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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成立超越 26 年 

✓ 派遞員均經過嚴格訓練，誤失率極低  

✓ 專人專線跟進客戶查詢，有禮可靠 
 
香港本地速遞服務『價目表』 

月費服務計劃 

計劃 每月基本收費 每月託運數量 超額附加費 (每次) 每日收件及回件次數 

A HK$  220.00 10 HK$23.00 需電話落單 

B HK$  630.00 30 HK$22.00 需電話落單 

C HK$  900.00 50 HK$19.00 上/下午各收件一次 

D HK$ 1,600.00 100 HK$17.00 上/下午各收件一次 

E HK$ 2,250.00 150 HK$15.00 上/下午各收件一次 

F HK$ 2,800.00 200 HK$14.00 上/下午各收件一次 

**如每月總託運量越過 300 次以上，可享有額外折扣優惠。詳情可與我們聯絡。 

套票服務計劃 

計劃 基本服務收費 套票數量 套票有效期限 

C1 HK$  720.00 30 兩年 

C2 HK$  920.00 40 兩年 

C3 HK$ 1,100.00 50 兩年 

C4 HK$ 2,000.00 100 兩年 

C5 HK$ 3,400.00 200 兩年 

 
月費或套票計劃收費注意事項 
◆ 基本服務收費行程已包括「收件」及「回程」。 

◆ 送件重量收費: 每張訂單首 1 公斤(KG)免收附加費，續每 0.5 公斤(KG)加收 HK$5.00 (重量不足 0.5 公斤，將以 0.5 公斤計算)。 

◆ 體積大過 A4 箱 SIZE 須加收 HK$30。託運貨件重量超過 6 公斤以上或總長度超過 150 釐米，客戶必須於半個工作天前與客戶服務員

預約安排。 

◆ 服務收費只包括一次派送，如因客戶問題引致未能成功派送而要求再次安排，將收取多一次基本服務費用以及其他附加費(如適用)。 

◆ 以上基本服務收費並不包括特別地區附加費, 貨運服務收費及其他處理費。詳情請參閱【額外附加費及其它費用】表。 

◆ 準時達專遞保留隨時修改此價目表及修改有關條款之權利，而無需另行通知。 

服務時間 
星期一至五 09:00 至 18:00  

星期六 09:00 至 13:00 

星期六下午、星期日、公眾假期、黑色暴雨警告 或 八號或以上颱風警告懸掛的日子不提供服務。 

 

 

 

 

 

Date 26/3/2019 

From  Vito Chan 

Contact no. 2391 2832 / 5643 5025 

E-mail info@scl1990.com     

mailto:info@scl199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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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時間懸掛黑色暴雨警告 或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的安排: 

警告信號 發出/生效期間 服務時段 服務安排 

黑色暴雨警告 

八號或以上颱風 

09:00 仍然生效 09:00 – 13:00 不提供服務 

12:00 或之前除下 14:30 – 18:00 照常辦公 

13:00 或之前除下 15:30 – 18:00 有限度提供服務 

14:00 仍然生效 14:00 – 18:00 不提供服務 

14:00 或之前除下 16:00 – 18:00 有限度提供服務 

◆ 如天文臺公告將懸掛黑色暴雨警告或颱風信號時，派遞員會因應當時環境、時間、交通狀況及自身安全情況下而提供有限度服務。 

◆ 受影響的貨件將會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完成派送。 

 

服務地區覆蓋範圍 

區域 服務範圍 

香港島  
堅尼地城至柴灣, 海洋公園至海怡半島,鴨利洲, 黃竹坑, 香港仔,薄扶林, 數碼港,  

港島南區, 香港半山, 山頂 

九龍 荔枝角至尖沙咀, 太子至油塘, 大角咀, 九龍塘, 新蒲崗, 土瓜灣, 紅磡, 何文田 

新界 
荃灣, 青衣, 葵涌, 貨櫃碼頭, 大圍, 沙田, 馬鞍山, 火炭, 大埔, 粉嶺, 上水, 元朗,  

天水圍, 屯門, 深井, 西貢, 清水灣, 將軍澳 

離島 東湧, 馬灣, 赤鱲角, 香港迪士尼樂園, 愉景灣, 大嶼山, 梅窩, 大澳, 長洲, 坪洲  

◆ 以上服務地區覆蓋範圍並不包括; 偏遠工商業區、住宅範圍、偏遠地區或離島之附加費，有關收費詳情，請參考【特別地區附加費】 

價目表。 

 
截件和派送時間 

服務時間 
截件時間 

傳真/電話落單 
收件時段 送件時段 回件時段 

星期一 
至 

星期五 

09:00-10:30 
同日 

09:30-12:30 
同日 

14:30-17:30 
下一個工作天 
09:30-12:30 

10:30-15:30 
同日 

14:30-17:30 
下一個工作天 
09:30-12:30 

下一個工作天 
14:30-17:30 

15:30-18:00 
下一個工作天 
09:30-12:30 

下一個工作天 
14:30-17:30 

第二個工作天 
09:30-12:30 

星期六 
09:00-10:30 

同日 
09:30-12:30 

下一個工作天 
09:30-12:30 

下一個工作天 
14:30-17:30 

10:30-13:00 
下一個工作天 
09:30-12:30 

下一個工作天 
14:30-17:30 

第二個工作天 
09:30-12:30 

◆ 截件時間適用於透過電話或傳真預約收件，收件及派送時間只限於一般工商業地區，住宅範圍或偏遠地區則須視乎收件或派送地點而

定，或需加一個工作天處理。客戶必須於傳真訂單後致電客戶服務員確認有關安排。 

◆ 派送時尘效僅供參考，確實運送時間將因應不同的實際情況而有所變動。準時達專遞將盡力按照正常運送時間表派送貨件，但不能作出

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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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速遞服務 『額外附加費及其它費用』 

特別地區附加費 

區域 服務地區 附加費 

偏遠工商業區 
油塘工業區, 青衣工業區, 大埔工業村, 太平工業村, 上水工業村,  

粉嶺工業村, 屯門工業村, 元朗工業村, 田灣工業區, 堅尼地城, 亞公岩 
HK$ 30.00 

市區住宅區 

黃埔, 九龍塘, 九龍城, 黃大仙, 樂富, 彩紅, 美孚, 1-8 號貨櫃碼頭(只限文件), 青

衣, 火炭, 沙田, 沙田科學園, 港外線馬頭,杏花村,市區住宅, 學校, 醫院, 消防局, 

警察局 

HK$30.00 

偏遠住宅區¹ 

跑馬地,將軍澳, 馬鞍山, 大埔, 太和, 上水, 粉嶺, 屯門, 元朗, 天水圍,薄扶林, 鴨

脷洲, 香港仔, 數碼港, 海洋公園, 昂船洲,香港半山,偏遠住宅, 學校, 醫院, 消防

局, 警察局 

HK$ 60.00 

偏遠住宅區² 
西貢, 東涌,港島南區, 山頂, 海洋公園, 昂船洲, 赤鱲角(只限文件), 迪士尼樂園, 

龍鼓灘,新田，郊區或鄉村村屋, 學校, 醫院, 消防局, 警察局 
HK$ 100.00 

離島 馬灣, 愉景灣, 大嶼山, 梅窩, 大澳, 長洲, 坪洲 HK$300.00 

◆ 所有市區住宅、偏遠住宅範圍將會在收件後的下一個工作天內到達。離島只設於星期六派送。 

◆ 有關特別地區的範圍不能盡錄，如客戶有任何未能確認的區域，可預先向我們客戶服務員查詢。 

急件服務收費 

服務類別 服務形式 附加費 

特定時間 
➢ 要求於指定時間內完成送件或回件 

➢ 於截件時間後要求同一晝安排收件 
HK$100.00 

單程特快 ➢ 於 4 小內完成『收件, 送件或回件』程式 HK$100.00 

雙程特快 ➢ 於 4 小內完成『收件, 送件及回件』程式 HK$200.00 

◆ 特快急件服務只適用於一般市區的工商業範圍，以及 6 公斤以下的貨件。 

◆ 急件服務配額有限，客戶須於半個工作天前預約。並以傳真形式確認有關安排，一經確認作實後取消該急件服務，本公司亦會收取有關

費用。 

◆ 本公司將盡力按照客戶要求的時間完成派送，但不包括在本公司控制範圍以外的情況所引致的延誤。 

代辦服務及其他收費 
服務 服務類別 附加費 

銀行 入票服務 (以 5 張入數紙為一個單位) 
收一個基本託運費 

政府機構 打厘印、查冊、稅局辦理文件 

牌照申請 申請牌照、護照申請或領取  HK$350 (每 3 小時為一單位) 

等候時間 服務附設 10 分鐘等候時間，如超時續每 10 分鐘 HK$30 (每 10 分鐘為一單位) 

不可到達樓層 送貨地點如沒有升降機可到達的樓層 HK$20 (每樓層為一單位) 
             

 
 
 

 

公司蓋印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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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速遞服務 『服務申請表』 
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中) 

(英) 

公司地址 (中) 

(英) 

電話  傳真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 : 

星期六 : 

業務性質  

商業登記號碼  服務開始使用日期  

主要聯絡資料 

聯絡人姓名(1)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職位  電郵地址  

聯絡人姓名(2)  聯絡電話  手提電話  

職位  電郵地址  

月費服務計劃 

服務計劃 每月基本收費 每月託運數量 超額附加費 收件模式 

……按客戶需求上門收件 

……上午或下午收件一次(只適用於每月託運 30 次) 

……上午及下午各收件一次(只適用於每月託運 50 次以上) 

要求收件時間 (須待本公司確認) 

上午 ……………...................   下午 ……………...................  

…… 星期六 (如須要請加 ) 

 HK$  HK$ 

*所有服務收費或其他的額外附加費將以月結形式計算， 

*客戶須於收到月結單後的 7 個工作天內付款。 

套票服務計劃 

服務計劃 套票基本收費 套票數量 套票有效期 收件模式及收件時間 

 HK$  HK$ 按客戶需求上門收件 (截件時間請參考附頁) 

*客戶收到套票時須即時繳付套票費用，其他的額外附加費將以月結形式計算。客戶須於收到月結單後的 7 個工作天內付款。 

*若客戶申請訂購套票後，一經確認則不能取消。 

月費或套票計劃收費及其他注意事項 
◆ 基本服務收費行程已包括「收件」及「回程」。 

◆ 送件重量收費: 每張訂單首 1 公斤(KG)免收附加費，續每 0.5 公斤(KG)加收 HK$5.00 (重量不足 0.5 公斤，將以 0.5 公斤計算)。 

◆ 體積重量計算公式: 長 x 寬 x 高(釐米) ÷ 6,000(釐米)。貨件將根據體積重與實重中擇其較大者一項收取運費。 

◆ 託運貨件重量超過 6 公斤以上或總長度超過 150 釐米，客戶必須於半個工作天前與客戶服務員預約安排。 

◆ 服務收費只包括一次派送，如客戶原因引致未能成功派送而要求再次安排，將收取多一次基本服務費用以及其他附加費(如適用)。 

◆ 以上基本服務收費並不包括特別地區附加費, 貨運服務收費及其他處理費。詳情請參閱【額外附加費及其它費用】表。 

◆ 在運送過程中因本公司導致運件遺失或損壞，將根據有關貨件之實質的現金價值，並不超過 HK$300 為上限(以較低者)作為責任賠償。 

◆ 若終止服務協議，客戶可預先給予準時達專遞一個月書面通知或支付一個月的基本服務費用代替通知期，以終止雙方服務協議。 

 

申請程式及時效 

客戶請填妥申請表 及 額外附加費及其它費用表格蓋上公司印章後，連同商業登記副本傳真致 2789 4627 

一般申請需 2 個工作天經審核。 

 
 

 

公司蓋印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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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款及細則 
1) 委託人必須保證其貨件適合及可接受付運，下列情況之下貨件將則視作不可接受：  

 根據任何政府部門或組織的相關法例定為有危害性的物料、危險物品、被例為禁制或受限制的物品； 

 貨幣、債券、證券、金銀、貴價金屬及寶石、假冒商品、藝術品、護照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軍火、槍械及其零件、色情物品、非法

毒品、人體殘肢、動物及其部分、易碎或可腐爛物品。 

 

2) 委託人責任及保證  

 委託人必須保證所委託運送的貨件為許可及合法的物品，並向國際速遞提供的所有資料都是真實、準確和合法的。 

 如委託人有任何違反有關法律規條，委託人應確保國際速遞免受任何追訴。同時，準時達專遞有權保留向委託人追討一切相關損失以

及委託人需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3) 準時達專遞不可抗拒之情況  

如以下發生的事故；包括天災(地震，風暴，洪水)、戰爭、暴動或社會動亂、海關或其他相關部門的任何行為或疏忽；工業行動、罷

工、通信或資訊系統的故障或中斷、禁運物品等，準時達專遞將不對本公司控制範圍以外的情況所引致的損失或損壞承擔任何責任或作

出賠償。 

 

4) 付運包裝 

在託運前，委託人應自行妥善包裝運件，以確保運輸安全，避免在運送途中受到外來撞擊而受損毀。本公司不會對任何不妥善包裝的貨

物作出保障或賠償。 

 

5) 準時達專遞的責任  

準時達專遞就貨件所需承擔的責任僅限於貨件的實際直接損失。準時達專遞無需就所有其他的損失或損壞 (包括利息、利潤、收入及未

來業務利益的損失)，無論此等損失或損壞是否特別或非直接或在受理貨件之前或之後知道此損失或損壞的風險。 

 

6) 託運保障及承擔責任 

準時達專遞在運送過程中導致貨件遺失或損壞，將根據有關貨件之實質的現金價值，並不超過港幣 300 為上限(以較低者)作為責任賠

償。如委託人認為有關條款的保障金額不足以補償其損失，則應自行就貨件之風險向協力廠商購買保險，否則委託人將承擔一切損失和

損害的風險。 

 

7) 受理申索賠償時限 

委託人只能在每宗託運提出一次性申索，並同意有關該申索之賠償將作為該宗託運的所有及完全最終的賠償。任何申索賠償必須於運送

貨件後的三天內以書面形式提出，且應以真實、有效的商業發票或收據為依據，否則本公司有權不受理該申索及付上任何的責任。 

 

8) 運送延誤 

準時達專遞將盡力按照正常運送標準派送貨件，但這些標準並不提供保證或具有約束力。準時達專遞不會對因運送延誤導致的損失或損

壞承擔任何責任。  

 

9) 更改條款 

 有關價格、附加費或條款如有更改、增加或刪除，準時達專遞將不少於一個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客戶，準時達專遞有權保留或修改任何

服務條款細則的權利。 

 

10) 終止協議 

若終止服務協議，客戶可預先給予準時達專遞一個月書面通知或支付一個月的基本服務費用代替通知期，以終止雙方服務協議。  

  

11) 規管法例  

任何因此條款及規定所引致任何方式相關的爭議，將按香港法律規定來解決衝突，而委託人不可撤回受制香港法律的司法管轄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