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使用
PayPal 商業銷售收款服務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merc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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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可以免費註冊 PayPal 
帳戶，讓付款更安全。

客戶能夠迅速完成交易。他們
的卡片和運送詳細資料均已
預先填入，讓結帳更快速。

客戶使用 PayPal 付款，無需
任何手續費。

PayPal「買家購物安全保障」
可確保符合資格的交易
全額退款。

1  PayPal 2018 年第一季財務報告，2018 年 4 月 25 日。
2 須受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參閱 PayPal 「退貨運費賠償保障」。

客戶可以退還商品，PayPal 
會賠償其退貨運費2。

你只需根據交易金額支付小額
手續費。無需註冊費或月費。

免費註冊 PayPal 商業帳戶，
靈活運用各項適合你的

商業收款方案。

客戶能透過任何裝置 (行動
裝置、筆記型或平板電腦) 

付款給你。付款交易成功後，
款項會立即顯示在你的 

PayPal 帳戶中。

對你的客戶對你的銷售業務

如何使用 PayPal

PayPal 是全球線上交易支付平台的先驅，深受超過 2 億 3,700 萬名客戶信賴1，
其中包括 1,900 萬名商業客戶，服務範圍遍及全球 200 多個市場。

PayPal 對你的銷售業務和客戶有所助益的原因如下：

如果買家退回商品，  
PayPal 會承擔退貨運費2，

你不需要擔心。

 PayPal「賣家交易安全保障」
提供全天候交易監控、詐騙

防範措施與保障政策，
減少交易風險。

免費註冊

靈活結帳

安心買賣

退貨運
費賠償

透明的手續費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returns
https://www.paypal.com/tw/merchantsignup/router
https://www.paypal.com/tw/signup/account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returns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returns


4

設定你的帳戶

只需幾個步驟即可完成帳戶設定，立即接軌全球數百萬計的
客戶。開拓跨境電商版圖只需一個 PayPal 帳戶。

運作方式

確認交易

你與買家之間達成銷售協議後，你
可以透過電子郵件傳送付款要求或
電子帳單，也可以傳送填入金額的 
PayPal.Me 連結。 

客戶登入

客戶會收到付款要求，即可登入他
們的 PayPal 帳戶，直接付款給你。

你收到款項

我們會立即通知你付款資訊，款項
會立即顯示在你的 PayPal 帳戶中。
(受適用條款和細則約束）。

Requesting from A. Vanesgh

$123.00

$

USD

Request Payment

••••••••••

Login

Email

Payment Processing

Payment Confirmed

處理款項

我們會處理付款，確保所有人的財
務詳細資料安全加密，交易更安全
且受到保障。

確認電子郵件
你必須先確認電子郵件地址，才能開始收款。完成註冊 PayPal 
商業帳戶後，我們會傳送一封電子郵件給你。請按一下該封電子 
郵件中的連結，確認你的電子郵件地址。如果你找不到該電子郵
件，請登入 PayPal 帳戶並按一下「個人檔案」圖示。

如果有人付款給你，你會收到電子郵件通知。你必須手動接受 
第一筆付款款項。之後系統便會自動接受後續的付款款項，直接
存入你的帳戶。

了解詳情

帳戶認證，並連結銀行帳戶以進行提領
你可以選擇從 PayPal 帳戶提領款項至玉山銀行的新台幣或美金 
帳戶。你也可以選擇將美金款項提領至美國的銀行帳戶。確認    
你的銀行帳戶名稱與 PayPal 帳戶登記的相符。此外，請將信用 
卡或扣帳卡新增至 PayPal 帳戶並完成認證程序，才能取消提領 
限額3。

提領 PayPal 新台幣款項至玉山銀行新台幣帳戶，無須支付手續
費。提領 PayPal 美金款項至玉山銀行美金帳戶或美國的銀行帳
戶，則需 2.5% 的提領手續費4。

提領交易款項至玉山銀行帳戶：  
請至全台玉山銀行分行開戶，並開通網路銀行服務。
登入玉山銀行的網路銀行，透過「玉山全球通」連結 PayPal 
帳戶後，即可開始提領款項。 

了解詳情

3 提領至美國的銀行帳戶：若你的 PayPal 帳戶尚未認證，則 PayPal 會設定提領限額。
  提領至玉山銀行帳戶：玉山銀行會根據銀行帳戶類型和提領貨幣而有不同的提領金額 
  限制。如需更多資訊，請瀏覽玉山銀行網站。 
4 提領美金以外的幣別可能需負擔其他貨幣轉換處理費用。

https://www.paypal.com/tw/selfhelp/article/faq1485
www.paypal.com/tw/webapps/mpp/paypal-get-started?locale.x=zh_TW#confirm-email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digital/ecommerce/cross-border/paypal
www.paypal.com/tw/webapps/mpp/paypal-get-started?locale.x=zh_TW#link-payment-method
https://www.esunbank.com.tw/bank/digital/ecommerce/cross-border/pay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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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概覽

從單一介面輕鬆管理帳戶。
查詢你的帳戶餘額、檢視帳戶活動，以及 
自訂所有交易的檢視畫面。單一管理介面。

摘要
方便你快速了解帳戶活動的概況。
不論你正在查看什麼內容，都能隨
時返回帳戶主頁。

交易款項
餘額、信用卡和銀行帳戶概覽。
提領款項或連結銀行帳戶、信用
卡或扣帳卡。

交易活動
所有交易詳細資料。
更新交易狀態、操作退款等。

工具
協助你業務順利運作的工具，例
如：要求付款、開立電子帳單及
調解中心等。

報告中心
所有類型的報告，協助你追蹤
業務營運狀況。

個人檔案
檢視和編輯個人和商業資料。

智慧篩選
根據交易活動類型管理你的
交易。

重要通知



6

 PayPal 商業銷售收款方案電子帳單

客製化你專屬的電子帳單，傳送給任何有電
子郵件地址的客戶即可開始收款。PayPal 提
供專業範本，讓你輕鬆新增品牌標誌、商店
名稱、客戶資料或電子帳單追蹤編號等。
電子帳單資料完整保存，方便後續追蹤、報
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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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期的電子帳單狀態。

了解詳情

PayPal.Me

使用即時訊息或社群媒體銷售商品或服務?      
現在你可以透過獨一無二的連結，即時完成
交易。只需選取幣別並填入金額，發送或分
享給客戶。無論你在哪裡銷售，均能快速設
定、輕鬆傳送付款要求。每個連結皆獨一
無二，事不宜遲，現在馬上登記。

了解詳情

電子郵件付款

只需從你的 PayPal 帳戶要求付款，你的客戶
便會馬上收到電子郵件通知。他們可以選擇
使用 PayPal 帳戶、信用卡或扣帳卡付款。

了解詳情

全方位收款方案，
讓你無論透過網站銷售、

線下交易，都能輕鬆收取交易款項。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payment-solutions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email-invoice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paypal-me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requesting-pay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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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Pal 商業銷售收款方案

快速結帳 (EC)

如果你的網站有購物車，加入「快速結帳」
即可為你的客戶簡化結帳流程，減少客戶中
途放棄結帳，提升交易成功率。需要協助設
定購物車嗎？請從我們的合作夥伴列表中尋
找合作夥伴。

了解詳情

網站付款標準版 (WPS)

在網站上使用我們的結帳按鈕收款相當方
便。只需將 HTML 代碼複製並貼到網站上，
客戶輕按幾下即可付款。

了解詳情

網路市集收款 

在你的網路市集 (如 eBay、 Etsy 等) 接受 
PayPal 付款。協助你建立可信度並獲得客戶
信賴，讓你在擁有廣大客源的網路市集，達
成更多銷售交易。

了解詳情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express-checkout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website-payments-standard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sell-on-ebay


8

手續費簡單明瞭

費用透明。我們僅會根據你的
銷售額收取小額手續費。

每月銷售額 跨國交易費用5

透過網站、電子帳單及電子郵件付款
接受的交易款項

eBay 交易款項6

$3,000 USD 以下
$3,000.01 - $10,000 USD

$10,000.01 - $100,000 USD

$100,000.01 USD 以上

4.4% + 固定費用7

3.9% + 固定費用78

3.7% + 固定費用78

3.4% + 固定費用78

3.9% + 固定費用7

3.4% + 固定費用78

3.2% + 固定費用78

2.9% + 固定費用78

更多詳細資料，請瀏覽「商業交易手續費」。

5 接受來自台灣以外買家的款項所需支付的跨國交易手續費。
6 僅適用於在 eBay 網站進行之交易。
7 固定費用視交易幣別而有所不同。例如：美金幣別的交易款項，其固定費用為 $0.30 USD。 
8 需具備商業交易手續費資格。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paypal-f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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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買賣雙方交易

買賣交易透過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輕鬆無比。 
PayPal 保護買賣雙方交易，付款、收款更安全。

賣家交易安全保障

銷售多一點，擔心少一點。所有符合條件的
交易均享有「賣家交易安全保障」的保障。你只需提

供運送證明或商品送達證明，其他交給我們處理。

了解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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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尺寸不合的鞋子或服
飾功用與說明不符的
商品買家改變心意

退貨運費賠償保障服務

我們會賠償買家的退貨運費。針對任何
不符合買家期待的交易，買家最多可享 
$20 USD 的退貨運費賠償9。
交易包括：

處理客戶交易問題 

客戶提出糾紛申訴或交易退單的原因有
很多種。如果有申訴，PayPal 「調解
中心」可協助你快速又有效地解決問
題。如有任何問題，請致電客戶服務 
0080 1444 304。

了解詳情

9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你可享有最多 3 次，每次最高 $20 USD 的退貨運費賠償。
如需詳情，請參閱「一般使用條款及細則」。 

https://www.paypal.com/tw/smarthelp/contact-us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customer-concerns
https://www.paypal.com/tw/webapps/mpp/returns/terms-and-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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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騙交易防範措施

領先業界的防範詐騙機制與專家團隊，全天候為你的交易安全把關。
此外，無論你在何時何地進行交易，均有全球超過 2,000 名的資安專
家致力確保你的帳戶和客戶的交易安全。

資料安全性

你只需將信用卡或扣帳卡資料連結至 PayPal 帳戶後，你之後再也無需
重複輸入。我們的系統會運用網路安全通訊性協定標準 SSL 3.0 (或更
新版本) 以及最高加密金鑰長度 (256 位元) 自動加密所有機密資料和電
子郵件通訊。並將資料儲存於無論硬體或軟體都設有嚴密保護的伺服
器上，保障買賣雙方交易資料安全。

帳戶狀態

時時更新你的帳戶相關資料非常重要。若我們需要確認帳戶相關資料
時，我們會透過電子郵件或手機號碼與你聯絡。  

帳戶審核
大多數的商店皆可以在帳戶註冊完成後便開始進行交易。不過，對於
少數高銷售金額的商店，我們可能會要求提供財務及商業運作模式相
關的資料，做為帳戶資格審核使用。這可以幫助我們更深入了解商店
的業務詳情，並提供客製化的收款解決方案。若你的交易量或行業類
別需要進行帳戶審核，我們會與你聯絡。



實用連結  

• PayPal 商業資源中心：新手上路指南，了解如何開始使用 PayPal 。
• 電子商務交易安全指南：了解如何使用 PayPal 管理交易結帳流程，以及

防範網路詐騙的最佳實務。

隨時提供協助
有疑問嗎？我們的查詢中心和客服團隊全力提供協助，解答你所有的疑問。 

PayPal 查詢中心：聯絡 PayPal，查詢所有線上付款或帳戶相關問題的解答。 

PayPal 網站：了解如何使用我們的商業銷售收款方案、須知和指南，協助你
拓展業務。

或聯絡我們，獲得一對一的協助。我們的客服團隊全力為你效勞，協助你快
速而輕鬆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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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