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UPS® Worldwide Economy
託運指南

UPS Worldwide Economy 是 UPS 產品組合中的全新合約服務產品。 所有寄件人均須簽訂一份獲許可
的合約才能使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 此產品在最新的 UPS 網上託運平台 Enhanced 
Web Shipping (EWS) 上提供。 舊版 UPS 網上託運平台上並不提供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 

在網上託運平台內並存着 「新」 和 「舊」 兩種版本體驗。 UPS Worldwide Economy 只在新版本體驗內提供， 
這種體驗又稱為 EWS (Enhanced Web Shipping)。

當您登入 UIS（UPS 網上託運）並前往託運包裹時， 可能會看見舊版本。

請注意以下 「建立寄件」 的內容。 如果您看見此版面， 請點擊 「感受全新託運體驗」 以前往新版本。

如果您在選擇 「建立託運」 後看見此類畫面（見下圖）， 那代表您正在檢視 「新版體驗」。 當您移動至 「新版」 後， 
每次登入後都會返回這裏（除非您選擇 「前往先前版本」）。

您應該會在 「專營服務」 下拉式清單中看見 UPS Worldwide Economy。



UPS Worldwide Economy DDP， 已預先支付關稅和稅款; 最適合 10 磅 以下的貨件。

在 EWS 中， 您可以按照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合約中的規定， 以單件或作為主箱的一部分處理 
UPS Worldwide Economy DDP 包裹。 所有包裹必須以主箱託運至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合中約
列明的指定出口處理地點。

•  您將會獲提供透過 UPS Worldwide Economy 合約發送主箱的地址（稱為 「出口處理地點」）

•  您可以選擇不將您的子包裹與主箱聯繫起來。 如果這樣做， 您便需要以其他方式（非透過 UPS 司機）將
    這些包裹運送至出口處理地點

•  UPS Worldwide Economy 「子」 包裹一經建立， 便會被放進與之聯繫的主箱中， 而主箱會關閉並託運至 
    UPS Worldwide Economy 合約規定的出口處理地點

•  當出口處理地點接收到主箱後， 子包裹便會從主箱中取出並重新貼上標籤， 然後送往其最終目的地

作為主箱一部分處理的子包裹可以一直由取件地點追蹤至出口處理地點。 個別處理的子包裹則在包裹運
送至指定的出口處理地點並經過處理前， 都無法透過 UPS 追蹤。

如何處理 UPS Worldwide Economy 貨件

•  選擇帳戶號碼（註: 只有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合約中列明的認可帳戶號碼方可使用 
    UPS Worldwide Economy 服務）
•  在 「專營服務」 之下選擇 Worldwide Economy

a) 如想自行交予包裹至指定出口處理地點， 請不要剔選 「外箱託運」 並移步至步驟 3

b) 如要 UPS 司機取件， 剔選 「外箱託運」， 以作為主箱一部分的方式處理子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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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 如果您選擇個別處理包裹， 在包裹運送至指定的出口處理地點並經過處理前， 都無法透過 
UPS 追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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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已經有一個已開啟的主箱， 但想要建立另一個， 那麼請您從下拉式清單中選取 「新增至新的
    主託運」

•  如果您需要將即將寄送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子包裹聯繫至現有的主箱， 那麼請您從下拉式
    清單中選擇該主箱

•  選擇好主箱之後， 請選取 「新增子託運至紙箱中」 選項按鈕以繼續處理子包裹

建立主箱

•  如果您剔選了「 外箱託運」， 但沒有一個已開啟的主箱， 您將會看見以下訊息。 請移步至步驟 3 建立
    首個子包裹。 系統將會建立一個新的主箱託運。

3 請在子包裹目的地國家/地區中輸入一個國際 「收件人」 地址
註: 系統不會顯示子包裹的費率資訊



4 包裝類型

•  「我的包裝」 是子託運的唯一有效包裝類型

5 服務

•  為包裹選擇 DDP 服務

•  系統不會顯示 Worldwide Economy 子託運的時間及運送資訊

國際表單

•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需要某些國際託運詳細資訊

•  輸入的資訊將包含在託運標籤中的包裹級別詳細資訊中， 無需列印

•  在 「哪項最能說明此託運？」 之下， 「我要出售這些物品」 一項是商家的最熱門選擇

•  點擊 「開始使用」 提供出口所需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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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輸入產品時， 請在 「產品詳情」 中填寫資訊。 您可以儲存已經輸入的資訊。 透過輸入最少 6 位數字
    的關稅協調代碼 (HTS)， 您可以盡量減低清關過程中的阻滯



9 為個別包裹列印標籤

•  確認託運詳細資訊後便可列印用於包裹的 UPS Worldwide Economy 標籤。 將包裹裝進主箱前， 
    請在個別包裹（非主箱）貼上標籤

•  如果您未有登記使用 Paperless Invoice， 您需要列印商業發票， 與標籤一起貼在包裹上

8 檢查託運資訊

•  確認託運詳細資訊， 包括用於包裹的主箱（如適用）

7 付款資訊

•  只有用於處理包裹的認可帳戶號碼方可用來付款



© 2020 United Parcel Service of America, Inc. UPS、UPS 標誌及其啡色為 UPS 的註冊商標。 版權所有。

註: 寄送文件只需要標籤， 而不需要商業發票

10 處理另一件 UPS Worldwide Economy 個別子包裹或關閉主箱

•  當您處理完一件個別包裹後， 您可以選擇 「建立新的託運」 以處理另一件 UPS Worldwide Economy 
    子包裹或關閉主箱

11 完成託運（關閉主箱）

•  要關閉主箱， 請選擇用於處理 UPS Worldwide Economy 包裹的帳戶號碼， 然後選擇 「UPS Worldwide     
    Economy」。 從下拉式清單中選擇主箱， 最後選擇 「關閉主箱」

•  收件人地址為合約列明的出口處理地點地址

•  只有用於處理主箱內包裹的認可帳戶號碼才可以用來付款

•  所有常規的 UPS 本地服務均適用於將主箱運送至指定的出口處理地點， 請只要將主箱當作普通的小型
    包裹託運處理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