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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和人們消費的物品越來越多，不少物品最終
都被閒置或丟棄。但是，與其陷入買新棄舊的循環，大東南亞地區領
先的分類買賣集團—旋轉拍賣集團提供了再商務 (Recommerce) 的
新選擇。本報告旨在闡述大東南亞地區再商務的現況分享，永續性消
費模式的需求、消費者行為及對再商務趨勢的預測。

當每次購買、出售或贈送二手物品給他人時，這些選擇都可歸類為再
商務，並成為循環經濟的一部分。旋轉拍賣的初始目的旨在應對和解
決過度消費、物品過剩的全球性問題。我們的生活中有太多未充分利
用的物品，最終會扔掉或閒置在家裡，本報告將進一步詳細探討這些
問題。出售這些物品或購買二手商品，讓這些未充分利用的物品在新
主人的手上重獲新生，從而減少浪費，創造出雙贏局面。

旋轉拍賣是大東南亞地區移動分類市場的領先平台，過去九年期間，
它改變了本區域的分類市場體驗。過去曾經繁瑣、僅限桌面電腦使用
的過程，現在簡化成只需通過手機拍一張照片，即可輕鬆出售或瀏覽
購買。應用 AI 科技、數據和演算法功能不斷迭代以減少二手買賣過程
中的障礙，分類市場推動了該地區的再商務趨勢。通過解決更多再商
務障礙，旋轉拍賣將會重新定義分類市場體驗，專注於便利性和信任
度，使得二手商品成為首選。

大東南亞區域的再商務市場日趨增長，本報告將概述此趨勢的原因
與分析。當務之急是，轉向循環消費模式的環境需求已經迫在眉睫。
時尚和電子產品是旋轉拍賣平台的兩大類別，也是該地區最不可持
續性消費的產品。落實消費者社會責任及推動人們參與循環經濟，是
旋轉拍賣關鍵業務驅動元素之一。

旋轉拍賣的願景是啟發他人將二手物品作為他們的首選。這是一種
對環境至關重要的轉變，我們預測這個轉變將在未來十年成為人們
關注的焦點。到 2030 年，我們希望能創造一個反轉現象：新品消費的
電子商務將成為再商務的助力，啟發消費者重複使用物品，並且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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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聯合創辦人

（出版日期： 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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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報告依賴旋轉拍賣集團品牌使用不同方法衡量平台分析的數據。
我們在可能的情況下整合數據以在集團層面進行說明。數據測量單
位已經在圖像標題旁邊註明。

為了完成這項旋轉拍賣可持續性發展調查報告，我們在 2021 年 6 月
分別對旋轉拍賣集團在香港、印尼、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 
台灣和越南的 3,029 名用戶進行了為期約一週的調查。調查對象包括
賣家和買家，以及業餘日常賣家和商家。

專業術語
需求 
衡量在旋轉拍賣和 OneKyat 平台的商品瀏覽量，以及用戶在  
Mudah.my 平台上對有興趣的暢銷商品所採取的行動

供應
所有平台上的商品列表

搜尋
衡量所有平台上的關鍵字搜尋

二手
除非限指商品狀態經搜尋篩選後為 “已使用” 之商品，否則指的是日
常賣家和商家出售的二手商品，以及日常賣家未使用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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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和 
Fashion Revolution 企業提供的寶貴意見和見解。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第一部分：為什麼需要再商務？ 5

第一部分 

為什麼需要 
再商務？

Sold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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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兆噸電子廢棄物相當於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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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1 輛垃圾車能清除 12 噸垃圾為基準)

用水量超過  
79 萬億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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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當於 3,160 萬個奧運
標準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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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電子商務數字將增加兩倍，商
品交易總額超過 3,000 億美元的 
(GMV)1 ，並且伴隨成長的是過度
消費行為及保護環境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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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到用完即丟文化及無止盡購買
行為影響，快時尚日趨盛行，時
裝產業的碳排放約佔全球總量
的 10%，每年有超過 79 萬億升水
用於生產棉布和其他紡織品，而
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廢物則超過 
9,200 萬噸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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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電子廢棄物報告指出4 ，亞洲於 
2019 年產生了 24.9 兆噸的電子
垃圾。

圖1

時裝 電子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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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兩大產業生產壽命較短的
產品，鼓吹消費主義及用完即丟
的心態。電子產品公司應用「計
劃報廢」概念，縮短商品壽命5，
而時裝巨頭則生產易過時的服
裝6 。儘管消費者能選擇購買以
環保物料製造、可再循環生產的
商品，但即使產品採用負責任的
生產模式，停止購買新品的迫切
性依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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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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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採用負責任
的生產模式，停止
購買新品的迫切
性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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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此刻消費者 
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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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全球對過度消費造成的環
境影響越趨關注，越來越多人轉
買二手物品。全球市場數據統計
公司 Statista 指出，全球轉售市
場價值預計將於 2023 年達到 
4,310 億美元1 。

全球諮詢公司 Bain 估計，如果
東南亞地區優先考慮永續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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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仔細研究民眾對二
手商品的開放程度。八個市場中， 
72% 的旋轉拍賣集團用戶曾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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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1 受訪者被問及「您是否曾在任何平台或商店購買二手物品？（包含日常賣家出售的
未用及全新產品）」
資料來源： 旋轉拍賣集團之永續性發展調查報告

72% 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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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100%

50%

25%

集團

72%

菲律賓

92%

86% 85% 83% 83%
78% 76%

59%

台灣 香港 越南 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緬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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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出
售二手傢俱，賺取額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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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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集團之永續性發展調查報告

香港

緬甸

馬來西亞

買 賣

玩具和遊戲（包括遊戲機、
電子遊戲）44%

攝影和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64%

攝影和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46% 

玩具和遊戲（包括遊戲機、
電子遊戲）41%

攝影和電子設備(電腦、 
手機、平板電腦) 64%

家居、傢俱和相關用品 48%

受訪者最願意買／賣的二手物品類別

越南

菲律賓

台灣

新加坡

電子設備(相機、電腦、手機、
平板電腦、電視機) 65%

服装 58%

服装 52%

娛樂(書籍、文具、音樂) 
39%

電子設備(相機、電腦、手機、
平板電腦、電視機) 69%

服装 75%

服装 62%

家居、傢俱和相關用品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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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出價買了 3 款首飾，到面交時， 賣家好有心，
她携帶一大包很重的首飾，好有耐性的給我任意選擇及
試戴， 此外，她還很友善，如果在一般店舖是不可能做
到，那次是我在此平台購物最開心及難忘的經歷，真的
衷心感謝她!」

香港

印尼 服裝 74% 服裝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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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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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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禧一代用戶人數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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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南亞和香港千禧一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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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二手商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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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集團之永續性發展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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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二手商品物超所值
香港 82%
馬來西亞 78%
新加坡和菲律賓 74%

產品認證/保障
菲律賓 72% 
新加坡 56% 
馬來西亞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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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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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使用旋轉拍賣出售舊物，為未能充分使用或不再喜歡的物
品尋找新家。每次能夠順利出售物品，我十分有成功感 。我也非常滿
意在旋轉拍賣買到的二手遊戲和二手服裝，既可節省金錢，又能保
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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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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心商品品質
菲律賓 88% 

台灣 79% 
香港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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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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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集團之永續性發展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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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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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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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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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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商品的賺錢潛力

圖 2.1.5 受訪者被問到家裡有多少用過或未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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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集團之永續性發展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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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香港、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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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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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52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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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個很喜歡買衣服的
購物狂，旋轉拍賣對我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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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

嬰兒潮世代 
(1946 年 – 1964 年）

X 世代 
（1965 年 – 1980 年）

千禧世代  
（1981 年 – 1996 年）

Z 世代 
（1997 年 – 2012 年）

0 美元

500 美元

1,000 美元

1,5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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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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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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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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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ợ Tốt encourages a culture of 

sustainable shopping and thrifty practice. 

Dozens of my underused items have found 

new homes. I’m happy that my items can 

now have a new lease of life.”

「Chợ Tốt 鼓勵可持續購物和節儉的文化。我數十件未被充分

使用的物品找到了新家。 我很高興自己的物品能重獲新生。」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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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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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有動力使用旋轉拍賣集團平台，是因為購買二手商品能減低對
環境的影響1。

以下部分將探討旋轉拍賣集團用戶在這些年來選購二手商品的模
式。

香港
印尼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新加坡
台灣
越南

17

    19

    21

    24

    25

    27

   2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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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多年來，女性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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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而代之的是近年異軍突起的玩具及遊戲，它
在 2020 年獲得龐大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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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時裝

物品：女鞋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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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電子產品

名牌精品

電子產品

玩具及遊戲

#1 女裝 女裝

玩具及遊戲

書本及文具

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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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名牌精品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名牌精品

#1 女裝 女裝

女裝

電子產品

玩具及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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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包括新舊商品的整體關鍵字搜尋趨勢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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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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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仔品牌 Hot Toys 的夏季展覽亦使相關商品的搜尋量在 7 月同步上
升。尋找便宜貨者也在平台上搜尋免費商品，其中以家居與傢俱和女
性時尚最受歡迎。香港平台於 2020 年底推出免費類別後，免費物品
的搜尋量因用戶直接瀏覽該類別而有所下降。

  圖 3.1.3 根據旋轉拍賣香港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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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共有  
36 部第一代 

iPhone 2G 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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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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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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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香港進入「第三
波疫情」8。

2020 年 11 月
香港進入「第四
波疫情」9。

2021 年 2 月
香港開始推行
大規模疫苗接
種計劃1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0

1,000,000

4,000,000

Nintendo Switch Hot Toys CHANEL 免費 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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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一直以來，女裝都是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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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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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刊登量亦有所增長。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時尚
物品：女裝上衣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圖 3.2.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健康及美容

男裝

健康及美容

#1 女裝 女裝

男裝

嬰兒及兒童

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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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健康及美容

男裝

男裝

美妝保養

#1 女裝 女裝

男裝

美妝保養

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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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按新商品和二手商品關鍵字搜尋分析所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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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車搜尋量的激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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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2.3 根據旋轉拍賣印尼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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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便宜的 
iPhone 3G 
商品售價為  

印尼盾 250,000

2020 年 1 月
印尼開始準備
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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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雅加達全面
進入 PSBB 狀
態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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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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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印尼推行強制
性疫苗接種計
劃20。

0

25,000

50,000

75,000

100,000

ZARA H&M iPhone 單車 MacBook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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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時裝在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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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時裝
物品：男裝上衣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圖 3.3.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刊登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1 女裝 女裝

女裝

嬰兒及兒童

男裝

圖 3.3.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男裝

手機及平板電腦

#1 女裝 女裝

女裝

電子產品

男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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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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搜尋次數。

2020 年 Mudah.my 
搜尋量最高的 

二手時尚物品： 
西裝外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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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處於不同級別的行動管制令 (MCO) 狀態。比較旋轉拍賣馬來
西亞平台上所有商品的關鍵字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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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Watch 的趨之若
鶩。升幅最大的是 3 月至 6 月期間的 PlayStation 4 遊戲機搜尋，而 
Mudah.my 平台和馬來西亞谷歌搜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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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類別

圖 3.3.3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刊登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物品

家居和個人物品

電子產品

#1 汽車 汽車

家居和個人物品

電子產品

汽車

圖 3.3.4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用戶在 Mudah.my 平台上對有興趣的「已使用」暢銷商品
所採取的行動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1 汽車 汽車

電子產品

家居和個人用品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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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5 根據旋轉拍賣馬來西亞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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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資料。

Mudah.my

50,000

iPhone Perodua Myvi PlayStation 4 筆記型電腦 Yamaha RX-Z

0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2020 年共有  
22 部 iPhone 3G 

手機上架 
出售

2020 年 1 月
馬來西亞出現
首三宗新冠
肺炎確診病
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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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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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政府宣佈復蘇
期行動管制令
(RMCO) 取代
有條件行動管
制令 (CMCO)，
進一步放寬措
施並重新開放
經濟領域28。

2021 年 1 月
馬來西亞延長
復蘇期行動管
制令 (RMCO)29

， 並在部分州
屬重新實施
行動管制令
(MCO)30。

2021 年 2 月
馬來西亞啟動
了大規模疫苗
接種計畫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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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000

100,000

150,000

IKEA ZARA PlayStation 4 BTS Apple Watch

Mudah.my 的主要用戶群為X世代，而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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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用戶還會搜尋特定車款。小型車款 Perodua Myvi 則
是搜尋量最高的車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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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搜尋量最高的電單車型號。

旋轉拍賣馬來西亞平台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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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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型手機交易量: 
安卓手機比 iPhone 

多出 8%

二手商品瀏覽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圖 3.4.1 根據 OneKyat 平台 2020 年的二手商品瀏覽量

#1 
電單車 (包括滑板車

和電動單車)

#2 
手機

#3 
汽車

二手商品刊登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圖 3.4.2 根據 OneKyat 平台 2020 年的二手商品上架刊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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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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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雖然女裝在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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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士時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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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 
時尚物品： 

女性皮包和皮夾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圖 3.5.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已使用」上架商品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嬰兒及兒童

男裝

嬰兒及兒童

男裝

#1 女裝 女裝

男裝

興趣及玩具

女裝

圖 3.5.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嬰兒及兒童

男裝

嬰兒及兒童

#1 女裝 女裝

男裝

待售二手車

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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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按照過去一年所有項目熱門關鍵字搜尋分析，由於菲律
賓疫情持續反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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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搜尋汽車品牌和車
款型號之餘，亦會按地區進行廣泛關鍵字搜尋，例如「馬
尼拉二手車」。在整個疫情期間，寶馬 (BMW) 是新車和二
手車的熱門搜尋詞。電子產品和時裝屬於穩定成長的商
品，在過去 1 年半期間，特定品牌如 ZARA 和手提電腦關
鍵字的搜尋量保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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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5.3 根據旋轉拍賣菲律賓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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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菲律賓出現
第一宗新冠
肺炎確診病
例35。

2020 年 2 月
菲律賓報告
了第一宗新
冠肺炎死亡
病例，一位
前往宿霧的
中國境外遊
客36。

2020 年 3 月
總統杜特爾
特 (Rodrigo 
Duterte) 宣
佈菲律賓進
入「災難狀
態」37，封鎖馬
尼拉大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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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馬尼拉大都
會、拉古納省
和宿霧市調
整為增強版
隔離社區40。

2020 年 8 月
菲律賓新冠
肺炎病例超
過 100,000 
宗41。

2020 年 10 月
菲律賓放寬
隔離年齡限
制，允許年齡 
15 歲至 65 歲
人群外出進
行工作之外
的活動和購
買必需品42。

2021 年 3 月
啟動大規模
疫苗接種計
畫43。

0

50,000

100,000

150,000

CHANEL 口罩 寶馬 (BMW) ZARA 手提電腦

保留你的舊手機：

2020 年  
iPhone 3G  
平均售價為 

菲律賓披索 1,915

2020 年  
iPhone 2G 平 

均售價為 
菲律賓披索 13,063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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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雖然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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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被迫採取各種社交距離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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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 
時尚物品： 

男裝鞋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圖 3.6.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刊登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1 女裝 女裝

興趣及玩具

傢俱和居家生活

女裝

圖 3.6.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興趣及玩具

手機及電子設備

興趣及玩具

手機及電子設備

#1 女裝 女裝

女裝

運動器材

興趣及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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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3 根據旋轉拍賣新加坡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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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平台 
在 2020 年 
售出了 11 部 
iPhone 3G  

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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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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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新加坡實施了
更嚴格的社交
距離措施50。新
加坡呈報 3 宗
死亡病例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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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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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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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口罩 勞力士 (Rolex) Nintendo Switch Brompton RTX 3080

新冠肺炎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根據所有商品關鍵字搜尋的趨勢分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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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搜尋量開始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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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單車搜尋量也隨之增加，尤其是 Brompton 等流行品牌。在疫情大流行期
間，奢侈品屬於穩定成長類別，奢侈手錶製造商勞力士 (Rolex) 的搜尋量在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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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顯示卡的搜尋量在年底快速增長45。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第三部分：消費者如何選擇二手商品？ 29

台灣 

在旋轉拍賣台灣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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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則為女士下著
衣物和連衣裙。美妝保養方面，彩妝產品受歡迎程度，遠較排名第二
的香水產品多出三倍。雖然美妝保養類別在供應量方面處於領先地
位，但名牌精品的上架商品瀏覽量更多，排在第三位。相比之下，名牌
精品上架商品瀏覽量增加了 14%，而美妝保養方面則增加了 8%。

二手商品需求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二手商品供應量最多的首選類別

2020 年搜尋量 
最高的二手 
時尚物品： 

皮包和皮夾

圖 3.7.1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美妝保養

男裝

美妝保養

#1 女裝 女裝

男裝

美妝保養

女裝

圖 3.7.2 根據 2018 年至 2020 年上架「已使用」商品的瀏覽量

排名 2018 2019 2020

#2

#3

男裝

名牌精品

男裝

名牌精品

#1 女裝 女裝

男裝

名牌精品

女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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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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趨勢，在整個疫情大流行期間，時裝相關
商品的需求具備穩定成長的動能。 Nike 和正品韓國時裝 (正韓) 的搜
尋在搜尋量最高關鍵字中保持穩定。受疫情影響最大的搜尋詞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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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遠程學習的時期，學生和父母
在這段期間開始搜尋筆記型電腦。

圖 3.7.3 根據旋轉拍賣台灣平台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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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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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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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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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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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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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50,000

25,000

75,000

100,000

125,000

Nintendo Switch Nike 口罩 正韓 手提電腦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第三部分：消費者如何選擇二手商品？ 31

越南

2021 年每月瀏覽二手商品的單月活躍用戶 (MAU) 佔整體 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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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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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 2018 2019 2021

#2 電子產品 電子產品

#3 時裝 時裝 家居用品、傢俱和
植物

#1 汽車 汽車

電子產品

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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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對電子商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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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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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浪潮，使人們重新
喜愛單車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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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車 筆記型電腦 電子遊戲 桌面型電腦 書籍

2020 年 1 月
越南出現首兩宗
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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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 月
第三波疫情在
胡志明市和北
部省份爆發71。

2021 年 3 月
啟動大規模疫
苗接種計劃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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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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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 月 2020 年 4 月 2020 年 7 月 2020 年 10 月 2021 年 1 月 2021 年 4 月 2021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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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市場對再商務 
有何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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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諮詢公司 McKinsey 
Sustainability 的研究顯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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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時尚 
女裝一直是旋轉拍賣的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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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的整體數量將在未來幾年
有所增長。

二手電子產品 
我們在旋轉拍賣集團看到二
手電子產品的增長趨勢非常
健康。雖然二手行動裝置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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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手傢俱 
隨著過去幾年「升級再造」成
為大眾普遍認可的概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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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拍賣銳意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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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 
29%

電子產品  
27%

產生影響

圖 5.1 根據旋轉拍賣集團於每個類別的商品刊登數量

汽車 
4%

其他 
36%

傢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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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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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養成永續型消費習
慣的最簡單途徑。 」             
 Fashion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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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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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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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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讓旋轉拍賣平台的贈送和接
收過程變得快速簡單，我們鼓勵
許多人踏出第一步，邁向永續的
生活方式。

2020 年 3 月以前，旋轉拍賣平
台並沒有免費物品的專屬類
別。然而，有些人會在他們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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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費物品刊登上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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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驅動互信和社會連結。

重新投資於再商務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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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車絕對為市場提供了物有所值的選擇。」            
 All Car Man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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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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揚旋轉拍賣的社區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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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拍賣的新加坡、香港、
台灣、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平台，以
及越南 Chợ Tốt 和緬甸 OneKyat 
平台均有提供免費物品類別。

除了我們的社群，我們也與組織
合作，讓用戶了解循環經濟的

除了推動循環經濟
之外，這種「免費」概
念也營造了一種社
群歸屬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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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結。

旋轉拍賣的免費物
品類別是允許任何
人為循環經濟作出
貢獻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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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教育用戶用心捐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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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
消費品、使之使用壽命延長的理
念被帶入家庭用戶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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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平台般方便使用和值
得信賴，讓二手商品能真正成為
首選。

隨著越來越多人加
入贈送不再使用物
品的行列，免費物品
社群將會繼續自然
增長，並為循環經濟
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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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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整體手機產業的創新速
度已經減緩許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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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旋轉拍賣新加坡平
台推出電子產品認證 (Certified 

Electronics)，為我們的用戶提供
一個安全有保障的空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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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正向的跡象，表明消費者
選擇購買二手電子產品，並因為延
長每支手機使用壽命，預計有助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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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拍賣
通過 InstantBuy 功能提升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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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 Nature、Love, Bonito 等
流行時尚品牌。透過與這些通過
驗證的賣家合作，買家可以購買

有品質保證、有現貨且隨時可以
發貨的 InstantBuy 商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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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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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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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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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旋轉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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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拍賣有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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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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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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台灣平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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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確保減低天然氣消耗量，並從
前台到後端都落實綠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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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系列9 ， 
介紹具有環保意識的旋轉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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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通過旋轉拍賣平台
翻新了 130 多把二手吉他，並
將大約 60 把吉他送給了本地
和海外的社群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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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Carousell 旋轉拍賣集團

旋轉拍賣集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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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旋轉拍賣、Mudah.my、Chợ Tố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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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獲得了主要投資者的支持，包括 Telenor Group、Rakuten 
Ventures、Naver、STIC Investments 和 Sequoia Capital India。

旋轉拍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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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的旋轉拍賣奠基新加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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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的線上平台市場，讓人
們可以輕鬆買賣各種類型的產品。

Mudah.my Sdn. Bhd. 是馬來西亞領先的交易市場，為人們提供了
一個簡單方便的平台出售、購買或搜尋幾乎任何東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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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新創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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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免責聲明 40

免責聲明

本文件中的訊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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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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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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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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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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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性陳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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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預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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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保證此類預測性陳述會實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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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可能基於或
源自第三方顧問和其他行業來源提供的訊息。公司無法保證此類訊息的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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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檔中的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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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1

參考文獻

第一部分: 為什麼需要再商務？
1    Baijal, A., Cannarsi, A., & Hoppe, F. (2020, November 10). e-Conomy SEA 2020. e-Conomy SEA 2020.  

https://www.bain.com/insights/e-conomy-sea-2020/        
     

2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2021, August 9). Climate change widespread, rapid, and 
intensifying – IPCC. IPCC. https://www.ipcc.ch/2021/08/09/ar6-wg1-20210809-pr/    
         

3   Business of Fashion and McKinsey & Company, The State of Fashion 2020, New York, 2019    
 

4    Forti V., Baldé C.P., Kuehr R., Bel G. The Global E-waste Monitor 2020: Quantities, flows and the circular 
economy potential.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Training and Research (UNITAR) 
– co-hosted SCYCLE Programme,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 International Solid Waste 
Association (ISWA), Bonn/Geneva/Rotterdam.          
    

5   ACCIONA. (-). Planned Obsolescenc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Electronic Waste. Sustainability for all. Retrieved 
August, 2021, from  
https://www.activesustainability.com/environment/planned-obsolescence-the-serious-problem-of-
electronic-waste/

            
6   Claudio L. (2007). Waste coutur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the clothing industry.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5(9), A448–A454. https://doi.org/10.1289/ehp.115-a449

第二部分: 消費者購物現況如何？
1  Shahbandeh, M. (2021, Jan 11). Retail and apparel resale market value worldwide from 2017 to 2019, with a forecast 

until 2024. Statista - The Statistics Portal.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26354/retail-and-apparel-resale-market-value-forecast-worldwide/

2  Hardcastle, D., & Mattios, G. (2020, November 25). Southeast Asia’s Green Economy: Pathway to Full Potential. 
Bain & Company. https://www.bain.com/insights/southeast-asias-green-economy-pathway-to-full-potential/

3  Carousell Media Group & IAB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2021). 95% of Millennials in Southeast Asia said that 
purchasing pre-owned items is more sustainable. Carousell Press Site.  
https://press.carousell.com/2021/07/12/95-of-millennials-in-southeast-asia-said-that-purchasing-pre-
owned-items-is-more-sustainable/

第三部分: 消費者如何選擇二手商品？
1  Carousell Media Group & IAB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2021). 95% of Millennials in Southeast Asia said that 

purchasing pre-owned items is more sustainable. Carousell Press Site.  
https://press.carousell.com/2021/07/12/95-of-millennials-in-southeast-asia-said-that-purchasing-pre-
owned-items-is-more-sustainable/

2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0, January 22). CHP investigates highly 
suspected imported case of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Press Release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2/P2020012200982.htm

3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0, January 26). CE announces activation of 
Emergency Response Level in relation to novel coronavirus infection (with photo). Press Release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1/26/P2020012600087.htm

4   林, 祖. (2020, February 6). 武漢肺炎疫情觸發香港出現 「集體歇斯底里」 搶購潮. BBC News.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51396305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2

5   Ramzy, A., & Yu, E. (2020, February 4). Hong Kong Reports Its First Coronavirus Death as Outbreak Widens.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2/04/world/asia/coronavirus-hong-kong-death.html

6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0, March 6). DH strengthens health 
declaration measure at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urges the public to delay non-essential travel 
outside Hong Kong. Press Release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06/P2020030600821.htm

7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2020, March 22). Government places vigorous 
enforcement efforts on regulation on compulsory quarantine of persons arriving at Hong Kong from foreign 
places. Press Releases.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3/22/P2020032200761.htm

8   Xinhua. (2020, September 25). Roundup: Hong Kong’s 3rd wave of COVID-19 epidemic basically contained. 
Xinhua News.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2020-09/25/c_139397386.htm

9   Hong, J. (2020, November 20). Hong Kong Virus Cases Surge Again as City Sees ‘Fourth Wave’. Bloomberg.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11-20/hong-kong-virus-cases-surge-again-as-city-sees-
fourth-wave

10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me. (2021).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me.  
https://www.covidvaccine.gov.hk/en/

11   Lai, Y. (2021, May 13). Indonesian Muslims celebrate second Idul Fitri under pandemic shadow Muslims attend 
Idul Fitri prayers, marking the end of the holy month of Ramadan, at Al Akbar Mosque in Surabaya, East Java on 
May 13, 2021. (AFP/Juni Kriswanto) Share this article Whatsap.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1/05/13/indonesian-muslims-celebrate-second-idul-fitri-under-
pandemic-shadow.html

12    Qodar, N. (2020, June 15). Pengguna Sepeda di Jakarta Saat PSBB Transisi Meningkat 10 Kali Lipat. Liputan6. 
https://www.liputan6.com/news/read/4279198/pengguna-sepeda-di-jakarta-saat-psbb-transisi-meningkat-
10-kali-lipat

13  Kementerian Kesehatan Republik Indonesia. (2020, January 17). Indonesia Siap Antisipasi Wabah Pneumonia di 
Tiongkok. Kementerian Kesehatan Republik Indonesia. Indonesia Siap Antisipasi Wabah Pneumonia di Tiongkok

14   Gorbiano, M. I. (2020, March 2). BREAKING: Jokowi announces Indonesia’s first two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jakartapost.com with the title “BREAKING: Jokowi announces Indonesia’s first 
two confirmed COVID-19 cases.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3/02/breaking-jokowi-announces-indonesias-first-two-
confirmed-covid-19-cases.html

15  The Jakarta Post. (2020, March 31). Jokowi declares COVID-19 health emergency, imposes large-scale social 
restrictions.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3/31/jokowi-declares-covid-19-health-emergency-imposes-
large-scale-social-restrictions.html

16   Asmarini, W., & Widanto, S. (2020, April 7). Indonesian capital Jakarta to close schools, workplaces to curb 
coronavirus outbreak.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indonesia-idUSKBN21P08S

17   Sutrisno, B. (2020, June 4). Jakarta enters transition phase to ease restrictions, extends PSBB to end of June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jakartapost.com with the title “Jakarta enters transition phase to ease restrictions, 
extends PSBB to end of June.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news/2020/06/04/jakarta-enters-transition-phase-to-ease-restrictions-
extends-psbb-to-end-of-june.html

18   Aqil, A. M. I. (2020, October 12). Jakarta returns to transitional PSBB rules This article was published in 
thejakartapost.com with the title “Jakarta returns to transitional PSBB rules. The Jakarta Post.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paper/2020/10/11/jakarta-returns-to-transitional-psbb-rules.html

19   Andriyanto, H. (2021, January 26). Indonesia Passes 1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Jakarta Globe.  
https://jakartaglobe.id/news/indonesia-passes-1-million-coronavirus-cases

20  Soeriaatmadja, W. (2021, February 16). Indonesia makes Covid-19 vaccines compulsory, allows private 
vaccination.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indonesia-makes-covid-19-vaccines-compulsory-allows-for-
private-vaccination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3

21    Google. (2021). Google Trends: PlayStation 4. Google Trends.  
https://trends.google.com/trends/explore?date=2020-01-01%202021-05-31&geo=MY&q=%2Fm%2F0r4_kmc

22    M, D. (2020, April 29). Malaysians can finally get IKEA furniture during MCO thanks to contactless delivery. 
Mashable SE Asia. https://sea.mashable.com/culture/10318/need-a-new-desk-well-malaysians-can-finally-
get-ikea-furniture-during-the-mco-via-contactless-delive

23   Ng, C. (2021, May 30). The Yamaha RX-Z And Ducati 1198 Makes A Special Four-Wheeled Roda Panas Episode, 
Featuring Achey And Beto Kusyairy. Rojak Daily.  
https://rojakdaily.com/btw/article/12291/the-yamaha-rx-z-and-ducati-1198-makes-a-special-four-wheeled-
roda-panas-episode-featuring-achey-and-beto-kusyairy

24    Bernama. (2020, January 23). COVID-19 chronology in Malaysia. Bernama.  
https://www.bernama.com/en/general/news_covid-19.php?id=1821902

25   Tang, A. (2020, March 16). Malaysia announces movement control order after spike in Covid-19 cases. The Star.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20/03/16/malaysia-announces-restricted-movement-measure-
after-spike-in-covid-19-cases

26   Zainul, E. (2020, March 26). Two areas in Kluang will be under enhanced MCO for 14 days. The Edge Markets.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two-areas-kluang-will-be-under-enhanced-mco-14-days

27   Lim, I. (2020, May 5). Here’s what the new CMCO rules say: No more 10-km rule; two-passenger rule for taxis and 
e-hailing. Malay Mail.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0/05/05/heres-what-the-new-cmco-rules-say-no-more-10-
km-rule-two-passenger-rule-for/1863124

28    Tee, K. (2020, June 7). Muhyiddin: CMCO to be replaced with recovery movement control order with further 
relaxations beginning June 10. Malay Mail.  
https://www.malaymail.com/news/malaysia/2020/06/07/pm-cmco-to-be-replaced-with-recovery-
movement-control-order-with-further-re/1873225

29    Bernama. (2021, January 1). COVID-19: Malaysia’s recovery movement control order extended again to Mar 31.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asia/malaysia-covid-19-rmco-extended-mar-31-
restrictions-13877484

30    Rodzi, N. H. (2021, January 13). Malaysia to reimpose MCO in some states: What do the Covid-19 restrictions 
entail.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impose-mco-in-some-states-what-do-the-covid-19-
restrictions-entail

31    The Special Committee for Ensuring Access to COVID-19 Vaccine Supply (JKJAV) 2021. (2021). National COVID-19 
Immunisation Programme, 18 February 2021. vaksin covid.  
https://www.vaksincovid.gov.my/pdf/National_COVID-19_Immunisation_Programme.pdf

32    The Star/Asia News Network. (2021, May 2). Malaysia to impose new Covid-19 movement curbs, with bazaars and 
schools to close: Sources.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malaysia-to-impose-new-movement-restrictions-with-bazaars-
schools-to-close-sources

33  Phoe Wa. (2020, August 29). Motorbikes for Yangon. Myanmar Times.  
https://www.mmtimes.com/news/motorbikes-yangon.html

34  Kemp, S., Kepios, We Are Social, & Hootsuite. (2020). Digital 2020: Myanmar. Datareportal.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0-myanmar

35    Marquez, C. (2021, August 2). BREAKING: DOH confirms first case of novel coronavirus in PH. INQUIRER.ne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221797/breaking-doh-confirms-first-case-of-coronavirus-in-ph

36    Gregorio, X. (2020, February 2). First novel coronavirus death outside China reported in Philippines. CNN 
Philippines.  
https://www.cnnphilippines.com/news/2020/2/2/novel-coronavirus-cases-death-Philippines.html

37    Esguerra, D. J. (2020, March 17). Duterte: Philippines now under state of calamity due to COVID-19. INQUIRER.ne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243774/duterte-philippines-now-under-state-of-calamity-due-to-covid-19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4

38    CNN Philippines Staff. (2020, March 12). Metro Manila to be placed on ‘lockdown’ due to COVID-19. CNN 
Philippines.  
https://cnnphilippines.com/news/2020/3/12/COVID-19-Metro-Manila-restrictions-Philippines.html

39    Esguerra, D. J. (2020, April 3). Masks now a must as PH virus deaths top 100. INQUIRER.ne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253219/masks-now-a-must-as-ph-virus-deaths-top-100

40    Esguerra, D. J. (2020, May 12). BREAKING: NCR, Laguna, Cebu City placed under modified ECQ until May 31. 
INQUIRER.net.  
https://newsinfo.inquirer.net/1273529/breaking-govt-puts-ncr-laguna-cebu-city-under-modified-ecq-until-
may-31

41    CNN Philippines Staff. (2020, August 2). Philippines’ COVID-19 tally breaks 100,000 mark, as country sets new 
record high increase for 4th day. CNN Philippines.  
https://www.cnnphilippines.com/news/2020/8/2/PH-coronavirus-cases-breach-100k.html 

42    CNN Philippines Staff. (2020, October 16). Persons aged 15-65 allowed to go out as IATF eases quarantine age 
restrictions. CNN Philippines.  
https://www.cnn.ph/news/2020/10/16/Quarantine-age-restriction-15-to-65-years-old.html

43   Lema, K., & Morales, N. J. (2020, March 1). Philippines starts coronavirus vaccinations but supply, demand 
uncertain.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philippines-vaccin-idUSKCN2AT17N

44    Khalik, S., Goh, T., & Kurohi, R. (2021, May 24). Wuhan virus: Every household in Singapore to get 4 masks; 
collection starts on Feb 1.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wuhan-virus-every-household-in-singapore-to-get-4-masks-
collection-starts-on-feb-1

45    Molloy, D. (2021, January 24). The great graphics card shortage of 2020 (and 2021). BBC.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55755820

46    Abdullah, Z., & Salamat, H. (2020, January 23). Singapore confirms first case of Wuhan virus.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wuhan-virus-pneumonia-singapore-confirms-first-
case-12312860

47    Abdullah, Z., & Ang, H. M. (2020, January 30). Supply of masks in Singapore ‘enough’ if managed properly: Chan 
Chun Sing.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wuhan-virus-mask-stock-available-singapore-
coronavirus-12369712

48    Mohan, M., & Baker, J. A. (2020, February 7). Coronavirus outbreak: Singapore raises DORSCON level to Orange; 
schools to suspend inter-school, external activities.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wuhan-coronavirus-dorscon-orange-singapore-risk-
assessment-12405180

49    Channel NewsAsia. (2020, February 7). No need to rush for supplies, says Chan Chun Sing, amid reports of surge 
in demand.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wuhan-virus-coronavirus-groceries-supplies-ntuc-
sheng-siong-12406906

50   Baker, J. A. (2020, March 24). COVID-19 temporary measures: Gatherings outside of school and work limited to 10 
people, entertainment venues to close.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covid-19-bars-cinemas-entertainment-venues-closed-
gatherings-12571538

51    Channel NewsAsia. (2020, March 29). Singapore reports third death from COVID-19.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coronavirus-covid19-third-death-singapore-
coronavirus-12587178

52    Channel NewsAsia. (2020, April 3). In full: PM Lee’s address on enhanced measures to deal with COVID-19 
situation in Singapore. Channel News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news/singapore/coronavirus-covid-19-lee-hsien-loong-update-address-
nation-tv-12606328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5

53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 (2020, May 19). End Of Circuit Breaker, Phased Approach To Resuming Activities 
Safely. MOH | News Highlights.  
https://www.moh.gov.sg/news-highlights/details/end-of-circuit-breaker-phased-approach-to-resuming-
activities-safely

54    Gov.sg. (2020, July 3). Moving into Phase 2: What activities can resume. gov.sg.  
https://www.gov.sg/article/moving-into-phase-2-what-activities-can-resume

55    Chong, C. (2020, December 31). Senior staff nurse at NCID receives first Covid-19 vaccine in Singapore.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singapore-rolls-out-covid-19-vaccination-exercise-senior-staff-
nurse-at-ncid-receives

56    Gov.sg. (2020, December 14). Moving into Phase 3 of Re-Opening on 28 Dec 2020. Gov.sg.  
https://www.gov.sg/article/moving-into-phase-3-of-re-opening-on-28-dec-2020

57   Lai, L. (2020, May 8). Back to phase 2: Cap of 5 people for social gatherings from May 8 amid rising Covid-19 
cases.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health/singapore-to-cut-social-gathering-size-from-8-to-5-amid-
rising-covid-19-cases 

58    Ministry of Health Singapore. (2020, May 14). Updates on local situation and heightened alert to minimise 
transmission. MOH | News Highlights.  
https://www.moh.gov.sg/news-highlights/details/updates-on-local-situation-and-heightened-alert-to-
minimise-transmission-14May 

59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January 2). Holding the1st Meeting on “Emergency response measures 
to pneumonia of an unknown cause originating from China”, culmina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pidemic 
Response Team. Official notice sent to all medical institutions to request physicians to report all cases with 
suspected symptoms and patients with travel history from Wuhan.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3687-206.html 

60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January 5). Formalized the definition of coronavirus cases and reporting 
& handling procedures. All medical institutions are requested to strengthen infection control measures and 
enhance diagnosis capabilities on new and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3689-206.html 

61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January 21). After confirming its first COVID-19 case on January 21, Taiwan 
immediately followed the International Health Regulations (IHR) by reporting the matter to WHO.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4904-206.html 

62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January 22). Over 2 million face masks were released to the four major 
convenience store chains, pharmacies,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 over two consecutive days, with spot checks 
on prices.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3719-206.html 

63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0, May 20). Taiwan had gone 13 consecutive days with no new COVID-19 cases 
and 38 consecutive days without any local cases.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4028-206.html

64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March 22). CECC announced that Taiwan’s COVID-19 vaccination starts on 
March 22, 2021; Disease Control Butler’s Taiwan V-Watch System is officially available for the public to report 
health status after COVID-19 vaccination.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58818-206.html

65    Taiw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021, April 14). Self-paid COVID-19 vaccine to be available for the Taiwanese 
public on April 21. Press Releases.  
https://www.cdc.gov.tw/En/Bulletin/Detail/8zNpZS8O1S2D3IIgBYHAhA?typeid=158

66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May 11). CECC raises nationwide epidemic warning to Level 2 and 
implements related restrictions and measures, effective from May 11 to June 8, 2021,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risk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61349-206.html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6

67    Ministry of Health and Welfare. (2021, May 19). CECC raises epidemic warning to Level 3 nationwide from May 19 
to May 28; strengthened measures and restrictions introduced across Taiwan to reduce community transmission. 
Measures of COVID-19.  
https://covid19.mohw.gov.tw/en/cp-4868-61361-206.html

68    Vietnam News Agency. (2021, June 15). Bicycle sales boom amid pandemic. VietnamPlus.  
https://en.vietnamplus.vn/bicycle-sales-boom-amid-pandemic/203058.vnp

   
69    Phương, L. (2020, January 1). Hai người viêm phổi Vũ Hán cách ly tại Bệnh viện Chợ Rẫy. VnExpress. 

https://vnexpress.net/dich-viem-phoi-corona/hai-nguoi-viem-phoi-vu-han-cach-ly-tai-benh-vien-cho-
ray-4046299.html

70    Vuong, M. N., Quyen, L. T. N., Tra, T. D., Thanh, V. D., Tuan, Q. N., Co, X. D., Trang, H. T. N., & Cuong, D. D. (2021, 
March). The second wave of COVID-19 in a tourist hotspot in Vietnam. Journal of Travel Medicine, 28(2).  
https://academic.oup.com/jtm/article/28/2/taaa174/5908539

71   Le, N. (2021, April 23). Vietnam offers Cambodia largest Covid-19 aid package. VnExpress.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vietnam-offers-cambodia-largest-covid-19-aid-package-4266853.html

72    Reuters. (2021, March 8). Vietnam begins COVID vaccinations with AstraZeneca shots. Nikkei Asia.  
https://asia.nikkei.com/Spotlight/Coronavirus/COVID-vaccines/Vietnam-begins-COVID-vaccinations-with-
AstraZeneca-shots

73    Tan, H. Y. (2021, May 22). Vietnam’s 4th wave of Covid-19 is its first ‘real wave’, after earlier blips.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vietnams-4th-wave-of-covid-19-is-its-first-real-wave-after-
earlier-blips

74  Le, N. (2021, July 16). Vietnam’s new wave Covid-19 tally crosses 40,000. VnExpress.  
https://e.vnexpress.net/news/news/vietnam-s-new-wave-covid-19-tally-crosses-40-000-4325991.html

第四部分: 市場對再商務有何展望？
1    Remy, N., Speelman, E., & Swartz, S. (2016, October 20). Style that’s sustainable: A new fast-fashion formula. 

McKinsey Sustainability.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style-thats-sustainable-a-new-
fast-fashion-formula

2    Carousell Group. (2021, April 7). Carousell forms Carousell Auto Group to entrench autos marketplace leadership 
in Southeast Asia. Carousell Press.  
https://press.carousell.com/2021/04/08/carousell-forms-carousell-auto-group-to-entrench-autos-
marketplace-leadership-in-southeast-asia/

3    Honda, S., Khetriwal, D. S., & Kuehr, R. (2016). Regional E-waste Monit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1st ed.).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 Japanes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http://ewastemonitor.info/pdf/Regional-E-Waste-Monitor.pdf

4    Hall, C. (2021, July 29). Upcoming phones: The future smartphones of 2021. Pocket-lint.  
https://www.pocket-lint.com/phones/buyers-guides/120810-upcoming-smartphones-and-new-mobiles-
coming-out-this-year

5    Triggs, R. (2019, January 12). Mobile innovation: Things will get worse before they get better. Android Authority. 
https://www.androidauthority.com/mobile-innovation-940990/

6    Boh, S. (2018, February 1). Singapore’s mountain of e-waste. The Straits Times.  
https://www.straitstimes.com/singapore/environment/singapores-mountain-of-e-waste

7    7-Eleven Taiwan. (-). 環境管理. 統一超商永續發展. https://www.7-11.com.tw/company/csr/envpolicy.aspx

8    Ministry of Education, Ministry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Trade and Industry, & Ministry of Transport. (2021).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https://www.greenplan.gov.sg/

9    Carousell & Ministry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Singapore. (2021). Trash To Treasure. Carousell. 
https://www.carousell.sg/smart_render/?name=trash-to-treasure&type=market-landing-page&_branch_
match_id=840416380833030326&utm_source=Facebook&utm_campaign=trashtotreasure&utm_medium=post



旋轉拍賣再商務指數參考文獻 47

press.carousel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