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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隨著電子商貿蓬勃發展，消費者的購買欲持續上升，大眾經常會衝
動購物，購買不常使用的物品。然而，大東南亞領先分類買賣平台
Carousell 旋轉拍賣集團（Carousell 集團）給與消費者再買賣交易的
選擇，避免大眾陷入買新棄舊的循環。本報告旨在簡介再買賣交易於
大東南亞地區扮演的角色及相關趨勢，並闡述實踐可持續消費模式
的迫切需求，同時分析消費者購物行為及預測再買賣交易的未來趨勢。
每當你購買、出售或贈送二手物品給他人時，你已選擇再買賣交易，
並成為循環經濟的一部分。當初創立 Carousell，是希望應對過度消
費及物品過剩的全球問題，我們生活中有很多未能充分使用的物品，
最終只會扔掉或存放在家，而本報告將進一步詳細探討此問題。如果
把物品出售或購買二手商品，則能把物品送予更有需要的人，讓其重
獲新生，從而減少浪費，創造出雙贏局面。
Carousell 在大東南亞地區開創了移動分類市場，並在過去九年改變
了區內的分類市場體驗。以往的購買過程較為繁瑣，而且僅限桌面電
腦，現已簡化到只需用手機拍照，即可輕鬆出售或瀏覽商品。通過採
用人工智能、數據和預測功能，二手買賣過程變得更加流暢，有效推
動了區內的再買賣交易趨勢。Carousell 將會解決更多買賣二手商品
的障礙，重新定義分類市場體驗，重點提升交易過程的便利性和信任
度，使二手商品成為購物首選。
本報告將概述大東南亞區再買賣市場日趨增長的幾個原因。當務之
急應對循環消費模式的環境需求。時裝和電子產品不僅是 Carousell
平台的兩大類別，也是區內最不可持續消費的產品。因此，Carousell
積極推動負責任消費，鼓勵大眾參與循環經濟，驅動關鍵業務。
Carousell 的願景是希望啟發消費者把二手商品視為購物首選。這轉
變對環境至關重要，亦預料將成為未來十年的焦點。到了 2030 年，我
們希望能顛覆以往購物模式：再買賣交易成為電子商貿的主要業務，
而買賣全新商品則變成輔助業務，從而鼓勵消費者重用物品，只在必
要時或售出物品後才購買新商品。

吳承瀚、陳翊偉和郭修瑞
Carousell 聯合創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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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報告採用 Carousell 集團旗下品牌的數據，涵蓋多種分析方法。
報告盡量整合各種數據，以用更宏觀的角度進行說明。數據單位註明
於圖像標題旁邊。
Carousell 於 2021 年 6 月進行可持續發展調查，調查集團在香港、
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台灣和越南的 3,029 名用戶，
為期約一周。調查對象包括賣家、買家、日常賣家及商家。

專業術語

需求
Carousell 和 OneKyat 平台上的商品瀏覽量，以及用戶在 Mudah.my
平台上表達興趣的暢銷商品
供應
所有平台上的商品列表
搜索
所有平台上的關鍵字搜索
二手
除非用條件過濾器標示為「已使用」
，否則指的是日常賣家和商家出
售的二手商品，以及業餘日常賣家的全新商品

鳴謝

我們衷心感謝新加坡永續發展與環境部、台灣統一企業集團
及統一超商 7-Eleven、Green Ladies、All Cars Manila 和
Fashion Revolution 提供的寶貴意見和分析。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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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為什麼需要再
買賣交易?
Sold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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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電子商貿正在蓬勃發展。
這種趨勢早於疫情前出現，隨後
呈指數性加速上升，預計 2025
年的電子商貿數字將增加兩倍，
商品交易總額超過 3,000 億美元
的 (GMV)1。然而，隨之而增長的
過度消費行為及保護環境的逼
切性。
根據聯合國最新公布的 2021 年
氣候變化報告，亦即給予人類的
紅色代碼（緊急警報）2，全球暖化
現象已經失控至近乎無法挽回的

地步，因此大眾須迅速採取行動，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受用完即棄文化及無止盡購買行
為影響，速食時裝日趨盛行，時裝
產業的碳排放約佔全球總量的
10%，全球碳排放消耗超過 79 萬
億升水生產棉花和其他紡織品，
而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廢物則超過
9,200 萬噸3。

行業，你去年買的新手機因今
年推出更新型號而變得過時。
在未來的 30 至 50 年，全球電
子垃圾預計將翻倍增加。隨著
電子產品消費激增，亞洲一直
是全球產生最多電子垃圾的
地區，聯合國大學最新的年度
電子垃圾報告指出 4，亞洲於
2019 年產生了 24.9 兆噸的電
子垃圾。

除時裝外，電子產品也是另一
個鼓吹盲目購物心態的週期性

時裝

電子垃圾

用水量超過
79 萬億升，
相當於 3,160 萬個奧運
標準游泳池。

清理 9,200 萬噸垃圾大約需要
760 萬輛垃圾車 (相當於香港總
人口數量)。

(以 1 輛垃圾車能清除 12 噸垃圾為基準)

24.9 兆噸電子垃圾相當於約
191,538 頭成年藍鯨的總重量。
(以一頭成年藍鯨體重 130,000 公斤為基準)

圖1
第一部分：為什麼需要再買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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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大行業生產壽命較短的
產品，鼓吹消費主義及用完即棄
的心態。電子產品公司應用「計
劃報廢」概念，縮短商品壽命5，
而時裝巨頭則生產不可持續服
裝6。儘管消費者能選擇購買以
可持續物料製造，及以可持續方
式生產的商品，但即使產品採用
負責任生產模式，我們也要停止
購買新產品，因為商品生產得太
多，自然也會增加浪費。
要應對浪費問題，就要減少消費
者對新物品的需求，即減少整體
消費，盡可能買賣二手物品，以
及捐贈或轉售用過的物品予有
需要的人。

第一部分：為什麼需要再買賣交易?

即使採用負責任
生產模式，我們也
需要停止購買新
產品

不可持續的消費模式嚴重破壞環
境，問題備受全球關注。東南亞地
區迫切需要評估消費者行為，並
設法應對不斷蔓延的消費主義
思想。

Carousell 再買賣指數

7

第二部分

消費者購物
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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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Carousell 集團用戶曾購買二手商品，每 10 個用戶中便有
3 人盡可能只購買二手商品
100%
92%
86%

85%

75%

83%

83%
78%

72%

76%

59%

50%

25%

0%

集團

菲律賓

台灣

香港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緬甸

圖 2.1.1 受訪者被問及「您有否曾在任何平台或商店購買二手商品？
（包含日常賣家出售的
未用及全新產品）」
資料來源：Carousell 集團可持續發展調查

印尼

“Saya berterimakasih
karena selama
masa Pandemi, saya
mendapat income
tambahan dari
berjualan furniture
second branded yang
saya miliki.”

「我非常感恩，因為在疫情期
間，我能透過 Carousell 出售
二手傢俱，賺取額外收入。」

第二部分：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隨著全球對過度消費造成的環
境影響越趨關注，越來越多人進
行再買賣交易。環球市場數據統
計公司 Statista 指出，全球轉售
市場價值預計將於 2023 年達到
1
4,310 億美元。
全球諮詢公司 Bain 估計，如果東
南亞地區優先考慮可持續方案，
將有效幫助解決環境問題，而且
每年可在零售、醫療保健和教育
領域增加合共 750 億美元的經濟
收益2。
大東南亞地區的綠色經濟現正蓬
勃發展，我們仔細研究市民對二
手商品的開放程度。八個市場中，
72% 的 Carousell 集團用戶曾購
買二手商品，而有七個市場的數
據都超過 76%。在 72% 受訪者當
中，30% 表示盡可能只購買二手
商品，21% 則因環保原因選擇購
買二手商品。
電子產品及相關類別是受訪者最
願意進行二手交易的產品。馬來
西亞、越南和緬甸用戶把電腦、手
機及平板電腦等電子產品列為最
願意購買的二手商品，而香港用
戶最願意出售和購買的產品皆是
玩具和遊戲，反映電子遊戲機十
分普及，至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
用戶則把家居用品、傢俱及電器
列為二手銷售的首選。二手服裝
買賣的受歡迎程度僅次於電子產
品，尤其是在菲律賓、印尼和台灣
市場。

Carousell 再買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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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最願意買／賣的二手物品類別
買

香港
印尼
馬來西亞

賣

玩具及遊戲（包括遊戲機、
電子遊戲）44%

玩具及遊戲（包括遊戲機、
電子遊戲）41%

攝影及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46%

家居、傢俱及相關用品 48%

服裝 74%

服裝 85%

攝影及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64%

攝影及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64%

新加坡

娛樂(書籍、文具、音樂)
39%

家居、傢俱和相關用品
40%

台灣

服装 52%

緬甸
菲律賓

越南

服装 58%

服装 75%

服装 62%

電子設備(相機、電腦、手機、 電子設備(相機、電腦、手機、
平板電腦、電視機) 65%
平板電腦、電視機) 69%

圖 2.1.2 受訪者可選擇一個或多個最願意買／賣的二手物品類別。以上表格按選項的百分
比計算，並按優先順序排列。
資料來源：Carousell 集團可持續發展調查

香港

「我最近出價買了 3 款首飾，到
交收時，賣家好有心，她携帶一大
包幾重的首物，好有耐性咁給我
任意選擇及試戴，除了需時外，她
還很友善，如果在一般店舖是無
可能做到，那次是我經此平台購
物是最開心及難忙的經歷，真的
衷心感謝她！」

第二部分：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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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二手商品的原因
實用性是用戶選擇二手商品的
主要原因。根據各個市場所得的
數據，物有所值是最受歡迎的原
因，佔 68%。而香港、馬來西亞、
新加坡和菲律賓市場更有超過
70% 受訪者選擇此原因。此外，
相當大比例的受訪者 (21%) 選擇
了環保原因，其中香港以 45% 排
名第一，新加坡和台灣則分別 為
30%。經濟持續增長，加上千禧
世代用戶人數增加，提高了大眾
的可持續意識，促使追求環保成
為選擇二手商品的一大原因。上
述數據亦與 IAB SEA+India 及
Carousell Media Group 早前發
表的報告3 同出一轍，該報告指出
95% 東南亞和香港千禧世代認為
購買二手商品更符合可持續發展
理念，當中 50% 的受訪者更表示
非常認同這做法。

我們向曾購買二手商品的受訪者（72%）了解其購買二手商品的
原因
購買二手商品物有所值
香港 82%
馬來西亞 78%
新加坡和菲律賓 74%
環保原因
香港 45%
台灣 30%
新加坡 30%

我們向從未購買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28%）了解能推動其購買
二手商品的因素
產品認證/保障
菲律賓 72%
新加坡 56%
馬來西亞 39%

圖 2.1.3 曾購買二手商品的受訪者被問到「你購買二手商品的理由是什麼？」
，而從未購買
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則被問到「有什麽因素會令你考慮購買二手商品？」
資料來源：Carousell 集團可持續發展調查

“I always use Carousell to find a new home for
underused products or products that no longer
spark joy. The times where I’ve sold them
successfully have been great. I’ve also found
some great secondhand finds from Carousell,
including games and apparel. I can save money
and help the environment at the same time.”

新加坡

「我經常使用 Carousell 出售舊物，為未能充分使用或不再喜歡的物
件尋找新家。每次能夠順利出售產品，我都會十分有成功感。我也非
常滿意在 Carousell 買到的二手遊戲和二手服裝，既可節省金錢，又
能保護環境。」
第二部分：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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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出一支十年前買的精品
手錶，幾秒內馬上被買走，買
家說和他以前遺失的一個錶
很像，當天直接約面交，是個
很神奇很有緣的經驗！在旋轉
拍賣 po 上東西時，我一次都
po 很多而且價格很低，所以
常常當天就會有一兩個人來
買、好多人按讚，這時候效率
蠻好的。」
在購買二手商品的困難上，曾購
買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當中，有
30%表示會盡可能購買二手商
品，亦是印尼 (70%) 和緬甸 (61%)
受訪者所分享的首要原因。

台灣

而從未購買過二手商品的 28%
受訪者表示最擔心商品的質量
(68%)，當中 16% 表示從未考慮過
二手商品。

我們向曾購買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72%）了解他們可能選擇不
購買二手商品的原因
擔心商品品質
台灣 79%
香港 77%
新加坡 71%

我們向從未購買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28%）了解他們不購買二
手商品的原因
擔心商品品質
菲律賓 88%
台灣 79%
香港 74%
圖 2.1.4 曾購買二手商品的受訪者被問到「甚麼原因驅使你可能選擇不購買二手商品？」
；
而從未購買過二手商品的受訪者則被問到「甚麼原因驅使你不購買二手商品？」
資料來源：Carousell 集團可持續發展調查

第二部分：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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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商品的賺錢潛力
按區域統計，受訪者估計家裡平均有 35 件不需要的物品可以出售，
當中以印尼的平均數量最高，達 57 件。同時，當地跟新加坡、香港和
台灣一樣，擁有最多估計自己有超過 100 件物品可供出售的用戶。
整個地區而言，受訪者估計家裡總共有

102,556 件不需要的物品
可以出售。

估計可出售之不需要物品——平均數量最高
的市場：
印尼

57

台灣

52

香港、菲律賓

43

預期有超過 100 件不需要物品可供出售——
用戶最多的市場：
新加坡

菲律賓

印尼

台灣

4% 受訪者估計他們可以透過出售不需要的物品賺取超過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馬來西亞

“Carousell
banyak membantu
saya kerana
saya seorang
shopaholic yang
suka membeli
pakaian. Bukan
saja saya dapat
menolak barang
terpakai saya,
saya juga gembira
melihat barangbarang saya pergi
kepada orang
lain.”

「我是個很喜歡買衣服的
購物狂，Carousell 對我幫
助很大。我不但能整理自
己的二手物品，也很高興
能為物品找到新家。」

1,000 美元
500 美元
0 美元

嬰兒潮世代
千禧世代
X 世代
Z 世代
(1946 年 – 1964 年） （1965 年 – 1980 年） （1981 年 – 1996 年） （1997 年 – 2012 年）

圖 2.1.5 受訪者被問到家裡有多少用過或未充分使用的物品他們覺得不再需要，並估計出
售所有物品後能賺取的金額。
資料來源：Carousell 集團可持續發展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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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Carousell helped me declutter and earn
from my stuff. This platform also gives m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space for new purchases
and at the same time, help people look for the
things that they need with a good price and
good quality even if it is already used.”

「Carousell 幫助我清理多餘物品並從中賺錢。這個平台也給予
我騰出空間、購買新物品的機會，同時能幫助他人找到價錢合理、
就算是用過品質卻良好的必需品。」

越南

a culture of
“Chợ Tốt encourages
rifty practice.
th
d
an
ng
pi
op
sh
e
bl
sustaina
sed items have found
Dozens of my underu
y that my items can
pp
ha
I’m
.
es
m
ho
w
ne
of life.”
now have a new lease

未充分
節儉的文化。我為數十件
和
物
購
續
持
可
勵
鼓
t
Tố
「Chợ
獲新生。」
很高興自己的物品能重
我
。
家
新
了
到
找
品
物
使用的

馬來西亞

“Semasa lockdown di Malaysia, saya dapat
menjual alat ganti dan motosikal saya
dengan cepat di Mudah.my dan juga menjana
keuntungan. Terima kasih Mudah.my atas
pertolongan anda dalam masa sukar ini.”
「在馬來西亞封城期間，我透過 Mudah.my 平台迅速賣掉汽車
零件和摩托車並賺取利潤。感謝 Mudah.my 在此困難時期為我
提供幫助。」

第二部分：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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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如何選擇
二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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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概覽
隨著大東南亞地區越來越多人把價值觀及信念著眼於二手商品和
可持續發展，消費者的行為也產生了顯著變化。最近，Carousell
Media Group 和 IAB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的研究調查發現，
用戶有動力使用 Carousell 集團平台，是因為購買二手商品能減低
1
對環境的影響。
以下部分將探討 Carousell 集團用戶在這些年來選購二手商品的
模式。

香港

17

印尼

19

馬來西亞

21

緬甸

24

新加坡

27

菲律賓

25

台灣

29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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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Carousell 再買賣指數

16

香港
多年來，女裝一直是二手商品的熱門選擇，在供應和需求方面均位居
榜首。它的需求雖然於 2020 年下滑至第二位，但上架商品的瀏覽次
數卻增長了 39%。取而代之的是近年新興的玩具及遊戲，它在 2020
年錄得龐大增長。此類別的上架商品瀏覽量增長了 145%，在需求量最
大的類別中排名第一，上架商品數量也增長了將近 100%。雖然電子
產品在供應量最多之二手類別中下滑至第四位，但上架商品實際增
長了 28%，而商品瀏覽量也增長了 64%。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電子產品
奢侈品

電子產品

玩具及遊戲

圖 3.1.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的創建量

玩具及遊戲
書本及文具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玩具及遊戲

奢侈品

電子產品

奢侈品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圖 3.1.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的瀏覽量

女裝

2020 年搜索量
最高的二手時裝
物品：女裝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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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包括新舊商品的整體關鍵字搜索趨勢顯示，2020 年發生了很多潮
流方面的變化。隨著恐慌性搶購和供應短缺浪潮席捲香港，口罩搜索
量於年初創下歷史新高。流行遊戲《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的推出使
Nintendo Switch 遊戲機需求在 3 月和 4 月出現增長。香港高端珍藏
人偶品牌 Hot Toys 的夏季展覽亦使相關商品的搜索量在 7 月同步
上升。尋找便宜貨者也在平台上搜索免費商品，其中以家居與傢俱和
女裝最受歡迎。香港平台於 2020 年底推出免費類別後，免費物品的
搜索量因用戶直接瀏覽該類別而有所下降。
Nintendo Switch

Hot Toys

CHANEL

2020 年共有
36 部第一代
iPhone 2G 上架

免費

口罩

4,000,000

1,000,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香港出現第一
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2。政府
於 1 月 25 日發
出「緊急應變級
別」
，並宣布了
一系列抗疫措
施3。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2 月
出現日常用品、
口罩、消毒用品
的恐慌性購買
浪潮4。由於貨
源短缺，口罩價
格大幅上漲。香
港出現第一宗
新冠肺炎死亡
病例5。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政府加強香港
國際機場的健
康申報措施6，
並對入境旅客
實施強制性檢
疫隔離措施7。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7 月
香港進入「第三
波疫情」8。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11 月
香港進入「第四
波疫情」9。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2 月
香港開始推行
大規模疫苗接
種計劃10。

圖 3.1.3 根據 Carousell 香港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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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一直以來，女裝都是 Carousell 印尼平台之二手商品的熱門選擇，無
論是需求量（商品瀏覽）還是供應量（創建上架）都保持穩定。2020
年，用戶對上衣和外套的需求，導致男性服裝的上架商品瀏覽量增長
了接近 10%。而自印尼採取了封城政策，化妝品的需求降低，導致健康
及美容類別的瀏覽量和商品創建量於 2020 年出現下降。與此同時，
由於用戶對嬰兒車和不同年齡層的童裝皆有需求，嬰兒及兒童類別的
上架商品創建量亦有所增長。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健康及美容

健康及美容

嬰兒及兒童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男裝

健康及美容

健康及美容

男裝

男裝

圖 3.2.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的創建量

男裝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健康及美容

男裝

圖 3.2.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的瀏覽量

男裝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時裝
物品：女裝上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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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按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索分析所得，大部分熱門關鍵字通常與特定
品牌或產品型號相關，可見市場對於這些品牌存在強烈需求。儘管印尼的社
交措施連月來不斷放寬和收緊，但由於時裝一直位居二手商品類別榜首，因
此 ZARA 和 H&M 等品牌相對較受歡迎，也不足為奇。2020 年 5 月，用戶對
iPhone 的需求大幅飆升，隨後回落，並在 2021 年 4 月再度漸次增加。這可能
歸因於人們沒有回鄉團聚，改以網上形式慶祝伊斯蘭開齋節，而政府和媒體
也鼓勵人們善用 FaceTime 和 Zoom 等應用程式，透過網絡維繫親友之間的
感情11。此外，單車搜索量的激增，與交通和發展政策研究中心在雅加達各地
觀察到的單車用戶數量激增 10 倍的情況吻合12。
ZARA

H&M

最便宜的
iPhone 3
商品價為
印尼盾 250,000

單車

iPhone

MacBook

100,000

75,000

50,000

25,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印尼開始準應
對新冠肺炎疫
情爆發13。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3 月
當地錄得首兩
宗確診個案14。
印尼總統佐科·
維多多批准了
大規模社交限
制令 (PSBB) 政
策，以及頒布
了公共衛生緊
急狀態之總統
令15。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4 月
雅加達全面
進入 PSBB 狀
態16。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6 月
PSBB 在雅加
達地區持續實
施，政府宣布
開始步入逐
步放寬有關措
施的過渡階
段17。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10 月
經過幾個月的
PSBB 持續實
施和升級後，
雅加達地區進
入另一個抗疫
階段的過渡時
期18。

2021 年 1 月
印尼累積錄得
超過 100 萬例
新冠肺炎病
例19。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2 月
印尼推行強制
性疫苗接種計
劃20。

圖 3.2.3 根據 Carousell 印尼平台從 2020 年 1 月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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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時裝在 Carousell 馬來西亞平台的需求量和供應量排行榜上均名列
前茅。尤其是男裝，其商品瀏覽量和上架商品創建量分別激增了 76%
和 74%，在所有分析圖表中都超越了女裝。最受歡迎的男裝商品是上
衣，其次則是運動鞋。雖然嬰兒和兒童類別的上架商品創建量有所增
加，但電子產品和手機及平板電腦這兩個類別在商品瀏覽量一項中，
反映了其需求更大。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手機及平板電腦

嬰兒及兒童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手機及平板電腦

電子產品

男裝

男裝

圖 3.3.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創建量

女裝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男裝

男裝

圖 3.3.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女裝

Carousell 2020
年搜尋量最高的
二手時裝物品：
男裝上衣
第三部分：消費者如何選擇二手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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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udah.my 平台上，用戶也展示出對男裝的濃厚興趣，以致其所
屬的家居和個人物品主類別進入前三名。汽車類別是推動二手商品
需求的主要分類，尤其以二手車最受歡迎，緊隨其後的是摩托車。人
們對於電子產品類別的興趣則建基於他們對手機和電腦等產品的需
求。總體而言，從 2020 年 7 月到 2021 年 6 月，上述二手商品錄得大
約 950 萬搜索次數。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汽車

汽車

汽車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物品

家居和個人物品
電子產品

圖 3.3.3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創建量

家居和個人物品
電子產品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汽車

汽車

汽車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圖 3.3.4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用戶在平台上表達興趣的「已使用」暢銷商品

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為有效控制新冠肺炎在該國的傳播，馬來西亞從 2020 年 3 月開始，

2020 年 Mudah.my
搜索量最高的
二手時裝物品：
西裝外套
第三部分：消費者如何選擇二手商品？

一直處於不同級別的行動管制令 (MCO) 狀態。比較 Carousell 馬
來西亞平台上所有商品的關鍵字搜索，發現需求總體趨勢維持穩
定水平，例如：當地人對 K-pop 男團 BTS 和蘋果智能手錶的趨之若
鶩。升幅最大的是 3 月至 6 月期間的 PlayStation 4 遊戲機搜索，而
Mudah.my 平台和馬來西亞谷歌搜索也觀察到類似的趨勢21。由於行
動管制令和旅行的限制，馬來西亞民眾開始轉向像是遊戲機等的其
他娛樂方式，在 MCO 2.0 和 MCO 3.0 期間，有關的搜尋次數再次飆
升。對傢俱大亨宜家家居而言，尤其由 2020 年中旬開始，它的需求量
也出現明顯增幅。這個趨勢的背後有多種因素，譬如人們對居家辦公
的需求量激增，以及宜家家居在第一次 MCO 期間關閉門市22。

Carousell 再買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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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dah.my 的主要用戶群為X世代，而 Carousell 在馬來西亞的主要用戶
群則以千禧世代為主，兩組用戶群形成了有趣的行為對比。當千禧世代追
逐男團時，X 世代正在尋找汽車和電單車。Perodua 和 Proton 等馬來西亞
汽車品牌最受歡迎，而且用戶還會搜索特定車款。小型車款 Perodua Myvi
則是搜索量最高的車型，尤其是在每一次行動管制令期間。已停產的電單
車 Yamaha RX-Z 曾在 90 年代23 廣受馬來西亞年輕人歡迎，更在不同電影
中出現。它的受歡迎程度仍然不減，名列搜索量最高的電單車型號。

2020 年共有
22 部 iPhone 3G
手機上架
出售

Carousell 馬來西亞平台
IKEA

ZARA

PlayStation 4

蘋果智能手錶

BTS

150,000

100,000

50,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1 月
馬來西亞出現
首三宗新冠
肺炎確診病
例24。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首相慕尤丁宣
佈 14 天行動管
制令(MCO)25。
針對大量病例
感染群地區採
取加強措施26。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5 月
開始實施有條
件行動管制令
(CMCO)，隨
著新病例下降
後放寬管制措
施27。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1 月
政府宣佈復蘇 馬來西亞延長
期行動管制令 復蘇期行動管
(RMCO)取代
制令(RMCO)29
有條件行動管 ，並在部分州
制令(CMCO)， 屬重新實施
進一步放寬措 行動管制令
施並重新開放 (MCO)30。
經濟領域28。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2 月
馬來西亞啟動
了大規模疫苗
接種計畫31。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某些州屬再次
實施第三次的
行動中管制令
(MCO)32。

2021 年 4 月

50,000

Mudah.my
iPhone

0
Perodua Myvi

PlayStation 4

手提電腦

Yamaha RX-Z

圖 3.3.5 根據 Carousell 馬來西亞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以及 Mudah.my
從 2020 年 7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Mudah.my 的平台於 2020 年上半年進行了更改，因此我
們沒有完整的關鍵字搜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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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電單車是 OneKyat 平台最受歡迎的二手商品。雖然電單車在仰光被
禁止，但在遠郊和緬甸其他城市，電單車仍是一種流行的通勤方式，尤
其從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開始33。很多人也考慮購買二手車
的，因此單車在二手商品瀏覽量中排名第三。隨著互聯網用戶數量在
2019 年至 2020 年34 間增加了 100 萬次，二手手機和電子商品需求日
益增加，這也相當合理。除了汽車和電子產品，其他受歡迎的二手商品
類別包括家居和園藝、以及電影、書籍和音樂。

二手商品瀏覽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1
電單車 (包括滑板車
和電動單車)

#2
手機

#3
汽車

圖 3.4.1 根據 OneKyat 平台 2020 年的二手商品瀏覽量

二手商品創建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1
手機

#2
電單車 (包括滑板車
和電動單車)

#3
電腦和電子產品

圖 3.4.2 根據 OneKyat 平台 2020 年的二手商品上架創建量

智能手機交易量:
安卓手機比 iPhone
多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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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雖然女裝在 Carousell 菲律賓二手商品類別中保持穩定，但男裝和興
趣及玩具類別在 2020 年排行榜分別攀升至第二和第三位。男裝類別
中，人們對 T 恤和 Polo 襯衫最感興趣，而兒童書籍則是興趣及玩具
類別中需求最大的。雖然在供應方面排名前三的類別與需求相似，但
二手車在前三大需求量類別中排名第三。在疫情大流行的時勢下，二
手車上架商品瀏覽量增加了 37%。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男裝

興趣及玩具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嬰兒及兒童

嬰兒及兒童

待售二手車

嬰兒及兒童
男裝

嬰兒及兒童

圖 3.5.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男裝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男裝

男裝

圖 3.5.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男裝

2020 年搜索量
最高的二手
時裝物品：
女性手袋和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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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按照過去一年所有項目熱門關鍵字搜索分析，由於菲律
賓疫情持續反覆預測，整體趨勢一直不穩定。2 月份出
現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口罩需求激增。而二手車作為謹
慎安全的通勤方式，用戶對其需求相應增加，會搜索汽
車品牌和車款型號之餘，亦會按地區進行廣泛關鍵字搜
索，例如「馬尼拉二手車」
。在整個疫情期間，寶馬 (BMW)
是新車和二手車的熱門搜索詞。電子產品和時裝屬於抗
逆力商品，在過去 1 年半期間，特定品牌如 ZARA 和手提
電腦關鍵字的搜索量保持穩定。CHANEL 等奢侈品在
疫情大流行開始初期出現下跌趨勢，隨後也重新上升。
口罩

CHANEL

保留你的舊手機：

2020 年 iPhone 3G
平均售價為
菲律賓披索 1,915

寶馬 (BMW)

2020 年 iPhone 2G
平均售價為
菲律賓披索 13,063

手提電腦

ZARA

150,000

100,000

50,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菲律賓出現
第一宗新冠
肺炎確診病
例35。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2 月 2020 年 3 月
菲律賓報告
總統杜特爾特
了第一宗新
(Rodrigo
冠肺炎死亡
Duterte) 宣
病例，一位
佈菲律賓進入
前往宿霧的 「災難狀態」37
中國境外遊 ，封鎖馬尼拉
客36。
大都會38 以遏
制病毒傳播。

2020 年 4 月
強制性在公
共場合配戴
口罩39。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5 月 2020 年 8 月
馬尼拉大都
菲律賓新冠
會、拉古納省 肺炎病例超
和宿霧市調整 過 100,000
為增強版隔離 宗41。
社區40。

2021 年 4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3 月
菲律賓放寬隔 啟動大規模
離年齡限制，
疫苗接種計
允許年齡 15
畫43。
歲至 65 歲人

群外出進行工
作之外的活

動和購買必需
品42。

圖 3.5.3 根據 Carousell 菲律賓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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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雖然 Carousell 新加坡平台首選類別的商品供應多年來維持不變，但
在 2020 年二手商品熱門類別在需求方面發生了變化。興趣及玩具的
需求增長了 29%，進佔第一，取代了長期冠軍女裝。然而，需求增長最
多的卻是運動器材，當健身中心在 2020 年被迫採取各種社會隔離措
施而關閉或限制人數時，尋找替代品的用戶為該類上架商品瀏覽量
帶來了 86% 的增長。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圖 3.6.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興趣及玩具

手機及電子設備

運動器材

興趣及玩具

手機及電子設備

興趣及玩具

圖 3.6.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符合「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女裝

2020 年搜索量
最高的二手
時裝物品：
男裝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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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根據所有商品關鍵字搜索的趨勢分析，由於新加坡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
開始時發生了實體店搶購口罩和價格上漲的情況，導致人們在平台對口罩
的需求也同時上升。隨著新加坡政府分發免費口罩44 和全球短缺情況趨於
穩定後，口罩搜索量開始減少。Nintendo Switch 遊戲機需求在 3 月出現增
長趨勢的情況與香港類似，隨著新加坡開始實施阻斷措施 (Circuit Breaker)
，需求量也繼續上升。由於健身中心持續關閉，人們對戶外運動的興趣提升，
導致單車搜索量也隨之增加，尤其是 Brompton 等流行品牌。在疫情大流行
期間，奢侈品屬於抗逆力類別，奢侈手錶製造商勞力士 (Rolex) 的搜索量在
首 100 個關鍵字中保持穩定。隨著 PC 遊戲玩家在全球顯示卡短缺期間尋
找替代品，Nvidia GeForce RTX 3080 顯示卡的搜索量在年底快速增長45。
口罩

勞力士 (Rolex)

Nintendo Switch

Carousell 平台
在 2020 年售出了
11 部 iPhone 3G
型手機

Brompton

RTX 3080

1,500,000

1,000,000

500,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新加坡呈報
首宗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46。
報導出現恐慌
性購買和口罩
價格飆升的情
況47。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2 月
疾病爆發反
應系統級別
從黃色警戒
升級至橙色
警戒48。報導
指出超級市
場恐慌性購
買的情況49。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3 月
新加坡實施了
更嚴格的安全
距離措施50。新
加坡呈報 3 宗
死亡病例51。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4 月
政府宣佈更
嚴格的措施，
稱為「防疫阻
斷措施」52。

2021 年 1 月

2020 年 6 月
「防疫阻斷
措施」結束，
新加坡在
6月 1 日進入
重新開放的
第一階段53，
隨後在 6 月
19 日進入第
二階段54。

2020 年 12 月
新加坡啟動
大規模疫苗
接種計畫55，
隨後進入重
新開放的第
三階段56。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新加坡重新
回到第二階
段57，接著由
於社區病例
增加而收緊
第二階段的
措施(加強警
報)58。

圖 3.6.3 根據 Carousell 新加坡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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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在 Carousell 台灣平台，時裝類別二手商品在需求和供應方面同樣佔
據首要位置。上衣是女裝和男裝最受歡迎的商品，其次則為女裝下身
衣物和連衣裙。健康與美容方面，彩妝產品受歡迎程度，遠較排名第
二的香水產品多出三倍。雖然健康與美容類別在供應量方面處於領
先地位，但奢侈品的上架商品瀏覽量更多，排在第三位。相比之下，奢
侈品上架商品瀏覽量增加了 14%，而健康與美容方面則增加了 8%。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健康及美容

健康及美容

健康及美容

2018

2019

2020

女裝

女裝

女裝

奢侈品

奢侈品

奢侈品

男裝

男裝

圖 3.7.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男裝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排名
#1
#2
#3

男裝

男裝

圖 3.7.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男裝

2020 年搜索量
最高的二手
時裝物品：
手袋和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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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比較所有商品的關鍵字搜索趨勢，在整個疫情大流行期間，時裝相關
商品的需求具備抗逆力。Nike 和正宗韓國時裝的搜索在搜索量最高
關鍵字中保持穩定。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搜索詞是口罩，在其他市場中
也觀察到這種情況。然而，由於政府迅速干預確保市場有足夠庫存並
維持公平價格，台灣對口罩的需求量高峰相對較低。如同香港和新加
坡，Nintendo Switch 遊戲機在 2020 年 4 月左右非常受歡迎，而隨
著 2021 年台灣出現新一波病例，台灣用戶再度轉向更安全的社交活
動以打發時間，因此 Nintendo Switch 再次廣受歡迎。此外，這也是學
校開始關閉並賓行遠程學習的時期，學生和父母在這段期間開始搜
尋手提電腦。
Nintendo Switch

Nike

口罩

2020 年有 7 部
iPhone 2G 型號
手機商品上架，而
iPhone 3G 型號
手機只有 1 部

正韓 (正宗韓國時裝)

手提電腦

125,000

100,000

75,000

50,000

25,000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1 月
台灣迅速召開專家諮詢
會議，準備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的應急措施59 並
正式發布計劃60。台灣出
現第一宗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61。口罩通過各個渠
道發放，並對口罩價格
進行突襲調查62。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0 年 5 月
台灣已經連續 13
天沒有新冠肺炎新
病例63。

2021 年 3 月
台灣開始大規模
疫苗接種計劃64。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對於需要出國或
基於其他考量因
素的台灣民眾，
台灣開放自費疫
苗選65。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5 月
政府將流行病預警
提升至第 2 級並實
施限66，隨後提升
至第 3 級並進一步
收緊措施67。

圖 3.7.3 根據 Carousell 台灣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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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2021 年每月活躍用戶(MAU) 的整體二手商品瀏覽量總 MAU 率
的 71%，瀏覽量處於健康水平。電子產品的二手商品需求最大，這與
Chợ Tốt 平台整體首選類別相似，符合人們選擇二手商品的常態。
2020年，家電、傢俱及植物類別顯著增長躍居第三位，一舉超越往
年的首選類別。上述趨勢由桌子、椅子、抽屜和家用植物的需求增
長推動。

最受活躍用戶的歡迎的二手商品類別
排名
#1

2018

2019

2021

汽車

汽車

汽車

#2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3

時裝

時裝

電子產品

家居用品、傢俱和
植物

圖 3.8.1 根據 2018 年至 2021 年的每月活躍用戶類別排名。基於數據系統的變化沒有完整
數據，因此排除了 2020 年的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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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子商貿的影響

按照新產品和二手商品類別活躍用戶情況分析，除了 2020 年初的巨大轉變外，大多數活動都處於平穩狀
態，直至 2021 年初，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在越南這個去年控制疫情良好的國家再度爆發。每當新冠肺炎
出現新一波病例，手提和桌面型電腦的數據都會激增，因為越來越多人選擇留在室內工作。由於越南在
4 月至 7 月期間沒有出現新病例，用戶活躍情況在 2021 年 4 月份第四波疫情爆發(也是規模最大的疫情)
之前有所下降。與東南亞鄰國情況相似，用戶對單車產生興趣，因為它是封鎖期間更健康的運動，也是前
往附近地區更安全和划算的通勤方式。事實上，從 2020 年 1 月至 2021 年 7 月，與電單車相比 (-14%)，單車
是活躍用戶方面增幅最大 (+96%) 的類別之一。這表明由於疫情大流行催生了綠色浪潮，使人們重新喜愛
單車68。
單車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1 月
越南出現首兩宗
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69。

手提電腦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3 個月零確診病
例後，第二波疫
情重創旅遊城市
峴港70。

2020 年 7 月

2021 年 1 月
第三波疫情在
胡志明市和北
部省份爆發71。

電子遊戲

2020 年 10 月

桌面型電腦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3 月
啟動大規模疫
苗接種計劃72。

書籍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4 月
第四波疫情爆發
造成更大衝擊，一
位流行病學家表
示。相比起過去的
幾波疫情，這波疫
情才是「真正的疫
情爆發」73。

2021 年 7 月

2021 年 7 月
從第四波疫情爆
發至今，越南 63
個城市和省份中
有 58 個城市累
積確診病例超過
了40,000 宗74。

圖 3.8.2 根據 Chợ Tốt 平台從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期間的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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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市場對再買賣交易有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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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影響
全球諮詢公司 McKinsey
1
Sustainability 的研究顯示，
相比
起千禧年代初期，全球消費者購
買衣服的數量增加了60%。可是，
我們在丟棄每件衣服前穿著的次
數卻少了很多。轉向二手市場為
舊物品注入新生命，是人們喜愛
參與的環保方式之一。透過購買
仍保持良好狀態的未使用或未充
分使用的產品，以支持可持續概
念，對不少人而言具有很大的吸
引力，尤其在這些產品價格相對
更低的情況下。

“The value of
secondhand is
incredible—from the
price, quality, story,
to sentiments behind
each piece—which is
why it’s not surprising
to see a huge demand
for secondhand
clothes. Shopping
secondhand
fashion is often the
easiest gateway
into adopting
more sustainable
habits.”

時裝
29%

汽車
4%
電子產品
27%

二手時裝
女裝一直是 Carousell 的首
選類別。然而，男裝在過去三
年上升至第 2 位。隨著二手購
物趨勢的激增，我們預計二手
時裝的整體數量將在未來幾
年有所增長。
二手電子產品
我們在 Carousell 集團看到
二手電子產品的增長趨勢健
康。雖然二手流動裝置的需求
量很高，但我們看到二手遊戲
機、電腦零件、顯示器及周邊
產品等居家工作設備的需求
量也在增加。隨著疫情大流行
持續，我們將看到這些物品需
求穩步增長。

其他
36%

傢俱
4%
二手傢俱
隨著過去幾年「升級改造」成
為大眾認可的概念，我們看
到二手傢俱在需求和供應方
面呈激增趨勢。消費者擁有
更多資源去升級改造傢俱，
更形成了一個龐大愛好者社
群。許多國家繼續因抗疫而
暫時進入居家工作模式，這
個現象也促進了人們對二手
傢俱的需求。二手傢俱在過
去五年期間增長了五倍，而
且也將繼續增長。
二手車
作為區內領先的網上分類買
賣平台，我們正在積極於二
手車方面投放資源，藉以推
動有關市場生態系統2。隨著
越來越多人選擇於網上購買
二手車，Carousell 銳意重新
定義二手車的買賣交易，就
像我們曾為二手商品鋪設發
展道路一樣。

「二手商品的價值大得令人難以
置信！從價格、品質、故事到每件物
品背後的情感 —— 二手服裝需求
如此龐大，實在不足為奇。購買二
手時裝，往往是養成可持續消費習
慣的最簡單途徑。」

Fash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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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根據 Carousell 集團於每個類別的商品創建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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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ely more and more car buyers are
choosing secondhand over brand new. We
have sales agents who came from brand new
car dealerships, and they validated thi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people see the need
for personal mobility for safety. So people
have started looking for cheaper alternatives
over brand new cars, especially since banks
have tightened access to consumer financing,
especially on auto loans. So secondhand cars
definitely provide value for money option for
the market.”

「毫無疑問，越來越多購車者選擇二手車而非新車。我們團隊有來自新
車經銷商的銷售代理，他們也證實了上述觀點。由於疫情大流行，人們
明白到為了安全，選擇個人移動方式的重要性。因此，他們開始尋找比
新車更便宜的替代品，尤其是在銀行收緊特別是汽車貸款等消費者融
資渠道的情況下。因此，二手車絕對為市場提供了物有所值的選擇。」
All Car Manila

重新投資於再買賣交易
我們持續啟發並鼓勵
人們將二手商品視為
購物首選
但我們最大的競爭對
手是廢棄物。

Carousell 在免費物品類別方面
取得了顯著增長。從項目推出至
今，我們發現越來越多人選擇贈
送物品，而不是扔掉它們。

Carousell 平台的免費物品類別
是一個允許任何人為循環經濟作
出貢獻的途徑。
透過讓 Carousell 平台的贈送和
接收過程變得快速簡單，我們鼓
勵許多人踏出第一步，邁向可持
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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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以前，Carousell 平
台並沒有免費物品的專屬類別。
然而，有些人會在他們創建的上
架物品標記「#blessings」以免
費贈送物品。
受到上述方式的啟發，我們在
馬來西亞開展了「真正、絕對免
費！」(Betul-betul Free) 活動，
鼓勵馬來西亞用戶將他們的
免費物品創建上架。短短兩個
星期內，就有將近 400 件免費
商品上架，並收到近 1,000 項
查詢。
除了推動循環經濟之外，這種「免
費」概念也營造了一種社區歸屬
感，讓人們能真正互相付出做好
事並傳播善意。這有助驅動互信
和社會聯繫。
Carousell 再買賣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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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usell 的免費物
品類別是允許任何
人為循環經濟作出
貢獻的途徑。

經歷了 Betul-betul Free 活動，
我們對創建一個免費物品專屬類
別充滿信心，允許用戶創建上架
商品時在價格欄目選擇「免費」
，
同時會在用戶要求獲得免費物品
時出現可填寫的特別提示。
隨著這些用戶體驗的改進，我
們在新加坡國慶日期間發起
了#GiveforSG 活動，進一步宣揚
Carousell 的社區精神。短短一
個月內，我們超出了贈送 20,200
件物品的社區目標，這意味著
有 20,200 件物品能夠避免被人
無意識丟棄並被重新利用。活動
推出至今，免費物品類別增長了
將近 9 倍，而免費物品類別的使
用率持續處於健康水平，其中有
80% 免費物品會在上架後的 7 天
內送出。
目前，Carousell 的新加坡、香
港、台灣、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平
台，以及越南 Chợ Tốt 和緬甸
OneKyat 平台都均有提供免費物
品類別。
除了我們的社區，我們也與組織
合作，讓用戶了解循環經濟的

隨著越來越多人加
入贈送不再使用物
品的行列，免費物品
社區將會繼續有機
增長，並為循環經濟
作出貢獻。
價值。我們與救世軍 (Salvation
Army) 和新加坡零廢棄 (Zero
Waste Singapore) 等慈善機構
合作，一起教育用戶謹慎捐贈的
必要性，而不是在慈善機構回收
點丟棄所有東西。透過社區維修
聚會小組 Repair Kopitiam，我們
讓人們將延長易維修消費品使用
壽命的信息帶回家。

專注於便利性和
信任度

我們看到消費者確實想選擇二手
商品，但仍有一些猶豫。我們的目
標是讓二手市場的交易如同任何
電子商貿平台般方便使用和值
得信賴，讓二手商品能真正成為
首選。

除了推動循環經濟
之外，這種「免費」概
念也營造了一種社
區歸屬感，讓人們能
真正互相付出做好
事並傳播善意。這有
助驅動互信和社會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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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垃圾

聯合國大學一項報告揭露3，2015
年東亞和東南亞平均每個人丟棄
約 10 公斤電子垃圾，相當於 61 部
iPhone 12 型號手機。香港 (21.7
公斤)、新加坡 (19.95 公斤) 和台
灣 (19.13 公斤) 為該地區製造出
最多電子垃圾。手機品牌每年推
出超過 15 款新型號4，人們很難
追趕上新型號。而整個手機行業
的創新速度已經放慢了許多5，去
年推出的二手旗艦型手機與最新
型號相比，具有幾乎相同核心功
能的可能性極高，可以為買家節
省高達 70% 的金錢。
為了幫助延長電子產品的使用壽
命，我們在 Carousell 新加坡平
台推出電子產品認證 (Certified
Electronics)，為我們的用戶提
供一個安全空間，輕鬆購買二手
電子產品。我們與專業賣家和合
作夥伴攜手合作，在出售前進行
品質檢查以確保手能完善操作，
並為每部售出的手機提供 12 個
月保養期，讓買家感到更放心。
從 2021 年 2 月推出測試版至今，
我們看到按月比較的銷售額增長
了 57%，而且這個數字繼續呈上
升趨勢。
這是一個良好積極的跡象，表明
人們正在購買二手電子產品，因
為延長手機使用壽命，有助減少
新加坡超過 60,000 噸且日益增
加的電子垃圾6。

買家的猶豫心態

不購買二手商品的最常見原因之

一，是買家對商品品質的憂慮。為
了鼓勵用戶放心購買，Carousell
通過 InstantBuy 提升了分類市
場的購物體驗並涵蓋不同類別
的賣家，其中包括手機、名牌包、
奢侈手錶，甚至是 ZARA、Our
第四部分：市場對再買賣交易有何展望？

Second Nature、Love, Bonito
等流行時裝品牌。透過與這些受
邀並通過驗證的賣家合作，買
家可以購買二手商品，因為他
們知道所有 InstantBuy 上架商
品都有品質保證、有現貨且隨

時可以發貨。買家能夠輕鬆通過
InstantBuy 購買，而且如果收到
的物品與描述不符，也可以獲得
全額退款。InstantBuy 首先在新
加坡推行，並會逐步推廣到其他
市場。

“As a parent, my growing child has
changing needs. He needs new
textbooks, new toys. I can’t always afford
brand new items. Thankfully, Carousell
has kind users willing to give away items
for free. When I’m done with the books, I
usually repay the favour by giving it back
to the community.”

「身為父母，我成長中的孩子需要的
東西總不斷變化。他需要新教科書、
新玩具，而我未必總是可買得起全新
物品。值得慶幸的是，Carousell 有
願意免費贈送物品的好心用戶。當我
用完這些書時，我通常會將其回饋給
社區來回報這份人情。」

“It is a lot of work to respond to all these
queries instead of offloading items in bulk
to a church or charity, but this way I can
know that the items I share are reaching
those who need it the most. I am blessed
to be able to give. The greatest joy is
knowing the item you’ve preloved is now
with another owner who will continue to
cherish it, thanks to Carousell.”

「相比起將物品一併統統送到教堂或慈
善機構，回答所有查詢的確是很繁瑣。但
是，透過這個方式我可以知道所分享的
物品，會落到最有需要的人手上。我很感
恩自己能夠給予。最大的快樂，是知道自
己以前喜歡的物品，現在遇到了將會繼
續珍惜它的主人。感謝 Carou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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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的威力
我們將繼續教育消費者並透過建
立具意義的跨地區合作夥伴關
係，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可持續發
展願景。

7-Eleven

Carousell 台灣平台與 7-Eleven
運輸公司合作，讓用戶能夠順利、
安全地進行交易並減少碳足跡。
台灣 7-Eleven7 一直致力於推動
環境保護和可持續概念，從碳足
跡計算、包裝設計選擇到運送過
程都盡量減少對生態的影響。
從 2010 年至今，7-Eleven 一直
遵循 PAS 2050 標準，了解其在
供應鏈、生產、運送過程中的綠色
氣體排放情況，以減低其碳足跡。
7-Eleven 也引進了綠色運送流
程確保減低氣體消耗量，並從前
台到後端都落實綠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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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Ladies 環保
時裝社會企業

在香港，Carousell 與 Green
Ladies 環保時裝社會企業攜
手促進二手時裝交易，幫助他
們宣揚「惜物重用」的理念。
Green Ladies 旨在透過推動
時裝物品循環使用及培育人
才，締造美好環境並促進社會
改變。

新加坡永續發展與環
境部
為了支持新加坡 2030 年
綠色計劃8，我們與永續發
展和環境部合作推出了
#TrashToTreasure 視頻系
列9，介紹具有環保意識的
Carousell 用戶，他們會將不
需要的東西改造升級、修復並
將其轉化為有用的、搶手的物
品。第一集的主角 Joseph Lee
是一位吉他愛好者，他通過
Carousell 平台翻新了 130 多
把二手吉他，並將大約 60 把
吉他送給了本地和海外的社區
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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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Carousell 旋轉拍賣集團
Carousell Group 是大東南亞區領先的分類買賣集團，使命是鼓勵
全球開始銷售二手產品，並使二手產品成為首選。集團於 2012 年
8 月在新加坡成立，以 Carousell、Mudah.my、Cho Tot、OneKyat
和 Ox Street 品牌在八大市場中處於領先地位，每月為數千萬活躍
用戶提供服務。Carousell 獲得了主要投資者的支持，包括 Telenor
Group、Rakuten Ventures、Naver、STIC Investments 和 Sequoia
Capital India。

Carousell 是一個分類買賣平台，將銷售過程簡化成如拍照般輕鬆，
而購買則如聊天般簡單。始創於 2012 年 8 月的 Carousell 奠基新加
坡，目前是東南亞、台灣和香港市場以至是世上最大及發展最迅速的
分類市場之一。

Chotot.com 成立於 2012 年，是越南領先的線上分類廣告網站，每月
頁面瀏覽量超過 5 億。採用“Muốn Là Có”(意即你想要的方式)作為
標語的 Chotot.com 為越南人提供了一個有效的線上市場，讓人們可
以輕鬆買賣各種類型的產品。

Mudah.my Sdn. Bhd. 是馬來西亞領先的市集，為人們提供了一個簡
單方便的平台出售、購買或查找幾乎任何東西——Everything Also
Mudah (Mudah 讓一切變得簡單！)

OneKyat 成立於 2015 年，是一家位於仰光的當地數碼初創公司，目
前是緬甸最大線上銷售和購買市場，下載量超過 50 萬次。

關於 Carousell 旋轉拍賣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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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文件中的信息由 Carousell Pte Ltd「本公司」
(
)準備，僅供本公司共享本文
件的一方使用。本文件僅供參考，不得解釋為購買或出售公司或任何其他方
的任何證券、相關金融工具、資產或業務的邀請或邀約。
與使用本文件相關或由此產生的任何和所有責任，本公司在此明確作出免
責聲明，並且無需承擔更新或修改隨附材料的義務。
未經本公司事先書面同意，不得將其全部或部分複制、再製作、摘錄、摘要、
分發或以其他方式披露給任何其他人，或以任何方式用於任何其他目的。本
文件並不聲稱包含任何一方可能需要的所有信息，也不應被視為對任何交
易或其他事項的建議。任何交易、投資、撤資、財務或任何其他決定或行動，
都不應完全基於本文件中的信息。本文件包含的任何內容均不應被解釋為
法律、監管、稅務、會計或投資建議或推薦。

本公司對此處包含的信息準確性或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陳述或保
證，並且不對此類信息承擔任何責任。本文件可能包括某些前瞻性陳述，包
括但不限於關於公司和/或其市場的預期未來表現、未來產品組合、新技術的
預測和預見。此類前瞻性陳述反映了截至本文件發布之日公司管理層的各
種假設，並可能受到重大業務、經濟和競爭風險、不確定性和事件的影響，其
中許多皆屬未知且超出公司的控制範圍。
因此，無法保證此類前瞻性陳述會實現。實際結果可能與預期結果不同，而
且也可出現重大差異。某些有關經濟或市場趨勢和表現的信息，可能基於或
源自第三方顧問和其他行業來源提供的信息。公司無法保證此類信息的準
確性，也未獨立驗證此類信息所依據的假設。本公司不能保證任何這些估計
或預測都會實現。實際結果將與這些估計和預測有所不同，而且此類差異可
能是重大的。此處包含的任何內容均不是或不應被視為對過去或未來的承
諾或陳述。
本文檔中的信息不針對任何特定司法管轄區或國家/地區的居民，也無意向
任何司法管轄區或國家的任何人分發或供其使用，因此此類分發或使用將
違反當地法律或法規。
本報告的原文為英語。把任何資料翻譯成英語以外的語言僅是為了方便不
諳閱讀英語的公眾，翻譯版本並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我們已嘗試準確翻譯英
語原始資料，但由於翻譯成外語時存在細微差別，差異因此可能存在。識別
原始文檔為英語的參引，在大多數非英語文檔中也有所出現。
如果本報告的英語版本與任何其他非英語版本之間存在任何衝突或不一
致，應以英語版本為準，非英語版本不得以任何方式被解釋為取代、替代或
修改英語版本，並將被視為自動修改（無需任何一方採取進一步行動）以符
合英語版本。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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