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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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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賣家今天建單、明天寄件，包裹進入物流中心後，預定 2-3 日配達

指定門市(實際依物流作業時間為準)。

2. 部份特殊門市因週末不營業或其他特殊原因之故，恕不在保證3日

到貨承諾之中，詳情請參考 7-ELEVEN 排外門市名單。

https://www.7-11.com.tw/form/store.pdf

3. 冷凍店取僅提供台灣本島之 7-ELEVEN 門市，暫不提供離島服務。

詳細可至 7-ELEVEN 電子地圖查詢有提供冷凍店取服務之門市：

https://emap.pcsc.com.tw/

4. 商品到店發送貨到通知簡訊，提醒買家到店取件。

5. 提供商品配送進度查詢，可持「配送編號 / 託運單號」至下列網址

查詢貨態：

https://www.ecpay.com.tw/IntroTransport/Logistics_Search

https://www.7-11.com.tw/form/store.pdf
https://emap.pcsc.com.tw/
https://www.ecpay.com.tw/IntroTransport/Logistics_Search


【注意事項】首次寄送商品，請先進行標籤測試 (請參閱手冊第5頁)

二、寄件作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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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商品寄至統昶物流中心
(商品需預冷溫度最少負18度，配送過程亦同)

商品寄到統昶物流中心
進行到倉驗收

配送至指定門市店鋪
簡訊通知買家到
指定門市店鋪取貨

買家網路下單 列印一段標黏貼於商品上



三、進貨前商品標籤測試(新廠商)

1. 建立 7-11 冷凍測標資料前，請務必先至官網【物流寄退件設定】

或廠商後台左側欄節點【廠商基本資料】中的「B2C大宗寄倉超

商取貨-退貨設定」完成冷凍處理方式的設定。

2. 綠界廠商管理後台>物流管理>對帳查詢點選【建立7-ELEVEN冷

凍測標資料】按鈕產生測標訂單。

3. 請使用「雷射印表機」列印該筆訂單之一段標(託運單)，完成列印

將一段標放置信封內，以「掛號」方式寄到至物流中心，信封標

註「統昶物流中心–EC冷凍店取測標」(僅供測標使用)。

4. 標籤寄送地址：744 台南市新市區大營里7號

5. 測標時間須7個工作天不含例假日，測標結果由綠界科技客服通知，

或可在廠商管理後台>廠商專區>廠商基本資料>物流資訊>測標

結果查詢，若測標成功，方可正常建立訂單。
5

※首次寄送商品，務必先完成測試標籤

8.5cm

8.5cm

https://vendor.ecpay.com.tw/
https://vendor.ecpay.com.tw/


四、進貨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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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派車」進貨

1、進貨時間：每週一至週五(08：00~14：00)，如遇舊曆年、連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因素期間，

另行研議時間。

2、建立訂單後，請於5天內將商品寄達物流中心進行驗收，逾期訂單將取消無法配送；另廠商於當日

23:59前建立訂單，最快入倉時間為隔日上午8點，若發生綠界會員進貨至物流中心，商品無資料可驗收，

物流中心有權拒收，後續將以退貨處理，並依退貨作業規範提及之退貨方式收取費用。

3、寄送地址：303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三段30之1號。

4、廠商抵達物流中心，驗收人員會測量車溫，車溫若不符合規範達-18度C以下，得予拒收。

5、寄件至物流中心須以3.5T以上型式的貨車運送物品，禁止使用自用客、轎車及步行進入廠區送貨。

6、物流中心採快速驗收，僅對「進貨箱數」為點收單位，建議廠商封箱前應確實清點件數，於打包時

可全程錄影或拍照存證以供日後備查。

廠商進貨方式：廠商「自行派車」進貨 / 申請「到府上收」進貨。

每次進貨前須透過 Line@申請(每週一至五9:00-17:00)。

統昶ES冷凍店取官方客服 Line@：https://lin.ee/K56aOXC

mailto:Line@：https://lin.ee/K56aOXC


四、進貨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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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到府上收」進貨

1、申請規範：

(1) 廠商一次只能提供一個取貨點，無法多點載運。

(2) 每個取貨點包裹10件以下，每件加收150元；超過10件(含)每件需加收50元(費用以超商公告為主)。

※ 上收費用收取方式：會由收到的代收款扣除結算後，再從廠商綠界帳戶中扣除。

(3) 如上收環境非低溫，若導致後續商品失溫，且經查上收至門市作業物流作業無異常，將不理賠包裹。

※ 上收司機並不會主動測量廠商包裹溫度，提醒廠商於收件前先測量包裹溫度並拍照留存，避免後續爭

議問題發生。

(4) 廠商須事前完成包裹封裝作業，僅限於一樓交件；因物流中心採快速驗收，僅對「進貨箱數」為點

收單位，建議廠商封箱前應確實清點件數，於打包時可全程錄影或拍照存證以供日後備查。

廠商進貨方式：廠商「自行派車」進貨 / 申請「到府上收」進貨。

每次進貨前須透過 Line@申請(每週一至五9:00-17:00)。

統昶ES冷凍店取官方客服 Line@：https://lin.ee/K56aOXC

mailto:Line@：https://lin.ee/K56aOXC


四、進貨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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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到府上收」進貨

2、取件通知及方式

(1) 使用上收服務之廠商，每次上收前皆須透過Line@申請，申請時間請於每週一至五 9:00-17:00。

(2) 每週一至四下午3:00前，廠商通知上收客服收件，最快於隔天早上 09:00~17:00 完成收件(無服務

地區除外)，另週五及週六下午3:00前通知則次週一收件。

(3) 取件時間點無法指定，廠商通知上收客服前往取件後，若廠商累計超過2次取件失敗，將永久取消到

府上收服務。

3、注意事項

如廠商有啟用7-ELEVEN「冷凍店取」到府上收之服務，其衍生之費用將由本公司於廠商的綠界帳戶餘

額扣除後轉交予7-ELEVEN，故在此提醒，於收件人員收取物件時，務必確認並自行記錄實際收取物件

之數量。如因後續到府上收之費用有爭議之情事發生者， 本公司僅協助將相關證明收件資料提供予7-

ELEVEN確認之，本公司將不負擔該爭議費用之處理。

廠商進貨方式：廠商「自行派車」進貨 / 申請「到府上收」進貨。

每次進貨前須透過 Line@申請(每週一至五9:00-17:00)。

統昶ES冷凍店取官方客服 Line@：https://lin.ee/K56aOXC

mailto:Line@：https://lin.ee/K56aOXC


四、進貨作業規範

9※最新無服務區域以物流更新為主，建議寄件前可先與Line@客服確認※

到府上收無服務區域一覽表



四、進貨作業規範

10

冷凍商品出貨作業時程

日程 D-2 D-1 D D+2~D+3 D+7~D+10 D+12

項目
15:00 前
通知收件

收貨 入總倉 到店日 門市收退
每週二、五
廠商取退件

註1、廠商須於入倉前2日先行完成商品包裝並冷凍至-18℃完全凍結的狀態。

註2、若發生綠界會員進貨至物流中心，商品無資料可驗收，物流中心有權拒收，後續將以退貨處理，

並依退貨作業規範提及之退貨方式收取費用。



五、退貨作業規範

退貨時間
每週二、週五 ( 08:00~15:30 ) ，如遇舊曆年、連假、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

之因素期間，另行研議時間。

退貨方式 宅配退回 報廢銷毀 廠商自取

費用 150元/件 300元/件 無

退貨收件地址 303 新竹縣湖口鄉八德路三段30之1號

1. 廠商自取：依據包裹貨態，經Line@(https://lin.ee/K56aOXC)通知後再至物流中心取退貨。
※若退回包裹至物流中心超過一週未取，Line@會再次通知並詢問廠商是否改採宅配退回或銷毀(依
據退貨方式收費如上表)，並請廠商於2天內回覆，若逾期未回覆，物流中心將直接進行報廢銷毀，
並收取報廢處理費(300元/件)。

2. 廠商若無法於約定時間內到廠區取退貨，物流中心有權得以拒絕廠商收退，後續將會進行報廢銷毀，
並收取銷毀費用。

3. 若廠商對於退貨內容有疑慮時，請透過綠界向物流中心申請調閱相關廠退明細，以釐清商品流向，
物流中心調閱廠退單據以廠退日後3個工作天內為限。

4. 超商有權隨時異動報廢處理費，最新費用以超商公告為主。

11

https://lin.ee/K56aOXC


1. 商品材積：三邊外尺寸不可大 30x30x45 公分，重量不可超過10公斤。

2. 建議外箱貼上註有「冷凍商品」貼紙字樣，商品出貨前預冷溫度負18度C，且配送途中亦同。

3. 商品必須有外包裝、不可裸露、不可捆包、不透明包裝，無包裝者及包裝不完整商品不予驗收。

4. 商品封口處需黏緊，如未黏緊造成商品脫落遺失或損壞，導致其他商品因此受損或沾污，亦由破

損商品之廠商負全部賠償責任。

5. 為確保取件人權益，取件人姓名請務必輸入真實姓名；純取貨者須提供本人證件驗證取件人姓名。

6. 取貨付款門市代收金額上限為20,000元。

7. 理賠事宜：理賠依照商品訂單金額，取貨付款遺失理賠上限為新台幣20,000元(含稅，含原寄運

費)；取貨不付款賠償上限為新台幣4,000元(含稅，含原寄運費)。

8. 若發生天然災害等不可抗因素導致配送延遲或中斷，將不補償運費。

六、寄件作業規範及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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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標籤黏貼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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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廠商需透過廠商管理後台列印標籤

標籤請黏貼在外包裝最大面積的左上角處

8.5cm

8.5cm

1. 標籤整張實貼於外包裝正面左上角處，並確認四角無翹起。

2. 每件商品包裝只能有1張出貨標籤，若有2張以上出貨標籤，
以廠退處理。

3. 商品訂單標籤請使用雷射印表機列印。

4. 出貨前留意標籤上條碼品質是否異常，例：

• 顏色過深、過淺、使用非黑色或條碼模糊不清。

• 條碼間距不可過密或是過疏，且不得任意改變比例。

• 標籤濃度太高、線條不分明、線與線接連在一起。

• 標簽未妥善黏貼、無法刷讀，例如標簽上覆蓋膠帶。

5. 廠商使用的標籤紙材若有反光、亮面等材質，出貨前務必
再次檢查條碼輸出品質。

6. 貨品運送過程標籤因噴墨淋濕或其他原因造成模糊不清無
法刷讀，商品不予驗收，以廠退處理。



1. 不接受蛋糕、冰品等需保持商品外觀的產品。

2. 液體，如酒類、牛奶、果汁、沐浴乳、乳液、化妝水、防蚊液、清潔劑、醋、醬油、化學藥

品…等。

3. 現金、票據、股票等有價證券、展演會票券、禮券或珠寶、古董、藝術品、貴金屬等。

4. 貴重物、信用卡、提款卡、標單或類似物品。

5. 遺骨、牌位、像等。

6. 動、植物類。

7. 證件類：諸如准考證、護照、機票類等。

8. 不能再複製之圖、稿、卡帶、磁碟、重要文件或其他同性質之物品等。

9. 煙火、油品、瓦斯瓶、稀釋劑等易燃、揮發、腐蝕性物品。

10.電池、有毒性物品、氣體、易爆炸、放射性物品、汽機車蓄電池(電瓶。

11.具危險性、危害人體、環境或有違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之物品。

12.個人藥品、中藥、草藥。

13.易碎品,例如玻璃製品、線香、瓷器、玉器、瓷破等。

14.精密儀器：3C產品(電視、電器、電腦、手機…等)特殊功能之儀器、GPS等。

八、禁運商品規範

禁運規範以《物流暨收款服務處理辦法》及超商網站公告為準

※若違反上述規定,發生任何問題廠商須負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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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cpay.com.tw/About/ProvisionLogistics
https://www.7-11.com.tw/service/accept.aspx


九、消費者未取件

服務說明：

1. 商品到店5日買家逾期未取，店員開始辦理退貨。

2. 請在收到綠界科技拋送退貨貨態(廠商後台>對帳查詢>物流狀態)後，依照您選擇的退貨方式領取退

貨。選擇自取的廠商需依據貨態，經Line@(https://lin.ee/K56aOXC)通知後再至物流中心取退貨。

※若退回包裹至物流中心超過一週未取，Line@會再次通知並詢問廠商是否改採宅配退回或銷毀(依

據退貨方式收費如上表)，並請廠商於2天內回覆，若逾期未回覆，物流中心將直接進行報廢銷毀，並

收取報廢處理費(300元/件)。

3. 廠商若無法於約定時間內(每週二、週五08:00-15:30)到物流中心取退貨，物流中心有權得以拒絕廠

商收退；包裹放置物流中心7天未取回，視廠商同意拋棄取回之權利。

商品到店5日，買家未取
店員開始辦理退貨

現場作業人員，依廠商設定
退貨處理方式退貨

退貨日生效1-3日，商品隨
到店車退回物流中心處理

退回至廠商約8-14天

5日未取 依處理方式退貨

15

https://lin.ee/K56aOXC


十、門市關轉處理方式

 若買家選擇的取件門市因天災、門市調整、連假……等原因暫停取件服務，統一會發送【門市關轉

(可使用SUP檔案更新原單號更新門市與出貨日) 】貨態。

 綠界科技在收到上述貨態後會寄送【綠界科技】門市關轉通知信，提醒廠商變更門市

 請在收到上述貨態第3日(含例假日)早上10點前以下列方式變更貨態

1. 收到【綠界科技】門市關轉通知信後，至廠商後台 >物流管理>對帳查詢>取退件/更換門市，點選

申請按鈕變更門市

2. 若為自行串接使用綠界物流服務的廠商可依照物流技術串接規格文件中的說明內容變更出貨門市。

※ 如10/25當天收到門市關轉貨態，須於10/27早上10點前變更門市，若未進行變更，將依照第十點的

退貨流程處理。

16

https://vendor.ecpay.com.tw/Frame/Index


十一、送錯倉/無標商品處理方式

 無標商品：含沒有 7-ELEVEN 標籤商品、無標籤商品、廠商寄錯物流中心、標籤無法判讀之商品。

 若出現上述狀況之一，商品將放置物流中心倉庫待廠商協尋，因包裹為冷凍商品超過有效期限領取，

造成商品毀鎖或腐壞，廠商須自己行負責。

 未領取之無標商品，或逾期未領包裹退回物流中心，自進物流中心日起至多保留15天。

【 廠商協尋商品流程 】

1. 綠界會員(申請人)通知綠界客服查詢無標商品。

2. 綠界客服會發E-mail請廠商提供：商品外包裝樣式、內容物明細、材積大小、重量、收件人姓名、

收件人電話、收件地址。

3. 綠界會員(申請人)須同意若請物流端查詢無標品，只要有找回該無標品，將退件商品以貨到付款方

式宅配退回且不得拒收。

4. 若綠界會員(申請人)拒收該無標品，物流中心將會直接銷毀退件之無標品，該筆無標商品衍生之貨

到付款運費及銷毀費，全數由該無標商品所屬之綠界會員帳戶餘額扣除，不得異議。

5. 綠界客服收到綠界會員(申請人)的E-mail或傳真等方式，同意協尋無標品回覆後，才會請物流端協助

查詢及找回；綠界會員(申請人)未同意前，綠界客服將不會做任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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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對綠界科技【物流服務】有其他疑問

請與綠界線上客服聯繫，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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