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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五步驟完成寄件

Step1:	選擇您所需的服務項目	
1.1【台灣個人行李】全舊品運送回台	
1.2【台灣新品快捷】全新品運送回台

Step2:	詳閱寄件注意事項、價目表、教學懶人包

Step3:	打包行李＆線上填寫寄收件資料	
手機也可簡單操作；在家先填寫完畢，送件更省時

Step4:	確認上傳成功並預約送件收件時間	
以Facebook私訊或是來電確認是否上傳成功

Step5:	完成送件/付款，等待班機寄出回台灣	
寄件/收件時行李將統一秤重計價(現金或是轉帳付款)	
每週四為收貨截止日，隔週二班機寄出 3



1. 本公司【台灣個人行李寄件】與【台灣快捷服務】是針對不同品項寄送所設定，全新品與個人行李務必分開寄送；作業流程
與計價方式不同：	
1.1【台灣個人行李寄件】明顯使用過之物品，如個人衣物、書籍與用具等	
1.2【台灣快捷服務】全新商品或是任何有機率被收取關稅之物品，如保健品、保養品、飾品與衣物等	

2. 本公司為全空運運輸。每週四為寄/收件截止日將安排當週六班機寄出；適逢國定假日、天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因素時ABC將
會另行調整與公告。	

3. 本公司所有服務項目之收費包含空運至台灣本島並派件到指定地址一樓；離島地區派送加成請另洽ABC工作人員。除新品快
捷包稅服務，其他寄送服務皆不包含關稅或任何代收轉付費用。	

4. 運輸收費為【體積重量】與【實際重量】，將取其大作為計價標準；體積重量計算公式為：	
4.1	國際體積重量：長x寬x高	(cms)	/6000		4.2	澳洲境內體積重量：長x寬x高	(cms)	/4000	

5. 澳洲機場嚴格實施貨品全面拆箱檢驗，嚴禁運送任何違禁品或有飛安疑慮之物品（請參考P.17）。依澳洲「危險物品空運管
理辦法」違規者需繳交澳洲機場作業費A$110/箱(不含台灣關稅)；無依法繳交者將視同放棄並銷毀整件包裹與行李。	

6. 貨品中的易碎物品無妥善包裝導致物品破裂、紙箱外箱受潮等情況被澳洲機場退件。須酌收機場作業費用A110/箱(不含台灣
關稅)；無依法繳交者將視同放棄並銷毀整件包裹與行李。	

7. 包裝時請務必注意，請將箱內空間裝滿以免在運送途中被其他行李擠壓造成破損；紙箱與行李箱皆可寄送，請務必使用堅固
的箱子承裝物品並加強防水與防撞包裝。貨品需自行加強包裝與防水措施。請注意，貨品到台灣後若受潮將延長派件時間，
將無法在預定時間內送達。運送途中若外箱與貨品有任何破裂損傷、濕貨，ABC貨運公司、航空公司與台灣端派件公司概不
負責！	

8. 託運人有責任向台灣端貨品收件人提醒，簽收時有責任檢查外箱是否有明顯拆箱現象，須於簽上單上註明上述事項；開箱檢
查貨品時需有第二人在場協助錄影存證，後續若有貨品短少情況時可供調查參考；『貨品簽收後24小時內』以郵件或臉書粉
專通知本公司並提交相關證據以供調查。超過追朔期運送人有權拒絕協助調查。（請參考P.16）	

9. 貨品運送至台灣後，ABC貨運公司將委託台灣派件公司進行派件。託運人之台灣端收件人完成貨品簽收即表示貨品無異狀，
運送人(ABC貨運公司)之責任終止。	

10.完成線上填單手續者致電或是Facebook	私訊工作人員與預約寄/收件時間；若直接至辦公室進行打包與填單者，將酌收現場打
包費用A$30。

寄件條款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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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快捷包裹	收費標準。

貨品運送至台灣後將轉派黑貓快遞派送！

收費基礎：	
• 個人行李每箱最低起運10公斤（不足時以10公斤做計價）	
• 新品快捷每箱最低起運1公斤(自送ABC)；最低起運2公斤(集貨點)	
• 箱子任一單邊長超過60公分，最低起運10公斤	

超重超材費用：	
• 20-29公斤or三邊總長150-200公分;	A$10/一件	
• 30-39公斤or三邊總長200-250公分;	A$30/一件	
• 40-49公斤or三邊總長250-300公分;	A$40/一件	
• 50公斤三邊總長300公分以上	請另洽ABC工作人員

1. 運輸收費標準將測量【體積重量】與【實際重量】並取其大作為計價基準	
	
【體積重量】國際體積重量算法：長x寬x高	(cms)	/6000	
【實際重量】現場秤重	小數點第二位四捨五入	(e.g.,	6.54kg	=	6.5kg	;	6.55kg	=	6.6kg)	

2. 若寄送多件，加總計價基準後計價。若貨品都是體積重量大於實際重量，運費將
會是體積重量加總後計價。



6

【台灣個人行李】寄件注意事項。

澳洲機場嚴格實施貨品
全面拆箱檢驗	

禁止運送任何違禁品	
或有飛安疑慮之物品	

依澳洲「危險物品空運管
理辦法」違規者需繳交澳
洲機場作業費A$110/箱	(不

含台灣關稅)	

無依法繳交者將視同放棄
並銷毀整件包裹與行李

依據台灣海關進口規定：	

個人行李進口報關需提供一組
報關人之台灣姓名、身分證字
號與手機號碼，且須完成『實

名認證』手續	

	
運費皆不包含關稅	
或任何代收轉付費用

【台灣個人行李】	
嚴禁混合任何新品

請誠實申報行李內容物	
以免額外的作業費與關稅

	
	
運送途中若外箱與貨品有任
何破裂損傷、濕貨，ABC貨運
公司、航空公司與台灣端派
件公司概不負責！（請參閱
P4.寄件注意事項說明）

運送小提醒：

紙箱	
行李箱

請確保使用堅固耐用的箱子

實名認證註冊	P.	14

如何定義個人行李？明顯使用過之物品，如個人衣物、書籍與用具等，不會被認定有
商業價值或轉賣之用途的個人物品。【請注意，若非誠實寄送者將額外酌收稅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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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個人行李】價目表＆運送方案

(總)公斤數 每公斤單價 派車費用以趟計價	

Brisbane	南一區:	Free	
Brisbane	CBD:	A$40	
Gold	Coast	Area:	A$80+

最低起運100KG	
100	KG以上 A$8.50/KG

（總）公⽄數 每公⽄單價
ABC	辦公室	

16	Lennons	Road,		
Greenbank	4124

最低起運10KG	
10-50	KG A$8.50/KG

50.1+	KG A$7.50/KG

方案2.	BNE地區到府收件

GC	地區：		
澳洲有意思	(Southport)	0755	283	843

方案1.	自送ABC	辦公室

方案3.	自送集貨站

• 以上方案之運費不包含台灣端海關稅收，若有上稅顧客需自行繳交稅金。	

• 以上方案之運費運送範圍僅限台灣本島，離島地區需另外加收費用。請另洽ABC工作人員

Stanthorpe	地區：		
Hi	Mart	0434	120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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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品快捷】寄件注意事項。

運送注意事項與提醒：	
1. 不同類別之商品可單類或混合運送，請依據限制包裝；請使用堅固紙箱承裝物品	

2. 可寄送至台灣多個地址；依地址為單位進行線上填單	

3. 禁止寄送任何違禁品或有飛安疑慮之物品	

4. 依據台灣海關進口規定：每件包裹需提供一組報關人之『台灣姓名、身分證字號

與手機號碼』且須完成實名認證手續；報關資料不可重複且請勿使用未成年之身

分證字號

如何定義新品？	凡是出產於澳洲的全新商品，如食品、保健品、保養品等；任何具
商業價值之商品。

新品快捷寄件方式：

方案1.	
運費不包稅

運費不包含台灣端

海關稅收；若貨品

被上稅，顧客需自

行繳交稅金

方案2.	
運費包稅

運費包含台灣端海

關稅收；單品項價

值超過澳幣A$2000

建議使用包稅方案

實名認證註冊	P.	14

方案3.	
自送集貨點



（總）公斤數 每公斤單價

1-2	KG A12.00/KG

2.1-10	KG A$11.00/KG

10.1-50	KG A$10.00/KG

50.1+	KG A$9.00/KG

方案2.	
運費包稅	
(自送ABC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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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品快捷】價目表＆運送方案

此運費不包含台灣端海關稅收；	

若貨品被上稅，顧客需自行繳交稅金

方案1.	
運費不包稅	
(自送ABC辦公室)

此運費包含台灣端海關稅收；	

單品項價值超過澳幣A$2000建議走此方案

方案3.	
自送集貨點

Brisbane	地區：	
Like	Australia	(Wishart)	0490	022	322

GC	地區：		
澳洲有意思	(Southport)	0755	283	843

最低起運10	KG	
10-19	KG A$17.00/KG

20-49	KG A$15.00/KG

50	KG+ A$12.00/KG

Stanthorpe	地區：		
Hi	Mart	0434	120	173

結單時間與價目表請另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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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品快捷】貨品打包注意事項。
如何定義新品？	凡是出產於澳洲的全新商品，如食品、保健品、保養品等；任何具
商業價值之商品。

請依據以下限制包裝

A1類:	保健食品 任何澳洲販售不含藥性之保健食品	
（單箱同商品不超過12罐；總罐數不超過36罐）	

A2類:	一般食品 澳洲販售之非生鮮食品，如奶粉、餅乾糖果、調味品等

A3類:	一般液體	 不具揮發、不可燃且無酒精等任何無飛安威脅之物品	
（寄送紅、白酒請另洽ABC）	

A類

A類商品	
單箱最多5公斤

A類+B類	
單一類不可超過5公斤

B類商品	
單箱最多10公斤

B1類:	一般日用 澳洲販售之乳液、美妝、保養品、服飾鞋子(非C1類)等

B2類:	一般電器 居家用電器，如電動牙刷、去角質機、洗臉機(無可拆式電池)等
B類



C1類:	高價精品 任何高單價精品包、飾品、衣物等

C2類:	精密電器 高單價全新3C產品，如手機、平板/手提電腦等

D類:	揮發液體 任何具有高揮發性之精油或液體，如茶樹、尤加利精油等

E類:	藥性食品 含藥成分之商品需有台灣衛生福利部核發之許可方能寄送

F類:	超大型 任何大型品項，如超浪板、腳踏車、液晶電視等

G類:	其他 不包含在以上類型者請洽ABC工作人員

C類

other

【台灣新品快捷】貨品打包注意事項。

C1類:	高價精品	
(單件商品澳幣市值超過A$2000)	
• 請洽ABC工作人員

C2類:	精密電器	
• 請另洽ABC工作人員

D,E,F,G	類:		
請洽ABC工作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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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品代收代發】價目表。

（總）公斤數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每公斤單價 備註

1-2	KG A$12.00/KG *此運費不包含台灣端關稅	

單一包裹個別秤重，	
小數點後兩位四捨五入。	
(E,g.	單箱	10.46KG	=	10.5KG)	

若有多件，公斤數加總後計價

2.1-10	KG A$11.00/KG

10.1-50	KG A$10.00/KG

51.1	KG A$9.00/KG

澳洲代收代發	A+B

(A).		
總公斤數 x 

空運每公斤單價	
(運費不包稅)

（總）公斤數	
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每公斤單價 備註

1-10	KG A$5.50/KG 此費用包含以下服務：	

1. 收貨	
2. 拆箱清點品項數量	
3. 秤重、拍照	
4. 重新打包	
5. 外箱防水包裝

10.1-50	KG A$6.00/KG

51.1	KG A$6.50/KG

(B).		
總公斤數 x 

打包費用每公斤單價

澳洲代購代發詳細流程說明請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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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品代收代發】寄件流程。

1.	請先註冊『ABC新品快捷會員』

2.	訂購前，請與ABC工作人員通知單
次寄送數量與商品名稱	

• 透過臉書私訊：	
搜尋	【ABC	專業貨運公司】		

3.		進行新品快捷線上填單	
建議先填多箱，工作人員可視情況
調整出貨資料

每週四台灣時間中午12:00為最後收貨時間。	
若需出貨請於同一時間完成線上填單手續；	
欲時者將順延至下週出貨！	

自行訂購商品至ABC辦公室	

• 收貨人：ABCompany	+	(您的FB名字)	
• 收貨人電話號碼：0448	884	849	
• 收貨地址：16	Lennons	Rd,	Greenbank	
4124	QLD	

• 寄件人	Email：您個人的Email	address	

代收貨截止時間：

ABC收到貨品之後：

拍照回傳貨品Invoice		
（請與我們通知是否需要拆包裹重新打包）	

• 若需要點貨打包，完成後會回報數量與成箱數；確
認無誤後秤重並計價（收費為A+B）	

• 若不需ABC點貨打包，貨品無誤後直接秤重並計價
（收費A）	

付費方式：
• 澳幣	
• 台幣（匯率低於20以20作計算；若高於20以當下
匯率無條件進位）	

確認收到貨款後才會安排出貨	

出貨時間：

• 請洽ABC



台灣手機	安裝	EZWay	易利委並執行作業	1

使用者(報關人)	註冊
手機門號實名認證註冊與委任、抽核確
認作業，是經由五大電信業者確認手機
門號與身分證號碼是否相同，故欲使用
實名認證之手機門 	 號如非本人所有，
或使用公務機門號者皆無法申請實名認
證作業。	

	
申請與使用時須注意符合以下幾點:		
1.關閉WIFI，使用行動網路(3G/4G)進行
認證		
2.僅可選擇中華民國國籍，輸入身分證
進行認證		
3.所輸入的手機門號需與手機內所安裝
的Sim卡相同		
4.所輸入的身分證號碼，需與輸入的手
機門號申辦時使用的身分證號碼相同

2

申請人姓名、身分證字號與持有
手機號需為同一人	

姓名：中文姓名	

證件號碼：請輸入個人身分證號
碼，如有選擇註冊實名認證時所
輸入的身分證號碼需與申辦手機
門號時所使用的身分證號相同		

E-mail：輸入可以收到通知的信箱	

聯絡電話：實名認證時請輸入要
進行認證的手機門號		

地址：與填單時的收件地址可不
相同	

6位不連續或重複數字服務密碼：

如為新申請請輸入6位數的服務密

碼，如之前有申請過請輸入之前

申請時所設定的6	位數服務	密

碼，此服務密碼為實名認證使用

密碼與	EZWay	易利委所使用	的登

入密碼不同	

圖形驗證碼：起輸入下方圖形所
顯示的數字	

完成後按送出即可完成註冊！

2-1

2-2

【台灣進口報關	實名認證】公告出處：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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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海關政策，『實名認證』檢核機制未通過者，將無法完成貨品收單建檔。 

• 於出貨航班落地當⽇算起，三⽇內必須補⿑”紙本“委任書。即貨品報關⼈須
完成委任書簽章並郵寄⾄我司報關⾏。 

• ⾃報關期限(⼗四天)屆滿之翌⽇起，按⽇酌收滯報費A$15.00/每件每⽇。 
上述滯報費徵滿⼆⼗⽇仍不報關者，海關有權將其貨物變賣。 

請務必確認每件貨品報關⼈確實完成實名認證，以保護⾃⾝權利也避免通關滯
留及產⽣的⾼額滯報費！

Google 搜尋：快遞收貨⼈實名認證

iPhone 實名認證APP下載Android 實名認證APP下載

【台灣進口報關	實名認證】公告出處：財政部關務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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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幫忙家⼈朋友購賣海外商品？或是您是⼀名代購主？
如果台灣收貨⼈提出箱內商品消失的質疑您該怎麼辦呢？

貨品託運⼈該如何保障⾃⾝權利

為提⾼調查效率與責任歸屬，託運⼈須於貨品簽收後24⼩時內提供上述STEP1/STEP2/STEP3中提及的所有資料以供調
查。若無提供，運送⼈有權拒絕協助調查。請注意，此調查不包含貨品的毀損，我司與台灣端派件公司不付任何破損賠償。

以上特此公告。

打
包
貨
品
時

為
商
品
拍
攝
證
件
照

STEP 1.STEP 1. STEP 2.STEP 2. STEP 3.STEP 3.
提醒台灣端貨品收件⼈： 

1. 簽收貨品前檢查外箱是否
有明顯被拆開痕跡？簽收
時須備註相關清況 

2. 貨物開箱前請複秤重量 

3. 複秤、拆箱與點貨時需由
第⼆⼈協助『錄影』以供
證據 

如何⾃保？以下步驟您都做到了嗎？

填寫ABC出貨清單時完
整列出箱中內容物

HC⽺乳片*5, BEGGI 兒童⿐精靈*6, JJ兒童牙膏
原味*6/香蕉*2/草莓*10, 鐵原片*3, 葉酸*1, 維他
命C*3, ⼩恐龍D3+鈣*8, 軟糖*4包, Tim Ta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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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安新規定嚴格實施貨品檢查！ 
嚴禁運送任何違禁品或有⾶安疑慮之物品。

依澳洲「危險物品空運管理辦法」違規者需繳交作業費A$110/箱 (不含台灣
關稅)；無依法繳交者視同放棄，將銷毀整件包裹或⾏李。

項⽬ 範例

1 爆裂物 各種槍械彈藥、煙火爆⽵、照明彈等

2
壓縮、液化的或受壓縮溶解

的氣體Gases
罐裝瓦斯、氧氣瓶、⼆氧化碳鋼瓶、噴霧型防蚊液/體

香劑/髮膠/化妝⽔、噴漆罐等多種壓縮噴灌

3 易燃液體
燃料油、油漆、稀釋劑、樹脂、黏著劑、香⽔(每箱不
超過400ml)、精油類(茶樹/尤加利不可寄送)、 
指甲油(每箱不超過75ml)、酒精型乾洗⼿

4 易燃固體、⾃燃物質與⽔反
應物質

火柴、點火器、打火機

5 氧化物質及有機過氧化物 漂⽩劑（⽔、粉）、⼯業⽤雙氧⽔

6 毒性物質與感染性物質 殺蟲劑、除草劑活性濾過性病毒

7 放射性物質 如釔-90、錮-111、碘-123或任何放射性廢棄物等

8 腐蝕性物質 強酸、強鹼、⽔銀、鉛酸電池等

9 其他危險物品 ⼑劍、棍棒類或鋰電池等 17

List	of	Dangerous	Goods	航空運輸違禁品！	



【紙箱尺寸	與	押金說明】

尺寸 單價 備註

自	
取	
紙
箱

⾏李 
⼤箱

A$10.00/個 ⾏李專⽤

⾏李 
⼩箱

A$10.00/個 ⾏李專⽤

新品 
⼤箱

A$2.00/個 新品專⽤

新品 
⼩箱

A$2.00/個 新品專⽤

尺寸 單價 備註

到
府
送	
紙
箱

⾏李 
⼤箱

A$20/個 ⾏李專⽤

⾏李 
⼩箱

A$20/個 ⾏李專⽤

新品 
⼤箱

不開放送紙箱
新品 
⼩箱

• 紙箱押金為Cash	Only.	
寄件時押金將從運費中扣除;		
沒用到的紙箱原封不動退還也將從運費中扣除。	
• 直接購買ABC紙箱與膠帶：		
行李大箱：A$10/each	;	行李小箱：A$5/each	
封箱膠帶：A$2/each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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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箱

⾏李 
⼩箱

新品 
⼩箱

新品 
⼤箱

41
31

4642

42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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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品360°防水包裝服務】

• 為防止因天氣因素（如，颱風、大雨等）造成貨品受潮，ABC貨運公司提
供加價防水包裝服務。	

• 此服務將盡可能為顧客做到貨品防水，但若因海關抽檢開箱或是運送途
中防水層破損導致貨品受潮損毀，本公司將不予以賠償。特此聲明！

19

防水包裝費收費標準：

紙箱尺寸-三邊總長 每箱收費

總長小於118公分 A$5.00/each

總長介於118-140公分 A$7.00/each

總長介於141-158公分 A$10.00/each

總長介於159-175公分 A$15.00/each

總長超過175公分 另洽ABC



常見Q&A

可以用自己的行李箱或是紙箱嗎？

可以，夠堅固即可！	
行李箱手把或是滾輪容易損壞，請自行斟酌

請問你們的辦公室在哪裡呢？

目前只有布里斯本有辦公室喔！	
1. 其他城市的服務請參考【台灣個人行李】方案4&5	
2. 【台灣新品快捷】服務目前僅限布里斯本地區

請問如何與ABC工作人員聯絡呢？

ABC專業貨運公司;	@ABCWeLove	私訊我們

16	Lennons	Road,	Greenbank	4124

0448	884	849 Mon	-	Fri		
09: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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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服務【Petlights	寵物旅行社】

我們擁有20多年寵物運送經驗，提供專業且安全的寵物運輸服務。	
您可以安心的把寶貝寵物交給我們！	

• 澳洲動植物檢疫局(AQIS)出口核准	
• 合理的價格，安心的服務	
• 專業完整的中文/英文運送詳細解說	
• 中國地區寵物回國不需要隔離	

服務範圍：	
• 澳洲境內寵物運輸	
• 澳洲各地回台灣、香港、中國等地	
• 澳洲到世界各地	

聯絡我們：	
0420	855	464		Grace	（中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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