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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項目 內容 

1. 課程名稱 

 

電子商務會計 

2. 課程提供機構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3. 學習範疇／課程組別 

 

商業、管理及法律／ 

會計及金融 

4. 教學語言 

 

中文或英文 

 

5. 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程後，學生應能： 

 

(1) 展示對營商環境及主要業務功能有基礎的認識； 

(2) 應用會計準則及原理，在電子商務環境下編製財務報表； 

(3) 利用會計軟件記錄業務交易及編寫財務報告； 

(4) 展示對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專業操守和社會責任有基礎的認

識； 

(5) 整合知識和技能以建立電子商務財務模式；及 

(6) 提升相關範疇之升學及就業發展所需的自我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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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課程圖 – 組織與結構 
  

A. 電子商務概念及知識 

單元一︰電子商務：價值創造

（30小時） 

1. 營商環境 
2. 商業流程 
3. 電子商務營運模式 

4. 會計與其他商業功能的關係 
5. 資訊科技的角色 
6. 企業管理系統簡介 
 

單元四︰電子商務會計的應用 

（30小時） 

1. 資訊科技與會計的融合 
a. 資本融資方式 
b. 電子採購 

c. 網上付款系統 
d. 數碼市場營銷 

2. 良好的會計慣例、商業道德
及社會責任 

3. 業務發展的趨勢 
a. 大數據 
b. 商機 
c. 資料保護與安全 
d. 區塊鏈技術與人工智能

應用概論 
 

 

B. 商業會計知識及技術 

單元二︰商業會計（45小時） 

1. 財務會計 
a. 會計的角色 
b. 複式會計 
c. 試算表 
d. 原始分錄帳簿 

e. 會計原則及概念 
f. 年結時帳目調整 
g. 財務報表 

2. 管理會計 
a. 成本、管理及財務會計 
b. 成本分類、概念及術語 

c. 預算規劃及成本控制的目標 

d. 收支預測 

單元三︰會計軟件應用（30 小時） 

1. 各種會計軟件系統簡介 
2. 簡易會計系統 

a. 公司資料檔 
b. 會計循環 
c. 帳目表 

3. 數據紀錄及處理 
a. 各種業務交易 
b. 客戶、供應商及存貨 

4. 會計報告及財務報表 
a. 各種會計報告及財務報表 
b. 銀行往來調節表 

c. 試算表應用軟件 

C. 綜合及應用 

單元五︰專題研習 

（45小時） 

1. 電子商務財務模式 

a.  建立預算 

b.  可持續財務模式 

2. 電子商務環境的業務模式 

a.  市場營銷策略 

b.  物流及供應鏈管理 

c.  客戶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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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情境 

• 有關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的資訊有助提升學生對應用學習課程相關行業及發展機會的了解。在升學及就業方面，成功

完成應用學習課程的學生仍須符合有關機構的入學或入職要求。 

• 應用學習課程在升學及就業的資歷認可，由個別院校及機構自行決定。 

 

 
升學及職業發展路向 

 

升學 

 例如：會計、工商管理、管理及市場營銷  

 
職業發展 

 例如：會計助理、銀行客戶服務主任及行政助理 

 

專業資格  

 例如：英國倫敦商會(LCCI)國際資格、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ACCA)專業會計先修(FIA)資格 

 

 

     

與核心科目及其他選修科目的關係 

 

提升及增益，例如： 

 透過增加對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

的認識，本課程強化學生在企業、

會計與財務概論科的學習 

 
開拓空間，例如： 

 修讀科學科目的學生可擴闊於電

子商務、會計、市場營銷及資訊科

技的知識 

 

 

 

  與應用學習其他學習範疇／ 

課程的關係 

 

例如： 

服務 

 同時修讀服務有關課程的學

生，可於市場營銷情境中應

用溝通及人際技巧 

 

 

 

電子商務會計 

 

   

     

 在初中教育發展的基礎知識 

 

本課程建基於學生在下列學習領域所獲得的基礎知識上，例如︰ 

 數學教育 － 計算及數據處理 

 科技教育 － 電腦技巧、資訊處理及管理、策略及溝通效率 

 個人、社會及人文教育 － 人際技巧、社會責任、經濟及資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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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學與教 

 

課程名稱 ： 電子商務會計 

學習範疇 ： 商業、管理及法律 

課程提供機構 ： 香港城市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電子商務會計課程學與教活動的設計以學生為本，讓學生認識有關的基礎理論和概念，從而

培養他們的共通能力，並建立他們對會計和商業的就業期望。 

 

學生在不同形式的活動有系統地認識不同的情境（例如：會計理論及電子商務環境的課堂、

專題報告及互動活動）及體驗情境的複雜性以拓闊視野（例如：參觀工商機構、與會計或電

子商務業界人士進行交流）。 

 

學生從實踐中學習，在真實或模擬的工作環境中認識相關的要求，掌握基礎知識和技能，以

便日後在相關的範疇內繼續升學（例如：使用會計軟件製作財務報表及財務報告的練習）。 

 

學與教活動亦鼓勵學生培養正確的概念、應用及反思能力，並透過實踐，表現出企業家精神

與創新精神。學生有機會整合所獲得的知識和技能，並鞏固他們的學習（例如：透過專題研

習，讓學生有機會探索商業意念、財政預算及風險管理，並建立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可持續財

務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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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學習 

2023-25 年度；2025 年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應用學習課程支柱的情境化描述–電子商務會計 

透過與課程相關的特定情境，學生有不同的學習機會（舉例如下）：  

1.  與職業相關的能力 

- 透過到訪業界的工作場所及與業界人士交流，了解商業的核心能力； 

- 透過設計模擬商業情境，培養商業觸覺；及 

- 展示編寫及分析財務報告的實務技能，例如運用合適的會計軟件作財務紀錄及計

劃電子商務財務模式。 

 

2.  基礎技能 

- 應用一系列資訊科技技巧，如搜尋財務資料及利用圖像匯報資料； 

- 應用數學能力以分析會計數據及計劃預算；及 

- 在模擬的電子商務及會計環境下，參與小組討論、匯報及互動活動，以展示有效

的溝通技巧。 

 

3.  思考能力 

- 當面對不同的商業困難時，展示解難能力；並以橫向思考方式解決問題； 

- 透過評估不同的資本融資方式、採購方法、付款系統及營銷策略，發展慎思明辨能

力；及 

- 比較及識別相關財務資料以分析公司的財務狀況及制訂商業發展的策略。 

 

4.  人際關係 

- 認識關係管理，例如解決衝突、支持團隊合作及協作； 

- 透過與同學及商界人士互動，展示人際技巧及協作技巧；及 

- 透過計劃電子商務營運，發展自我管理能力，如良好管理時間及工作優次排序的技

巧。 

 

5.  價值觀和態度 

- 認識誠實和誠信在商業環境中的重要性； 

- 了解知識產權的重要性；及 

- 評價社會責任及商業道德對企業的長遠利益及可持續性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