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 h o o  台灣電子商務簡介  



Y! EC has three models in Taiwan 

2 

 

Y! Shopping Mall 

B2C 

(Launched in 2004) 

 

Y! Store Marketplace 

B2B2C 

(Launched in 2008) 

 

Y! Auction 

C2C 

(Launched in 2001) 



Y! EC has three models in Taiwan (II)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 Yahoo  尋求供應商供貨 自訂商品銷售價格 盈虧自負 提供客服與售後服務 供應商定期向 
Yahoo 請領貨款.  

購物中心 

• Yahoo 提供電子商務平台 賣家簽約進駐 自行上架 與 進行訂單管理 盈虧由商家自負 平台
定期將貨款扣除各式手續費後 撥款至賣家  

• Yahoo Revenue 來自商店費用/VAS 費用/廣告費用/成交手續費 

超級商城 

• 任何人都可上平台賣東西 自行上架 與 進行訂單管理 盈虧由賣家自負 如果交易方式是透過

平台提供的付款方式  平台每日 將可撥款之 貨款 撥款至賣家 賣家定期收到平台寄發帳單 

另行繳交 當然有可能金物流都不透過平台 平台只提供 listing 與 買賣管理的渠道 

• Yahoo Revenue 來自商店費用/廣告費用/Listing Fee/成交手續費 

拍賣 



Yahoo EC Fun Facts 

 營業額  At Same Scale as  7-11, 全家, SOGO 

 數千的商家與供應商 數十萬的網路賣家 總商品數大於台灣人口數 

 台灣每 4~5人中就有一人來 Yahoo 購物 

 每個月賣超過 7 百萬件的商品 

 每 5 個去 全家 取貨的人 有三個是去取 在 yahoo EC 平台 購買的商品 

 每個月有超過 15 萬的人在拍賣上賣東西 有1/10 的網購族群會在拍賣上
賣東西 

 網拍詐騙 --  每十萬件有1 到 2 件 

 每 ?? 交易有多 ?? 實際上是跨境 

 

 

 

 



Yahoo 電子商務2015 主軸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快速到貨  

 

 O2O – 與生活結合的更緊密 

 

全民賣家 

 

行動商務  
 



EC 業績神奇算式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流量  
Traffic 

轉換率 
Conversion rate 

客單價 
ASP 

業績 
Revenue  

廣告 

夥伴導流 

Search (SEO) 

Social 

Contents 

Omni-channel 
 

Up-sell/ 
cross sell 

Recommendation  

Personalization  

 組合特惠 

橫向推薦 

直向推薦 

使用經驗 

商品力 

金物流的便利性 

價格 行銷 

服務品質 

Organic Traffic  

Ex: iphone 8g, 16g, 32g…etc 

Ex: ipad + ipad 週邊商品  



超級商城 Case Sharing 

APAC Data Insights | Project Metamorphosis |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Do not share or distribute. 

 六年突破百億的成功要素 

 

 2015 重點策略 
 



超級商城5年6倍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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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很多人 

沒有信用卡 

其中 

很多時候 

沒時間轉帳 

其中 

很多戶 

白天沒有人 

商城的消費者 

二十四小時全能便利商店 

取貨付款一次搞定 

網購雖然很方便….. 



宅配訂單 超商訂單 總訂單數 

成功關鍵1. 超商取貨的推廣發展 



商品 
• 流行商品

比重高 

消費者 
• 客單低 

• 人數多 

商城的消費者 

運費省下來很重要….. 



成功關鍵2.推廣低免運門檻 

宣導店家 

降低免運門檻 

每季DM 

主打免運促銷 

持續舉辦 

假日免運活動 

高達             %消費者喜歡免運活動 



線上商店數    
專業招商團隊 

•知名品牌/實體大通路 

•特色商店/策略產業 

專業輔導團隊 

•一對一輔導 

•定期座談會 

商店CRM系統 

•商店會員經營工具 

•商店儀表板系統 

成功關鍵 3.招商策略 求質不求量 
 



 

 六年突破百億的成功要素 

 

 2015 重點策略 

› O2O 

› 跨境交易 

超級商城 Case Sharing 



O2O 是 

APAC Data Insights | Project Metamorphosis |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Do not share or distribute. 

Online to Offline -- > 是將虛擬網路上的購買或行銷活動帶到實體店面中。 



What links Online to Offline?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關鍵風向: 手機促使o2o 電商模式成焦點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手機購物族喜好的主要O2O應用有三類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31.4%的手機購物族會在實體店面做研究或比
價再回到網路上購買 

38.4%的手機購物族期待透過手機定位功能幫
助其在實體店面找到想要商 

54.1%的手機購物族期待在實體商店收到相關
折價卷. 並且會讓他們更想在app購物 

比較 

好康 

專屬優
惠 

30.8%的手機購物族會利用手機下載行動折價券  

51.6%的手機購物族表示,匯集所有商店在實體 

與網路的優惠折價券會讓他們更想使用APP  

 



目前手機夠次足喜好的主要O2O應用有三類  - 1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目前手機購物足喜好主要 O2O應用有三類 - 2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目前手機購物足喜好主要 O2O應用有三類 - 3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In Fact …O2O is Everywhere Now  

APAC Data Insights | Project Metamorphosis |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Do not share or distribute. 



“傳統”電商跨足 O2O 的幾個要素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Payment 

POI 
store 
info. 

商品e化 進銷存 

Loyalty 
Program 

消費者  

Context aware notification   

Proactive user needs 



 

 六年突破百億的成功要素 

 

 2015 重點策略 

› O2O 

› 跨境交易 

超級商城 Case Sharing 



Why Cross Boarder Trading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先看看台灣的海外網購 



Why Cross Boarder Trading (II)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更不用說大陸2014 海外購物就已經來到1500 億的人民幣 



然而跨境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比如說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Shipping Fee 問題 

 商品檢驗 通關問題 

 金流匯兌  風險問題 

 商標註冊設立公司，或洽談代理商、進口商 

 稅務問題 

 證照申請、商品簡體標籤製作、商品註冊、 

 行銷、運營、客服、保固 

 



與大陸的三種跨境交易模式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直接至大陸  

B2C 平台上架  

– 門檻最高  

透過代理、經銷，於大陸平台上架或由虛實整
合通路銷售 – 門檻較低 現在以經有業者在代為

處理 (Vice Versa) 

至大陸C2C平台上架或於台灣平台上架直接賣給大陸買家– 門檻最低 現

在以經有有心人士在代為處理 (實際上大陸賣家早已經透過此管道跨境) 



Yahoo 拍賣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拍賣特色 

 

 第三方支付 

 

 網路詐騙與防治 

 



拍賣平台特色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 多元與豐富的 listing 

• 買賣功能合一 , 沒有賣家專用的後台 (露天, Y拍） 

• 中大型賣家- 要行銷、要工具、要突顯、要粉絲  眾多的散戶 – 要好賣、要方便、要即時 

• Overall 最年輕的用戶族群 ,最多的 Fun Element – Follow 賣家、愛Social，撿便宜、仍然保有競標的樂趣、

賣家跟買家如”博感情”般的問與與買賣留言 

• 買賣不同調的需求 

Listing / Buyer and Seller 

• 多元的 C2C 金流與物流, 面交 

• 第三方支付 

Payment and Logistic 

• 良莠不齊的賣家與商品  

• 層出不斷的糾紛與詐騙 

Trust and Safety 



Yahoo 拍賣平台策略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 全面免刊登費 降低成交手續費  

• Mobile  

• 更多元的金物流滿足不同族群的需求 

• 持續透過線上現下做教育推廣 

全民賣家 

• 持續推廣輕鬆付為唯一收款方式 

• 保障方案 

• 繼續投入資源於交易安全 

買賣有保障  



什麼是第三方支付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所謂第三方支付謂由買賣交易
當事人外之第三方擔任中間人,
中間人 先為代收買家交付之交
易價金,並於特定條件成就後轉
付予賣家。 比如說 

 買家 先付款  

 賣家款項已確保 再出貨  

 平台確認買家已經收到貨也
同意貨無問題再把款項撥給
賣家 

 



為什麼拍賣需要第三方支付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 未知的賣家 假評價 假帳戶 被盜用的帳戶 

• 網路詐騙層出不窮 不詐騙也有倒閉 

• 商品品質良莠不齊  

買家覺得不安心 

• 本身無法提供買家所需多元的金物流方式 並且無整合的帳戶來收款 

• 買方不付款 

賣家也有風險與便利性的問題 

• 保障買賣家讓大家更安心 

• 解決因大量賣家產生的 Scale issue 

• 有利可圖 ？？ 

而平台業者想要 

 

 

因此順理成章的由平台業者提供 

 

• 自助式與 自動化 的金物流方式 （ATM, WEB ATM, CVS, 

COD, Credit Card, Kiosk…) 

• 賣賣家的擔保 

• 整合的帳戶 (Virtual Account) 



國內外地三方之付收入來源分類 

 依平台收入分為直接收入與間接收入： 
› 直接收入：金流服務、手續費收入、代收收入、金融銷售收入 

› 間接收入：融資利息收入、交易資料銷售收入 

第三方支付平台 

金流服務收入 
（主要收入）  

融資利息收入 

代收服務收入 金融商品銷售收入 

交易資料銷售收入 

餘額利息收入 



法令相關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三方支付專法） 

 

 銀行受理客戶以網路方式開立儲值支付帳戶作業範本 

 

 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 

 

 信用卡收單機構簽訂『提供網路交易代收代付服務平 台業者』為特約商店
自律規範 



但是事情如此美好嗎?? 為什麼一直雷大雨小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法規未通過 

•可行的法規也是曖昧不明 

法規端 

•虛擬帳戶的使用嚴格受限或有限 

•不可儲值 

•無法多元的使用 

•A2A 

買家端 

•使用需認證有門檻 

•撥款週期太長 要求買家直接匯最快最省事 

•若有糾紛處理流程也不清楚 Escrow 後可能導致更久不確定的撥款週期更 

•平台提供再多元的金物流方式也不能解決各式需求 plus issues like fee, tax…… 

賣家端 



Yahoo 奇摩輕鬆付介紹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Yahoo 輕鬆付功能介紹 – 買家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功能 可選擇方式 輕鬆付相關費用 

輕鬆付 

實體ATM 
輕鬆付提供6大虛擬帳號 

中國信託/國泰世華/合作金庫/華南銀行/玉山銀行/台灣銀行 

買家同行轉帳，立即免轉帳手續費 
網路ATM 

帳戶餘額付款 免手續費 

Famiport $15/筆超商手續費 

信用卡 免手續費 

7-11付款取貨 免手續費 

全家付款取貨 免手續費 



Yahoo 輕鬆付功能介紹 – 賣家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信用卡處理費由銀行收取 

功能 可選擇方式 輕鬆付相關費用 

輕鬆付收款& 
提款轉出 

7-11取貨付款 $60超商物流手續費 

全家取貨付款 $55超商物流手續費 

信用卡 
2％信用卡交易手續費 

3/6/12/24分期信用卡手續費3%~6% 
*信用卡手續費由銀行收取 

提款轉出 每週免費轉出一次，超過次數的手續費$15/筆 



門市交寄 
服務費每件 
$60 

服務費每件 
$55 

賣家自行到店頭寄送 

自行寄送至超商物流中心 

服務費每件 
$44 

服務費每件
$36 

(大單/ 10件以上) 
物流交寄 

Seller 

每趟運費自行負擔 

交寄方式 無法同時使用 

輕鬆付-超商取貨功能 賣家交寄  



輕鬆付-撥款週期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那麼Yahoo 輕鬆付是第三方支付嗎??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網路拍賣詐騙手法 ,  種類與成因  

4

3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Yahoo奇摩拍賣13年 網路詐騙型態演變與對策 
 

Confidential 1/9/2015 4

4 

2003年以前 2004~2006 2006~2008 2009~2010 2011~2012 2013~Now 

2000年迄今，台灣地區詐騙手法不斷翻新 
金光黨 

刮刮樂 

中獎通知 

盜刷信用卡 

親友出事 

拍賣賣場詐欺 

假冒公務機關 

剝皮酒店 

ATM解除分期 

MSN詐騙 

點數詐騙 

「小額付款」

電信詐騙 

賣場詐欺
Patrol 

保障方案 

帳號保護工具 

安心賣家/ 

詐欺偵測系統 

店家/系統商 

資安輔導 

專案小組 

監控與處置 拍賣交易安全對策 



YID 

註冊 

刊登商品 

結標 

評價 

出價/競標 

問與答 

結帳 超取出貨 
拍賣會員 

認證 

外部訂單 

處理系統 

賣家 

自選出貨 

無使用訂單
處理系統 

從交易流程看網路拍賣詐騙手法, 種類與成因 

下標/結標/評價 結帳 出貨 

外部系統 物流業者 拍賣 

假評價 

詐欺/ 

濫刊 

養帳號 

匯款單 

個資外洩 
物流 

個資外洩 

賣家 

個資外洩 

帳號 

盜用 

! 假出價 

釣魚 

網址 

 
 

 

賣場詐欺 

 
 

 

ATM解除分期 

電話詐騙 



交易安全面向與防治方法 

帳號安全 

防範未然 

 

• 偽設及盜用帳號的防
治 

• 分層分級的管理 

• 整合通報預警 

 

 

 

賣場秩序與詐欺
防治 

主導遊戲規則 

 

• 建立更快速更有效的
偵測模型 

• 改變業務流程，提升
防治成效 

 

 

交易在平台 

 

保障買家權益 

 

• 加強客戶認知,避免私
下匯款減少詐騙事件 

 

 

 

個資聯防 

團結就是力量 

 

• Y! 建立相關制度 

• Y!提供協防機制與輔
導機制 給Y! 賣家, 

物流商 

• 第三方服務／工具
提供者 

Off line/ATM Fraud  

 
On line Fraud 

 

Y! 可以 Control  的程度 
多管齊下  
 

透過實際作為與宣導 
保障拍賣交易安全重拾客戶信心 



電子商務資安威脅趨勢  - 2014 
 分類 電子商務資安威脅趨勢 未來趨勢預估 

帳號安全 

1. 知名網路平台遭攻擊大量帳密外洩。 

2. 大量網路服務的帳號密碼管理已對一般用戶變成管理災難

，Oauth與備用信箱大量交叉授權，造成帳號/密碼易外洩。 

3. 2013年惡意程式針對行動威脅激增6成。 

1. 大部份網路平台於未來兩年內升級至2次驗證，同時提供OTP

工具供用戶選用。 

2. 跨平台,跨裝置的OTP 解決方案將成主流。 

平台安全 

1. 駭客活動會不斷搜尋相對容易攻擊的目標，如今年offline

攻擊對象移轉至其他平台，如：PChome, 露天, Facebook

及自有品牌網站。 

2. 電子錢包(第三方支付)漸成主流，信用卡帳號及虛擬貨幣

變成駭客主要攻擊對象。 

1. 各電商平台會於2014年底前會提升整體的資安水準，駭客攻擊

對象移轉至外部系統，Social， Mobile …….等新興網路服務。 

2. 竊取信用卡資料及盜刷會重新變成主流。(風控與徵信重要性

只會更加凸顯) 

 

賣家資安 

1. 駭客鎖定產業供應鍊中防禦力較弱的中小企業進行攻擊。 

2. 駭客APT攻擊型態變形為水坑式攻擊（瞄準中小企業經常

登入網路服務，入侵該網路服務並植入後門，只要用戶訪

問這些網路服務就會自動下載後門程式至用戶電腦）。 

3. 資料虛擬化,行動化,雲端化造成個資,金融資料副本過多，

形成資訊管理風暴。 

4. 個資法施行後，法規依循觀念落差大。 

1. 駭客攻擊目標移轉至相對資安水平不夠的對象，如：中大型賣

家及外部訂單管理系統。 

2. 賣家需要一次到位且易負擔的資安解決方案去解決未來需要面

對的資安風險： 

1. 不清楚風險在哪？ 

2. 沒安裝正版軟體及防毒軟體。 

3. 沒有MIS。 

4. 不知道如何應變個資外洩事件。 

 



供應鏈資安聯防及外部系統資安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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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 改善體質：打造安全的Y!拍賣供應鏈，降低個資外洩風險。 

• 建立關係：與外部系統建立權利、義務關係。 

• 損害控制：快速應變個資外洩事件。 

• 消費信心：爭取消費者對於平台資安推動的認同。 

2. 策略： 
• 外部系統資安評等：建立「 Y! 拍賣外部系統資安評等認證SOP」。 

• 認證對象：匯款單系統、自建系統、物流商。 

• 推動形式： Y! 拍賣供應鏈資安聯盟。 

• 認證程序： 
1. 系統業者提出申請 (填寫自評表) 

2. 資安檢測 (Y!指派外部資服業者執行) 

3. 取得安全評等 

4. 定期稽核 



Q&A 

4

9 

Yahoo Confidential & Proprieta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