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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近期平台政策通知

1. Shopee马来西亚广告金充值税费说明

依据马来西亚政府的相关规定，平台于2022年11月8日针对Shopee广告充值服务

（自动广告充值、站内付费广告充值、展示广告购买等）向卖家征收6% 的马来西

亚销售&服务税（SST），卖家充值金额将发生变化：

2.非医用口罩SIRIM认证规定通知 - 马来西亚站点

根据《2022年非医用口罩贸易描述（认证和与行销）法规》以及马来西亚国内贸

易及消费者事务部（MDTCA）指示，自2023年1月1日起，所有非医用口罩制造商与

进口商都必须申请MS SIRIM认证标签，否则会被删除。

更多站点平台政策通知，您可点击查看详情。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427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6604
https://shopee.cn/edu/category?sub_cat_id=1066


二. 平台热搜关键词

Keywords 关键词

dress 连衣裙

kasut perempuan 女鞋

blouse 衬衫

smart watch 智能手表

baju kurung 马来装

kasut lelaki 男鞋

jam tangan perempuan 女士手表

tote bag 单肩包

jersey 球衣

baju kurung moden 摩登马来装

handbag women 女士手提包

blouse women 女性衬衫

mask 口罩

sandal perempuan 女款凉鞋

air fryer 空气炸锅

*排名不分先后



三. 跨境卖家秒杀活动热销商品分享
(*RM为 马来西亚货币)

婴儿与幼童玩具

女童睡衣 海洋球 女童套装 连帽卫衣

RM11.59 RM6.96 RM8.90 RM12.50

保健与美容保养

眼线笔 剃须刀 睫毛膏 面膜

RM0.65 RM12.44 RM0.94 RM7.50

女士包

单肩包 女士钱包 手提包 证件卡包

RM3.16 RM9.99 RM19.99 RM14.6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1959368/345882840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71074134/7514757528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41478825/816161250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41478825/8961613501
https://shopee.com.my/product/286957518/997006187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575994675/1645674222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39954824/566402868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33117728/9523383481
https://shopee.com.my/product/253129190/14920437014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45524236/12404820004
https://shopee.com.my/product/572636831/2093877230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15993807/8343040557


居家生活

兔年红包封 多功能笔袋 烘焙纸 纽扣夹子&纽扣

RM0.99 RM12.80 RM1.17 RM4.28

手机与配件

耳机 手机 无线耳机 触控笔

RM36.00 RM369.00 RM49.90 RM54.60

家用电器

空气炸锅 插座固定器 滤水器 扫地机器人

RM79.99 RM2.36 RM69.00 RM1099.00

*排名不分先后，RM指马币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1672405/8502455801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71758138/1305915709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64232451/1630000196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3957747/1872528611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39641550/212198759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39641550/20861526854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20593423/403904832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41498587/476732751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865116722/1449282262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71888540/8188107726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47899319/268779932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39641550/17338075380


四. 本地卖家秒杀活动热销商品分享
(*RM为 马来西亚货币)

婴儿与幼童玩具

奶嘴 湿纸巾 容奶器 纸尿片

RM1.99 RM0.91 RM4.54 RM84.55

保健与美容保养

散粉 保湿面霜 口罩 清洁泥膜

RM16.49 RM49.00 RM0.75 RM39.00

女士包

单肩包 钱包 斜挎包 帆布包

RM10.90 RM9.90 RM8.99 RM12.8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5166225/288311369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2436984/10841901492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2436984/390841629
https://shopee.com.my/product/83251191/17540269209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8874494/19416555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98052041/1124199155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292442664/1086525396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498052041/1175796466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2724743/558799787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9116202/3478245199
https://shopee.com.my/product/519381363/14721554359
https://shopee.com.my/product/651716003/15847690071


居家生活

枕头套 床单 手账贴纸 衣架

RM9.85 RM12.90 RM10.50 RM21.33

手机与配件

祷告播放器 蓝牙耳机 手机屏幕保护膜 智能手表

RM14.90 RM6.78 RM0.87 RM199.00

家用电器

电煮锅 熨斗 面包机 吸尘机

RM16.50 RM72.00 RM259.00 RM289.99

*排名不分先后，RM指马币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18059163/4854960706
https://shopee.com.my/product/26912497/186796950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2960140/8719977326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628704/5212046743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18928817/757722771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9116202/5152471628
https://shopee.com.my/product/252451288/4965622927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23793634/20902999942
https://shopee.com.my/product/394455761/10251856685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75347531/5617291550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30925376/6750454396
https://shopee.com.my/product/164298711/2561457944


五. 违禁品B类说明

❖箭（箭头）

❖强力磁铁

❖纯电池，例如充电宝、外置电池等，包括单独的纽扣电池和高

容量电池（一般大于8000mAh）

❖蜡烛

❖枪型小饰品

❖刀具/剑模型（饰品）

❖球类（充气）

❖油漆

❖粉末

❖电子烟及配件（如烟油等）

❖含酒精类（非纯酒精，如酒精棉等）

❖喷雾

❖胶水

❖药膏贴（艾草贴、足贴等）

❖牙粉

❖电动平衡车

❖保健品

❖颜料（易燃）竹炭类

❖食品（包括宠物食品）

❖香薰类（艾草熏香、蚊香、檀香、烧香等）

❖香水、精油

❖润滑油、机油

❖干燥剂



❖香料

❖在运输途中意外开启并导致发光、发热以及发出声响的带电

产品

❖所有药品

❖赌具（扑克牌、骰子、筹码等）

❖成人用品

❖指甲油（包括甲油胶）

❖卸甲水（油）

❖液体（>200ml）

❖所有含大麻、大麻叶成分的产品（包括不仅限于CBD、THC、

Hemp、Cannabis)



六. 店铺功能攻略

Shopee马来西亚准备了店铺功能攻略以协助您透过店铺功能促进

非活动期间的销售。

(1) 聊天广播 Chat Broadcast

聊天广播 （Chat Broadcast） 是一个营销功能。您可以通过该功能

批量地向定制的收件人群组发送广播讯息，并且查看用户对卖家

所广播讯息的反馈。如果收件人回复了您的广播讯息，您也可以

直接回复。

以下是使用聊天广播的好处：

1. 为店铺及商品带来更多流量

2. 使用独家促销来奖励买家和粉丝

3. 轻松地与顾客进行互动

更多详情请点击：

1.什么是聊天广播？

2.查看与提升聊聊广播表现

3.聊天广播的类别| Shopee MY Seller Education Hub

4.聊天广播奖励计划| Shopee MY Seller Education Hub

5.贴士：创建优质的的聊天广播| Shopee MY Seller Education Hub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72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71
https://seller.shopee.com.my/edu/article/7732
https://seller.shopee.com.my/edu/article/7805
https://seller.shopee.com.my/edu/article/7800


(2) 店内秒杀 Shop Flash Sales / My Shop Shocking Sales
店内秒杀是卖家中心的一项功能，允许卖家在自己的店铺内将他

们的产品提名到即将到来的限时选购时段。它可以帮助卖家通过

限时优惠来吸引指定的产品的店铺访客。卖家也可以查看访问者

对产品的点击次数和提醒次数，从而可以估算产品的需求量。

以下是使用在店铺的限时选购的好处：

1.增加产品的印象

2.提高转化率并最大限度地提高店铺客流量的销售额

更多详情请点击：

1. 店内秒杀（店铺限时抢购）介绍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80


(3) 套装优惠  Bundle Deals
套装优惠可让卖家创建商品组合套装，并为这些套装提供折扣。

卖家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轻松地自行创建和管理套装包：

1.在店铺中混合和匹配产品

2.设置套装折扣类型

3.查看和导出订单详细信息

卖家可以通过以下 3 种类型的交易来满足需求：

1.百分比折扣

2.金额折扣

3.特惠套装价

以下是使用套装优惠的好处：

1.为产品吸引更多点击

2.单次销售更多产品

3.增加销量

更多详情请点击：

1. 套装优惠介绍

2. 如何创建套装优惠

3. Bundle Deal FAQs | Shopee MY Seller Education Hub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451
https://shopee.cn/edu/article/7549
https://seller.shopee.com.my/edu/article/5619


(4) 加购优惠 Add-on Deals
通过加购优惠，卖家可推动特定产品的销售并吸引买家单次购买

更多的商品。这是因为买家在浏览时能在卖家的产品上看到“加购

优惠” 或 “免费礼品” 标签，这会使产品更具吸引力，从而产生更多

的点击次数和销售额。

以下是使用加购优惠的好处：

1.为产品吸引更多点击

2.打造轻松购物体验

3.每个订单获得更多商品

4.整体产品销量更高

更多详情请点击：

1. 加购优惠（加价购）介绍

https://shopee.cn/edu/article/4669


更多选品干货：

1子类目选品攻略（不定时更新）
2其他所有选品内容
3选品指南分享平台

https://shopee.cn/edu/article/14487
https://shopee.cn/edu/tag/162?tab=all&page=1
https://solutions.shopee.cn/sellers/category-sharing-portal/#/market?m=mar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