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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特色

1. 物流中心驗收進件後，消費者可於隔2天取件(不含國訂假日)

※ 部份特殊門市因週末不營業或其他特殊原因之故，恕不在保證2日到貨承諾之中。

2. 商品寄送到達門市後，可於廠商後台「物流狀態欄位」貨態查詢

※ 如以宅配取件寄送亦可查詢貨態。

3. 提供廠商後台「配送單號 / 託運單號欄位」(17碼)，可至以下網

址查詢貨態：https://cbec.sp88.tw/web/shipment/track

4. 取貨地點：

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取貨點 7-11 HL銀行、7-11、美妝店(Guardian/peek a box)、咖啡
店(milleniawalk)

店數 900間 2,000間

取貨期限 3天 4天 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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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bec.sp88.tw/web/shipment/tr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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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寄件作業流程

將商品寄至物流中心並
進行到倉驗收

列印一段標黏貼於商品上買家網路下單並完成付款

空運配送至指定海外門市
店鋪/宅配取件

簡訊通知買家到
指定門市店鋪取貨

商品於海關進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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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標籤範本

三、各國標籤範本

香港 新加坡 馬來西亞

18cm

10cm

18cm 18cm

10cm 10cm



1. 標籤整張實貼於外包裝最大面積的左上角處，並確認四角無翹起。

2. 一個包裹只能有1張出貨標籤，若有2張以上出貨標籤，以廠退處理。

3. 商品訂單標籤請使用雷射印表機列印。

4. 貨品運送過程標籤因噴墨淋濕或其他原因造成模糊不清無法刷讀，商品不予驗

收，以廠退處理。

※ 廠商需透過廠商管理後台列印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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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標籤黏貼規範

一段標請黏貼在外包裝最大面積的左上角處



香港
1. 活生動物(蜜蜂、水蛭及蠶除外)
2. 各類動物之骨骼
3. 無煙菸草製品
4. 攝氏60度以下會產生引火點之油漆、洋漆、亮漆及其類似物質
5. 炸藥、煙火、火柴及各類易燃、易爆物質
6. 仿製郵政出版之信封、明信片及郵政用品
7. 具煽動性之物品
8. 彩券及與彩券有關之文件
9. 涉及非法業務之賭博性廣告
10. 相命廣告及任意散發之地下非法借貸廣告
11. 猥褻或有傷風化之字語/物品
12. 載有仿製郵政機關使用之字語/物品、信函或標記之物品
13. 侵害商標或著作權之物品
14. 印有模仿郵票之物品
15. 含有猥褻或下流之繪畫或文字
16. 偽造郵票或具有模仿郵票之物品
17. 香水產品
18. 鋰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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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各國禁運商品規範

※使用者同意並遵守上述禁運商品之規定，如有違反造成本公司損害，使用者同意本公司逕行自使用者
綠界帳戶或將給付予使用者之款項中扣除該賠償金額。



馬來西亞
1. 活生動物及動物製品、肉類及動物內臟、海鮮類
2. 奶製品、燕窩、蛋類
3. 植物（包括任何種類之植物及其部分，例如根、莖、葉、花果、種子等）及其製品、動物性肥料
4. 菲律賓或印尼生產之可可、紅毛丹、山荔枝、龍眼等水果
5. 易燃燒、易爆炸之化學混合物及任何會釋放瓦斯及發熱的物質、煙火、爆竹
6. 錄音或錄影的磁帶
7. 未加工的木頭、廢棄紙類、硬紙板及用以造紙之紙材
8. 猥褻、淫穢之書報、圖畫、照片
9. 未使用之郵資、銀行支票、錢幣
10. 印染沙龍（裙）之布料
11. 印有可蘭經經文之紡織品
12. 軍用衣物及裝備
13. 繩索、防水卡其外套及長襪、紡織設備
14. 安全帽（除了腳踏車、機車騎士使用者）
15. 未製成形之玻璃
16. 鑽石、珠寶
17. 刀劍及魚叉、魚槍、武器、彈藥
18. 碾米機及其零件、電力設備及其零件、電訊設備及廣播器材、單色影印機器
19. 遊戲機的代幣或磁片
20. 通訊產品（如手機等）須提出SIRIM許可證，在海關規定之時間內無法提供認證者，郵件將扣押不

予退回。

五、各國禁運商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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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同意並遵守上述禁運商品之規定，如有違反造成本公司損害，使用者同意本公司逕行自使用者
綠界帳戶或將給付予使用者之款項中扣除該賠償金額。



新加坡
1. 菸草、電子香煙、電子菸斗、電子雪茄菸、回轉式打火機
2. 口香糖、食品(新鮮雞蛋、牛肉及含牛肉的熟食或加工食品；羊肉、豬頭、以及禽

類的規定同牛肉)
3. 手槍
4. 醫藥品、精神疾病用藥
5. 野生保護動物和其副產品
6. 炮竹類、汽油
7. 猥褻物(書、電子媒體皆禁止)
8. 有著作權的書、電子媒體、DVD等(軟體的copy、盜版品也同樣禁止)
9. 防害治安、危害思想的物品
10. 礦泉水或其他飲料、酒類
11. 手機、電腦、筆電等電子產品
12. 天線
13. 護身符、幸運物、除魔等相關的廣告宣傳物
14. 環己基磺醯酸鈣 (calcium cyclamate) (甜味劑的一種)

五、各國禁運商品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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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同意並遵守上述禁運商品之規定，如有違反造成本公司損害，使用者同意本公司逕行自使用者
綠界帳戶或將給付予使用者之款項中扣除該賠償金額。



1.   物流中心收貨時間：

2.   建立訂單後，請於5天內將商品寄達物流中心進行驗收，逾期訂單將取消無法配送，而

進入驗退程序(請預留貨運所需配送時間提早寄出，並注意是否有國定假日)。

-例1：12/01建單，需於12/5前送件至物流中心並進行驗收，貨物將於12/7送達目的地(如

遇假日則順延)。

3. 商品寄/送物流中心地址：24890新北市五股區五權七路18號1樓 統一數網海外配送 收

物流中心收貨時間 處理流程

週一至週五 09:30~16:00 如完成驗收，後天到貨

其他時間 不收貨

六、寄件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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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包裹有不符合航空法規或物流出貨規範之情況，且商品仍在台灣物流中心時，

得將商品退回廠商(退貨時間週一至週五 09:30~16:00)。



4. 物流中心採快速驗收，僅對「進貨箱數」為點收單位，建議廠商封箱前應確實清點件

數，於打包時可全程錄影或拍照存證以供日後備查。

5. 如廠商出貨因寄錯超商物流中心，所衍生的商品遺失或其他爭議，廠商須自行負責。

6. 商品一經物流司機運送恕無法進行取消寄件作業，寄件人亦無法於配送過程中申請變

更取件店舖、取件人姓名、訂單金額。

7. 為確保取件人權益，取件人姓名請務必輸入真實姓名；純取貨者須提供本人證件驗證

取件人姓名。

8. 海外門市配送需遵守違禁品檢驗相關規定，若廠商違反相關規範，最高將面臨300萬

元罰款；如造成統一數網連帶損失，統一數網保留求償之相關權利。

9. 貨物損毀理賠事宜：統一回報給數網客服協助釐清責任。

六、寄件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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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裹材積：

※不論超取或宅配，凡材積重大於包裹實際重量，則取材積重計價(長×寬×高÷6000=材積重)；不滿1(0.5)
公斤以1(0.5)公斤計。

2. 商品必須有外包裝，不可裸露、不可捆包、不透明包裝，無包裝者及包裝不完整商品不予驗收。

3. 易碎物品請勿交寄(如：玻璃、液體、乾粉末類商品等不得寄送)，惟若有非易碎但相類似之商品，廠商應
特別注意並自行加強包裝，並於外包裝黏貼上「易碎品」警示。

4. 商品封口處需黏緊，如未黏緊造成商品脫落遺失或損壞，導致其他商品因此受損或沾污，亦由破損商品之
廠商負全部賠償責任。

5. 標籤須黏貼在外包裝最大面積的左上角處，且貼平標籤四角避免標籤不平或翹起。

箱/罐 蓋必須釘牢，以不易鬆脫為準。

瓶蓋、擠壓瓶嘴等，需將瓶嘴處栓緊，並外

加收縮膜(如左圖範例)，避免瓶蓋破損造成液

體外流。

七、商品包裝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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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馬來西亞 新加坡

超取材積限制(長寬高) 30*50*30cm 長+寬+高總和不超過120cm

宅配材積限制(長寬高) 單件重量需小於20KG，單件材積任兩邊長(例：長跟寬)不能同時大於85cm



服務說明：

 買方未於限定時間內取件(依各國規範時間)，將退件至當地的物流中心保存7天，期間

會連絡買方宅配取貨(廠商不需支付該筆費用)，若超過7天仍未完成配送，統一數網會

通知廠商，決定貨物是以拋棄處理或是寄回台灣(如要寄回台灣，廠商需自行支付寄

送費)。

 可於綠界科技查詢貨態(廠商後台>跨境物流管理>對帳查詢)。

八、消費者未取件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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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到店後未取件 2.退回當地物流中心 3.再進行配送 4.期限內未取件

商品到店後3~4日(依各國
規範時間)，消費者未取件

後辦理退貨

退貨至當地物流中心，將
保管7日，期間會再通知

消費者取件

超過物流中心保管期限，
且廠商確定不取回退件，

則該商品將進行銷毀

如成功聯繫消費者取件則
完成配送；若未聯絡上則
將聯絡寄件廠商後續處理

※選擇宅配取件之消費者，將配送2次(簡訊通知1次)。如配送失敗，商品一樣會退至物流

中心保管

https://vendor.ecpay.com.tw/Frame/Index


 無標商品：含沒有7-ELEVEN標籤商品、無標籤商品、廠商寄錯物流中心、標籤無法判

讀之商品。

 若出現上述狀況之一，商品將放置物流中心倉庫待廠商協尋。

【 廠商協尋商品流程 】

1. 廠商(申請人)通知綠界客服查詢無標商品。

2. 綠界客服會發E-mail請廠商提供：商品外包裝樣式、內容物明細、材積大小、重量、收

件人姓名、收件人電話、收件地址。

3. 廠商(申請人)須同意若物流端查詢無標品，只要有找回該無標品，將退件商品以貨到付

款方式宅配退回且不得拒收。

4. 若廠商(申請人)拒收該無標品，物流端將會直接銷毀退件之無標品。

5. 綠界客服收到廠商(申請人)的E-mail或傳真等方式，同意協尋無標品回覆後，才會請物

流端協助查詢及找回；廠商(申請人)未同意前，綠界客服將不會做任何處理。

九、送錯倉/無標商品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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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綠界科技【物流服務】有其他疑問

，請與綠界線上客服聯繫，謝謝。

https://www.ecpay.com.tw/ServiceReply/Cre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