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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貴珠寶及鐘錶業篇

電子商貿的簡介

 o  採用電子商貿的好處

電子商貿的創新商業模式及案例

 o  B2B, B2C, C2C

 o  O2O (線上到線下) 

 o  供應商專屬網上零售店, 網上商場

電子商貿與物流的關係

快遞及包裹業的簡介

電子商貿物流的特點

 o  小批量、多品種 

 o  送貨範圍分散

 o  客製化物流服務

電子商貿的訂單履行方案

 o  直接付運

 o  集運

 o  代購/代運

電子商貿的「最後一公里」配送方案

 o  上門送貨服務

 o  自取服務

 •    物流服務網點或中心

 •    指定便利店或油站

 •    儲物櫃/自助領件櫃

中小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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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全球產業正向新的商

業模式轉型，電子商貿市場發展迅速，任何企業或消費者都可以

通過互聯網銷售和採購商品，並進行各項網上交易。在個人電腦

產品及智能電話逐漸普及、住戶寬頻滲透率不斷上升、以及網

上交易的安全性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客戶的消費模式出現明顯轉

變，網上購物的方式已越來越受消費者接受和廣泛被採用。消費

者透過使用購物網站，可以輕易比較不同商店的價格、搜尋和直

接購買不同國家的產品、並且可享受方便的送貨上門服務，這實

在為傳統供應鏈及零售模式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另一方面，網購商品的種類亦十分多元化，除了一些最受歡迎的

網上購買商品如機票、酒店及旅行團預訂、服裝、飾物及鞋履、

實體書及電子設備外，越來越多高價值商品的零售商及經銷商亦

利用互聯網設立網站並提供產品目錄，以作為推廣及提供網上銷

售的渠道，例如﹕珠寶首飾、鐘錶、以及高價值食品 (包括各種冷

凍海鮮、生蠔、進口蔬菜及水果等) 。

由於電子商貿及網購市場發展日盛，產生了大量中小型貨件，而

配送網絡亦遍佈不同地點，無疑為物流服務商增添倉儲及配送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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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再者，一般買家在網購後均要求供應商及物流服務商可以迅

速回應其訂單及付運貨品，令貨品盡快到手，對物流及速遞服務

需求甚高。有見及此，各物流服務商及速遞營運商在電商市場下

的成功關鍵在於如何以合理的成本，快速無誤地將貨物送達買

方，並提供良好的顧客服務。因此，各物流服務商需要因應電商

市場的特性重新設計、調整其物流供應鏈，建立針對電子商貿客

戶的物流倉庫及運作系統，以及完善的配送網絡，以便為客戶提

供一站式倉儲及配送服務，並可為客戶提供增值服務如包裝、併

裝、集運等，以提升競爭力。

高價值商品電子商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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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採用電子商貿的好處 
電子商貿是指通過電子化交易方法以完成商業貿易活動的一種營

運模式。各企業及消費者透過互聯網開放的網絡環境下互相聯繫

並進行各項商業活動，例如：消費者的網上購物、在綫電子支

付、商戶之宣傳廣告、企業之間的採購及網上交易等。企業採用

電子商貿有助降低營運成本，提高各種商業交易的效率和質素，

拓展全球貿易市場，提升客戶滿意度，以及優化市場營銷策略。

•降低營運成本

透過電子化的銷售交易渠道，可以縮短供應鏈、減少交易的中間

環節，進而降低營運成本包括固定成本、流動成本、傳統廣告宣

傳費用、交易成本及庫存成本等，從而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給

客戶。

•提升經營效率

互聯網提供一個有效的互動交易平台，讓企業及消費者能夠方便

快捷地搜尋、瀏覽、比較、查詢和傳達有關產品或服務的最新資 

訊，縮短了交易流程及時間，加快信息交流及即時溝通的速度，

而且沒有營業時間的限制，可提供24小時全年無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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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全球貿易市場

電子商貿可以消除地域國界的限制，供應商可以將公司產品或服

務放在網站上發佈，透過全球行銷、直接開發目標市場、增加產

品通路，可以迅速擴大供應鏈與銷售市場至全世界的潛在客戶，

大大增加與潛在客户交流的渠道。

•提升客戶滿意度

企業可根據客戶的個別需求和習性，提供度身訂造的產品及服務

以滿足個人化的需求，藉此提升客戶滿意度。同時，企業可以透

過網絡直接聯繫客戶、提供線上售後服務、增加與客户接觸和互

動的渠道，從而能夠掌握客戶資訊，提升客户服務質素。

•優化市場營銷策略

透過從不同渠道收集市場及消費數據並進行大數據分析，企業可

以發掘具價值的資訊、市場趨勢及潛在商機。這些數據分析可以

細分不同的顧客群，讓企業因應不同顧客群制定獨特的營銷方

式、產品或服務，以提升顧客忠誠度、增加新客戶及減低流失

率。

電子商貿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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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電子商貿可分為三種基本模式：企業對企業(B2B)模式、企業對消

費者(B2C)模式及消費者對消費者(C2C)模式，近年亦出現了嶄新的

線上線下電子商貿(O2O) 零售店消費及商業模式。

• 企業對企業模式 (Business-to-business, B2B)

B2B模式是指企業與企業之間的電子商貿，企業通過互聯網網絡與

供應商和其他商業貿易伙伴進行各種交易、電子資料數據交換、

商品或服務市場營銷及業務配對等。

• 企業對消費者模式 (Business-to-consumer, B2C)

B2C模式是指企業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貿，包括企業利用互聯網

向消費者推廣及銷售商品或服務，消費者則可以從網上搜集有關

商户的資訊、選購商品或服務、直接在網上付款消費及收取貨品

或服務。

•消費者對消費者模式 (Consumer-to-consumer, C2C)

C2C模式是指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貿，買賣雙方通過互聯

網交易平台直接完成個人與個人之間的交易，例如網上拍賣、物

品轉售等。賣方可以在電子平台上發佈及提供物品資料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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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的創新商業模式及案例

進行商品拍賣功能，買方則在平台上選擇商品及進行競投。由於

C2C模式交易的金額往往較小，買賣雙方可透過和第三方合作，提

供付款擔保的方式如Paypal、支付寶等直接在線上交易，或者亦可

以通過線下當面進行交易。

• 線上線下電子商貿 (Online-to-offline, O2O)

隨著互聯網的急速發展，以及智能流動裝置的普及化，越來越

多消費者通過流動裝置進行網上購物。一些同時在網上經營的

零售店與網下的活動互動，帶起新興的電子商貿概念及商業模

式：Online-to-offline(O2O)，即是藉著線上購買帶動線下實體店的

消費或體驗。例如：網上付款以下載電子代用券、電子優惠券及

電子門票，然後指引他們到各實體店光顧，以進行網下換領。

另外，一些線上網店已相當成功，她們為了增加競爭力，亦紛紛

設立POP－UP零售O2O實體店拓展網下銷售的渠道，消費者亦可

先前往實體店選擇及體驗商品，或透過掃描實體店的商品QR碼以

取得更多產品相關資料，然後可在現場即時付款或稍後在網上購

買，形成新式的「線下體驗+線上購買」消費模式。表一列出O2O 

POP-UP 零售店與傳統零售店的差別及好處。

www.Logistics.org.hk



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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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的創新商業模式及案例

表一: O2O POP-UP 零售店 與 傳統零售店 的差別

傳統零售店 O2O POP-UP 零售店

客人提取商
品的方式

立刻在零售鋪中拿取 稍後(當日或之後)送貨到客
人指定地點

補貨 每天或定時 不需要補貨

物流及供應
鏈管理重點

需要運用不同方法預測之後
購買或銷售數量，加上分析
每天銷售數據後才作出適當
的執貨及安排送貨到各零售
店

準確收集好銷售數據後，在
後勤貨倉執貨及安排直接送
貨到客人手上。不需要預測
之後購買或銷售數量

壞處

• 因零售店沒有足夠位置
放大量不同商品款式或
因剛賣完款式或尺碼，
而失去銷售的機會；

• 預測之後購買或銷售數
量，有機會在零售店存
放有流轉較慢的商品；

• 客人不能立刻拿取商品

好處

• 客人可立刻在零售鋪中
拿取商品；

• 增加情感消費者購買的
機會；

• O2O零售店主要目標是增
加曝光，令線下客人能
接觸商品；

• 不會面對因零售店沒有
商品款式或尺碼而賣不
出的風險；

• 統一O2O （線上到線
下）的訂單資料及紀
錄；

• 不受零售店的大小或地
點限制；

零售店營運
時期

正常租約為大概2-3年 不定期，或短期至一個月

電子商貿現已向O2O(線上到線下)方向發展，大部份都需要物品流

動，故物流是很重要的一環。多舉一個例子，食品業中發展出「

互聯網＋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的創新商業模式，當中的高價值食

品外賣代表公司為FoodPanda, Deliveroo, HelloFresh。 如「互聯網＋

」一樣，「物流及供應鏈管理＋」的概念及時代現正來臨。

網上購物的渠道或平台分兩種：(香港貿易發展局經貿研究，2015)

• 供應商專屬網上零售店

供應商專屬網上零售店由單一賣家獨資擁有營運，例如Zara、Nike

等時裝品牌零售商。另有一些純網上零售商是不設任何實體店

的，例如戴爾(Dell)。多數知名品牌會自行設立及營運網店，雖然

所涉及的投資成本較大，卻可加強網店的控制，建立品牌形象。

•網上商場

網上商場集合了多家第三方賣家的產品或服務，參與的賣家通

常自行提供客戶服務和送貨，而商場營運商則負責管理平台、

組織銷售和宣傳，並處理交易和付款。較著名的例子有亞馬遜

Amazon、eBay、淘寶和Groupon等。中小型企業及零售商通常缺乏

資源及聲譽，難以有效地自行建立及管理電子平台，因此加入著

名的網上商場是一個打入全球市場的有效渠道。

www.Logistics.org.hk



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電子商貿與物流的關係息息相關，物流是電子商貿的重要組成部

分，亦是實現電子商貿的重要保證。在電子商貿的每一項交易

中，都是由資訊流、商流、資金流和物流所組成。根據吳曉波、

耿帥 (2003)的定義：

(i) 資訊流包括提供商品或服務的資訊、廣告促銷、技術支

援、售後服務等內容，當中也包括詢價單、報價單、付款通知

單、轉帳通知單等資訊；

(ii) 商流是指商品在購、銷之間進行交易和商品擁有權轉移的

過程，具體是指商品交易的一系列活動；

(iii) 資金流是指資金的轉移過程，包括付款、轉帳等過程；

(iv) 物流則是物質實體(商品和服務)的流動過程，具體包含運

輸、儲存、配送、裝卸、保管和物流資訊管理等活動。

高價值商品及高增值物流服務4-11 4-12

電子商貿與物流的關係

一般而言，在電子商貿的環境下，資訊流、商流和資金流都可以

通過電腦和網路通信設備來實現。至於物流方面，除了一些數碼

化產品如軟件、音樂、電子出版物或電子門票可以透過電子方式 

傳送給消費者外，大多數的實體產品仍需要通過其他途徑才能完

成從生產廠商或商店到消費者的物流過程。因此，物流的作用對

電子商貿是十分重要的，它是實現商品最終價值的過程，電子商

貿交易的成功關鍵往往在於物流配送的效率。

如果電子商貿企業擁有一個覆蓋面大、反應快速及成本合理的物

流網絡和系統作支援，必定能降低營運成本、縮短生產周期、優

化庫存結構、減少資金佔用，從而提升電子商貿交易的效率及服

務質素。

葡萄酒的等級分類 (Classification)

產地/產區 (Country of origin)

出產年份 (如適用) (Year of vintage)

生產商或裝瓶商的名稱和地址 (Name of producer)

	

供應商	 消費者	

資訊流	

商流	

資金流	

物流	

	

www.Logistics.org.hk



第四章：電子商貿物流篇

快遞一般指按照承諾的時限內快速收集、分發、運輸和遞送文

件、印刷品、包裹或其他物品，按照送件地址送遞到收件人、公

司或指定地點，並獲取確認簽收的寄遞服務。快遞業提供門到門

的個人化物流服務，特別重視服務的時效性，服務收費較高，是

介乎物流業和傳統郵政業之間的新興行業 (張翼英等，2012)。

表二: 快遞與傳統物流的差別

項目 傳統物流 快遞

服務模式

「點對點」
(物流公司由一物流點
如倉庫、物流中心等配
送到另一物流點)

「門對門」
(快遞員工上門取件，
送貨到門至收貨人手
上)

物件種類 多為原箱原材料或產品
主要為文件及小型包
裹

物件重
量/體積

較重、較大 較輕、較小

時效性 一般
較強 (本地郵件可同
日或隔天派送)

物流費用 一般 較高

提供產品
追蹤服務

通常沒有 有

如表二所示，快遞與傳統物流存在一些差別，快遞特別講求較強

的時效性，所收集及派送的物件主要是重量較輕、體積較小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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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小型包裹，以「門對門」的服務模式送達收件人的指定地

點。另外，大多數快遞公司亦會向客户提供快件或包裹追蹤編

號，讓客户自行查詢及追蹤快件派遞的最新情況。因此，相比傳

統的物流服務，快遞服務費用一般較為昂貴。

增值服務

快遞服務商提供的增值服務一般包括：

•代收貨款服務 (當派件時，為客户收取貨款如現金或支票)

•等通知派送服務 (快件的派送時間由寄件客户掌握，快遞員工等

待收到寄件客户通知才派送)

•特殊入倉服務 (貨運物流公司為收派件地址於機場、碼頭、物流

中心、倉庫、海關監管區、保稅區等提供特殊入倉服務，亦可代

客户預先支付入倉費)

•委託收件服務 (收派員工前往指定地點提取快件或貨件)

•自取件服務 (讓客户於各地區的物流服務中心或獲授權的服務站

取件)

•特快派件服務 (承諾於限定時間內將客户的緊急快件送達目的

地)

•代客報關服務 (協助客户處理進出口報關事宜)

快遞及包裹業的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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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物流的特點

• 小批量、多品種

消費者在電子商貿網絡平台購物，通常都會選擇第三方快遞物流

公司進行商品配送。透過快遞公司配送的物件一般體積較細小，

通常為0.1 kg 至20kg 之間。至於網絡購物的產品種類亦十分多元

化，包括衣服、配飾、書本、鞋履、電子數碼產品及玩具等，但

每張訂單的產品數量通常不多，因此產生了小批量而品種繁多的

快件。

隨著電子商貿發展迅速及顧客的消費行為逐漸轉變，越來越多消

費者透過網絡進行購物，大大增加快遞/物流配送服務的需求。有

別於傳統物流，這些在網絡購物的商品體積小、牽涉多品種的產

品、網絡訂單數量卻十分龐大，快遞/物流公司在進行分撥作業、

庫存盤點和包裝配送時，往往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資源以應付網

絡購物的訂單。

• 送貨範圍分散

在傳統物流及供應鏈概念上，來自不同供應商的貨品會被分別運

送至物流配送中心作整合或儲存，然後再集中配送至不同地區的

零售點以補充庫存。然而，在電子商貿網絡購物的訂單方面，客

户在網上購買產品後便可享受送貨上門的服務，供應商或賣家需

要委託物流團隊或第三方物流/快遞公司從貨倉把大量小型包裹運

送到個別網上客户手上。由於網上客户指定的送貨地址遍佈不同

地區及位置，當中包括一些住宅樓宇、工商業地區、甚至偏遠地

區等，造成高度分散的送貨範圍，物流配送網絡必須能夠覆蓋網

上客户所要求的送貨區域，對貨倉及物流配送管理帶來挑戰。

•客製化物流服務

電子商貿的物流服務具有客製化的特點，能夠根據客户的不同需

求提供度身訂造的服務。因此，作為支援電子商貿的物流系統必

須能夠根據客户的特定要求，提供個人化的物流配送服務。例

如：根據客户的需求對產品進行個人化的流通加工作業以增加產

品的附加價值，或按照客户特定的配送習慣、喜愛的收貨方式、

集運需求等為不同客户制定合適的配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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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物流的訂單履行方案

• 直接付運

直接付運是消費者在網購後，產品會直接由賣方運送至客戶指定

的地址。這些網購貨件一般經由公共郵遞系統或速遞物流商派

送，由賣方所在的國家直接經國際運輸如空運或海運配送至客戶

指定的地址。直接付運的訂單履行方案一般適用於客户購買單一

產品或從單一個供應商購買產品。

假如客户從兩個或以上供應商網購產品而每次都仍採用直接付運

的方法，網購貨件將分別從不同供應商經國際運輸途徑運送給客

户。由於各個供應商所在位置及投寄的時間均不同，客户需要分

開多次進行收件。同時，每次國際運輸配送均會向客户收取國際

物流運費，運費一般因應貨件重量設有首重的金額，若貨件重量

不超過首1kg，客户仍需繳付首重的運費金額，因此若將所網購的

多件產品分開地計算運費，運費將會十分昂貴。

有見及此，現時市面上很多電子商貿網站均會與不同物流服務商

合作，為電商客户提供集運服務，以協助客户節省物流運費。

•集運

現時很多物流服務商向電商客户提供集運服務，將客户從不同地

區及供應商購買的產品首先在國內同一個地點的倉庫集合起來，

當所有已購買的產品均到達集合地點後，物流服務商便會協助客

户將所有貨件合拼在一起，然後才一起付運海外，從而大大減低

運費。集運服務的訂單履行方案一般適用於客户在海外市場例如

美國、英國和中國等購買多件產品而其供應商則分布於不同的地

區內。

集運服務把客户從不同地區購買的產品集合起來才付運至海外，

國際運費可以一同計算，避免需要分開多次繳付最低首重的運費

金額，為客户節省不少運費。而且物流服務商結合不同客户的訂

單，增加了整體運送貨件的數量及重量，亦能達至規模經濟效

應，減少物流成本。對於電商客户而言，他們除了透過集運服務

可減低物流運費外，還可以從單一次收貨或取貨程序便可以收到

從不同供應商購買的不同貨件，增加方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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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物流的訂單履行方案

• 代購/代運

消費者在網上購物有時或會面對一些地域上的限制，例如一些國

家的電子商貿網站只提供當地語言版本、只容許當地居民登入購

買或不接受跨境運貨等，例如日本、韓國和美國等。為了克服這

些限制，一些電子商貿網站或物流服務商為本地客户提供代購或

代運服務，透過當地代理代為購買外國產品，或提供當地的收貨

地址，替客户在當地國內收取貨件，然後才把代購產品或客户購

自不同供應商的貨品併裝集運及運送至本地客户指定的地點。

電子商貿的「最後一公里」配送方案
電子商貿物流配送的最後一程，即網購貨物從中轉站例如倉庫或

港口等地方送到客户手中的最後一段路程，普遍被稱為「最後一

公里」。在「最後一公里」中，物流服務商不但需要完成貨件配

送到各分散點的傳遞，亦需要直接面對客户提供送貨上門的物流

服務，因此十分具挑戰性，以及成本較為昂貴，最高可佔付運成

本總額三分之一。

網購客户的取貨方式一般分為上門送貨服務及自取服務兩種：

•上門送貨服務

在「最後一公里」的物流配送中，網購客户可以選擇上門派送或

送貨至客户指定地點的「門對門」配送服務，但相應物流費用會

較高。

在提供上門送貨的服務時，物流服務商經常遇到的問題是由於收

貨人外出不在家、未能與客户聯繫、收貨人無法及時取件、送貨

地址不正確等各種原因而導致無人收貨，令物流派遞員工需要更

多時間以完成訂單，包括等待收貨人歸來取件、不斷致電嘗試與

收貨人聯絡、找尋正確送貨地址及把貨件退回等。

另外，貨件運送延誤、遺失、包裝破損、服務態度差劣、無故退

件等問題亦大部分發生在物流配送的「最後一公里」，導致客户

對物流服務商的投訴率上升，亦令物流成本日益增加。因此，各

網上零售商及物流服務商一直致力尋求各種較低成本方案，以助

解決問題，例如：網購客户可以選擇物流費用較低的自取貨件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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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的「最後一公里」配送方案

• 自取服務

「最後一公里」中較低成本的配送方案便是由客户自行前往指定

地點提取已運送到來的貨件。這種自取方式不但可以減少物流服

務商需要前往派送的地點，從而節省運費，亦可讓客户自行掌握

提取貨件的時間，為客户帶來方便。

以下簡介一些現時市面上最常見的自取貨件地點，以作參考：

物流服務網點或中心

一些網上零售商、物流服務商或快遞商通常已在不同地區設立其 

物流服務網點或服務中心，方便區域範圍內的客户前往辦理寄件

或取件等服務。因此，電子商貿客户在網購時可以選擇將貨品運

送至就近的物流服務網點，當貨件到達指定服務網點或物流中心

時，客户便會收到訊息、電郵或電話通知取貨，客户憑取貨編號

前往選定的服務網點便可輕易自取貨件。

指定便利店或油站

一些電商物流服務商已經與各便利店或油站公司合作，借用便利

商店或油站的現有零售網絡拓展其服務領域，提供更便捷的自取

貨件服務。

這些便利商店或油站通常為24小時營業，客户取件極為方便。當

網購貨件到達指定便利商店或油站時，客户收到短訊或電郵通

知，便可隨時到該便利商店或油站自取貨件，不再受派遞員工派

件的時間或物流服務中心營業時間的限制。而物流派遞員工只需

將貨件送到定點的便利商店或油站，不用浪費時間等待收件人取

件，節省了時間與人力等物流成本。同時，由於物流派遞員工不

需直接與客户接觸，大大減少了雙方因服務態度而引起的磨擦或

投訴。

但是，這些便利商店或油站通常由於儲存空間有所限制，派送至

這些地點的貨件體積不能太大，客户需留意購買的貨件是否合乎

這些取貨地點的貨箱尺碼要求。

儲物櫃 / 自助領件櫃

現時有些電商物流服務商在不同地點例如商場、工業或商業中

心、住宅屋苑附近等設置了一些儲物櫃/自助領件櫃，為網購客户

提供一個較低物流成本的自助提取貨件方式。客户在進行網購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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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採用集運或代購的物流服務，以節省從外國購買產品

的整體運費? 透過集運服務，你共節省了多少運費? 

• 進行網購時，你會如何選擇取貨方式？你會如何衡量各種考慮

因素包括運費成本、取貨方便度、時間性、及取貨地點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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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貿的「最後一公里」配送方案

可以選擇就就近的儲物櫃/自助領件櫃作為取貨地點，當網上交易

完成及貨件完成派遞後，客户會經短訊或電郵收到取貨編碼。收

到取貨通知後，客户可以前往該儲物櫃並在儲物櫃/自助領件櫃上

的觸控屏幕輸入獨一的取貨編碼，然後儲存貨件的櫃門便會自動

打開，客户可以自助取出貨件。

由於儲物櫃/自助領件櫃沒有營業時間的限制，同時設置地點亦通

常就近消費者的工作或住宅地點，讓客户可以在不同時間自助提

取貨件，為客户帶來方便。

中小企的啟示
• 貴公司有拓展電子商貿業務嗎? 如有的話，是屬於哪一模式的

業務? 運作順利嗎? 電子商貿業務能為貴公司帶來什麼好處? 

• 貴公司現有或計劃同時營辦線下實體店及網上商店的業務嗎? 

你會如何策劃O2O (Online-to-Offline)的營銷策略，以剌激盈利

增長? 現時貴公司的線下實體店及網上業務的增長如何? 

• 你過往有沒有網購的經驗? 你喜歡在網上購買什麼類型的產品? 

哪些是你最常瀏覽的購物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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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價值商品物流服務提升計劃
增強香港中小企業處理高價值商品之物流作業效能

An Enhanced Program to Enhance the Capabilities of Hong 
Kong’s SMEs in Handling High Value Logistics Services

近年隨著世界經濟重心東移，亞洲區零售業務快速增長，特別是高價值商品，當中包括
高檔名牌服裝及配飾、珠寶鐘錶、藥品和電子產品等。因此，香港必須把握高價值商
品需求增長的機遇，成為亞洲區高價值商品的物流供應鏈樞紐。香港中小企業必須改革
及轉型至高價值商品的物流服務範疇，為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供應鏈解決方案，例如：
高級時裝的包裝、揀貨和儲存、及時交貨和庫存管理、具成本效益的頻繁配送、質量保
證、資訊科技、跨國物流和溫度敏感貨物的控制等。

有見及此，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主辦「高價值商品物流服務提升計劃」，
透過項目活動向業界分享有關處理高價值商品的物流操作知識，從而協助提升香港中小
企業處理高價值商品之物流作業效能及競爭力。此項目由香港物流協會、香港物資採購
與供銷學會及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協辦，並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工業貿易署「中小企

業發展支援基金」撥款資助。

主辦機構                                                                    資助機構 

協辦機構                                                                         

支持機構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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