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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maWebCenters.com

01.
企業老闆需要一系列的
網站服務行銷自己的事
業，而我們不只提供支
援，還使之變得簡單易
行。

介紹

企業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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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老闆

只要按下一個鍵，消費者能夠輕輕鬆鬆獲得資訊、
顧客評論及競爭店家資料，他們接收到的訊息比以前多太多了。

商業 網絡解決方案

我們所處的世界和作為世界縮影的網絡，正變得越來越充滿競爭而
且擁擠不堪。就因如此，當消費者在網絡搜尋物品跟服務，他們會
不斷找尋最適合自己的方案。他們都希望能以優惠價格買到好產
品，而且方法越簡便越好。

今日的消費者跟三、四年前相比，相對精明許多。只要按下一個
鍵，消費者能夠輕輕鬆鬆獲得資訊、顧客評論及競爭店家資料，他
們接收到的訊息比以前多太多了。過去，所有店家只需要刊登黃頁
廣告或是架設簡陋網站，就能夠吸引消費者上門。現在，各式各樣
的傳播媒體分散了顧客們的注意力。

當銷售的產品跟服務和對手相似時，正確的數碼行銷策略幫助企業
老闆在廣大的市場中脫穎而出。我們的解決方案協助企業老闆：

增加營收
降低支出
增加參與度 
增加顧客滿意度
簡化作業方式

我們提供各種產生成效的服務，包含網絡設計、電子商務、搜尋引
擎優化、社交媒體行銷、Google和Facebook行銷、商戶服務、聯
盟和推薦行銷，甚至是本地行銷。

企業老闆需要一系列的網站服務行銷自己的事業，而我們不只提供
支援，還使之變得簡單易行。SHOP.COM跟美安網絡中心提供首
屈一指的企業對企業服務。我們提供簡單、優惠且有效的行銷解決
方案，支援你的產品、服務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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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02.
你會發現我們能為你度
身訂造解決方案，確切
符合你的企業需求。身
處 這 個 科 技 先 進 的 世
界，你要不是走在科技
尖端，就容易被淘汰。

了解我們

美安網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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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網絡中心 網絡解決方案

我們的平台提供了你需要的所有工具，幫助你的企業或組織網站
上網，或是加強網絡曝光率。

你會發現我們能為你度身訂造解決方案，確切符合你的企業需求。
身處這個科技先進的世界，你要不是走在科技尖端，就容易被淘
汰。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密切觀察趨勢，以確保提供給你的解決方
案具備足夠的市場競爭力。

卓越的服務
我們不僅有首屈一指的技術，也將顧客服務視為最重要的一環。
我們有優秀的專員團隊，在數碼行銷各方面擁有數十年的經驗和
知識。這些專員全年無休為顧客服務，並且會説英語、西班牙語、
國語和廣東話。此外，我們針對小型企業以提供最大支援。我們

了解你可能想跟特定專員合作，因此你可以指定跟我們團隊內的
某位成員互動。只要他們有空，都會非常願意協助你，或是以最
快速度跟你聯絡。
 
理念
我們認為跟你的企業或組織為合作關係。我們的理念很簡單：以
實惠的價格，提供品質優良的網絡解決方案和服務。我們致力於
為你的企業或組織服務，並引以為豪地幫你行銷。我們重視你的
努力，如同重視我們自己的。

美安網絡中心：簡單、有效的解決方案

我們重視你的努力，如同重視我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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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03.
商戶服務

了解我們

Paypal和Asia Pay為香
港本地市場提供商戶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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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戶服務 網絡解決方案 

AsiaPay是亞洲領先的電子付款服務、解決方案和技術公司，於
2000年成立。為網上或無線服務、銀行通話中心、零售業、集團
企業、中小企業和慈善組織，提供了一整套最新既安全、可擴展、
功能豐富的信用卡和扣賬卡實時付款服務。

總部位於香港，為亞洲12個國家提供專業的電子付款解決方案諮詢
和優質的本地服務支援。

了解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www.asiapay.com.hk/

我們也有提供全球支付網Paypal予網站客戶。了解更多關於Paypal
的資訊，請瀏覽：https://www.paypal.com

關於ASIA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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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04.
HK.SHOP.COM

了解我們

我們的宗旨是用網絡購
物終極網站改變人們的
購物方式，同時藉由個
人購物顧問協助，幫你
節省時間和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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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SHOP.COM 網絡解決方案

我們的宗旨是用網絡購物終極網站改變人們的購物方式，同時藉由
個人購物顧問協助，幫你節省時間和金錢。這個高科技、高接觸的
一流網站結合了最新科技、比較購物和顧客服務。

透過HK.SHOP.COM，顧客能找到創新的獨家品牌，以及知名
零售商家如Apple、Expedia、Hotels.com、百佳網上超級巿場
等店家。只要點擊網頁，就能看到數以千計的熱門夥伴商店提供
數百萬項產品。

本地企業機會
與HK.SHOP.COM合作意味著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率和驚人的產品
銷售額。我們有超過1萬1千個忠實顧客和2萬個獨立購物顧問，同時

結合你的品牌和革命性的購物體驗力量。我們是業界唯一用現金回
贈獎勵合格購物的公司，而且不會向你收取額外費用！

HK.SHOP.COM的優勢
• 現金回贈計劃 – 邊買邊賺！
• 無限制的比較購物 – 讓你找到最優惠的價格
• 促銷優惠與每日一物 – 特別優惠幫你慳更多
• 我的清單 – 儲存你最愛的產品，提供自動訂貨
• 享有專利的eGifts – 特別場合的電子禮物選擇工具
• OneCart™結帳 – 快速又簡單

• 數以千計夥伴商店 – 一流零售商家如Apple、Expedia、
   百佳網上超級巿場等店家
• 獨家品牌–數百項獨家產品、服務、顧客評論、示範產品
• 容易搜尋 – 熱門類別幫你快速搜尋產品

HK.SHOP.COM的宗旨

與HK.SHOP.COM合作意味著前所未有的品牌曝光率和驚人的產品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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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05.
網絡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服務説明

我們就是終極網上解決
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
投入所有必要的科技，
開發出就在你指尖處的
高端網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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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解決方案 網絡解決方案

我們就是終極網上解決方案。我們的解決方案投入所有必要的科
技，開發出就在你指尖處的高端網絡方案。此方案完全以網絡為
基礎，意思是不需要每年下載、安裝、更新或更換軟體。更重要

的一點，我們不僅提供方案讓你打造最先進的網站，同時也提供
所需的工具與支援讓你行銷網站！

我們所有的網站都包括：
• 無限的支援
• 免費軟體升級
• 無限次數的網站修改
• 響應式網站設計
• 電子商務
• 無限個電子郵件帳戶
• 聯絡資訊管理
• 電子郵件行銷
• 網誌
• 會談和邀約工具
• 照片集

• 嵌入式影片
• 社交媒體工具
• 搜尋引擎優化(SEO)工具
• 顧客關係管理(CRM)工具
• 能見度
• 無限網站流量
• 安全代管

價格
你的網絡中心經營者將安排你向產品專員免費諮詢，討論你的需
求並提供報價。

美安網絡中心網絡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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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06.
設計服務  

服務説明

出 色 的 響 應 式 網 站 設
計，在每一種裝置上都
有最佳觀賞效果。由美
安網絡中心才華洋溢的
設計師為你打造的網站
套裝，可滿足你發展事
業各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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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服務 網絡解決方案

自己動手做
我們所有的網站套裝都有免費設計、免費響應式設計，還能讓你
個人化設計自己的網站。如果你想節省花費，或想利用其他資源
設計網站，你可以在我們的平台設計自己的網站。一如往常，過
程中我們提供全年無休的協助。

優質響應式設計
所有網站套裝都有免費的響應式設計樣式可供選擇。此外，所有設
計套裝都包含響應式設計，歡迎善加利用。如果你想要正在尋找一
個更完善的版面，想要「自己動手做」，優質響應式設計可能是
你的最佳選擇。每一款優質響應式設計有10頁豐富又吸引的內容
和重要的業務流程簡化功能，包含會談、邀約等排程！當你登入
之後，可以試試優質設計版面，只要完成購買，就可以發佈網站。

個人化設計套裝
個人化設計套裝包含個人化的首頁和內容頁，你可以用來建立網站
其他頁面 本方案是建立網絡曝光率的絕佳方法。擴展未來的機會近
乎無限。你只需要開始使用內容設計頁面，並填入你的網站新頁面
所需相關資訊。而且，這個套裝的價格非常優惠。

包括：
• 個人化首頁
• 個人化內容頁面

經典設計套裝
經典設計套裝是我們最受歡迎的套裝之一，非常適合想要專業設
計、響應式5頁網站的企業或組織。此外，你將獲得個人化電子
報設計，輔助你宣傳品牌。我們會指派一位專案經理，協助你了
解整個設計流程。推出網站之後，我們的專員會幫你和你的員工
安排30分鐘教學訓練，這樣你團隊內所有人都能熟悉這個新網站。

包括：
• 個人化首頁
• 個人化內容頁面
• 5頁個人化頁面
• 個人化電子報設計
• 行動裝置設計
• 網域和電子郵件設定
• 安排30分鐘教學訓練

設計服務和套裝

除了隨手可得的終極網
上解決方案，我們還提供你行

銷需要的工具和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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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服務 網路解決方案

專業設計套裝
這個套裝非常適合想要專業設計、響應式5-10頁網站的企業或組
織。此外，你將獲得個人化電子報設計，輔助你宣傳品牌。我們會
指派一位專案經理，協助你了解整個設計流程。推出網站之後，我
們的專員會幫你和你的員工安排30分鐘教學訓練，這樣你團隊內
所有人都能熟悉這個新網站。

包括： 
• 個人化首頁
• 個人化內容頁面
• 10頁個人化頁面
• 個人化電子報設計
• 行動裝置設計
• 網域和電子郵件設定
• 安排30分鐘教學訓練

專業設計套裝包含電子商務
越來越多人在網上購買產品和服務。想要擁有網絡商店或在網上
銷售嗎？

美安網絡中心專員能協助你的企業進入電子商務世界。

首先，我們建立優質個人化首頁和10頁額外內容頁面。你也能發
布電子通訊，向新顧客和現有顧客發表優惠、公告和宣傳活動。

接下來，我們的電子商務專員將會幫你設定個人化目錄，最多可達
50項產品，同時幫你上傳產品資料。顧客現在可以放心使用任何裝
置購買你的產品或服務，而且還有多種付款選項。我們的專員進行
30分鐘教學訓練之後，你就能輕鬆進入網絡商務的世界。

包括：
• 個人化首頁
• 個人化內容頁面
• 10頁個人化頁面
• 50筆產品資料輸入
• 個人化電子報設計
• 行動裝置設計
• 網域和電子郵件設定
• 30分鐘教學訓練我們密切注意趨勢，確保你擁

有的有效、專業設計解決方案，
永遠具市場競爭力。

服務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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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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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07.

maWebCenters.com

網站管理  

服務説明

網站內容對吸引新顧客與
現有顧客很重要，同時能
引起Google、Yahoo等搜
尋引擎的興趣。我們提供
各式各樣的方案管理你網
站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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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管理 網絡解決方案

或平台其他部分。我們提供全年無休的技術支援，除了美國主要
國定假日休息。

價格：
HK$615/每月

每月維護和管理套裝
對於那些比較想要仰賴技術支援修改網站，而非自己修改的客戶，
我們提供了「每月代管會員」選項。包含每月維護和管理套裝所有
內容，加上每月最多10小時代你編輯和管理內容。如果你想節省的
是時間而非金錢，這或許是最適合你企業或組織的方案。

同時包含每年免費的優質響應式設計

價格：
HK$1162/每月

網站管理 

網 站 內 容 對 吸 引 新 顧 客 與 現 有 顧 客 很 重 要 ， 同 時 能 引 起
Google、Yahoo等搜尋引擎的興趣。我們提供各式各樣的方案
管理你網站的內容。

每月基本代管服務 
包括代管服務，能夠無限編輯你的網站、電子郵件帳戶、儲存空
間、升級到平台和支援實時聊天功能。（不包括：電話支援、電
子商務、客戶關係管理工具、電子郵件行銷、行銷工具） 

價格：
HK$156/每月

每月維護和管理套裝
網站客戶每個月支付管理費，獲得代管、無限個電子郵件帳戶、
無限次數的網站修改、使用行銷工具和平台的無限升級。最重要
的是，所有的客戶都能獲得無限次技術支援，幫助他們管理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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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管理 網絡解決方案

內容撰寫服務
想要為你的網站、網誌或其他行銷管道建立內容嗎？ 內容撰寫服
務可能就是你需要的，為你的企劃產出精心編寫又有效的內容。
我們團隊將收集所有與你企業有關的資訊，建立能產生成效的內
容。我們擅長網絡內容，不只能吸引你的讀者注意，也讓你在搜
尋引擎脫穎而出。

價格：
HK$585/500字

WORDPRESS.ORG
你知道如果使用WordPress的免費版本，你沒有內容的所有權
嗎？ 這就是為甚麼大部分認真的博客使用Wordpress.org。我
們會使用超安全、多層、高性能的Dell PowerEdge伺服器，搭
載Intel Xeon處理器，代管你的網誌。我們讓安裝與代管你的網
誌變得簡單、可靠而且安全。

包含：
安裝和代管WordPress
價格：HK$930/每年

我們提供內容撰寫服務，建立能產生成效的內容。

服務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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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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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和非營利組織 網路解決方案

maWebCenters.com

08.
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  

服務説明

從電子郵件行銷、搜尋
引擎優化、搜尋引擎行
銷到社交媒體行銷都可
以透過我們強大的解決
方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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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 網絡解決方案

可以讓人們在網絡上輕易找到的網站才是有效益的網站。這就是為甚
麼我們提供你宣傳工具：從電子郵件行銷、搜尋引擎優化、搜尋引擎
行銷到社交媒體行銷都可以透過我們強大的解決方案完成。我們確保
大家都找得到你的網站，同時維持網站外觀。如果這一切對你來説都
很陌生，別擔心：我們團隊的專員會協助你。如果你想要購買服務，
我們也提供了數碼和社交媒體套裝。

搜尋引擎優化(SEO)
當顧客想尋找特定產品或服務時，搜尋引擎優化能讓你的企業提高在
搜尋引擎如Google和Yahoo內的排名。我們將會致電跟你討論網站
目標、你想觸及的地理範圍以及預想的顧客人口數據。我們的專員
就從這裡開始接手。我們會進行搜尋引擎優化的任務，包含網站關鍵
字、網頁標題、頁首文字、頁面敘述等，你將能在網海中脫穎而出。

本地搜尋引擎優化 
吸引局部區域訪客的理想選擇

價格：
HK$2535

區域性搜尋引擎優化
吸引廣泛區域訪客的理想選擇

價格：
HK$5060

GOOGLE ADWORDS
鋪好一條直達你店門口的路。付費搜尋引擎行銷是最快收到成效和建
立市場的方式之一。以下列出的套裝讓你了解，可以期待這些改變遊
戲規則的活動帶來甚麼成果。

搜尋引擎龍頭Google提供付費的AdWords服務讓企業強化網絡行
銷。我們的SEO（搜尋引擎最佳化）專員將帶你完整了解AdWords
過程，處理的範圍包含建立帳戶、行銷活動、預算、網絡、鎖定行動
裝置、鎖定地理位置等多方面。

所有我們的Google AdWord計劃都包含行銷活動管理和廣告費用！
我們將提供你每月詳細成果報告。每個月，我們都將調整策略，確保
你在Google AdWords的投資能持續獲取成果。

基本Google Adwords
適合小型本地行銷活動
目標曝光次數17,500

價格：
HK$1939/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高級Google Adwords
適合較小規模的本地行銷活動
目標曝光次數45,000

價格：
HK$3501/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特級Google Adwords
適合大規模的本地行銷活動
目標曝光次數67,000

價格：
HK$4282/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菁英Google Adwords
適合大規模的區域行銷活動
目標曝光次數90,000

價格：
HK$5858/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

付費搜尋引擎行銷是最
快收到成效的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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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 網絡解決方案

FACEBOOK廣告管理
口碑廣告是企業或組織最強大、最有效的行銷方式。如果善加利
用，Facebook如同「數碼口碑」廣告行銷活動。負擔合理的成
本，美安網絡中心能將你的網站內容轉變成有效的廣告，發表於
無所不在的Facebook平台上。

我們會跟你討論想針對的目標市場的人口群、涵蓋的地理區域，以
及其他關於你推展商務行動的重要細節。

所有我們的Facebook廣告都包含行銷活動管理和廣告費用。我們
提供每月諮詢和詳細報告，説明你的行銷支出細節。

高級FACEBOOK廣告
適合開始進行Facebook廣告行銷活動的企業和組織。

價格：
HK$1172/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特級FACEBOOK廣告
適合區域性大型行銷活動

價格：
HK$1957/每月（包含廣告/行銷活動管理費用） 

社交媒體管理
我們提供了一個穩定、以成效為導向的套裝，我們的專員將依據你
的選擇，建立社交媒體網站簡介，每周張貼圖片和文字內容，並回
應可能出現的評論或問題。我們的團隊將會協助你：

• 增加營收
• 為你的企業或組織建立簡介
• 張貼圖片和文字內容（每月10篇）
•每月協助回應最多25個問題和貼文
• 與你討論最佳內容和社交平台策略

價格：
HK$1170/每月

網絡信譽管理
越來越多潛在顧客使用Yelp、TripAdvisor等消費者評論網站，決
定產品或服務是否符合他們的需求。

企業有兩種選擇。它可以尋求好運，希望完全沒有負面評論出現；
或是善用美安網絡中心提供的網上商譽管理服務。

我們的網上商譽管理服務包含每月搜尋網絡負面評論，以及消費
者評論網站的詳細報告，這些都可能會影響你的營收、利潤和網
站客流量。

一旦評估形勢之後，美安網絡中心商譽管理專員會啟動反制行動，
展開有目標性的SEO活動，並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網站如Facebook
和Twitter來提高企業商譽。

主動回應負面評論並執行其他創新網上商譽管理程序，幫助促進
之後的正面評論。

價格：
HK$1950/每月

FACEBOOK如同「數碼口碑」
廣告行銷活動。

服務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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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銷 

服務説明

HK.SHOP.COM擁有超
過1萬1千熱衷網絡購物
的忠實顧客，同時渴望
獲得本地企業的推薦。

maWebCenters.com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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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行銷 網絡解決方案

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 
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是以現金支付行銷和廣告費用的簡易
解決方案。加入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的企業，能接觸到2萬
多創業家及其網絡，還有數百萬顧客等著購買結盟企業的產品。

不用預付成本或月費，行銷無風險。沒有軟體要安裝，沒有員工訓
練，只有更多的顧客和收入。自動幫你追蹤購物，現成的忠實顧客
方案讓你坐享好處。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協助你建立忠誠
度，讓你輕鬆在當地拓展事業。

想了解更多及成為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夥伴，請瀏覽
HK.SHOP.COM，點擊主頁下方的「加入夥伴商店」，或電郵
至PartnerHK@markethongkong.com.hk 查詢。

SHOP.COM夥伴商店計劃
SHOP.COM是世界前百大電子商務網站，營收數十億美金。數以
千計忠實顧客經常在HK.SHOP.COM購買產品和服務。接觸這個
龐大的顧客群將能增加你的銷售和利潤。如果你透過網上銷售產品
至全國各地，你可以成為SHOP.COM聯盟夥伴。SHOP.COM將
會把你的標誌和網站連結放在超過2萬個網站，我們的顧客可以點
按你的連結並直接在你的網站購物。

加入HK.SHOP.COM夥伴商店享有以下優勢：
• 在HK.SHOP.COM設立有品牌的店面管理你的企業
   （訂購、銷售、行銷和顧客服務）
• 透過我們的行動應用程式、社交平台和活動促進銷售 
• 指派經驗豐富的業務和行銷團隊到你的帳戶
• 獲得跨平台、全球銷售的機會
• 超過2萬個超連鎖店主作為後盾幫你宣傳

如果想加入HK.SHOP.COM夥伴商店，請點擊HK.SHOP.COM
頁面「加入夥伴商店」並填寫表格。 

推薦行銷

SHOP.COM是世界前百大電子
商務網站，營收達數十億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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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aWebCenters.com

你的下一步

採取行動

不論你想要善用HK.SHOP.
COM、建立企業網站或找到
適合的行銷策略，下一步都
很簡單：聯絡你的超連鎖店
主或網絡中心經營者，進行
15分鐘的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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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下一步 網絡解決方案

網站設計和管理
你的網站設計和管理策略對你的網站曝光率有重要的影響。你的網絡
中心經營者將進行15分鐘的諮詢，了解你的企業和你現有的網站。
接下來，他們會跟產品專員預約完整會談，產品專員將會展示我們
的技術，看看是否符合需求。

網站設計和管理諮詢將協助我們更了解：

你的生意
你的生意主要和次要目標
適合的客群數據
現有和潛在廣告

網站設計
現有網站和設計
你網站的回應程度（行動裝置便利度)
電子商務目標
你的設計對顧客的效用
你對現有網站的滿意度

網站管理
更新網站的頻率
更新你的網站所需員工、支援和資源
你能否完美結合網絡策略和其他行銷手法

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
一個優秀的網站會在獲得流量時最有效益。我們的數碼與社交媒體
行銷套裝專為將流量導入你的網站而設計。你的網絡中心經營者將
進行15分鐘的諮詢，了解你的現有策略。接下來，他們會跟產品專
員預約完整會談，產品專員將會與你討論你的需求。

數碼與社交媒體行銷諮詢將協助我們更了解：

一般行銷
你的適合顧客群 
你目前的廣告策略

搜尋引擎優化
你目前搜尋引擎排名
你在不同產業的排名目標
你對網絡知名度的滿意程度 

社交媒體/網上社交平台
你目前的社交媒體曝光率和社交平台
你目前跟觀眾分享哪種類型的內容
你目前跟觀眾的互動如何
你的網上商譽 
你的企業社交媒體目標

我們的數位與社群媒體行銷套裝專為 
將流量導入你的網站而設計。

你的下一步 

你的網站設計和管理策略對你的
網站曝光率有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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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下一步 網絡解決方案

安排會談
網站、社交媒體和數碼產品
聯絡你的網絡中心經營者，安排15分鐘的諮詢或與產品專員的會
談。產品專員將會回答你的問題、展示我們的技術，並協助你決
定我們的解決方案是否有利於你的企業或組織。

網絡中心經營者：
電郵：
電話號碼：
網站：

商戶服務
聯絡你的超連鎖店主，安排慳錢方案分析。此分析讓你了解可以
節省多少交易費。

香港 SHOP.COM夥伴商店或SHOP LOCAL夥伴商店計劃
聯絡你的超連鎖店主，填寫線上表格加入SHOP LOCAL夥伴商店
計劃，或是成為HK.SHOP.COM的夥伴商店。HK.SHOP.COM
將會跟你聯絡，討論你的可行方案。

成為優惠顧客
現在就瀏覽你超連鎖店主的HK.SHOP.COM網站，並免費登記成
為優惠顧客。

進行企業支出分析
每個企業每天都需要辦公用品，從紙製品、電子產品到地板清潔
劑。向你的超連鎖店主安排會面，進行企業支出分析。只要15分
鐘，你就可以了解你可能可以賺取的現金回贈，只要購買你本來
企業所需用品即可。

超連鎖店主：
電郵：
電話號碼：
HK.SHOP.COM/__________________

HK.SHOP.COM協助你找到最
佳優惠、節省金錢，甚至還能
因為購買產品而賺取金錢。

企業支出分析
HK.SHOP.COM協助你找到最佳優惠、節省金錢，甚至還能因為購
物而賺取金錢。登記成為優惠顧客，透過在HK.SHOP.COM購物賺
取現金回贈。不需要任何會員費用。只要登記、購物，然後賺錢！

企業支出分析協助你了解如何將企業經常開支轉為現金回贈，甚至
是永續收入。你將善用HK.SHOP.COM的力量。

轉企業支出為收入
辦公用品
電腦、印表機、桌子等設備
咖啡或辦公室零食
旅行
印刷品
鮮花和禮品
企業運作的產業專用項目
任何網上產品

服務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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