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使用

PayPal 商業服務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mer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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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註冊 PayPal 帳戶完全
免費，使用 PayPal 付款
更安全。

客戶可以迅速結帳。他們的
信用卡和運送詳細資料已
預先填寫，結帳更快捷。

客戶無需就使用 PayPal 付款
支付費用。

PayPal「買家購物安全保障」
確保合資格交易可享全額
退款保障。

1 《PayPal 公佈 2018 年首季業績》，PayPal，2018 年 4 月 25 日。
2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進一步了解 PayPal「退貨運費賠償保障」服務。   

客戶可以退還貨物，而
PayPal 會就運費退款2。

你只需根據你的銷售額
支付小額費用。

註冊商業帳戶完全免費，
為你的業務提供合適的

解決方案。

你的客戶可以透過手機、手提
電腦或平板電腦等任何裝置向

你付款。他們付款後，
資金會直接轉移給你。

對你的客戶對你的業務

PayPal 的運作方法

PayPal 是全球頂尖的環球網上付款平台，深受超過 2 億 3,700 萬名客戶信賴1，
其中包括 1,900 萬名商家，服務範圍遍及全球超過 200 多個市場。

以下是 PayPal 對你的業務和客戶有利的原因。

如果你的客戶退回貨物， 
PayPal 會承擔運費2，

讓你無需擔心。

PayPal「賣家交易安全保障」
提供全天候交易監測、
防範欺詐及保障政策，

助你減少風險。

免費註冊

靈活結帳

安心使用

退貨運費  

賠償保障

絕無隱藏費用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returns
https://www.paypal.com/hk/merchantsignup/router
https://www.paypal.com/hk/signup/account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returns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retu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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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你的帳戶

只需幾個步驟，即可設定你的帳戶，以一個 PayPal 帳戶，
向本地及全球各地數以百萬計的客戶銷售。

運作方式

同意交易

和買家達成銷售同意書後，你可以向
買家發出付款要求、透過電郵發出帳
單或發送連同雙方同意金額的 
PayPal.Me 連結。 

客戶登入

你的客戶會收到付款要求，然後登入 
PayPal 帳戶並直接付款給你。

你收到付款

我們會就付款立即通知你，並根據
我們的適用條款及細則將款項轉帳
至你的 PayPal 帳戶。

Requesting from A. Vanesgh

$123.00

$

USD

Request Payment

••••••••••

Login

Email

Payment Processing

Payment Confirmed

處理付款

我們會處理付款，確保所有人的財務
資料更加安全和更有保障。

確認你的電郵地址
你必須先確認電郵地址，才可收取付款。完成註冊 PayPal 商業
帳戶後，我們會傳送電郵給你。請按一下電郵中的連結，確認
你的電郵地址。若找不到該電郵，請登入 PayPal 帳戶，然後按
一下「個人檔案」圖示。

如果有人付款給你，你會收到電郵通知。你必須手動接受第一
筆收款。其後收到的付款會自動存入帳戶。

了解詳情

連結並驗證銀行帳戶
連結並驗證你的香港本地銀行帳戶或美國銀行帳戶，以從 
PayPal 提款及移除提款限額。請確定你於銀行帳戶登記的姓名
與 PayPal 帳戶登記的姓名相同。

提領 $1,000 HKD 或以上至香港銀行帳戶無需提款處理費3。若
提領其他貨幣餘額到美國銀行帳戶，則需付 2.5% 提款費用4。

了解詳情

3 如果提領少於 $1,000 HKD，會收取小額費用 $3.5 HKD。 
4 如果提領美元以外的貨幣，可能會收取其他貨幣兌換處理費。

https://www.paypal.com/hk/selfhelp/article/faq1485
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get-started?locale.x=zh_HK#confirm-email
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get-started?locale.x=zh_HK#link-payment-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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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概覽

在單一平台管理你的帳戶，包括：查看帳戶
餘額、檢視帳戶活動，並自訂如何檢視交易
內容。

摘要
速覽帳戶的重要資料：無論你在
瀏覽什麼，也可以隨時返回主要
帳戶。

款項
你的餘額及資金來源概覽：
你可以連結你的銀行帳戶、信
用卡或扣帳卡。

活動
所有交易詳細資料概覽：你可以
更新交易狀態、發放退款等。

工具
助你順暢地運作業務的工具：
「要求付款」、「發出帳單」及
「調解中心」等。

報告
所有類型報告：助你追蹤業務
營運情況。

個人檔案
檢視和修改你的個人和業務資料。

智能篩選器
按活動類型整理你的交易。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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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付款方案網上帳單

以 PayPal 的自訂範本建立專業帳單，然後以
電郵發送給任何人。你可以加入詳細資料，
例如：你的名稱、客戶資料及帳單追蹤編
號，還有你的公司標誌。你的帳單會儲存作
後續追蹤和報告之用，並可透過日期、金額
和名稱等搜尋。你甚至可以下載報告，一手
掌握未付款、即將到期網上帳單。

了解詳情

PayPal.Me

在聊天室或社交平台銷售商品或服務？現在
你可以發出專用連結，即時完成交易。你只
需於連結後方加上你選用的貨幣和金額，
然後發送給客戶。無論你在何處經營業務，
都能快速設定，簡單地發送付款求。 
PayPal.Me 連結是獨一無二的，立即設定你
的連結吧！

了解詳情

電郵付款

只需以你的 PayPal 帳戶或 PayPal 商業應用
程式要求付款，客戶就會立即收到電郵通
知。他們可選擇使用 PayPal 帳戶或他們的
信用卡或扣帳卡付款。

了解詳情

無論你是否擁有網站，
我們都有合適的付款方案助你收款。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get-started-with-paypal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email-invoice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me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requesting-payments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busines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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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付款方案 快速結帳 (EC)

如果你的網站有購物車功能，可以使用「快速
結帳」，為客戶簡化付款程序，有助減少半途
放棄購物車。需要協助設定購物車嗎？在我們
的「合作夥伴目錄」尋找合作夥伴吧！

了解詳情

網站付款標準版 (WPS)

我們的付款按鈕助你更簡單地在網站上收款。
只需複製 html 程式碼並貼到你的網站，讓客
戶點擊幾下即可付款。

了解詳情

在網購平台收款 

以 PayPal 為你在 eBay、Etsy 等平台收款，
助你建立信譽及信任。提升銷售額之餘，還能
吸引網購平台原有的大量客戶。

了解詳情

PayPal 商業應用程式

使用 PayPal 商業應用程式，即使出門在外，
也可一手掌握帳戶活動、發出帳單和檢視客戶
資料。

了解詳情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express-checkout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get-paid-on-marketplaces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business-app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express-checkout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website-payments-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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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清晰簡單，一目了然

無任何隱藏收費，我們只根據
你的銷售額收取小額交易費用。

每月銷售額 收取網上及電郵帳單付款 收取 eBay 付款

香港客戶 海外客戶 香港客戶 

3.9% + $2.35 HKD

3.4% + $2.35 HKD5

3.2% + $2.35 HKD5

2.9% + $2.35 HKD5

不超過 $25,000 HKD

$25,000.01 HKD 至 $75,000 HKD

$75,000.01 HKD 至 $750,000 HKD

$750,000.01 HKD 或以上

4.4% + 固定費用6

3.9% + 固定費用6

3.7% + 固定費用6

3.4% + 固定費用6

3.4% + $2.35 HKD

2.9% + $2.35 HKD5

2.7% + $2.35 HKD5

2.4% + $2.35 HKD5

3.9% + 固定費用6

3.4% + 固定費用6

3.2% + 固定費用6

2.9% + 固定費用6

若要了解詳情，請參閱「商家費用」網站。

5 需符合申請商家費用折扣的資格。 
6 視收款貨幣而定的固定費用。舉例來說，若收款貨幣為 USD，則固定費用為 $0.30 USD。

海外客戶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seller-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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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買家和賣家

與可信任的合作夥伴合作，買賣
更簡單。PayPal 保障買家與賣家，

讓你可以放心付款，從頭到尾都更安全。

賣家交易安全保障

銷售多一點，擔心少一點。
你的所有合資格 PayPal 銷售交易均可

自動享用「賣家購物安全保障」。你只需要
提供運證明或送達證明，其他事項由我們處理。

了解詳情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seller-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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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鞋履或服裝尺碼不符
物品跟說明不符
純粹是客戶改變其主意

退貨運費賠償保障服務

任何不符買家期望的購物交易，我們
會代你向買家退回運費高達 
$20 USD7，交易包括：

管理客戶問題 

買家提出糾紛申訴或撤銷付款的原因
有很多種。若出現投訴，PayPal「調
解中心」可以協助迅速有效地解決問
題。如有任何疑問，你可致電 
852-3550-8574 聯絡客戶服務中心。

了解詳情

7 在2018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你可以享有最多 3 次退款，每次上限為 $20 USD。
要了解詳情，請檢視「一般使用條款」。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customer-concerns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returns/terms-and-conditions
https://www.paypal.com/hk/smarthelp/contac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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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欺詐

我們領先業界的防欺詐系統及專家全年無休地監察交易，確保交易更
安全。此外，無論你在何時何地經營網上業務，全球超過 2,000 名
員工亦致力確保你的帳戶及客戶安全。

資料安全
你只需連結信用卡和銀行詳細資料到 PayPal 帳戶一次。我們的系統
利用「安全通訊端層協議」(SSL) 3.0（或更新版本）以及最長的加密
鑰（256 位元），自動加密你所有的敏感資料和電郵通訊。然後資料
會儲存在實體及軟件均受嚴格保護的伺服器之中，保障買家和賣家。 

帳戶狀態

我們十分重視你的詳細資料的更新狀況。如果我們需要認證帳戶詳細
資料，或會透過電郵或電話與你聯絡。 

資格審查

大多數商家可以即時建立帳戶並開始交易，少數大額銷售的商家可能
需要提供有關財政及商業運作模式的附加資料，於資格審查流程中作
審核之用。這樣可以令我們更深入了解這些商家的業務詳情，並向他
們提供度身訂造的解決方案。如果你的銷售額或行業類型令你需要通
過資格審查，我們會與你聯絡。



實用連結  

• 商業服務中心：立即進入 PayPal 商業服務中心，了解各項新手須知。

• 電子商務安全指南：了解如何管理 PayPal 付款流程，以及防範網上欺詐交易的
最佳做法。  

隨時隨地協助你

有疑問嗎？我們的「查詢中心」及專員會解答你的疑問。 

PayPal 說明及聯絡我們：聯絡 PayPal，解答所有與網上付款或帳戶相關的問題。

PayPal 商家網站：了解使用付款方案、提示和指南，助你拓展業務。

或聯絡我們取得一對一支援。我們的客戶服務中心樂於助你迅速輕鬆地解決問題。

https://www.paypal.com/hk/selfhelp/home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merchant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paypal-get-started
www.paypal.com/hk/ecommercesecurity
https://www.paypal.com/hk/webapps/mpp/contact-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