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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使用篇 

1. 什麼是澳門好幫手 - 搜索？ 

澳門好幫手 - 搜索是一個商業目錄及資訊平台，當中包含各式各樣的

商戶基本資訊，同時展示商戶各種產品，配以一系列站內網路推廣工具及

站內搜索引擎，讓用戶從站內、外均可快速、精準搜索到本澳眾多商戶及

商品，務求打造一個集全澳最齊全商戶及商品資訊平台。澳門好幫手 - 搜

索亦針對商戶經營規劃，從而訂製了不同套餐，功能涵蓋電商熱門推廣工

具，以配合澳門電商發展趨勢。 

2. 一個 CyberCTM 極動感帳號可以申請幾間商戶？ 

現時我們並無對此設定上限，商戶只需透過一個帳號，即可於本服務

中登記申請及管理多間商戶，從而更便捷地管理商店、商品資訊、一鍵發

佈功能、列印帳單等。 

3. 澳門好幫手 - 搜索有手機版面嗎？ 

澳門好幫手 - 搜索除設有網站版面頁外，同時亦因應移動商務，開發

了自適應的手機版面，當然，所有商戶及商品資訊於手機版面亦一覽無遺，

更可結合社交網站將資訊一鍵發佈至粉絲專頁上，除節省時間外，更達至

全球宣傳效果。透過掃描網站上的 QR Code，直接取得電子商業名片，亦

可於手機上瀏覽各商戶不同商品，輕鬆簡單。 

4. 有沒有幫忙入資料的服務？ 

我們會向收費客戶提供首次免費輸入資料服務，及後每次更新資料每

月收費為澳門幣 MOP$200，服務範圍包括關於我們、服務介紹、聯絡我們

及產品介紹之圖片及文字更新一次，所有資料均由客戶所提供，更新資料

不得超過 800 字。您可將資料發送至 ctmds_team@ctm.com.mo 處，即會有專

人協助，需時 5 個工作天，在此期間，建議您暫時不要使用後台管理。 

5. 澳門好幫手 - 搜索有什麼功能？ 

澳門好幫手 - 搜索功能繁多，除使用商業目錄外，亦可體驗一站式推

廣服務，從商戶資訊到商品展示均一應俱全。結合後台，您能夠輕易管理

商戶資訊、產品資訊、設定關鍵字、活動優惠發佈、社交網站一站式發佈

等，加深用戶對您的印象，除此之外，透過商品展示，商戶可隨意上傳最

新產商品及標示價格，以吸引用戶目光，您亦可開設分店，讓用戶找到最

接近他的店舖位置，同時亦可對比店與店之間產品的差異，從而促使線下

交易。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fasm90weao0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sfs6l2on6mxu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q1878ua3ohtg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fl07bv1rkbv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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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可以怎樣管理我的商戶頁面？ 

澳門好幫手 – 搜索 功能一應俱全，並設有商戶管理後台功能，只需

進入 sme.macaugoodhands.com 頁面，即可到達管理頁面，並按照後台的

各種指示進行操作進行資料修改，方便快捷，又或是下載操作手冊，即可

快速上手。後台管理系統除包括商戶、商品編輯外，亦收納流量報表數據、

帳單明細或其他相關設定。 

7. 我有超過一家或以上的分店，可以怎麼辦？ 

分店功能可讓用戶看到您的所有分店列表，以及連結至各分店頁面，

而每家分店之門面相片及所販賣之商品可能不盡相同，故此，透過分店功

能，您能有效管理任一分店資料及商品資訊，所開設之分店與一般商戶頁

面並無明顯差異，如商品展示、社交平台一鍵發佈等，你亦可設定店與店

之間的定位，如總店或分店等。使用戶對您的所有店鋪有更深的認識，亦

能比較店與店之間產品之差異及所在地點，一目了然。 

8. 我可以綁定臉書粉絲專頁並進行一鍵發佈嗎？ 

近年社交平台的興起，使得商戶推廣更易，一眾大小商戶紛紛開設粉

絲專頁，務求得到用戶青睞，然而，過多的平台易造成混淆，每當發起優

惠活動均需登入頁面進行貼文發佈，往往費時失事，有見及此，澳門好幫

手 - 搜索透過結合社交平台一鍵發佈，使得您能更便捷地發佈消息，所有

訊息均會即時發佈至您的粉絲專頁內，省時省力。 

9. 我可以綁定 WeChat (微信)？ 

現階段並不開放 WeChat 綁定功能，但是，您可透過點擊商店頁面的

分享功能列，並找到 WeChat，並將商店獨有之鏈結分享至 WeChat 朋友圈，

從而讓你接觸到市場上其他的潛在客戶。 

10. 綁定後的 Facebook 帳戶，可以取消授權嗎？ 

用戶於本站開通 Facebook 發佈功能前，必須先授權我方進行存取動

作，如此便能透過本站進行一鍵發佈，然而，一旦商戶更改帳戶或停止服

務，必須自行到 Facebook 手動取消授權，此後本站便不能進行存取，假設

用戶日後再次開通服務，只需於本站內重新輸入相關資訊及授權，即可繼

續享有本服務。 

11. 我應該如何轉換商戶的 CyberCTM 極動感管理帳號？ 

每家商戶均綁定一個 CyberCTM 極動感帳號，若商戶想更改為其他綁

定帳號時，您可填寫“商戶資料更改表格”，填妥後交由我們處理，並會

於七個工作天內送出確認郵件通知您更改情況。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v3o41nqczw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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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帳單明細並列印？ 

只需登入帳號並點擊一站式商業服務，繼而進入商戶管理後台，於右

方功能列表中找到帳單列印，進入後會以列表方式顯示，並列出您曾購買

的所有服務，一目瞭然，找到相對應的帳單即可查閱帳單明細，並可同時

選擇延長套餐時間或加購增值服務，你亦可直接點擊印列將帳單印出。 

13. 我可以在哪裡找到條款及細則？ 

請先進入一站式商業服務，於首頁右下方有一橘色按鈕，點擊即會進

入“幫助中心”，頁面已整合部分常見問題，亦提供各種操作指引或提示，

以助您快速熟習平台各功能及操作，如版面上未能找到合適的指引，您亦

可透過點擊右上角的“常見問題 FAQ”或“下載說明手冊”，兩份文件均

詳細說明各種情況及其解決方案。 

14. 忘記密碼，如何找回？ 

於申請使用本服務時，帳號之用戶名及密碼會自動郵寄至您申請服務

之郵件地址，而本帳號亦適用於 CyberCTM 平台任一服務，倘若忘記密碼，

你可透過找回密碼功能重新設定密碼組合。若用戶名、密碼、郵件等均已

遺忘，可透過填寫“商戶資料修改表格”重新申請綁定新帳號。 

15. 如果有任何功能不明白，可以怎樣咨詢？ 

我們提供在線幫助中心 http://sme.macaugoodhands.com/以便查閱如何使

用平台中的各種功能，如果幫助中心以及用戶手冊未能解答您的疑問，可

以直接聯繫 ctmds_team@ctm.com.mo，我們有專人為您解答疑難。 

16. 發現資料錯誤，應該怎麼辦？ 

請先登入至澳門好幫手 – 搜索，點擊我是商戶，進入頁面後，於頁

面左方找到欲修改之資料類別，例如我要修改公司地址，請先點擊公司資

料更新並找到中文地址，輸入正確地址即可。然而，商戶發生無法解決之

問題，可郵寄至 ctmds_team@ctm.com.mo。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g2sh8sz0eb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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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款篇 
1. 如何申請澳門好幫手 – 搜索？ 

申請澳門好幫手 – 搜索共有 3 種方式，分別是網路申請、門市申請

及直銷，以下將根據 3 種申請方式作解釋： 

a. 網站申請：進入一站式商業服務平台，點擊右上方的“我是商戶”

並跳轉至商戶資訊面版，繼而點擊右上方“新增商戶”，並按照

指示申請一個 CyberCTM 極動感帳號，完成申請後會跳轉至商戶

資訊頁面，填妥資料並送出，七個工作日內會收到確認郵件。 

b. 門市申請：前往任一 CTM 門市索取商業目錄申請表，完成後交予

門市員工，七個工作日內會收到確認郵件。 

c. 直銷：CTM 的直銷員工會走訪各商戶推廣本服務，如適逢直銷員

工正銷售計劃，不妨上前詢問相關細節及申請服務，一經審核，

您即可享有平台推廣優勢。 

2. 澳門商業目錄和中小企網頁套餐需要收費嗎？ 

因應您的經營規模及需求，澳門好幫手 - 搜索共有三種套餐供您選購。 

a. 免費套餐適用於微小型商戶，對於小本經營或對網路不熟悉的您，

可嘗試免費套餐體驗網路帶來的多種好處及優勢。 

b. 基礎套餐適用於小型商戶，服務包含商品展示、社交網站一鍵發

佈、活動推廣、流量報表及一系列網路推廣工具，為有意接觸網

民的商戶，打開一道通往網路世界及電子商務的大門。 

c. 進階套餐適用於中型商戶，除上述功能整合外，亦進一步擴大商

品展示數量，使得推廣範圍更廣泛，其次，新增分店展示功能，

使得用戶明晰店與店之間不盡相同的產品，亦加深用戶對於不同

分店的印象。 

3. 若我的商店沒有公司介紹和相片，該怎麼辦？ 

您可選擇加值服務 - 文案及相片拍攝，並按照銷售員的指引，提供產

品相片及文字等資料，提交後，需時五個作天完成，完成後會將所有資料

寄送至您的郵箱。 

4. 加值服務可單獨購買嗎？計算方式及期限如何計算？ 

當然可以，加值服務開始時間由申請通過日始計算，結束時間為開始

日期加購買月數，假設購買日為 3 月 1 日，購買 3 個月，結束日為 6 月 1

日，假設購買日非每月首日，如 3 月 10 日開始，結束日則為 6 月 10 日。 

為免商戶因忘記續費而停止服務，我們會額外顯示最多 7 天作寬限期，

亦會於加值服務結束 5 天前發送訊息通知商戶續費，簡而言之，頁面最多

保留至下月首個星期，所開通功能之內容亦只會最多保留 3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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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店功能可獨立購買嗎？ 

只要選購進階套餐，隨即開通分店功能。若您在申請免費或基礎套餐

後，有意開通分店功能，可選購加值服務中的“澳門商業目錄 – 分店展示”

以開通服務，分店功能按月作為收費計算單位，並不設彈性收費，而本功

能之結束時間會因應功能開通當日始計算，若分店功能體驗良好，可考慮

升級至進階套餐。 

6. 產品數量超出套餐限額，能個別購買抑或只能升級套餐？ 

除免費套餐外，基礎及進階套餐均預設分別 20、50 個商品展示欄位，

若商戶有意額外新增商品展示數量，可加選購“澳門商業目錄 – 商品展

示”，或考慮升級至進階套餐。 

7. 套餐開始和結束時間是怎麼計算的？ 

套餐開始時間由申請通過日始計算，結束時間為開始日期加購買月數，

假設購買日為 3 月 1 日，購買 3 個月，結束日為 6 月 1 日，假設購買日非

每月首日，如 3 月 10 日開始，結束日則為 6 月 10 日。 

8. 如何升級套餐服務？ 

  升級套餐必須透過網上申請，只需進入管理頁面並登入帳號，繼而點

擊帳單服務，找到相對應的訂單，選擇所升級之服務計劃及服務使用期限，

即會跳轉至付費頁面，一旦確認付費，功能便會馬上開通。請注意，若您

的套餐在還未到期前選擇升級，由於之前已繳付了款項，對已繳費但未使

用的期間，我們只會收取升級費用的差額。 

9. 購買產品後，可以取消服務或退款嗎？ 

當付款成功那一刻起，本服務買賣已成立並有法律效應，根據本平台

相關服務細則，所有服務購買後，不設退款。客戶可取消服務，但已繳付

的款項不會退回。如若有任何疑問，請聯絡 ctmds_team@ctm.com.mo。 

10. 推廣價格至何時完結？完結後的收費為何？ 

本服務旨在協助本澳中小企“走出去”，以較優惠的價格吸引商戶，

協助商戶進行網路行銷的同時，亦不會造成經營上的壓力，故此現階段仍

會以推廣價格進行推廣，在往後的日子，不排除可能因應市場趨勢進行小

幅度調整，當然，調整幅度會控制在合理範圍內。 

11. 若沒有在續費，網站保留至什麼時候？ 

我們會於服務結束前 5 日提示您是否要續費，如到期日如沒有續費，

網站就會暫時屏蔽，若要繼續使用，就要在過期日起 7 天內續費，7 天後

還沒有續費，便不能繼續使用本服務，3 個月後所有資料會完全刪除。如

若想再次使用中小企網頁套餐，請進入 sme.macaugoodhands.com 重新購買。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yrrgnjoj9spy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x-AEiF81M2XYTPu9S3BeCQyXPx5b48_0DQcxKJoyzIA/edit#heading=h.nzn1ydw9a2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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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聯絡 

直銷中心熱線：66130002 

客戶服務熱線：1000 

電郵查詢：ctmds_team@ctm.com.mo  

電郵支援：解答需時 3-5 個工作天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以上任何形式咨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