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條款及細則

服務描述

在這些條款及細則中， 應指包含這些細則的任何協議中提及的 實體。 服務

透過 網絡從亞太區的指定國家 地區運送輕量、低價值的國際貨件到指定的目的地國家

地區。

合約服務

僅按合約提供 服務。 所有寄件人均須簽訂一份獲許可的

服務合約。

運作模式

的貨件將會透過 網絡派送，包括外判服務供應商。除適

用於 服務的費率和其他費用外，寄件人還必須支付適用於此類貨件的關稅、稅項及

清關費用。

主箱；最終派送

寄件人必須將每件 貨件（「貨件」）安放於紙箱、貨盤或 箱內運送，而且

裏面只可以裝有 貨件（「主箱」）。指定的起運國家 地區或提供運將主箱運送至出

口處理地點的本地運輸服務。 貨件可能會經由第三方從出口處理地點運送至目的地國家 地區，最後透過

網絡派送。

服務覆蓋範圍

附件 中列明的 起運地和目的地可能會隨時更改。

託運方案

服務僅適用於透過 、 網上託運、 託運 、已獲授權的

方案或在託運時符合 要求的已獲授權主機系統處理的貨件。

許可尺寸、重量和價值

交予 服務運送的貨件須遵從最小和最大的尺寸及重量限制要求。

除非另有書面同意，以下尺寸和重量限制適用於主箱： 最長長度（即箱最長一邊）為 厘米； 最大尺

寸為 厘米，即長度加周長 闊度 高度 的總和； 最高重量為 公斤。超出上述重量和尺寸

限制的主箱概不接受託運。若在 系統中發現此類箱，則會按照 公斤箱的適用費率計費，並需另收取附

加費；或者由 全權自行決定將其退回給寄件人，一切費用由寄件人承擔。若主箱的長度和周長 闊度

高度 加起來超過 厘米，但不超過最大尺寸 厘米，則需按照 費率及服務指南和 價目表

服務條款及細則中的規定收取大型包裹附加費。

貨件適用以下尺寸和重量限制： 最長長度（即貨件最長一邊）為 厘米； 最大尺寸為 厘米；

最高重量為 公斤。 超出上述重量和尺寸限制的貨件概不接受託運。 若在 系統中發現此類貨件，則會

按照 公斤貨件的適用費率計費，並需另收附加費；或由 全權自行決定將其退回給寄件人，一切費用由

寄件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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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結帳重量

應結帳重量是以貨件的實際重量或體積重量，取其較重者計之。所有貨件之體積重量按此公式計算：（長

闊 高） 。

上述任何「應結帳重量」公式的例外情況必須經 書面核准。 任何此類例外情況必須在託運前，在

服務的《客戶協議》中列明。

服務條款

為您（「客戶」）提供的 服務受以下條款及細則（「

服務條款」）約束：

1. 適用條款

服務是依據以下各項提供的： 上述服務描述及此等在託運時生效的

服務條款； 在 費率及服務指南中列明的條款以及在託運時生效的 價目表 服

務條款及細則（「 價目表」），並由這些 服務條款所修改；以及 與客

戶之間的承運商協議（「協議」）。 費率及服務指南和 價目表（各自載於 ）可能會隨時更

改，無須事先通知。 服務描述及這些 服務條款可能會隨

時更改並會以書面通知，一切由 全權自行決定。若這些 服務條款與 價目表

、 費率及服務指南或協議中的任何其他條款發生衝突，則以這些 服務條款為準

。 價目表、 費率及服務指南和協議藉此提述而被明確併入本文。

2. 服務覆蓋範圍

服務在上述 服務描述中列明，並且在起運地和目的地提供

服務（在託運時生效）。 保留增減許可起運地和目的地，無須事先通知。

3. 貨件清關服務

客戶同意下列清關服務條款：

• 客戶授權予 認可的運輸合作夥伴作為您任何託運的報關經紀。獲授權的運輸合作夥伴將代表您與

海外相關政府部門進行業務交易，以辦理託運的清關並負責支付關稅和稅金。

o 針對運送至歐盟的託運，您同意並委任授權運輸合作夥伴作為「直接代表」。根據第

號《理事會條例》 第 條及清關守則，「直接代表」即以另一人的名義代表其行事。

o 或其授權運輸合作夥伴可能需要代表客戶預付某些關稅和稅金。在此情況下，將根據

對需要預付之關稅和稅金的最佳估計來向客戶徵收費用，另加清關費用，以及根據客戶與

之間的事前協議，再徵收按百分比的附加費。該金額可能無法反映完成商品清關所支付的實際

關稅和稅金。金額視乎國家 地區而有所不同。除非 另行同意，否則客戶應負責由 或

其運輸合作夥伴代為支付的任何及所有關稅和稅金。 有權自行決定預先付款或確認償還安

排，作為完成清關和派送的先決條件，包括但不限於派送至 認為欠缺信用的收件人，以及

申報價值高的託運。 報價的任何運輸費率均包括當地機場稅，但不包括運輸客戶之文件或

商品時產生的任何增值稅、關稅、徵費、費用、徵稅、按金或支出。如果客戶無法付款，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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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不會寄出；或者如果已經寄出，則貨件可能會被退回給客戶，或存入一般訂單倉庫或海關擔

保倉庫。屆時客戶必須支付預付的關稅 稅金、原來的運輸費用和退件附加費。

• 對於因海關或類似機構扣押客戶文件或商品而導致的任何罰款、損失或損壞， 及其授權運輸合作

夥伴概不負責。 客戶在此同意免除 、其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及其繼承者和受委託者，及其

授權運輸合作夥伴及其主管、董事、員工、代理人及其繼承者及受委託者對任何及所有索償、需索、

開支或義務的責任，包括但不限於因代表寄件人運輸、進口、出口或清關而招致，或因寄件人不符合

其起運地和目的地國家 地區法規要求或 對該等託運制訂之要求而招致的懲罰、罰款、違約金、儲

存費用、關稅、費用、稅金、逾期付款費用或任何應繳款項。

• 貨件將以全部到岸成本派送。「全部到岸成本」包括運送到 選項適用之任何目的地國家 地

區的交通費用，以及實現派送所需的任何關稅、清關費、稅項及所有其他費用。若 選為客戶的

報關經紀的授權運輸合作夥伴認為客戶向 提供的協調關稅表（「 」）代碼不正確，以及 由

此類報關經紀全權自行判斷正確的 代碼，比由客戶提供給 的 代碼要求更高的關稅和稅項，

保留向客戶收取額外關稅和稅項的權利。

• 如果客戶在託運時未提供 代碼， 有權根據客戶提供的資訊來決定貨件的 代碼，包括但不

限於物品說明和國家代碼。對於任何不準確的 代碼， 概不負責。如果客戶提供的資訊不足夠，

或 無法判斷貨件的 代碼， 保留將該等貨件退回給客戶的權利，費用由客戶承擔。

• 針對從美國出口的 貨件，客戶應作為美國主要利益方（「 」），有責任遵守所有自動化出

口系統（「 」）和電子出口資料（「 」）的申報要求。 客戶授權 基於客戶所提供的資訊，

代表客戶提交 。 客戶有責任遵守適用的出口管制和國際貿易法律與公約及許可要求，包括但不限

於確保所有需要出口管制分類編號（「 」）的產品均已指派給 貨件，而且每個 皆已根

據《出口管理監管條例》（「 」）進行驗證。 客戶可能需要提供額外的委託書或 形式的書

面授權，以滿足 申報要求。

• 客戶有責任確保收件人或託運收件方並非受限制實體。 「受限制實體」指列於美國任何政府機構備存

的，限制向特定個人、公司或其他實體出口任何物品或與之進行金融交易的任何名單或計劃中的任何

公司、國家 地區或個人，其中包括（但不限於）美國商務部工業及安全局備存的外國資產管理辦公室

（「 」）的特別指定國民和受限制人員名單，以及被拒絕人士名單或被拒絕實體名單。 客戶不

得向 服務託付任何寄給受限制實體的貨件。

4. 貨件檢查

客戶同意其貨件接受檢查。

5. 尺寸和重量限制；包裝

託付給 服務的貨件須符合在上述 服務描述中列明，並且

在託運時生效的重量和尺寸限制。 不符合這些尺寸和重量限制的貨件須繳付附加費，或者可能會被退回給客

戶，並由客戶承擔一切費用。

除協議另有規定外，否則客戶可以不使用 提供的 專用紙箱或包裝材料。貨件若

使用 提供的紙箱或其他 提供的包裝材料，則將按照適用於所用包裝的方式評估運費和費用。



6. 限制； 許可商品

客戶應遵守在託運時生效的《 服務條款》，並應遵守所有適用的 貨件要求，包

括商品和包裝的限制。 客戶還應確保貨件內沒有任何 禁止或聲明不接受的任何物品，而有關限制已在

價目表中列明（託運時生效）。

客戶不得託付，並且 服務不接受以下貨件：貨件內載有危險性物料（定義為那些美

國聯邦法規第 章或 公告第 號所規定的物料）、危險品（定義為那些受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 」）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 」）制定的《航空危險品條例》、《關於國際陸路危險品運輸的

歐洲協定》（「 」）或《國際海運危險品規則》（「 」）管制的物料），或其他受美國聯邦法規第

章管制的物品（包括限制數量 ）。

不是公共承運商，只會運送屬於客戶財產的貨件、文件或商品，且須受該等《

服務條款》約束。 擁有絕對判斷權利，並保留拒絕承運任何人士、企業或公司的任何其他貨件、文件或

商品之權利，以及承運任何其他類別的文件或貨物之權利。 應不定時通知客戶本節中未列出且恕不承運

的任何文件或商品。

服務不接受的貨件包括但不限於載有以下物品的貨件：

• 金條和銀條、硬幣、粉塵、山埃、沉澱物或任何形式的未鑄造金銀礦石塊、鉑金及其他貴金屬、貴重

寶石及半寶石，包括商業碳或工業鑽石、任何國家的貨幣（紙幣或硬幣）；

• 可轉讓證券、股票、債券、證書、未取消郵資或印花稅票、戰爭儲蓄券或二手郵票、空白或已簽名銀

行本票、匯票或旅行支票、信用證、古董、相片；

• 商業、政府或軍事用途、轉售或大量訂單的商品（例如企業對企業或「 」託運）；

• 沒有商業交易的商品（例如消費者對消費者的託運）；

• 不符合目的地國家 地區知識產權、商標或版權法規的物品；

• 危險、有害、可燃或爆炸性物質，包括噴霧劑、含壓縮氣體物品、易燃物品（例如墨水和油漆，以及

含酒精香氛），或任何其他歸類為危險品或不准許在客機上運輸的物品；

• 煙草、霧化器、電子煙及相關產品，包括但不限於託運時在 中所界定的任何

「煙草產品」；

• 消耗品（例如藥品、藥物、食品、液體、化妝品等），不論是獨立包裝或套裝，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

除外；

• 電池，無論是在裝置內或獨立包裝，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 動物（不論是否活著、經過乾燥處理、冷凍或以其他方式加工）、任何可食用的動物產品，或在託運

時 被 列 入 《 瀕 臨 絕 種 野 生 動 植 物 國 際 貿 易 公 約 》 附 錄

中之動物的任何副產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 植物（不論是否活著、保存、經過加工或副產品）及天然或生物樣本（例如泥土、岩石、植物等），

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 武器或武器配件（例如刀具、槍支、槍鏡、槍支光學鏡或槍殼）或熱成像商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

除外；或

• 翻新或使用過的商品，惟本協議另有規定者除外。

上述任何禁運物品的貨件，如要獲得例外情況豁免，必須經過 書面審核及核准。 任何此類例外情況必須

在託運前，在 服務的《客戶協議》中列明。

如果任何客戶將該等物品交給 託運，客戶應免除 對與此相關之所有索償、損失和開支的責任，而

有權依照其視為適用的情況處理該等物品，包括有權在 得悉該等物品違反此等《

服務條款》時立即放棄承運。

因客戶不遵守 要求而可能導致的任何懲罰、罰款或其他損害，有關責任應由客戶承擔。 客戶承認並同意，

對於根據 服務進行的任何及所有出口交易，客戶將承擔與記錄出口商有關的一切法

律和財務責任，而對於出口分類或遵守適用於記錄出口商的出口管制法律方面的事項， 或任何 成員

機構對此概不負責。客戶保證所有託付給 服務的貨件均符合所有適用的進出口管制

及國際貿易法律、公約及許可要求。 客戶同意就因違反此保證而引起的任何責任、損害、成本或支出賠償

，並使其免受損害。

7. 運送時間；服務保證

任何託付給 服務的貨件，其派送時間和日期均沒有保證。在適用的 價目表中列

明的 服務保證不適用於託付給 服務的貨件。 對於託付給

服務的貨件派送延誤，並由此引起或與之有關的任何形式的損害或責任，客戶代表其本身及其收件

人放棄對 和任何第三方承運商的所有權利或索償，並且同意就任何此類索償向 和任何第三方承運商

作出賠償，並使其免受損害。

8. 運輸方式；派送

可以自行決定透過任何運輸方式提供 服務。客戶認同，貨件的運輸（包括到某

些國家 地區的運輸）可以由 自行決定全部或部分由第三方承運商運送。每件貨件只會嘗試派送一次。然

而，第三方承運商可自行決定於首次派送失敗後，提供重新派送及 或自行取件的選項。 貨件可以不經簽字即

放到收件人的地址。

9. 無法派送的貨件

保留權利，可自行決定以任何方式處理無法派送的貨件。

服務終止

若 客戶未能遵守這些 服務條款的任何一條，或未能遵守任何協議的條款，或

全面終止或暫停提供 服務， 則有權立即終止為客戶提供

服務。終止應在通知客戶三十 日後生效。



11. 價格

除協議另有規定外，客戶應支付適用於 服務的費率及費用。

服務的費率及費用可能會因應任何原因而隨時更改，並且會提前通知。有關變更將

於通知中註明的日期生效。

第三方付費及收件人付費（貨到付款）選項不適用。

12. 處理系統；牌照；出口地點

客戶應使用（並確保所有客戶託運地點均使用） 網上託運、 託運 、已獲授權的 解

決方案 或在託運時符合 要求的已獲授權主機系統（統稱為「 自動託運系統」）處理

貨件。

客戶應在每件貨件貼上 牌照標籤，然後將這些貨件裝入主箱內。為了保證運輸安全，

客戶應確保按照所有適用的法律、法規和運輸要求適當包裝貨件及其內容物。

13. 貨件分拆

保留要求客戶將其主箱從其他 服務貨件分拆開來的權利。

14. 責任限制

客戶應自行負責因其未能遵守此等條款下的義務或因客戶疏忽而招致的所有損失、損壞及開支。 這些《

服務條款》明確排除 和 服務人員和代理人對特定損失和損壞的任何責任，並將

和 服務人員和代理人對其他損失和損壞的責任限制在此處所述金額以內。因此建議客戶針對 未

明確接受的任何損失和損壞自行取得保險。

對基於任何法律理論而招致的任何及所有損失或損壞的責任上限為每件貨件一百美元 ，以當地貨

幣等額計算。

名稱使用指引

客戶在印刷或線上零售通訊中提及 服務時，應遵守包含在本文內的

名稱使用指引。 備受推崇的 品牌具有許多重要的接觸點，包括商標名稱。 （「我們」或

「我們的」）制訂了許多服務名稱，以幫助客戶識別所需的解決方案，而我們要求正確引用這些名稱，以幫

助我們保護這些寶貴的資產。若您將要使用 ，請確保正確地使用有關名稱。下列名

稱使用指引適用：

• 我們許多註冊名稱都有前綴「 」。此前綴是註冊名稱的一部分，應時刻包括在內。

• 在首次提及或最重點提及名稱時，要包括正確的標示符號「 」。

• 切勿使用縮寫來引用我們的服務名稱。

• 名稱不得以文字以外的任何其他形式顯示。

客戶如需在印刷和線上零售資訊中引用 託運服務，我們鼓勵您要使用我們的正確商標名稱，而不是通用

名稱，因為這將有助於向您的客戶表明您已經聘用了一流的供應商來交付您的產品。



客戶可以選擇用通用表達代替我們的商標名稱。然而，在組成名稱（例如 ）或使用通用表達

時，請勿包括 品牌名稱（例如 ）在內。在任何情況下，表達中都不能使用包括「 」

、「 」或「 」等字眼，因為這些字是用於其他 服務的，並且包含了特定客戶體驗的期望。

我們建議首選使用商標名稱「 」。請完全按照這些指引提及的方式顯示 商

標。商標註冊為 提供了法律保護，因為它可以防止其他公司使用這些商標，也可以防止可能出現誤導公

眾或使公眾混淆的情況。

「國際經濟託運選項」是可以接受的通用表達。這個例子可以接受，因為它描述了服務的內容，而且與我們

的品牌產品名稱沒有衝突，也不會造成混淆。它為網上線上購物者提供了有助於他們比較託運方式選擇的資

訊。

法律與管轄權

本附錄的組成、有效性、詮釋、執行和爭議解決應按照將貨件交付給 運輸所在的國家 地區的法律進

行管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