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 

  連線變更申請表 (金石堂) 
(此表頭請務必填寫，以加速作業及連絡貴用戶)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原公司名稱/用戶名稱： 

 

統一編號/身份證字號： 用戶代碼:(共用帳號者，請備註通路別) 

 

填表聯絡人： 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 

 

 請勾選並填寫欲要變更的項目內容： 

(一) □ 變更後公司基本資料／□ 變更後收費帳單資料：（二者均要變更，請都勾選） 

□ 變更後統編／身份證字號：_________________負責人:__________/電話___________ 

□ 變更後公司抬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變更公司抬頭或負責人者，請附上公司執照或營利事業登記證影印本)★ 

□ 變更後發票(登記)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變更後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變更後寄送帳單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變更後帳務聯絡人：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 

□ 變更後業務聯絡人：_______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傳真:____________ 

□ 業務聯絡人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重發憑証通知 □重發帳號密碼函 

 ★(經移轉給本公司（個人）使用後，同意承受原申請用戶於申請日前未繳納之帳款。)★                     

(二) □ 服務項目資料： 

□ 密碼忘記：變更密碼 

取得密碼方式：□ 限掛郵寄密碼函，地址： 

□ 作業急迫，同意以傳真方式取得密碼函，但傳真風險需自行負擔。 

□ 申請暫時停線(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停線日期：____________(必填) 

□ 申請永久刪除(請註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刪除日期：____________(必填) 

★結帳日為每月 25日，於 26日(含)後申請停線/刪除者，將視同次月申請，並於次次月月初產生帳單及發票。 

□ 申請復線(希望復線生效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送出本服務項目申請表時，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及各委外服務廠商，基於系統營

運、客戶服務、帳務管理、行銷及其他合於本公司章程或營業項目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依本申請表所示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您的個人

資料，供所申請之服務項目營運期間與業務涉及區域範圍內進行聯絡、系統營運或系統資料庫使用。除非法令規定或經過您的授權，本公司

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其他人。如需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請電洽客服中心（客服專

線如下)。由於資料不完整將影響系統產出之完整性，倘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公司礙難為您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繼續提供服

務。本告知事項內容可能不定時修訂，請您隨時參覽相關公告 www.tradevan.com.tw，以保障權益。 

公司大章用印處 負責人用印處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單位或公司用

印或簽名後，表示您已詳細閱讀

並同意上述條款    

【申請人】親自簽名：         

★(請蓋上申請連線時的原始印章，變更公司抬頭、負責人者則要另外加蓋新公司大小章) ★ 
 

請與採購確認傳真後，填妥用印回傳至金石堂，金石堂服務專線：(02) 2369-1050 

☆ 回回傳傳後後，，請請與與金金石石堂堂採採購購確確認認是是否否收收件件成成功功，，以以確確保保貴貴用用戶戶的的權權益益，，感感謝謝您您的的合合作作。。  
若您只辦理重發密碼，請將連線變更申請表填妥用印回傳至關貿客服中心，謝謝 

傳真專線：(02)7735-2815、服務專線：(02)7735-2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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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案號（客服人員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01. 公司名稱  

02.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03. 公司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04. 通訊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 (縣市)               (鄉鎮市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05. 公司負責人 姓名：             電話：               分機 傳真： 

06. 業務事項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分機 傳真： 

E-MAIL：    

07. 帳款事項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分機 傳真： 

E-MAIL：       

08. 廠商編號(廠代)  

09. 身份別 □供應商      □出版社 

10. 申請共用流通 E-HUB 帳號 

□不核發新管理者帳號，要共用現有管理者帳號：LGC               Ｍ 

□不核發新子帳號，要共用現有子帳號：LGC 

無申請流通 E-HUB 平台帳號之供應商，會直接核發一組新管理者帳號。 

11. 申請新子帳號 □新子帳號      個 

12. 
申請電子發票作業或 

電子收據作業 
□電子發票作業(需使用憑證) 

□台網憑証新申請 

□台網憑証已核發 

(欲新申請，請檢附營登或政府回函公文之影本，

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且需繳交費用：

NT$1,000/年(由關貿網路代收)) 

□工商憑證待申請 

□工商憑證已核發 
(欲新申請，請至工商憑証管理中心申請，網址

http://moeaca.nat.gov.tw/) 

茲為連線使用「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關貿網路各項網路服務， 

同意依照「關貿網路使用規範」，正當合法使用之。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送出本服務項目申請表時，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及各委外服務

廠商，基於系統營運、客戶服務、帳務管理、行銷及其他合於本公司章程或營業項目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依本申請

表所示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供所申請之服務項目營運期間與業務涉及區域範圍內進行聯絡、系統營運或系

統資料庫使用。除非法令規定或經過您的授權，本公司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其他人。如需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

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請電洽客服中心（客服專線如下)。由於資料不完整將影響系統產出之完整

性，倘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公司礙難為您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繼續提供服務。本告知事項內容可能不定

時修訂，請您隨時參覽相關公告 www.tradevan.com.tw，以保障權益。 

客戶(公司)用印處 負責人用印處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單位或公司用印或簽名後，表示您已詳細閱讀

並同意上述條款 申請人親自簽名:            

核證作業流程 收件初審(金石堂) 建檔 審核 結案 發證 

處理人員/時間      

客服專線：(02) 77352818                客服傳真：(02) 77352815  

客服信箱：cshub@csc.tradevan.com.tw   網址：https://kingstone.tradevan.com.tw 

金石堂 B2B 供應鏈平台帳號申請表 

 

 

https://kingstone.tradev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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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 B2B 供應鏈平台帳號申請表填寫範例 

申請案號（客服人員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01. 公司名稱 快樂股份有限公司 

02.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12345566 

03. 公司登記地址 郵遞區號 台北(縣市)          南港(鄉鎮市區)      三重(路街) 

1 1 5   段          巷          弄   19-13 號         6 樓之 

04. 通訊地址      □同上 郵遞區號 台北(縣市)          南港(鄉鎮市區)      三重(路街) 

1 1 5   段          巷          弄   19-13 號         6 樓之 

05. 公司負責人 姓名：陳小強               電話：02-26551234  分機 1234 傳真：02-26554567 

06. 業務事項聯絡人 

姓名：王小明               電話：02-26551234  分機 3456 傳真：02-26554567 

E-MAIL：    keven ＠ tradevan.com.tw 

07. 帳款事項聯絡人 

姓名：洪小美               電話：02-26551234  分機 5678 傳真：02-26554567 

E-MAIL：      may  ＠ tradevan.com.tw 

08. 廠商編號(廠代) 80123,03222 

09. 身份別 供應商      □出版社 

10. 申請共用流通 E-HUB 帳號 

□不核發新管理者帳號，要共用現有主帳號：LGC               Ｍ 

□不核發新管理者帳號，要共用現有子帳號：LGC 

無申請流通 E-HUB 平台帳號之供應商，會直接核發一組新管理者帳號。 

11. 申請新子帳號 新子帳號 2 個 

12. 
申請電子發票作業或 

電子收據作業 
電子發票作業(需使用憑證) 

□台網憑証新申請 

□台網憑証已核發 

(欲新申請，請檢附營登或政府回函公文之影本，

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章，且需繳交費用：

NT$1,000/年(由關貿網路代收)) 

□工商憑證待申請 

工商憑證已核發 
(欲新申請，請至工商憑証管理中心申請，網址

http://moeaca.nat.gov.tw/) 

茲為連線使用「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之關貿網路各項網路服務， 

同意依照「關貿網路使用規範」，正當合法使用之。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送出本服務項目申請表時，關貿網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稱本公司）及各委外服務

廠商，基於系統營運、客戶服務、帳務管理、行銷及其他合於本公司章程或營業項目所定業務需要之特定目的，依本申請

表所示之個人資料類別蒐集您的個人資料，供所申請之服務項目營運期間與業務涉及區域範圍內進行聯絡、系統營運或系

統資料庫使用。除非法令規定或經過您的授權，本公司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提供給其他人。如需請求查閱、提供複本、更

正或補充個人資訊及請求刪除或停止處理利用，請電洽客服中心（客服專線如下)。由於資料不完整將影響系統產出之完整

性，倘您選擇不提供個人資料時，本公司礙難為您或您所屬的機關、單位或公司繼續提供服務。本告知事項內容可能不定

時修訂，請您隨時參覽相關公告 www.tradevan.com.tw，以保障權益。 

客戶(公司)用印處 負責人用印處 

  

當您本人或您所屬單位或公司用印或簽名後，表示您已詳細閱讀

並同意上述條款 申請人親自簽名:  王小明          

核證作業流程 收件初審(金石堂) 建檔 審核 結案 發證 

處理人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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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堂 B2B 供應鏈平台帳號申請表填寫說明 

一、 重要欄位填寫說明： 

(01) 公司登記地址：請填寫辦理公司營業登記之所在地址。 

(02) 通訊地址：證號核定函依此地址寄送(郵遞區號務必填寫)。 

(03) 公司負責人：請填寫與營利事業登記證相同的負責人中文姓名。 

(04) 業務事項聯絡人：請填寫負責金石堂相關之業務窗口聯絡資料。 

(05) 帳款事項聯絡人：請填寫辦理平台相關費用之承辦人聯絡資料。 

(06) 廠商編號(廠代)：請填寫與賣場交易往來的廠商編號(廠代)。  

(07) 申請帳號個數： 

管理者帳號：從未使用過關貿平台之供應商，預設會核發一組新管理者帳號。已取得流通 E-HUB 系統帳號的

廠商，可選擇共用已核發的主帳號或子帳號。 

新子帳號：可自行選擇是否要額外申請子帳號給多人使用。 

(08) 申請電子發票作業或電子收據作業：請勾選與通路賣場請款的作業方式。 

憑證申請種類：申請電子發票作業的廠商需具備電子憑證方可完成開立作業，因此請勾選欲使用的憑證種類

為已核發或是新申請，欲新申請台網憑證的廠商，請檢附營登或政府回函公文之影本，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

章，且需繳交費用：NT$1,000/年(由關貿網路代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