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達通客服部: 1.714.888.4498
營業時間: Mon-Friday 9:00am – 6:00 pm (PST)
Email: service@parceltotaiwan.com

低收費網購代收寄服務

如您不在美國, 又剛好沒有親戚朋友可代收,代寄您在美國所購買的美國商品, 快
達通美台快遞可幫您代運回台灣. 您可於網上購物時把[快達通美台快遞]在美國
洛杉磯的轉運分發服務中心填寫成為您在美國的郵寄地址. 在我們收到您的通知
及貨品後會為您提供: 加固包裝、換新外箱、 空運、 清關、 派送等一條龍的服
務。讓您無後顧之憂的享受在美國購物的樂趣。
(1) 快達通轉運會員

(2) 快達通 Brea,

•網購後電郵通知包裹追

California 收貨中

蹤號碼
•會員通知集貨完畢 (30
天免費集貨)
•會員網購包裹 #1
•會員網購包裹 #2
•會員網購包裹 #3 .. N

心處理會員包裹:
•免費併箱, 加固包裝、
換新外箱
•快達通電郵通知
PayPal Invoice 線上
付款單
•會員完成付款

(3) 安排美國

(4) 包裹抵達

(5) 台灣黑

空運到台灣

台灣: 海關審

貓宅急便

(每周二/五

核貨物申報資

派送包裹

貨機)

料, 批准放行

(全年無休)









1.登記成為快達通美台快遞網購代收寄會員
(http://parceltotaiwan.com/網購代收寄服務.htm下
方填寫[會員申請單] 發送我司後會Email 通知您會員号
碼和快達通美國代收貨物專用地址)
2.會員電郵通知快達通網購貨品訂單資料/包裹追蹤號
碼 (寄送貨品需附有會員號碼)
3.收到您的包裹集貨完畢/出貨通知后, 快達通美台快遞
將在第一時間電郵通知線上付款 PayPal Invoice (Pay
Pal, Visa, Master, Discover, Amex, Union Pay)
4.收到付款后立刻發送包裹到台灣, PayPal 電郵通知附
上收費明細及包裹運單號碼.

會員網購集貨

快達通會員包裹

會員完成付款

•30 天免費集貨

處理

•每周二/五 下午6點

•超過 30 天, 倉儲費

•每周一/四 下午3點

為 $3/30 天/包裹

收貨截止
•每周一/四 15:00 –
21:00 開始發送

(台灣時間星期三早

包裹抵達台灣/

上10:00/9:00 夏令

清關完畢 (每周

時間) 當日發貨截止

一/五)

時間

黑貓宅急便全省
派送 (每周二/六)

PayPal 付費通知

美國星期二班機: 台灣星期六全省派送
美國星期五班機: 台灣星期二全省派送
(1) 快達通轉運會員

(2) 快達通 Brea,

•網購後電郵通知包裹追

California 收貨中

蹤號碼
•會員通知集貨完畢 (30
天免費集貨)
•會員網購包裹 #1
•會員網購包裹 #2
•會員網購包裹 #3 .. N

心處理會員包裹:
•免費併箱, 加固包裝、
換新外箱
•快達通電郵通知
PayPal Invoice 線上
付款單
•會員完成付款

(3) 安排美國

(4) 包裹抵達

(5) 台灣黑

空運到台灣

台灣: 海關審

貓宅急便

(每周二/五

核貨物申報資

派送包裹

貨機)

料, 批准放行

(全年無休)



每件包裹$3 轉運費 + 運費 +倉儲費
◦ 每件包裹 $3 轉運費 (可併箱轉運台灣, 收費以收到包裹件數計算)



30 天免費集貨: 超過 30 天, 倉儲費 為 $3/30 天/包裹
3 Lb

8
Lb

10 Lb

20 Lb
(併箱)

$3 x 3 件 = $9 轉運費 + $60 (20 Lb 運費) = $69


請看價格表 (材積磅重: 長x寬x高(In)/139); (20磅以上每磅$3,
45 磅以上加$10 超重費); 保健品: 首磅$9續磅$3.50



會員集貨
◦ Email to: service@parceltotaiwan.com
◦ Subject: TA8xxx 集貨通知
◦ 內容:
會員編號: TA8xxxx

會員姓名: (英文)

本次集貨件數: 5 件

__ 請等通知出貨
__ 請收齊件數立刻出貨

包裝要求:
__ 併成紙箱 / __併成防水袋

特別要求:
__附上原收據
__拆除鞋盒

Package #1 Tracking No. : UPS 1Z123456789
Package #2 Tracking No. : FedEx 1234 1234 1234
….Package #5

指定收件人: 會員 / 中文姓名, 中文地址, 台灣電話



會員出貨通知
◦ Email to: service@parceltotaiwan.com
◦ Subject: TA8xxx 出貨通知
◦ 內容: TA8xxx 有 3 件 包裹請集貨
會員編號: TA8xxxx

會員姓名: (英文)

本次集貨件數: 5 件

__ 請收齊件數立刻出貨

包裝要求:
__ 併成紙箱 / __併成防水袋

特別要求:
__附上原收據
__拆除鞋盒

Package #1 Tracking No. : UPS 1Z123456789
Package #2 Tracking No. : FedEx 1234 1234 1234
….Package #5

指定收件人: 會員 / 中文姓名, 中文地址, 台灣電話



基於台灣進出口規定、海關相關法令及營運風險管理的全
面考量, 以下貨物快達通將禁止運送, 如有不實申報, 海關
將罰款 NT 6000 – NT 10000:
◦
◦
◦
◦





任何助眠保健品 (Sleep Aid), 退黑激素 (Melatonin)
防曬油/乳液/化妝品 15 SPF 以上
香菸, 電子菸/雪茄
酒類

包裹還沒收到前, 快達通無法預估運費, 因為有材積重, 或
合併包裹等不同費用, 請勿要求預估.
請自行查詢包裹 (Package Tracking), 如Tracking 顯示
我司已經接收包裹 (>3 工作天) 而您還沒收到付款通知,
再電郵查詢. 建議: 除非沒有選擇, 最好不要用 USPS (美
國郵局) 運送, 因沒有簽收服務, 包裹常有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