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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 New Marketing Channels

前言

疫情令全球經濟面對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香港中小企
在充滿挑戰的營商環境下努力求存，展現了極強的應變
能力及靈活性。

同時，全球的消費面貌亦產生了極大的改變，網購已逐
漸成為主流的消費模式，使電子商貿發展從逆勢中突圍。
全球電子貿易業務在疫情期間急促增長，吸引中小企業
紛紛加入電商行列，以捕捉跨境貿易的新機遇。

儘管商機龐大，全球營商環境依然挑戰重重，電商競爭
更趨白熱化和全球化。中小企電商更謹慎審視業務發展
戰略，積極拓展多元渠道，靈活緊貼市場變化，以繼續
保持業務穩定發展。

eBay委託市場調研機構，訪問了香港200名擁有跨境電
商業務的香港中小企業決策者。以下報告將會詳細探討
他們面對的挑戰、機遇以及其營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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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的機遇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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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為全球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衝擊。例如，基於不同市

場的防疫措施所帶來的限制、貨運物流需求急劇增加而

衍生的負面影響、消費者需求以及消費模式急速轉變等，

讓大部分中小企面對前所未有的營商挑戰。

然而，隨著全球更多消費者越來越習慣網購，亦為發展

跨境電子商貿的中小企迎來了新的機遇。憑藉香港中小

企電商極強的應變能力，在充滿挑戰的局勢下仍能積極

把握商機，保持業務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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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55% 52%
流動限制
(例如封城及出入
境限制等防疫措施)

船期延誤 運費增加

53% 53% 50%
增加銷售渠道多元
化的機會

政府的支援 拓展業務的機會

而業務受負面影響的中小企表示主
要影響的範圍包括因流動限制、船
期延誤以及運費增加等。

疫情挑戰中的業務機遇

資料來源：第1條：疫情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貴公司的業務貿易？（五分制）；第2條：疫情在哪些範疇上影響貴公司的業務？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較大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154）；較少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31）

–

+正面

負面

疫情帶來的挑戰前所未有，但中小
企電商在疫情間都能積極把握業務
增長機會。

所有受訪的中小企電商中，只有16%受訪商家表示受到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

影響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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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預計未來12個月將增長的地區

全球跨境電商繼續蓬勃發展，中小企電商看準不同市場的增長潛力。

• 31% 北亞

• 35% 東南亞

• 29% 大洋洲
• 29% 南美洲

• 32% 北美洲 • 35% 歐洲

資料來源：第20條：您認爲未來一年哪些地區具增長潛力？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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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輸物流成跨境電商最大挑戰

資料來源: 第12條.：疫情期間，貴公司在跨境交易曾面對甚麼挑戰？
基數：全部受訪者（N=200）；曾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154）

45%
運輸物流

42%
高運輸成本

40%
繁複的進出口管制措施及條例

39%
海外市場消費者需求的不確定性

1

2

主要面臨的挑戰

3

4

全球對貨運物流的需求急速增加，
加上受到不同國家的防疫政策影
響，使港口或國際航班無法正常
運轉，貨運量急跌，運費大幅波
動，是很多中小企電商在此期間
面對的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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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香港電商在海外市場銷售的產品類別

消費者需求的不確定性成為跨境電商發展的另一挑戰

資料來源：第5題. 在疫情之前，貴公司曾在香港以外的地區銷售以下哪些產品？
第8題：疫情期間，貴公司開始跨境銷售以下哪些類別的產品？
基數：全部受訪者（N=200）；在疫情前曾參與CBT的公司（N=82）

疫情前

34%
手機及配件

29%
時尚配飾

29%
消費類電子產品

26%
玩具和個人興趣用品

29%
家品和園藝產品

疫情期間

35%
消費類電子產品

32%
手機及配件

29%
時尚配飾

29%
玩具和個人興趣用品

29%
電腦/平板電腦

+8%

+8%

急速冒起的產品類別

• 運動用品

• 嬰兒用品

• 古董收藏品 +8%
疫情期間，全球消費者對產品
的需求亦產生變化。中小企電
商需要時刻緊貼市場變化，適
時調整產品供應策略，以抓緊
全球消費市場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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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整業務策略迎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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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進行跨境電商業務的香港中小企而言，疫情期間
經歷了運輸物流方面的重大挑戰，讓他們意識到維
持穩定及靈活的供應鏈對業務發展的重要性。

隨著中小企已經適應疫情期間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
和市場結構的變化，許多中小企電商亦重新審視他
們的業務及營銷策略，從多方位增加業務的持續發
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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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供應鏈43%

維繫現有客戶關係40%

數碼化業務流程40%

吸納新客戶39%

加強營運能力（針對例如：海關政策）38%

資料來源：第18條：以下哪些是貴公司未來12個月的業務重點？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較大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154）；較少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31）

企業的發展重點反映了當前的挑戰，隨
著中小企持續面供應運輸及成本問題，
他們亦以加強供應鏈為首要任務。

疫情令跨境電商發展蓬勃，更多中小企
紛紛加入電商行列。面對更激烈的競爭，
電商同時在客戶關係及優化流程等多
方面著手，以增強業務優勢及持續發展
能力。

未來一年業務重點

審視業務重點以應對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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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加強供應鏈協作

資料來源：第13題：貴公司曾採取以下哪些步驟為供應鏈增加彈性？；
基數：全部受訪者（N=200）

55% 加強與現有供應商的關係

52% 擴展物流網絡

50% 增加庫存避免短缺

49% 利用電商平台提供的物流方案

45% 開始使用數碼工具和技術

過去幾年，香港的中小企電商在全球貨運方
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要繼續把握全球
電子商貿帶來的無限機遇，近一半的中小企
視優化供應鏈為未來一年的首要任務，以加
強供應鏈的靈活性及穩定性，應對未來挑戰，
並取得業務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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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營銷策略以進一步鞏固業務發展

消費者更傾向網購，讓跨境電商在具
挑戰的營商環境中逆勢突圍。同時間，
消費者對購物體驗的期望亦日益提升。

因此，在營銷策略方面，近半的中小
企亦致力改善客戶服務質素。而多元
化的銷售渠道是拓展海外業務的關鍵，
有過半中小企電商表示因應疫情，他
們亦增加了新的營銷或銷售渠道。

資料來源: 第九條：疫情期間，貴公司採用了以下哪些策略以拓展跨境業務？
基數：全部受訪者（N=200）；曾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154）

Add New Marketing Channels

42%
改善客戶服務質素

41%
增加新的營銷渠道

39%
增加新的銷售渠道

1

2

首要採取的營銷策略以拓展跨境業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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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數碼化及多元銷售渠道持續成為未來趨勢

數據來源：第17題：關於疫情後業務的變化，你是否同意以下陳述？
數：全部受訪者（N=200）

展望未來，中小企電商將繼續發展業
務數碼化轉型及開拓多元銷售渠道。

大多數中小企認為，技術解決方案，
如數碼化業務流程和電子商務，對於
業務增長至關重要。

除了數碼化之外，許多企業意識到開
拓多元銷售渠道的必要性，例如利用
多個銷售接觸點等。

% 贊成…

81%

81%

82%

在業務的各個方面增加數碼化和科技的採用

82%

運用多個銷售管道是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電子商務對增長至關重要

對產品進行更高品質控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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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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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網購成為近年的消費趨勢，有中小企將零售
業務數碼化，亦有中小企把握時機加入電商行業，
並透過不同渠道迅速把業務擴展至其他市場。

無論是新加入電商行列或已擁有跨境電商業務的
中小企，在拓展業務的時候，都會考慮使用已發
展成熟、客戶群廣且能提供多元服務的電商平台，
以協助業務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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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九成中小企認同電商平台為最有效及最成功的銷售渠道

資料來源: 第10條：在過去12個月裏，貴公司開始使用以下哪些銷售渠道？
第11條：請選擇過去 12 個月貴公司跨境業務最成功的三個銷售渠道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

在眾多銷售渠道中，電商平台擁有國際信
譽和成熟的技術，並提供各種服務，例如
市場情報及物流方案等，這些優勢都有助
中小企更有效拓展業務。

電商平台

社交媒體

購物搜尋引擎

即時通訊

直播銷售

企業網站

88%中小企同意其為最成功的三大銷渠道

68%使用中

60%使用中

59%使用中

57%使用中

55%使用中

52%使用中

80%

74%

76%

79%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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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台的多個優勢吸引中小企業的使用

電
高
平
台
的
優
勢

數據來源：第22題：你認為以下哪些是使用電商平台的優勢？
第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

無論是剛加入電商行列或已擁有跨境電
商業務的中小企，都希望能有一個易於
使用且能協助他們提升生意額的平台。

現時的電商平台發展成熟，擁有多個優
勢，能有效助中小企把產品銷售到更多
不同地方的消費者。

消費者對電商平台的信任度高

消費者對電商平台的認知度高

電商平台擁有龐大的消費群

電商平台提供全面的技術支援

電商平台為一個成熟的市場，提供穩定需求及全面的支付

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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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台的市場分析功能受中小企歡迎

對電商平台
服務的熟悉程度

49%

有點熟悉
45% 

非常熟悉

6% 不熟悉

43% 市場分析

42% 平台宣傳及廣告方案

39% 業務分析

38% 個人化的購物體驗

38% 當地政策與規例指南

• 37%

• 被評為最有用的服務

最受歡迎電商平台服務

資料來源：第28題：你對市場内電商平台的服務水平和服務種類的熟悉程度
第29題：你正使用以下哪些由電商平台提供的服務？；
第30題：在你正在使用的服務中，以下哪五項最為有用？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較大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154）；較少程度上受疫情影響的受訪者（N=31）

• 37%

• 被評為最有用的服務

• 37%

• 被評為最有用的服務

大部分受訪企業都精通電商平台服務，而這些平台一般都提供多元化的服務及功能，助賣家更易接觸到更多
潛力客，例如市場數據分析、當地市場指南等，均對中小企拓展新市場時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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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平台繼續在跨境電商發展中發揮重要角色

平台能為他們

吸引更多客戶

協助解決客戶投訴 協助其業務

流程自動化

幫助優化

產品搜索功能

推動平台上的

合作機會

42% 42% 39% 39% 38%

中小企對電商平台的期望

踏入後疫情時代，中小企期望能繼續利用電商平台的優勢拓展業務，故此對這些平台的期望亦隨之增加。他
們亦相信各電商平台會在服務及功能方面持續創新，以協助電商抓緊全球消費市場商機。

資料來源：第26題：你對正在使用或計劃在這12個月內使用的電商平台有甚麼期望？
基數: 全部受訪者（N=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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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

eBay 委託Edelman Data and Intelligence 

進行一項獨立調查，以了解疫情對香港中小企
電商的影響，以及他們的應對措施和未來的業
務發展計劃。調查於 2022 年 7 月進行，並以
網上問卷的方式訪問了200 名從事網上銷售的
香港中小企。

本報告的內容僅供參考。本報告中的信息不
構成任何形式的法律、財務、訊息技術、商業
或投資建議，也不能替代任何專業建議。在
做出任何商業決策之前，您應該尋找獨立、專
業的會計、財務、訊息技術和法律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