
劃」取得市場認可及專業認證，加
強客戶對公司網店的信心。
　　實體店受時間及地點限制，
CMHK致力發展網店業務，為客戶提供多元化的一站式網上購物
平台，當中包括各類型的月費計劃、儲值卡、手機產品銷售、家
居寬頻及繳費充值等，配合各種便利的電子付款方式如信用卡、
支付寶及八達通等，務求讓客戶安坐家中就可享受購物樂趣，既
快捷又方便。以往客戶需於門市上台，但現在只要透過網店提供
的一站式網上開台服務，就可以足不出戶完成上台手續。
　　此外，取貨的便利性及送貨效率亦是網店的成敗關鍵。因
此，CMHK不但引入速遞及智能櫃取貨服務，更將會擴展SIM卡取
貨點至全港九新界各區便利店，客戶於網上登記上台後，便可到
附近便利店即時取SIM卡並啟用服務。
　　展望未來，CMHK會持續為客戶搜羅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
引入更多不同電子付款方式，冀成為客戶首選的數字化生活夥
伴。

豐富產品信息 助客選購所需
網上 購 物 是 大 勢 所 趨 ， 安 利 （ 香 港 ） 日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Amway）總經理馮偉昌指，透過參與「優質網店認證計
劃」，進一步完善網店Amshop的服務質素，加強直銷商及顧客
對Amshop的信心。
　　Amshop提供包括營
養補充品、美容彩妝、
個人護理、家居科技等
各種Amway產品，「考
慮到網上購物無法觸摸
或體驗產品，影響購物
欲，Amshop在部分產
品的簡介欄內提供有關資料的短片與單張，顧客可在閱讀簡介時
點擊相關鏈接，觀看或閱讀更詳細資料，全面了解產品細節與特
性，以選購生活所需。」馮偉昌續指，Amshop網店界面方便易
用，更融入環保概念，以環保膠箱送貨，配合專業的售後支援服
務，推廣綠色生活。
　　同時，Amshop亦為直銷商提供各種不同的資訊及服務，例如
直銷商可以透過Amshop預約專業諮詢服務、下載資料庫內有關業
務的資料等，方便直銷商隨時隨地作相關查詢，以更有效和更靈
活的模式處理業務。為配合直銷商需要，Amshop更增設網上業務
中心，讓他們可以緊貼業績情況，訂立業績增長目標。

專業諮詢服務 照顧客戶身心健康
作為「以客為本」的健康食品公

司，日本命力洞悉互聯網購物的
趨勢，率先開設網購平台，回應客戶
關心身心健康的需要。日本命力執行
董事連舜香表示，日本命力除於網店
提供各種分類，讓客戶一覽不同健康
需要的產品外，更有註冊藥劑師及專
業營養師團隊定期於網店發布健康營
養資訊，以及提供個人化在綫營養諮詢，「各部門亦有專責人員
透過LiveChat及視像通話，回應客戶有關健康營養、產品及物
流等問題，讓客戶享受專業及人性化的售前及售後服務。」
　　此外，為迎合不同客戶的使用習慣，網店的設計適用於電
腦、手機及平板電腦等裝置瀏覽，更嚴格保密顧客之個人資料。
客戶更可透過網店的即時跟進系統，了解已選購產品的運送情
況。
　　日本命力執行董事張玉儀透露，為了解客戶對網上購物的看
法和對網店的評價，日本命力一直透過網上問卷收集意見，未來
亦會繼續與客戶維持緊密聯繫，創造更優質的網上購物體驗，包
括提供更多的支付方式、強化網店及客戶私隱的安全，以及加強
與客戶的互動，讓他們在購物的同時，了解及評估身體健康狀
況，滿足其身心健康需要。

牛奶有限公司－Market Place by Jasons
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輝煌國際（香港）集團有限公司
www.rosellejewelry.com

旅遊網有限公司
www.travelwebsite.com

牛奶有限公司－惠康
www.wellcome.com.hk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
1cm.hk.chinamobile.com/onlineshop

安利（香港）日用品有限公司
amshop.amway.com.hk

日本命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www.meiriki-jp.com.hk

十大優質網店（銀獎）

十大優質網店

至Top中小企網店（Top 1） 至Top中小企網店（To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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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HKRMA) 自 2017 年舉辦的「優質網店

認證計劃」，旨在為零售網店提供全面客觀的評估，認證優質

的購物網上商店，並為業界釐定認可的優質網店指標，助零售

商發展網上零售業務。至今計劃已認證近 180 間網店，為嘉許

提供優質顧客體驗的網店，每年均會頒發年度獎項「十大優質

網店大獎」，當中獎項包括「十大優網店 - 金、銀、銅獎」、「十

大網店」、「至 TOP 中小企網店」及「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2019 年，合共 28 間網店獲獎。

凡參加「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 全面評審」的網店將自動入選

十大優質網店大獎，得獎網店按全面評審中的總得分排名選出，

今年獲頒發十大優網店的總平均分高達 88%，當中部份得獎網

店更逾 90%，獲認證為「卓越優網店」。

2019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 得獎品牌

「優網店認證」推動發展綫上零售

了解更多「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2019 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 各獎項內的名次排名不分先後 )

金獎

銅獎

銀獎

   2019 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網店名稱 網址

金獎
• Watsons eStore 屈臣氏電子商店 www.watsons.com.hk
• J SELECT* www.jselect.com
銀獎
• FORTRESS eShop 豐澤網上商店 www.fortress.com.hk
•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 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 STRAWBERRYNET www.strawberrynet.com
• Toys"R"Us* www.toysrus.com.hk
• Wellcome Delivers 惠康為您送 www.wellcome.com.hk
銅獎
• Ztore.com 士多 www.ztore.com
十大網店
• AmShop amshop.amway.com.hk
• Baby Kingdom Mall 親子王國 www.bkmall.com 
• Chow Tai Fook 周大福 www.ctfeshop.com.hk 
• CMHK Online Shop 中國移動香港網上商店 1cm.hk.chinamobile.com/onlineshop
• JHCESHOP 日本城網購 www.jhceshop.com 
• Meiriki 日本命力 www.meiriki-jp.com.hk 
• PARKnSHOP.com 百佳網上超級市場 www.parknshop.com 
• Sa Sa Dot Corn 莎莎網 www.sasa.com 
• VIPSTATION 名人站 www.vipstation.com.hk 

   至 TOP 中小企網店

網店名稱 網址

TOP 1 中小企網店 
• Accstore* www.accstoreonline.com
• HBF Store www.hbfamily.com.hk
• 35 Plus 香港網購店 * www.35pIus.hk
• Roselle Jewelry* www.roseIIejeweIry.com
TOP 2 中小企網店 
• KOREANFADMART www.koreanfadmart.com 
• Product Pro 百得好 * www.productpro.com.hk 
• Suchprice 優價網 * www.suchprice.hk 
TOP 3 中小企網店 
travelwebsite.com 旅遊網 * www.traveIwebsite.com 

最佳履行交易表現獎 

網店名稱 網址
• HKTShop www.hktshop.com
• Pricerite 實惠家居 www.pricerite.com.hk
• SmarTone 網上商店 shop.smartone.com 
   及其餘 8 間注 * 得獎網店 

網上得獎名單



  

打造全面消費模式 滿足顧客需求
J SELECT 一直從世界各地搜羅特色設計家品、電子

影音、潮流電玩及美容健康產品，將優質產品注入客人生

活。J SELECT 以全渠道零售模式，全面互通實體店與網

店，以及訊息媒體包括社交媒體、電郵等，結合綫上、綫

下、流動服務，務求讓顧客隨時隨地展開方便無縫、一致

的消費體驗。 

「 現 今 消 費 市 場， 愈 來 愈 偏 向 網 上 購 物 的 模 式，

我們相當關注顧客的網上購物體驗、交易的安全性及 

J SELECT 的信譽及發展。無論在綫上及綫下， J SELECT

都希望客人能夠獲得一致的購物體驗，無論產品或服務都

能滿足客人需求，而網店正好滿足顧客隨時隨地的購物需

求。」

另一方面，J SELECT 網店的服務承諾、網購條款、

cookies 政策 、個人資料及私隱政策，亦都有清楚列明

讓客人隨時查看，這對客人十分重要，能夠令他們對 

J SELECT 增加信心。 

J  SELECT一向致力搜羅全球多元化優質產品，

讓顧客體驗到購物的喜悅和滿足及提升生活品味。

獲香港零售管理協會舉辦的「優質網店認證計劃」

認證為「優網店」，並獲頒發「2019 十大優質網店－

金獎」，J SELECT 表示不僅是對 J SELECT 網店

表現的認同，更加強消費者對品牌的信心，有助長

遠發展。 

不斷優化網店版面
為了提供更理想的客戶體驗，J SELECT 不斷優

化網店的用戶介面及用戶體驗、運送流程、銷售查

詢及售後服務。產品版面設計力求完善，將多元產

品的生活智慧以清晰易明資料顯示。至於售後服務及

顧客支援服務方面，除了服務熱綫團隊外，客人可在 

J SELECT facebook 專頁留言，到店鋪或 WhatsApp 

短 訊 與 前 綫 同 事 聯 絡， 全 方 位 處 理 有 關 查 詢。 

至於新服務方面則有「網店購物、店舖提貨優惠

計劃」，既可方便客人，亦可推廣環保減排理念。另

外， J SELECT 亦都會陸續增加支付方式照顧不同客

戶的需要，務求融合綫上綫下的創新科技，令客戶有

一體化的購物體驗。 

J SELECT 全渠道行銷  
帶出尊尚購物體驗

www.jselect.com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開創多元智能 雙綫新體驗
「我們一直以客為先，實體店讓我們與顧客面對面

溝通及交流，提供直接的貼心服務。同時，我們更投放

大量資源予線上及線下的消費平台，以新科技潮流帶動

年輕一代享受智能購物樂趣，加入零售科技能促進更多

前線員工與顧客的互動溝通。」李家樂稱。屈臣氏更貼

心的推出 watsonshealth 手機應用程式，提供網上藥物

預留服務 、自選預約註冊中醫師及營養師應診服務、與

專業健康團隊 Live Chat 諮詢對話等。無論線上及線下，

也能為顧客提供專業健康及醫學美肌意見。

李家樂又指，屈臣氏去年加強數碼購物體驗，現

於接近全線二百五十家店鋪首推智能「點購站 Tap & 

Shop」，顧客可於店內的智能設備選購虛擬貨架上的產

品，亦可於翌日指定分店提取產品。「今年 Tap & Shop

服務更延伸至二十四小時，讓顧客可以全天候通過電子

屏幕選購及預訂產品，自選分店取貨，享受便捷的購物

樂趣。」

屈臣氏電子商店已經連續三年獲得由香港零售管

理協會頒發的「十大優質網店金獎」，香港屈臣氏

董事總經理李家樂表示，「這讓我們團隊更確定未

來發展策略，積極實踐綫上及綫下 O+O 的消費模

式，雙綫互相引流，豐富顧客的網店購物體驗服務。

屈臣氏作為亞洲最大的保健美容零售商，將繼續引

領業界研發更多優質產品及服務。」

優化電子平台 與時並進
屈臣氏以簡單易用的系統設計網頁及手機應用程

式，方便顧客隨時隨地以簡易的程序於電子商店購物。

顧客更可輸入優惠碼或電子現金券，並連結屈臣氏會員

卡賺取易賞錢積分，盡享不同購物優惠。「我們更提供

多元化付款選擇如 Alipay、Visa、MasterCard 及銀聯等

電子付款方式，我們亦有提供彈性的換貨及退款服務，

為顧客帶來『十四天貨品品質滿意保證』。顧客更可於

網上追蹤訂單，查看訂單紀錄及狀態。」

屈臣氏致力融入科技革新及轉變其業務策略，積極

投資於零售科技，加上 O+O 是零售市場的大方向，無

論線上及線下，屈臣氏將更加着重透過社交媒體及大數

據去加強顧客體驗。「我們承諾會積極面對未來的挑戰，

為顧客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屈臣氏電子商店 

以客為先 傲視同儕

www.watsons.com.hk

2019 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 金獎



顧客為先 店購網購同樣輕鬆方便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致力為顧客提

供快捷、新鮮、貼心的購物體驗，無論顧客選擇「網

購店取」還是送貨服務，最快即可於四小時後取得貨

品。在貨品供應上除了為顧客帶來新鮮及多元化的貨品

選擇之外，同時亦着重優質的送貨服務。Market Place 

Delivers 特設一小時送貨時段予顧客選擇，讓顧客能更

好地安排自己的行程。

公司同時亦自設車隊，送貨時更會用上保溫袋盛載

貨品，使產品以最佳溫度抵達顧客手上。「同時我們亦

與顧客一同關注環境議題，顧客可於每次收取送貨時將

Market Place Delivers 的保溫袋交予送貨司

機；因應每個成功回收的保溫袋，我們都會

於顧客的個人賬戶內發放電子優惠券以茲

感謝。此外，我們又不時搜羅特色商品，

因應不同節日、季節推出特別主題推廣，

為顧客帶來新鮮購物體驗。」

三大網購要素 缺一不可
優良網上購物體驗：致力為顧客網羅多重優

惠，網站首頁除了有不同精美橫額展示推廣活動內容，

「優質網店認證計劃」已成為行業內的指標，

Market Place Delivers 表示能夠參與其中並獲得肯

定， 是 對 網 店 過 去 一 年 努 力 表 現 的 高 度 讚 揚。

「 我 們 認 為 透 過 計 劃， 可 以 證 明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在信譽、購物體驗和履行交

易三方面都達到優質水平，從而增加客人對網購服

務的信心。」

亦於不同位置亦附有優惠提示訊息，並且於每周推出多

項網上購物尊享優惠，為顧客「慳得醒」！ 

履行網上交易的安全性：網站每年均會聘請第三方

公司進行網店安全審核，同時亦為顧客提供多種交易方

式，除了最便捷的信用卡外，同時亦接受以現金或支票

付款，讓顧客自行選取最為安心的方式進行網上購物。

網店的信譽及發展：秉承為顧客提供一站式購物便

利及以客為尊的服務承諾，Market Place Delivers 將繼

續推出不同網購優惠吸引顧客，亦承諾繼續為顧客提供

穩定、貼心的服務，期望與香港人一同成長、一同進步。

Market Place Delivers 網上品味超市以背後集中的

大數據庫作為支援，針對性推出產品推廣及發放各種優

惠予顧客，讓他們得到更為切身、實用的產品資訊。「我

們同時亦正積極推行網站優化計劃，將會善用新的頁面

呈現更豐富的購物資訊予大衆。」

多元優質貨品 優越貼心服務

www.marketplacedelivers.com

網上購物 靈活輕鬆
我們明白到香港人生活忙碌，而「惠康為您送」的

「網購店取」服務讓顧客可以更靈活地安排自己的購物

行程、減省排隊等候付款的時間。只需要於「惠康為你

送」網站選取心儀的貨品，並且於選擇合意的取貨時段

後付款結賬，即可於最快四小時後到選取的店鋪提取貨

品；更可編輯自己喜愛的購物清單，方便於下次購物時

一鍵即可將心儀貨品全部加進購物車內。

「惠康為您送」亦明白到顧客對於原箱貨品的需求

日益增加，我們顧及客人需要不斷搜羅各地優質貨品，

更不斷推出各式各樣的「多買多慳」原箱貨品予客人選

購，包括飲品、麵食、嬰兒食品、寵物糧食等等，讓客

人可安坐家中即可收到貨品。

「惠康為您送」不單關注顧客的需求，同時一向關

注環保。網上購物不免要用上不少包裝物料；為了使

產品以最佳溫度抵達顧客手上，於送貨時亦會用上保

溫袋盛載貨品。我們鼓勵顧客積極回收保溫袋減少浪

費，顧客可於每次收取送貨時將把保溫袋交予送貨

司機，我們會於顧客的個人賬戶內發放電子優惠券

以茲感謝。

惠康作為本港歷史最悠久的連鎖超級市場，旗下

Wellcome Delivers「惠康為您送」能於「優質網

店認證計劃」中榮獲「十大優質網店－銀獎」，是

網店持續努力的成果。證明「惠康為您送」在信譽、

購物體驗和履行交易三方面都達到優質水平，未來

我們將推出更多不同優惠，提供更完善的購物體驗，

使顧客更享受網購的樂趣。

滿意又安心的購物體驗
我們每週均推出多項網上購物尊享優惠，客人只要

瀏覽網站，便會於不同位置顯示優惠提示訊息，讓客人

隨時得到各種優惠資訊。再者，我們除了信用卡外，還

加入了以現金或支票付款，務求使網購變得既便捷又安

心。「惠康為你送」一直以顧客為先，提供完善貼心的

網購服務，此承諾從不改變。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將推

出更多不同優惠，讓客人對我們更有信心，更享受網購

的樂趣。

結合綫上綫下 提供更完善購物體驗
透過大數據分析顧客消費模式，以不同的推廣活動，

讓所有顧客都能在「惠康為您送」找到最適合的商品及

享有特別優惠。更會優化網站，使推廣資訊更為集中，

顧客可於內容豐富的網站內更容易選出心儀的商品優

惠。另外，亦會透過結合綫上綫下的零售策略，為顧客

提供更完善的購物體驗。

以客為尊 至臻完美

www.wellcome.com.hk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2019 十大優質網店大獎 – 銀獎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靈活創新 盡享優質購物樂
Amway 融合 Amshop 及實體

店的綫上綫下渠道，顧客除了可以

在指定的門市取貨外，也可以選擇

送貨服務，購滿指定金額更可免運

費；網店不時推出網上獨家優惠及

多項專屬推廣，如網上訂單優惠、

購物抽獎，同時又可於網上將優惠

券轉發他人使用，為更多顧客提供

方便快捷的購物體驗。

總經理馮偉昌指，「Amshop 及手機應用程式提供 Amway

旗下品牌各式各樣的產品，網店介面方便易用，配合我們專業的

售後支援服務，讓顧客可以快捷的購物模式選購產品。我們亦為

部分產品提供有關資料的短片與單張，顧客可點擊相關的連結更

全面了解產品。」Amshop 務求為顧客提供無縫且獨一無二的優

質購物體驗，同時以新科技協

助其直銷商以更有效和更靈活

的模式處理業務，在優秀的業

績基礎上向前邁進。

以客為本 提供多元化產品及服務
「我們致力發展網店業務，除積極搜羅更多元

化的產品及服務，更提供不同的電子付款方式，讓

客戶盡享網上購物樂趣。而公司網店提供一站式網

上開台服務，讓客戶足不出戶，亦可隨時透過電子

渠道，輕鬆完成上台手續。省卻的營運成本可回饋

客戶，為客戶提供更貼心、更有效率的服務。」

公司一向秉承以客為本的服務精神，參加「優

質網店認證計劃」可藉着嚴謹客觀的評審，讓公司

取得市場認可及專業認證，大大提升網店認受性，

建立值得信賴的網店形象，有助加強消費者及客戶對本公司網店購物的信心，

讓客戶可更安心選用電子渠道進行交易。「我們更引入速遞及智能櫃取貨服務，

於不久將來更會擴展 SIM 卡取貨點至全港九新界各便利店，讓客戶倍感方便。」

能夠榮獲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2019 十大優質網店」，Amway 深感榮幸，

Amshop 網店的服務水平獲認證及獎項肯定，從而增加顧客對 Amshop 體驗的信

心，更可督促公司不斷加強服務，力求盡善盡美。

「優質網店認證計劃」在市場擁有極高的認受性及代表

性，中國移動香港表示，能獲此認證並獲發「2019 十大優

質網店」獎項，有助建立良好、可信的網店形象，加強客

戶對公司網店的關注度，提升品牌形象。

提供全方位購物體驗 一站式網上購物平台

amshop.amway.com.hk 1cm.hk.chinamobile.com/onlineshop

專業團隊
   提供個人化服務

綫上平台的零售策略突破地域時間界

限，客人可選擇送貨或親身到尖沙嘴旗

艦店取貨。連舜香指，「我們網店功能

多樣化，除產品選購外，亦提供註冊藥

劑師及專業營養師團隊在綫個人化營養

諮詢，同事亦會透過 LiveChat 及視像通

話解答健康營養、產品及物流等查詢。」

零售電子商貿為未來大趨勢，網購將愈來愈普及，公司將會優化網頁介面，簡化客

戶購物流程，提供更多付款方式，同時緊貼客戶的購物習慣及需要，以提供到位的服務

及產品推介。「我們又會繼續強化網店及私隱安全，讓客戶購物更安心。同時跟顧客緊

密連繫，因應客戶需要，創造更優質的網上購物體驗。」

日本命力的網店除提供營養產品選購外，更提供最新及正確的營養資訊，回應客

戶關心身心健康的需要。日本命力執行董事連舜香表示，「能獲得香港零售管理協

會的『優網店』認證及獎項嘉許，是對日本命力優質服務的肯定，並有助提升顧客

對網店的消費信心。」

以客為本 堅守品牌承諾

www.meiriki-jp.com.hk

用
（白底）

用
（深色底）

2019 十大優質網店

其餘「十大優質網店」得主

你的網店可成為 T.R.U.S.T 優網店嗎 ?

免費初步評估你的網店質素 
你的網店是否達到以上 5 個《優網店》

重要元素 (『 T.R.U.S.T』) ？想了解你的
網店現況，請立即掃瞄進行免費評估。

( 排名不分先後 )



（以上資料由客戶提供）

綫上綫下 貫徹優質服務

不同顧客有不同需求，因此無論在

綫上綫下的零售商店，都要做到以客為

先。「在綫下，我們提供多個分店讓顧

客方便前往，也有同事對產品提供專業

的講解以協助客人選購。」綫上方面，

Roselle Jewelry 的二十四小時的顧客服

務，便能隨時解答顧客疑問。「我們能

提供最快四小時到貨服務，以滿足不同

顧客需求。」同時，網上交易的安全性

亦非常重要，「我們着重顧客個人私隱，當可以保障到安全性，顧客的評價也自然提

高。」

另一方面，Roselle Jewelry 一直都有關注最新的市場趨勢，「我們已提供多種

電子支付方式，以滿足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顧客；同時亦積極發展 AR 技術，讓顧客

安坐家中，也可以像在店內選購一樣。」

近年網上購物保障問題備受重視， Roselle Jewelry 表示參加「優質網店認證計

劃」獲取認證及中小企獎項，令消費者在網上購物更有信心，「在網店而言，綫上

顧客可安心選購珠寶產品，實體店又可以銷售給不同地方的綫下顧客，可謂雙贏。」

讓顧客盡享綫上綫下的購物樂趣

www.rosellejewelry.com

二十四小時全天候支援
travelwebsite.com 緊 貼 不 同 季 節

旅遊熱點，了解世界各地的新玩意及潮

流，以引起客人的旅遊意欲。「我們亦

特別着重售後服務，在客人預訂後，可

能會遇到一些不可預計的事情而可能影

響行程，我們的旅遊顧問全為香港同事

『真人對話』，並設有二十四小時支援

熱線，以最快的速度為客人解決他們的

要求。」

網上預訂及安排族遊行程的需求不

斷上升，透明度也是愈來愈高。「我們

有一半的顧客都是舊客戶，原因是他們都是覺得：有信譽、交易安全，以及出發時能

夠享受到合適或超越期望的旅程。讓顧客整體感覺良好，才會再次惠顧網店，信譽亦

得以建立，吸引更多其他客戶。」

travelwebsite.com 由一班專業的旅遊達人創立，是 100% 香港人的旅遊網站。

今次參與「優網店認證計劃」的目標，是希望取得各方認同，「讓客人對我們更有

信心，亦有助激勵我們員工的士氣。」

信譽卓著 讓客人超越期望

www.travelwebsite.com

2019 至 TOP中小企網店大獎

其他至Top 中小企網店

2020 《優網店》 尊享優惠
無懼疫情，安在家中亦可安心

上網購物，由 HKRMA 的《優網店》
提供多項尊享優惠，立即瀏覽購物
啦 !

2020優質服務認證
協會鼓勵零售業發展綫上綫下

全渠道業務，除「優網店認證」綫
上零售外，亦推出「優質服務認證」
嘉許綫下零售店鋪，掃瞄查閱了解
更多已獲認證品牌。

2020 年優網店
2020 年獲發《優網店》認證

的網店已累近 80 間，歡迎瀏覽已
獲認證網店。

 查詢 : 2866 8311

 電郵 : msp@hkrma.org / qeshop@hkrm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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