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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業務準備就緒， 
迎接節日旺季
如何為節日旺季做好準備，同時保護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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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旺季帶動一年銷售高峰，為業務帶來龐大增長商機。無論是黑色購物節 (Black Friday)、 
Cyber Monday、雙 11 或整個節日旺季，數百萬客戶都爭相為親朋好友選購禮物，並透過 
消費犒賞自己。去年，全球節日網上銷售額增長 5%，破紀錄達到 1 萬 1 千 4 百億美元1。今年 
節日期間，一連串的電子商務活動勢在必行，然而，商家需做好額外準備，以應對通脹對 
消費者習慣所造成的潛在影響。 

預計今年全球通脹率將升至 6.7%，達到 40 年來的最高 
水平2。同時，全球消費者信心指數顯示，有關家庭未來 
消費及儲蓄方面的消費者信心呈現跌勢，反映通脹帶來 
的顛覆性影響3。儘管整體開支依然強勁，但部分類別的 
消費開支卻只保持持平，甚至下降。以雜貨開支為例， 
按年升幅僅源自通脹，實際消費開支未有增長；至於旅遊、 
餐飲等類別，儘管客戶開支增加，實質消費卻不升反跌。 

無論你經營哪個行業，都必須考慮破紀錄通脹帶來的 
新現狀，並以持續推動業務發展、留住客戶及確保長期 
增長為目標，建立有效的解決方案。你須思考客戶的購物 
行為有何變化 — 例如事實上，全球約半數客戶（即 25 億人）
願意在節日旺季轉換品牌，購買價格較相宜的商品3。 

你應時刻為業務準備就緒，應對節日期間的激烈競爭，以及
滿足客戶需求。而在今年，面對供應鏈問題持續、通脹升溫、
客戶審慎消費及電子商務爆炸性增長的情況，若你希望順利
吸引客戶在節日旺季消費，更需做好額外準備。來了解如何 
提升客戶的購物旅程，從開始選購到結帳，建立簡易、安全、
靈活的個人化體驗，滿足不同客戶的獨特需求，創出節日 
銷售佳績。

節日就是 
銷售旺季

1. Salesforce，What the 2021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Tells Us About 2022，2022 年 1 月 12 日。     2. United Nations，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June 2022 Briefing, No. 161，2022 年 6 月 1 日。      

3. Salesforce，How Will Inflation Shape This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Here Are Our Predictions，2022 年 6 月 27 日。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holiday-shopping-season-results/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dpad/publication/world-economic-situation-and-prospects-june-2022-briefing-no-161/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holiday-shopping-pre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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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ransUnion，Suspected E-Commerce Fraud Attempt Rates Between Thanksgiving and Cyber Monday Increase 25%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Year，2021 年 12 月 2 日。     5. Salesforce，How Will Inflation Shape This Holiday Shopping Season? Here Are Our Predictions，2022 年 6 月 27 日。     6. Drip，19 Key Holiday Shopping Statistics You Need to Know (2022)，2022 年 5 月 24 日。 

關於節日購物的有用數據

品牌忠誠度受定價拖累 

全球 25 億的節日消費者可能因 
顧慮價格而轉為購買其他品牌5。

25%

欺詐旺季來臨 

2021 年節日購物旺季期間， 
涉嫌欺詐行為大增 25%4。

30% 

節日購物的影響 

在部分行業，節日旺季的零售銷售額 
佔全年零售總銷售額超過 30%6。

25億人 HK$

https://www.globenewswire.com/news-release/2021/12/02/2345011/0/en/Suspected-E-Commerce-Fraud-Attempt-Rates-Between-Thanksgiving-and-Cyber-Monday-Increase-25-Compared-to-the-Rest-of-the-Year.html
https://www.salesforce.com/blog/holiday-shopping-predictions/
https://www.drip.com/blog/holiday-shopping-statistics#:~:text=But%20relaxation%20is%20the%20last,more%20than%20an%20average%20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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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節日創出業務佳績，你應當做好準備，應付一湧而至的節日客流，並迎戰 
一眾競爭對手。你必須以數據為本，從速全面裝備業務。為達成節日旺季銷售的 
最佳表現，可專注於以下三大核心領域：

如何為業務準備就緒， 
迎接節日旺季

實踐網上業務行銷： 

透過及時的個人化體驗 
與推廣，吸引客戶注意。

優化購物體驗：   

確保客戶支援和結帳 
簡易流暢。   

保護網上業務： 

防範欺詐侵害，同時保護 
客戶資料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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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網上業務行銷

節日購物旺季極具潛力，大小商家之間的競爭相當
激烈。你可趁此良機，實踐有效的網上業務行銷 
方案，大幅提高利潤，在業務旺季創出高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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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季節性內容和推廣提高客流
實踐網上業務行銷

見解  

你可利用豐富的內容，配合明智的搜尋引擎優化 (SEO) 方案， 
為數碼行銷策略打好基礎。在節日期間，內容與 SEO 變得無比 
重要。不同節日中，消費者的行為也會出現變化，他們會搜尋 
與節日相關的特定關鍵字，以至選購不同的應節產品 。要順利 
提升搜尋引擎排名，並吸引消費者注意，你需要相應地優化 
內容、SEO 和推廣策略。 

建議 

增添節日元素，令內容耳目一新
要提高來自搜尋的客流，內容就是關鍵。換言之，若內容能 
有效吸引客戶並鼓勵互動，可提高搜尋引擎的排名，最終順利 
推動銷售。

你可透過以下幾種方式，建立有助優化搜尋效果的節日內容：  

利用與節日相關的特定關鍵字，優化網站內容。透過 Google 關鍵字策劃工具或 Google 趨勢， 
研究去年的搜尋趨勢，找出效果最佳的關鍵字。此外，長尾關鍵字也相當重要，這種關鍵字 
由數個字詞組成，當客戶的購物意欲較高時，便會使用此類具體詞組搜尋商品。

針對季節性銷售，建立節日專屬的登陸頁面。你應確保在節日前妥善規劃、建立及優化登陸 
頁面。網絡爬蟲 (Website Crawlers) 或抓取網頁資訊專用的網絡機械人需要充足時間，以掃描
登陸頁面並將之列入索引，確保登陸頁面能夠在搜尋結果中顯示。 

推出節日專屬的搜尋引擎行銷 (SEM) 廣告。

推出節日主題的電郵推廣，利用同類型的搜尋字眼，進一步傳遞並加強你的訊息。

推出圍繞節日旺季的社交媒體影響者活動，或者利用熱門及高搜尋量的主題標籤， 
例如 #TikTokMadeMeBuy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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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節日推廣及獎勵，建立客戶忠誠度  

與商家一樣，消費者相當重視節日。不妨考慮以下方式， 
讓客戶感到重視，以助業務突圍而出，同時提高客戶忠誠度：  

提供個人化送禮指南和特別折扣，吸引客戶一次過購買多件
商品，以節省運費。 

提供節日專屬服務，例如免費禮品包裝。 

提供限時優惠和節日商品組合，推動客戶從速購買，並有效 
吸引較審慎的客戶消費。  

緊貼節日購物趨勢，以決定主打推廣的產品。 

擴大產品多元性，鼓勵客戶於同一間網店購買多件禮物， 
以節省運費，並避免他們光顧競爭對手。 

提供免運費及免費退貨，確保客戶體驗良好，同時提高他們的
忠誠度。 

透過推薦計劃擴大客戶群，並讓現有客戶享受優惠和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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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的受訪客戶表示，接收
度身訂造的專屬通訊是
考慮光顧特定品牌的 
關鍵因素8。 

7. McKinsey，2020 Holiday Season: Navigating shopper behaviors in the pandemic，2022 年 11 月 5 日。     8. McKinsey，The value of getting personalization right—or wrong—is multiplying，2021 年 11 月 12 日。 

見解  

消費者最喜愛的莫過於超值優惠，尤其當他們到處張羅應節 
商品時，優惠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其中，近半數的受訪節日 
消費者選擇光顧價格更相宜和推出優惠的商家7。商家可透過 
提供個人化獎勵，從眾多競爭對手中突圍而出，並有助建立 
客戶忠誠度。妥善實施個人化策略至關重要：76% 的受訪客戶 
表示，接收度身訂造的專屬通訊是考慮光顧特定品牌的關鍵 
因素，78% 的受訪客戶則表示，這類內容能夠有效提高他們 
再次光顧特定品牌的機會8。

建議 

提供個人化網站體驗 

在巿場競爭激烈的節日旺季，你應時刻緊貼並分析客戶喜好， 
原因是客戶為應對通脹影響，對品牌的忠誠度大不如前，轉為 
傾向購買由連鎖零售商推出、價格相對較便宜的自家品牌商品7。
簡而言之，每一次客戶互動都至關重要。你可參考以下方式， 
令他們感到備受重視：

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根據客戶過往的行為數據，提供相關的
產品建議、內容和產品系列。 

自訂網站搜尋體驗，以自動化方式得出熱門關鍵字和詞組，
方便客戶輕鬆找到所需商品。 

根據客戶過往於網站上的瀏覽記錄，展示相關產品，目的是
針對他們的獨特需求，提高其購買相關產品的機會，務求提
升銷售效果。  

以個人化體驗 
吸引節日消費者

實踐網上業務行銷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growth-marketing-and-sales/solutions/periscope/our-insights/surveys/2020-holiday-season-navigating-shopper-behaviors-in-the-pandemic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growth-marketing-and-sales/our-insights/the-value-of-getting-personalization-right-or-wrong-is-multipl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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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個人化獎勵，實施再行銷策略   

你可能認為客戶放棄購物車，意即他們再也不會光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客戶放棄購物車 
的原因很多，包括技術性問題，以至結帳流程過於冗長。你可以嘗試再次接觸這些客戶， 
針對已放棄的購物車發送電郵，以挽回生意。  

採取行動  

建立品牌忠誠度及提高銷售表現的關鍵，在於提供個人化的購物體驗，以及針對過往客戶實施 
再行銷策略。 

PayPal 廣受全球超過 4 億客戶信賴，讓客戶得知你接受以 PayPal 付款，也是有效行銷及提升信譽 
的另一個有效方式。

如欲進一步了解有助提高客流、吸引客戶及推動銷售的策略，
歡迎瀏覽我們的網上業務行銷指南。你可參考以下簡易步驟，鼓勵客戶完成購物： 

透過電郵和短訊發送恢復購物車的通知，提醒客戶購物車中 
尚有未結帳的商品。 

利用折扣吸引已放棄購物車的客戶，推動他們完成購物。 

在發送的提醒中，列明限時優惠即將到期或商品即將售罄， 
以營造緊張感。

推出節日電郵推廣，重新連繫久未光顧的客戶。  

https://www.paypalobjects.com/marketing/web/hk/business/digitise-thrive/boost-sales-digital-marketing-strategy-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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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購物體驗

能順利吸引客戶造訪網站，無疑是創出節日佳績 
的好開始。不過，你仍需確保他們願意駐足網站， 
方能領先競爭對手。你應趁著購物旺季高峰期 
來臨前，了解如何善用網站體驗，全面提高轉換率，
推動客戶重複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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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解  

要順利吸引消費者，並將他們轉化為回頭客，出色的客戶服務 
不可或缺。超過 25% 的受訪消費者認為，差劣的客戶服務會令其 
購物意慾盡失，近半數的受訪消費者希望其查詢能迅速得到解答9。
在節日期間，客戶服務查詢量會大增 75%，要在客戶需要時迅速 
提供全面支援，商家承受著巨大壓力9。 

建議 

加強節日期間的客戶服務 

理想的回應時間為 24 至 48 小時內，若商家能迅速回應查詢， 
客戶將樂意消費更多10。

9. Freshdesk，Customer Service During the Holiday Rush — A Complete Guide，2021 年 10 月 28 日。     10. SuperOffice，5 Ways to Reduce Customer Service Response Times，2022 年 2 月 11 日。 

強化客戶支援
優化購物體驗

你可參考以下措施，縮短客戶服務回應時間：   

編配專責支援的工作人員。

利用虛擬客戶服務助理，自動回應較簡單的查詢。 

確保網站託管服務和數碼基礎設施能夠應對客流
增幅。

確保提供準確及最新的網上聯絡方式。

發佈資訊充足、簡單易明的常見問題頁面，作為 
客戶的自助支援選項。

https://freshdesk.com/customer-support/holiday-season-blog/
https://www.superoffice.com/blog/response-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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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客戶保持清晰透明 

消費者期望商家具誠信，並保持資訊透明。
以下方式能助你滿足消費者的期望： 

結帳時列明所有價格和費用，例如稅款和運費。 

讓客戶抱持合理期望，一旦運輸延誤，應及時通知客戶 
最新情況。

清晰列明退貨政策，包括列明最後期限，以及退貨流程
的詳細步驟。

在節日旺季，客戶服務 
查詢會大增

75%
9

9. Freshdesk，Customer Service During the Holiday Rush — A Complete Guide，2021 年 10 月 28 日。

https://freshdesk.com/customer-support/holiday-season-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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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yments Journal，Forging a Path to a Frictionless Checkout，2022 年 4 月 19 日。     12. Dynamic Yield，The average shopping cart abandonment rate globally is 71.01%，2022 年 7 月。  

全面提升結帳流暢度
優化購物體驗

見解  

無論在實體店或網店中，一旦結帳流程緩慢或受阻，都會 
令客戶無比失望。你應放棄要求客戶先登入再結帳這種想法。 
半數受訪客戶表示，若網店要求結帳前須先建立帳戶或輸入 
密碼，會令他們感到不便11。 

建議 

客戶在節日期間忙於籌備各樣事項，壓力巨大。若你希望全面 
提高節日銷售表現，便需消除多餘的障礙或不流暢因素，以免 
妨礙客戶完成購物。方法很簡單：  

針對結帳流程，消除障礙或不流暢因素  

客戶期望結帳流程迅速流暢，一旦你的網站未能符合要求， 
他們便會另覓其他網店。每五名客戶中，便有一人會因繁複 
冗長的結帳流程而放棄購物車12。    

確保結帳流程便捷流暢的方法：  

提供訪客結帳選項，讓客戶無需建立帳戶，仍可順利結帳。

優化結帳流程，確保能夠在手機、平板電腦、桌面電腦和手提電腦等各式裝置上 
流暢運行。

移除不必要的表單欄位。

減少結帳流程中的點擊次數。例如在產品頁面上加入「立即購買」按鈕，方便客戶 
一鍵直接結帳，省略將產品加進購物車的步驟。 

提供多元化的付款方式 — 例如先買後付 (BNPL)、PayPal、電子錢包、信用卡和 
扣帳卡，讓客戶以喜愛的付款方式輕鬆購物。

https://www.paymentsjournal.com/forging-a-path-to-a-frictionless-checkout-process/
https://marketing.dynamicyield.com/benchmarks/cart-abandonmen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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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讓客戶安心結帳 

當客戶在網店中決定購買時，信任發揮著關鍵作用。若能贏得 
客戶信任，他們便會安心光顧你的網店。客戶結帳時須提供 
敏感資料，因此，你必須令他們相信這些資料是安全的。 

提供買家購物安全保障*，一旦商品未有送達或貨不對辦， 
客戶將可獲得補償。 

於結帳頁面展示你已採取的保安協定及措施，例如保安 
防禦或安全鎖標誌，令客戶更感安心。

重點展示客戶評價，讓客戶真實了解產品特點。   

採取行動

客戶網購時，最關注商家有否提供簡單而安全的結帳流程。 
利用 PayPal Checkout，只需一次整合，你便可提供更多付款 
方式，讓全球超過 200 個市場的客戶使 100 多種貨幣，以扣帳
卡、信用卡、PayPal 及十多種本地付款方式結帳。無論你需要 
簡易或全自訂結帳流程，都可找到合適的整合方案。 

作為全球最受信賴的品牌之一，PayPal 確保客戶結帳時倍感 
安心。合資格交易可獲享PayPal買家購物安全保障*，一旦商品 
未有成功送達或貨不對辦，客戶將可獲得補償，大大加強他們 
的信心。我們的安全平台每處理一單新交易，便會變得更聰明，
確保你時刻掌控合適工具，為客戶帶來安全的購物體驗。

如欲進一步了解優化客戶結帳體驗的貼士，歡迎瀏覽我們的結帳轉換率優化指南。

https://www.paypal.com/webapps/mpp/ua/useragreement-full?#pp-purchase-protection
https://www.paypalobjects.com/marketing/web/hk/business/digitise-thrive/reduce-shopping-cart-abandonment-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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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網上業務

節日旺季令商家應接不暇，網上欺詐風險也 
隨之增加。要同時應付蜂擁而至的客戶和猖獗
的欺詐活動，絕非易事。不過，你仍可透過一些
措施先發制人，阻截欺詐活動。來了解在全年
最忙碌的銷售高峰期間，如何保障業務安全。

13. Statista，Value of e-commerce losses to online payment fraud worldwide in 2020 and 2021，2022 年 3 月 25 日。

2021 年，網上付款欺詐估計令全球電子商務損失

200億美元
13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1273177/ecommerce-payment-fraud-losses-globally/


 – 為業務準備就緒，迎接節日旺季  |  17 數碼化     茁壯成長

加強網絡安全， 
創出節日佳績

保護網上業務

見解  

騙徒往往會趁著節日等高客流時段，群起出動。現時，客戶會 
提前至 10 月開始為節日購物14，部分商家甚至會在萬聖節期間 
推出與黑色購物節 (Black Friday) 同樣吸引的優惠15。儘管此舉
可有助確保產品供應穩定，但同時也為騙徒大幅延長欺詐時機，
並令你的業務遭受負面影響。

你可參考以下貼士 ，在忙碌的節日旺季為業務加強網絡安全， 
保護你的業務。

建議 

密切留意網站活動
一般而言，網站流量大增對商家有利，但這也可能會引起 
騙徒注意，令業務面對更大潛在威脅。你應以監察網站活動 
作為第一道防線，確保在關鍵節日旺季迅速偵測可疑活動， 
避免業務增長受阻。

14. TransUnion，Suspected E-Commerce Fraud Attempt Rates Between Thanksgiving and Cyber Monday Increase 25%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Year，2021 年 12 月 2 日。     15. Inetco，Top 5 Payment Fraud Types Banks and Merchants Should Be Aware of in 

2021，2021 年 5 月 11 日。  

不妨留意網站上的異常活動：

帳戶建立數量增長不尋常。 

訂單金額異常地高。 

帳單地址與運送地址不符。 

電郵地址看似由機器自動產生。 

同一筆訂單以多張信用卡付款。

https://newsroom.transunion.com/suspected-e-commerce-fraud-attempt-rate-between-thanksgiving-and-cyber-monday-increases-nearly-25-compared-to-the-rest-of-the-year/#:~:text=TransUnion%20(NYSE%3A%20TRU)%20released,were%20potentially%20fraudulent%5B1%5D
https://newsroom.transunion.com/suspected-e-commerce-fraud-attempt-rate-between-thanksgiving-and-cyber-monday-increases-nearly-25-compared-to-the-rest-of-the-year/#:~:text=TransUnion%20(NYSE%3A%20TRU)%20released,were%20potentially%20fraudulent%5B1%5D
https://www.inetco.com/blog/top-5-payment-fraud-types-banks-and-merchants-should-be-aware-of-in-2021/#gref
https://www.inetco.com/blog/top-5-payment-fraud-types-banks-and-merchants-should-be-aware-of-in-2021/#g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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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交易和客戶資料   

一旦資料洩漏或信用卡資料被盜取，你的業務和商譽便可能 
遭受重挫。不過，你可採取一些措施，免受騙徒侵害，同時 
確保交易安全： 

啟用多重身份驗證功能，例如當客戶付款時，向其手機 
或電郵發送一次性安全代碼。

利用安全連接加密資料，加密技術可將資料轉換為代碼， 
一旦敏感資料落入不法之徒手中，他們亦無法使用。 

採用 AVS 地址核實系統或信用卡認證碼 (CVV)，為無卡交易
提供多一重保障。

定期更新軟件，預防資料外洩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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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

透過密切監察潛在欺詐活動，配合各式保護客戶資料的工具，
你將能加強網站的整體保安，並贏得客戶信任。

希望享用更安心的體驗？PayPal Commerce Platform 的欺詐
預防功能配合 PayPal 賣家交易安全保障*，有助大幅減少撤銷
付款個案，一旦發生特定的欺詐活動時，更可為合資格交易 
提供保障。從此，你無需再花心力自行監察潛在欺詐模式及 
評估風險，可重新專注於提高節日銷售額。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欲了解更多預防業務欺詐的方式，歡迎
瀏覽我們的欺詐防範指南。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ua/seller-protection
https://www.paypalobjects.com/marketing/web/hk/business/digitise-thrive/protect-your-business-from-cybercrime-z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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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銷售佳績， 
由選用PayPal 開始 

網上銷售蓬勃發展，隨著節日將至，加上季節性網購消費者對欺詐問題感到憂慮， 
要善用節日商機，同時保障商譽和利潤，你可以遵循久經驗證的業務策略，並利用 
以數據為本的工具，推動業務增長。何不趁現在把握時機，開始為節日銷售旺季 
做好準備？

PayPal 獲全球過百萬商家選用，助你連繫全球客戶，讓他們輕鬆自選喜愛的付款 
方式。PayPal 提供強大而安全的解決方案和保安技術，配合完美平衡的便利性與 
靈活體驗，為商家帶來全方位支援和協助，助你順利迎接將至的節日旺季，創出 
歷年最佳的銷售成績。

開始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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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aypal.com/hk/busin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