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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服務 請在適當位置加上  號  

(A) 本地服務計劃 
  

月費服務 

□□  

基本服務費用  包括柯打數量  超額柯打  

HK$                 / 每月 柯打 HK$             / 每柯打 

按時收件時間 

□ 按需求上門 □ 每日上門收件一次 □ 每日上門收件兩次 收件時間 AM : PM : 
 
 

套票服務 

(須先付款) 

□□  

服務收費 包括套票數量 套票的有效期限 

□□    HK$180 10 一年 

□□    HK$480 30 一年 

□□    HK$750 50 一年 

□□    HK$1400 100 一年 

□□    HK$2400 200 一年 

□□    HK$3300  300 一年 

 按需求致電上門收件，套票不適用於定

時上門服務。 

 

 

 

 
  

註解 : 

1) 月費及套票服務包含一次「收件行程」（在付運人處收取貨件，送往指定目的地），以及一次「回程」（從提貨地點提取貨件後送回付運

人處）。 

2) 首 1KG 免收附加費，續每 KG 加收 HK$10 (重量不足 1KG，將以 1KG 計算) 

3) 若付運貨件總重量超過 5 公斤. 請預早半日通知，以便安排車！ 

4) 收費以貨件容重或實際重量計算，以較大者為準。  

5) 體積重量之計算法將根據 IATA 體積重量之計算標準：(運件長度 cm x 闊度 cm x 高度 cm)除以 6000 cm。 

6) 所有柯打等候時間如超過 10 分鐘，每續 10 分鐘加收一個柯打。 

** 以上服務計劃覆蓋範圍只包括主要工商業區，其它特別地區附加費請參閱“C欄”。** 

 
 

 

註 :  須受有關條款及細則約束  
 

如寄件人寄運的物件中包括含現金，現金數目不得超過港幣 500 元；寄件人必須在運單上填寫確實現金數目，並與速遞員當

面進行點收及核對，而速遞員需於運單上簽署確認及填上員工編號，才能作實，否則如有遺失，速遞城將不會作出任何賠償及

負上任何法律的責任。 

I. 寄件人須根據上述收費表支付運費，所有特別地區附加費、超重附加費、急件費、入倉費、停車場費、入閘費、及任何額

外收費，客戶均不能用基本服務月費費或套票去抵銷上述任何額外收費。 

II. 所有速遞文件或貨件，如因為速遞城員工之疏忽或錯誤，導致有遺失或損毀，每票速遞運單之最高賠償金額為港幣 500

元。如因為天災、交通意外、暴亂或搶劫、不可抗力原因下產生之遺失或損毀，速遞城不需負責賠償。 

III. 速遞城沒有向客戶的貨物提供保險，客戶必須自行評估所有速遞文件或貨件之價值，自行承擔因遺失、損毀及延誤，而產

生相關或引伸之損失，因速遞城只負責運送一般無商業價值的文件或貨件，如價值超過港幣 500 元，客戶須自行承擔責

任和風險，或須自行向第三方購買保險。  
 

請閣下簽署及蓋章，證明閣下已接納上述條款及細則。  
 

客戶代表 
 

 
          
 
                          _______                                                                                                       
簽署及蓋章                  簽署人姓名及職銜               日期    

x 

Tel : 2388 2365 

Fax : 2388 2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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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特別地區附加費  

 

類別 服務地區 附加費 

市區 

九龍及香港島 (住宅、商場及購物地點等)  

+HK$35 官塘(裕民坊除外), 九龍塘, 九龍城, 美孚, 青衣, 將軍澳, 馬鞍山, 沙田, 火炭, 杏花村, 昂船洲, 中環 3

號碼頭, 香港科技園, 政府及公共事務機
(1)

, 學校
 (2)

 

偏遠地區 

港島南區、新界、偏遠郊區或鄉村 (住宅、商場及購物地點等) 

+HK$58 赤柱, 淺水灣, 深灣, 南灣, 舂坎角, 薄扶林, 香港半山住宅, 山頂, 東涌, 西貢, 清水灣, 數碼港, 大埔, 

太和, 粉嶺, 上水, 錦上路, 元朗, 天水圍, 屯門, 深井, 政府及公共事務機
(1)

, 學校
(2)

  

香港國際機場(只限文件), 香港迪士尼樂園 +HK$90 

離島 馬灣, 愉景灣 ,昂平 360 +HK$300 

(1)
政府及公共事務機構, 衛生署, 醫管局, 醫院, 消防局, 警察局, 機電工程署, 海事處, 圖書館, 等等… 

(2)
學校大學, 小學, 中學, 幼稚園 

 

1) 所有類別特別服務將會在 24 小時內抵達。 

2) 附加收費中之額外地域收費，如多於一項或以上適用者，以較高一項收取額外費用。 

3) 上述價目不包括基本服務費用及其它附加費。 

4) 由於服務地域繁多未能盡錄，詳情請向我們的客戶服務員查詢。 

5) 上述所有收費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D) 特別代辦服務附加費  

種類 特別收費 

公司註冊處 : 查冊服務, 打厘印  

+HK$58  入境事務處、運輸署、各國駐港使節 (索取表格除外) :申請或領取護照及牌照  

換領禮品 

香港國際機場 (非文件), 入倉服務或提貨服務 (每次包首重 100kg, 超重每 kg$3 ) HK$450 起 

1)    所有特別代辦服務附設等候時間為 30 分鐘內，如超時續每小時加收 HK$58 (以每小時為一個單位) 

2) 上述價目不包括基本服務費用及其它附加費。 

3) 上述所有收費及資料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E) 急件服務  

(一般性) 特定時間送件或收件服務需額外收費每程 HK$38。 

( 特別 ) 即時進行收件及送件服務。（收件後計起三小時內完成急件服務） 

單程 +HK$120 
入票服務 

+HK$120  

(每次以 50 張票為限) 雙程 +HK$220 
1)  寄件人必須預先以傳真方式遞交有關“急件”的運貨單資料到速遞城，以及致電速遞城的客戶服務員確認作實；當急件完成後，速遞城的客戶服務

員會以電話方式通知寄件人“急件”已辦妥。 

2)  當急件作實，客戶超過十分鐘後要求取消該急件服務，本公司亦會收取最低附加費 HK$30。 

3)  上述價目不包括基本服務費用及其它附加費。 
 
請閣下簽署及蓋章，證明閣下已接納上述條款及細則。 

 
客戶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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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署及蓋章                  簽署人姓名及職銜                    日期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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