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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全球购物免预付款出价额度授信申请书 

 

 

申请方式 
  企业  □ 

  个人  □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认知与接受条款 

首先，当您开始使用本公司所开发之系统时，即表示您已阅读、了解并同意接受以下声明之所有内容。 

摩根国际购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将依据以下服务声明提供您便利的跨国竞标与购物交易平台系统(摩

根全球购物)，并将会员所支付至本公司之货款代付至海外之公司或是个人，协助会员完成商品之购买程序，且透

过委托国际物流公司采个人报关方式将商品运送至顾客手中。 

本公司有权于任何时间修改或变更声明之内容。建议您随时注意声明中之修改或变更。 

于本公司之任何修改或变更声明后仍继续使用本公司所开发之系统时，本公司将视同您已阅读、了解并同意接受

所有之修改及变更。若您为未满法定年龄（十八岁）之未成年使用者，除应了解上述声明之外，并应于您的家长

（或监护人）阅读、了解并同意本公司声明书中之所有内容后，方得使用或继续使用本公司所提供之服务。当您

使用或继续使用本公司服务时，本公司将视同您的家长（或监护人）已阅读、了解并同意接受本公司声明之所有

内容及其后修改变更。 

与第三人网站的链接与免责事项 

在使用本公司所开发之系统时，本公司无法针对卖方资格或商品之详细进行严格审查，任何会员在透过本公司所

开发之系统参与海外电子商务平台竞标或是购物时， 本公司仅能够提供该卖家于当地电子商务平台所认定的信用

评价作为判断基础；在委托购物的服务时，本公司仅能够以网页之规模或是风评提供会员作为基本参考。本公司

与海外之商家或卖家无任何直接交易之关系存在。因此，所产生之任何交易风险、商品损坏需要由会员自行负担。

本公司将无法全部承担其责任。 

本公司之系统允许会员在日本雅虎网站上竞标，确定得标后，本公司会将代收您的所有款项(除系统使用费)以您的

个人名义代付给商家或个人，代付款项后委请商家或国际物流公司将目标物以您的个人名义，以 EMS 或其他国际

物流公司申报运送到您的手上，本公司不承担卖家不寄货的风险，不负责目标物的质量问题。另如遇会员购买目

标物后额外产生之维修、退货等问题，本公司将视情况配合受理惟须额外收取相关费用。 

会员于本公司所开发之系统选购商品时，若不幸发生网络诈骗、商品损坏或质量不良等问题时，本公司仍然会秉

持最大的诚意与会员共同面临诈骗或是商品瑕疵问题。 

凡是本公司会员享有以下的保障：本公司会员独享之购物风险保证 

请注意：透过本公司所开发之系统参与海外电子商务平台竞标物品时，卖家之综合信用评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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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以下，或是坏评价超过 20，不适用以下保证。 

网络诈骗以及商品遗失理赔保证 

为了维护会员网络购物安全，本公司推出网络诈骗全额理赔制度，若成功以本公司所开发的系统成功竞标日本雅

虎的商品，凡符合本公司之规范，若已将款项汇给卖家，但最后因卖家个人因素或是账号停权造成未到货之情况

时，本公司将负责全额理赔该商品的相关费用。 

若成功以本公司所开发的系统成功购得商品，凡符合本公司之规范，若已将款项汇款完毕后，卖家或商家无寄出

商品或是商品于运送途中遗失。本公司负责赔偿，赔偿之最高金额以商品之原始购买金额为最高上限。所理赔之

商品需要寄回至本公司。商品之所有权亦属于本公司所有。 

注意： 

1.由于目前名牌仿制品盛行，请会员透过本平台在下标或是委托购物时，注意商品的真伪，如有疑问可以透过

委托发问之服务，由专员询问卖家，若不幸购得仿制品时，专员将会协助联络卖家退货事宜，若卖家无法退

回已售出之商品时，本公司亦无法提供赔偿。 

2.评价在 100 以下或是坏评价超过 20 时，本公司不建议会员交易此商品。若会员坚持要进行交易而又发生商品

未到货等问题时，将不适用此补偿办法。 

3.预购、代理购物之商品于通知发送日开始 1 个月内无到货通知经查证为诈骗网站者不予理赔。 

新品运送损坏全额赔偿 

当会员所购买的商品为新品，但发生运送损坏之情形时，商品之修缮费用由本公司负责理赔，若不能修缮的商品，

本公司将无条件全额理商品费用，理赔后商品之所有权属本公司所有。 

请注意：收受商品后三日内请立即反应商品问题，若超过时效恕不受理。 

负责理赔之相关说明 

本平台之会员须了解购买古董品或易碎品时，须按照投保比例理赔，若希望这些商品能降低运送时产生之损坏风

险，请先透过系统对该商品加强包装。若商品仍不幸损坏时，本公司也会与卖家沟通联系，为会员争取应有的权

益，相关服务为付费制。请体谅本公司仅提供系统开发之服务且非商品之原始卖家无法对包装不足之损坏给与保

证或理赔，只能根据各电子商务平台之规定，同时站在会员之立场尽全力为会员争取权益让伤害降到最低。 

若商品于遗失时，赔偿之最高金额以商品之原始购买金额为最高上限。 

玻璃、陶瓷易碎品、模型、搬运易损坏商品，请事先告知本公司之工作人员该商品需加强包装，本公司之工作人

员除了会要求商家于出货时加强包装之外，并要求负责运送之国际物流公司在收到商品时，再次确认包装之完整

度，加强包装所产生之包材费用另计。如果商品本身为玻璃、陶瓷易、碎品、组装之模型、有锐角易折损、严禁

区折、过重怕摔、不可挤压等等，此类商品在寄送中皆易发生损坏，且卖家所提供的保证往往不包括海外运送，

所以往往无法与卖家求偿。此外，国际物流公司在运送时亦不负责运送损坏责任，若无对商品投保时，所有风险

须由买家承担。 

若当海关查验商品造成商品无法顺利通关，导致商品送达时间延期时，本公司无法针对此状况退货及退费。 

商品抵达本公司配合之相关物流仓库后，请会员务必于 14 天内完成结账，以便工作人员将商品寄出，以维持本公

司台湾仓库空间有效的利用，若于 14 日内发现物品遗失问题时将适用于本公司之会员理赔条款并且全额理赔，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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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14 日起商品之尚未完成第二阶段结账且不幸发生商品于物流据点遗失之问题，本公司将按照商品之存放时间

与商品原始购买价格为基础理赔商品。放置时间每超过 1 个月理赔金额减少 10%。 

会员透过代标或代购之商品均于抵台后由本公司配合仓储保管，如有逾越 14 天未结账者，本公司将于翌日起开始

就该商品酌收其仓储费用，计算标准以每件包裹每日个别收取 50 日元，直至结账之日为止；如该商品已逾越 60

天未结账者，本公司则视同会员同意放弃该商品之所有权，本公司将不再另行通知，亦不再负保管责任，且有权

处理该商品，会员事后不得再请求相关损害赔偿事宜。 

请注意:除另有约定外，本约定书之所有通知均得以电子邮件为之，并于该邮件寄发至会员所注册之信箱时，不论

是否已经会员读取或遭退回，皆立即发生送达通知之效力。另会员亦同意本公司得以于自身网页上公告之方式为

之，并于网页上公布后，不论会员是否读取其公告内容，亦即发生通知送达之效力。 

*免预付款出价额度授信申请书相关责任 

为提供客户更弹性的跨国竞标与购物服务，本公司提供会员免预付款之额度申请，让客户享有更高的跨国竞标与

购物乐趣，惟本服务于申请时有以下事项须先行确认： 

1.会员申请此一服务时，须每月支付该申请额度的管理费用，收费标准如下： 

  (1).申请额度 10 万台币以下 700 日圆。 

  (2).申请额度 10 万台币(含)以上~30 万台币以下 1000 日圆。 

  (3).申请额度 30 万台币(含)以上~100 万台币以下 1400 日圆。 

  (4).申请额度 100 万台币(含)以上 2000 日圆。 

  (5).如遇会员申请外币额度时，以台币额度依当时汇率换算预估外币额度，则管理费将比照申请台币额度收取。 

2.本申请书一式六页须于填写完毕后连同附件全部传真或是 E-mail 至本公司服务信箱。 

3.每次提出申请时最高可同时申请两个连带账户(共三账户)之免预付款额度，所有账户之免预付款额度将不超过摩

根全球购物所规定之最高额度。 

4.会员提出本申请表时，视同已了解任何于海外的电子商务平台所竞标的商品皆必须要完成交易，并且于得标时间

或委托跨国购物起算 24 小时内将第一阶段之商品费用汇款至本公司之代收款专户，以利本公司提供最完善的跨国

交易服务。 

 

注意事项： 

※免预付款额度将仅适用于跨国购物或竞标之第一阶段费用支付，并不适用第二阶段运费与相关费用支付。 

※摩根全球购物有权随时取消会员之免预付款额度，任何账户被取消免预付款额度时同一账户将无法再次申请。 

※摩根全球购物将对任何利用免预付款竞标额度所产生的损失保留法律追诉权。 

 

个人申请时须满足以下 1.2 条件： 

1. 提供与本公司所注册账户相同姓名之信用卡月结单、水电费复印件或身分证复印件。 

2. 于本公司之最低交易完成次数至少十次以上且信用评价良好。 

＊提出于其他任何电子商务平台有良好事务历史记录者将有助于获得较高之出价额度。 

注:个人申请最高额度不超过 5000 美金之额度。 

 

企业申请时须满足以下 1.2.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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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供营利事业登记证。 

2.  提供与本公司所注册账户相同姓名之信用卡月结单、水电费复印件或身分证复印件。 

*提出于其他任何电子商务平台有良好事务历史记录者将有助于获得较高之出价额度。 

注:企业申请最高上限相当于 10 万美金之额度。 

 

以下状况将被取消免预付款额度之资格： 

 累計三次第一階段之商品费用未于 24 小时内汇款至本公司之代收款专户。 

 顺利得标后因私人原因恶意弃标，且无意负担商品弃标费用者。 

 6 个月内无任何登入与事务历史记录者(可再次提供申请)。 

 如本公司因营运考虑，将有权随时取消会员之免预付款额度。 

 

*若长时间皆无意使用免预付款额度时，请务必来电取消本额度以避免密码被盗用之问题。 

*摩根全球购物将有权拒绝信息不齐或是提供虚伪申请数据者。 

姓名  公司名称  

身分证  统一编号  

移动电话  联络 E-MAIL  

申请人职称 

(个 人 免 填) 
 

业   种 

(个 人 免 填) 
 

室内

电话 

(公) 

(宅) 

申请额度                 
加计申请额度

之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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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币别           

住       所 

    或 

营 业 处 所 

邮政编码：           

 

                                                           

会 员 帐 户 □与联络 E-MAIL 相同                   ＠                         

连带申请账户 1  

币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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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币别           

申请金额 

连带申请账户 2  

币     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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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币别           

申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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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营利事业登记证    □身分证复印件    □水电费账单  

□信用卡月结单    □水电费复印件    □其他______________ 

备 注 

 或 

建 议 

 

 

摩根全球购物相关信息 

汇 款 账 户 

台币 NTD 
银行代码：013 

银行账号：专属个人账号 (24 小时实时入账)。请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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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代码：013 

银行账号：022035000368 

户名：摩根国际购物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世华银行中坜分行 

汇款后 请填写汇款通知 

人币 RMB 支付宝：24 小时实时入账。请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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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款人:张世谦 

账号：6212261001019276549 

收款人账户所属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收款账户开户行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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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款后 请填写汇款通知 

日币 YEN 银行名称：Kansai Urban Banking Corporation (关西アーバン银行) 

分行名称:草津南支店 (分行编号:213) 

账号：普通口座 0-526807 

户名(名义)：CHANG SHIR-CHIEN (チヤン シ-チエン) 

swift code:KSBJJPJS 

汇款后 请填写汇款通知 

其他币别 
Others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账号：112-251830-838 

户名：FULL VICTORY LIMITED 

swift code:HSBCHKHHHKH 

 

支援：港币、澳元、加拿大元、欧元、日圆、新西兰元、英镑、新加坡元、 

瑞士法郎、泰铢、美元及人民币 
 

汇款后 请填写汇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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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多加使用国泰世华银行与支付宝实时入账功能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GMT+8  09：00~22：00 

 (国定假日除外，以台湾为主) 

服务 E-MAIL： 

联络电话(台湾): 

联络电话(中国): 

传真电话(台湾): 

service@moganshopping.com 

+886-3-6676-227 

+86-400-821-8466 

+886-3-6676-327 

 

公司地址  30273 台湾新竹县竹北市嘉丰十一路一段 100 号 4 楼之 2 (R.O.C Taiwan) 

上海辦公室 上海市闵行区沪闵路 6269 号 806 室 

 

申请人                               (签名盖章) 

 

                                                                

 

 

申请人(公司名称)                    (签名盖章)公司大小章 

 

                                                                

 

mailto:service@moganshopp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