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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全球購物免預付款出價額度授信申請書 

 

 

申請方式 
  企業  □ 

  個人  □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認知與接受條款 

首先，當您開始使用本公司所開發之系統時，即表示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以下聲明之所有內容。 

摩根國際購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將依據以下服務聲明提供您便利的跨國競標與購物交易平台系統(摩

根全球購物)，並將會員所支付至本公司之貨款代付至海外之公司或是個人，協助會員完成商品之購買程序，且透

過委託國際物流公司採個人報關方式將商品運送至顧客手中。 

本公司有權於任何時間修改或變更聲明之內容。建議您隨時注意聲明中之修改或變更。 

於本公司之任何修改或變更聲明後仍繼續使用本公司所開發之系統時，本公司將視同您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

所有之修改及變更。若您為未滿法定年齡（十八歲）之未成年使用者，除應了解上述聲明之外，並應於您的家長

（或監護人）閱讀、瞭解並同意本公司聲明書中之所有內容後，方得使用或繼續使用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務。當您

使用或繼續使用本公司服務時，本公司將視同您的家長（或監護人）已閱讀、瞭解並同意接受本公司聲明之所有

內容及其後修改變更。 

與第三人網站的連結與免責事項 

在使用本公司所開發之系統時，本公司無法針對賣方資格或商品之詳細進行嚴格審查，任何會員在透過本公司所

開發之系統參與海外電子商務平台競標或是購物時， 本公司僅能夠提供該賣家於當地電子商務平台所認定的信用

評價作為判斷基礎；在委託購物的服務時，本公司僅能夠以網頁之規模或是風評提供會員作為基本參考。本公司

與海外之商家或賣家無任何直接交易之關係存在。因此，所產生之任何交易風險、商品損壞需要由會員自行負擔。

本公司將無法全部承擔其責任。 

本公司之系統允許會員在日本雅虎網站上競標，確定得標後，本公司會將代收您的所有款項(除系統使用費)以您的

個人名義代付給商家或個人，代付款項後委請商家或國際物流公司將標的物以您的個人名義，以 EMS 或其他國際

物流公司申報運送到您的手上，本公司不承擔賣家不寄貨的風險，不負責標的物的品質問題。另如遇會員購買標

的物後額外產生之維修、退貨等問題，本公司將視情況配合受理惟須額外收取相關費用。 

會員於本公司所開發之系統選購商品時，若不幸發生網路詐騙、商品損壞或品質不良等問題時，本公司仍然會秉

持最大的誠意與會員共同面臨詐騙或是商品瑕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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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本公司會員享有以下的保障：本公司會員獨享之購物風險保證 

請注意：透過本公司所開發之系統參與海外電子商務平台競標物品時，賣家之綜合信用評價在

100 以下，或是壞評價超過 20，不適用以下保證。 

網路詐騙以及商品遺失理賠保證 

為了維護會員網路購物安全，本公司推出網路詐騙全額理賠制度，若成功以本公司所開發的系統成功競標日本雅

虎的商品，凡符合本公司之規範，若已將款項匯給賣家，但最後因賣家個人因素或是帳號停權造成未到貨之情況

時，本公司將負責全額理賠該商品的相關費用。 

若成功以本公司所開發的系統成功購得商品，凡符合本公司之規範，若已將款項匯款完畢後，賣家或商家無寄出

商品或是商品於運送途中遺失，本公司負責賠償，賠償之最高金額以商品之原始購買金額為最高上限，所理賠之

商品需要寄回至本公司，商品之所有權亦屬於本公司所有。 

注意： 

1.由於目前名牌仿製品盛行，請會員透過本平台在下標或是委託購物時，注意商品的真偽，如有疑問可以透過

委託發問之服務，由專員詢問賣家，若不幸購得仿製品時，專員將會協助聯絡賣家退貨事宜，若賣家無法退

回已售出之商品時，本公司亦無法提供賠償。 

2.評價在 100 以下或是壞評價超過 20 時，本公司不建議會員交易此商品。若會員堅持要進行交易而又發生商品

未到貨等問題時，將不適用此補償辦法。 

3.預購、代理購物之商品於通知發送日開始 1 個月內無到貨通知經查證為詐騙網站者不予理賠。 

新品運送損壞全額賠償 

當會員所購買的商品為新品，但發生運送損壞之情形時，商品之修繕費用由本公司負責理賠，若不能修繕的商品，

本公司將無條件全額理商品費用，理賠後商品之所有權屬本公司所有。 

請注意：收受商品後三日內請立即反應商品問題，若超過時效恕不受理。 

負責理賠之相關說明 

本平台之會員須了解購買古董品或易碎品時，須按照投保比例理賠，若希望這些商品能降低運送時產生之損壞風

險，請先透過系統對該商品加強包裝。若商品仍不幸損壞時，本公司也會與賣家溝通聯繫，為會員爭取應有的權

益，相關服務為付費制。請體諒本公司僅提供系統開發之服務且非商品之原始賣家無法對包裝不足之損壞給與保

證或理賠，只能根據各電子商務平台之規定，同時站在會員之立場盡全力為會員爭取權益讓傷害降到最低。 

若商品於遺失時，賠償之最高金額以商品之原始購買金額為最高上限。 

玻璃、陶瓷易碎品、模型、搬運易損壞商品，請事先告知本公司之工作人員該商品需加強包裝，本公司之工作人

員除了會要求商家於出貨時加強包裝之外，並要求負責運送之國際物流公司在收到商品時，再次確認包裝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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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強包裝所產生之包材費用另計。如果商品本身為玻璃、陶瓷易、碎品、組裝之模型、有銳角易折損、嚴禁

區折、過重怕摔、不可擠壓等等，此類商品在寄送中皆易發生損壞，且賣家所提供的保證往往不包括海外運送，

所以往往無法與賣家求償。此外，國際物流公司在運送時亦不負責運送損壞責任，若無對商品投保時，所有風險

須由買家承擔。 

若當海關查驗商品造成商品無法順利通關，導致商品送達時間延期時，本公司無法針對此狀況退貨及退費。 

商品抵達本公司配合之相關物流倉庫後，請會員務必於 14 天內完成結帳，以便工作人員將商品寄出，以維持本公

司台灣倉庫空間有效的利用，若於 14 日內發現物品遺失問題時將適用於本公司之會員理賠條款並且全額理賠，若

超過 14 日起商品之尚未完成第二階段結帳且不幸發生商品於物流據點遺失之問題，本公司將按照商品之存放時間

與商品原始購買價格為基礎理賠商品。放置時間每超過 1 個月理賠金額減少 10%。 

會員透過代標或代購之商品均於抵台後由本公司配合倉儲保管，如有逾越 14 天未結帳者，本公司將於翌日起開始

就該商品酌收其倉儲費用，計算標準以每件包裹每日個別收取 50 日元，直至結帳之日為止；如該商品已逾越 60

天未結帳者，本公司則視同會員同意放棄該商品之所有權，本公司將不再另行通知，亦不再負保管責任，且有權

處理該商品，會員事後不得再請求相關損害賠償事宜。 

請注意:除另有約定外，本約定書之所有通知均得以電子郵件為之，並於該郵件寄發至會員所註冊之信箱時，不論

是否已經會員讀取或遭退回，皆立即發生送達通知之效力。另會員亦同意本公司得以於自身網頁上公告之方式為

之，並於網頁上公佈後，不論會員是否讀取其公告內容，亦即發生通知送達之效力。 

*免預付款出價額度授信申請書相關責任 

為提供客戶更彈性的跨國競標與購物服務，本公司提供會員免預付款之額度申請，讓客戶享有更高的跨國競標與

購物樂趣，惟本服務於申請時有以下事項須先行確認： 

1.會員申請此一服務時，須每月支付該申請額度的管理費用，收費標準如下： 

  (1).申請額度 10 萬台幣以下 700 日圓。 

  (2).申請額度 10 萬台幣(含)以上~30 萬台幣以下 1000 日圓。 

  (3).申請額度 30 萬台幣(含)以上~100 萬台幣以下 1400 日圓。 

  (4).申請額度 100 萬台幣(含)以上 2000 日圓。 

  (5).如遇會員申請外幣額度時，以台幣額度依當時匯率換算預估外幣額度，則管理費將比照申請台幣額度收取。 

2.本申請書一式六頁須於填寫完畢後連同附件全部傳真或是 E-mail 至本公司服務信箱。 

3.每次提出申請時最高可同時申請兩個連帶帳戶(共三帳戶)之免預付款額度，所有帳戶之免預付款額度將不超過摩

根全球購物所規定之最高額度。 

4.會員提出本申請表時，視同已瞭解任何於海外的電子商務平台所競標的商品皆必須要完成交易，並且於得標時間

或委託跨國購物起算 24 小時內將第一階段之商品費用匯款至本公司之代收款專戶，以利本公司提供最完善的跨國

交易服務。 

 

注意事項： 

※免預付款額度將僅適用於跨國購物或競標之第一階段費用支付，並不適用第二階段運費與相關費用支付。 

※摩根全球購物有權隨時取消會員之免預付款額度，任何帳戶被取消免預付款額度時同一帳戶將無法再次申請。 

※摩根全球購物將對任何利用免預付款競標額度所產生的損失保留法律追訴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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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時須滿足以下 1.2 條件： 

1. 提供與本公司所註冊帳戶相同姓名之信用卡月結單、水電費影本或身分證影本。 

2. 於本公司之最低交易完成次數至少十次以上且信用評價良好。 

＊提出於其他任何電子商務平台有良好交易記錄者將有助於獲得較高之出價額度。 

註:個人申請最高額度不超過 5000 美金之額度。 

 

企業申請時須滿足以下 1.2.條件： 

1.  提供營利事業登記證。 

2.  提供與本公司所註冊帳戶相同姓名之信用卡月結單、水電費影本或身分證影本。 

*提出於其他任何電子商務平台有良好交易記錄者將有助於獲得較高之出價額度。 

註:企業申請最高上限相當於 10 萬美金之額度。 

 

以下狀況將被取消免預付款額度之資格： 

 累計三次第一階段之商品費用未於 24 小時內匯款至本公司之代收款專戶。 

 順利得標後因私人原因惡意棄標，且無意負擔商品棄標費用者。 

 6 個月內無任何登入與交易記錄者(可再次提供申請)。 

 如本公司因營運考量，將有權隨時取消會員之免預付款額度。 

 

*若長時間皆無意使用免預付款額度時，請務必來電取消本額度以避免密碼被盜用之問題。 

*摩根全球購物將有權拒絕資訊不齊或是提供虛偽申請資料者。 

姓名  公司名稱  

身分證  統一編號  

行動電話  聯絡 E-MAIL  

申請人職稱 

(個 人 免 填) 
 

業   種 

(個 人 免 填) 
 

室內

電話 

(公) 

(宅) 

申請額度                 
加計申請額度

之管理費用 
 

幣     別 
1.□NTD   2.□CNY   3.□USD  4.□RMB   5.□JPY   6.□HKD    

7.□其他幣別           

住       所 

    或 

營 業 處 所 

郵遞區號：           

 

                                                           

會 員 帳 戶 □與聯絡 E-MAIL 相同                   ＠                         

連帶申請帳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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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別 1.□NTD   2.□CNY   3.□USD  4.□RMB   5.□JPY   6.□HKD    

7.□其他幣別           

申請金額 

連帶申請帳戶 2  

幣     別 

                       ＠                               

1.□NTD   2.□CNY   3.□USD  4.□RMB   5.□JPY   6.□HKD    

7.□其他幣別           

申請金額 

附     件 
□營利事業登記證    □身分證影本    □水電費帳單  

□信用卡月結單    □水電費影本    □其他______________ 

備 註 

 或 

建 議 

 

 

摩根全球購物相關資訊 

匯 款 帳 戶 

台幣 NTD 
銀行代碼：013 

銀行帳號：專屬個人帳號 (24 小時即時入帳)。請多加利用! 

------------------------------------------------------------------------------------------ 

銀行代碼：013 

銀行帳號：022035000368 

戶名：摩根國際購物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世華銀行中壢分行 

匯款後 請填寫匯款通知 

人幣 RMB 支付寶：24 小時即時入帳。請多加利用! 

------------------------------------------------------------------------------------------ 

收款人:張世謙 

帳號：6212261001019276549 

收款人帳戶所屬銀行:中國工商銀行 

收款帳戶開戶行名稱:省（区、市）:上海 

分行：上海市分行营业部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24 号 

匯款後 請填寫匯款通知 

日幣 YEN 銀行名稱：Kansai Urban Banking Corporation (関西アーバン銀行) 

分行名稱:草津南支店 (分行編號:213) 

帳號：普通口座 0-526807 

戶名(名義)：CHANG SHIR-CHIEN (チヤン シ-チエン) 

swift code:KSBJJPJS 

匯款後 請填寫匯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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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幣別 

Others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帳號：112-251830-838 

戶名：FULL VICTORY LIMITED 

swift code:HSBCHKHHHKH 

 

支援：港幣、澳元、加拿大元、歐元、日圓、新西蘭元、英鎊、新加坡元、 

瑞士法郎、泰銖、美元及人民幣 

 

匯款後 請填寫匯款通知 

*請多加使用國泰世華銀行與支付寶即時入帳功能 

 

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GMT+8  09：00~22：00 

 (國定假日除外，以台灣為主) 

服務 E-MAIL： 

聯絡電話(台灣): 

聯絡電話(中國): 

傳真電話(台灣): 

service@moganshopping.com 

+886-3-6676-227 

+86-400-821-8466 

+886-3-6676-327 

 

公司地址  30273 台灣新竹縣竹北市嘉豐十一路一段 100 號 4 樓之 2 (R.O.C Taiwan) 

 

申請人                               (簽名蓋章) 

 

                                                                

 

 

申請人(公司名稱)                    (簽名蓋章)公司大小章 

 

                                                                

 

mailto:service@moganshopp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