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閣下將瀏覽的文章／內容／資料的版權持有者為消費者委員會。除作個人非商

業用途外，  閣下不得以任何形式傳送、轉載、複製或使用該文章／內容／資料，如

有侵犯版權，消費者委員會必定嚴加追究法律責任，索償一切損失及法律費用。

《消費者委員會條例》第二十條第 (1) 款其中有規定，任何人未經委員會以

書面同意，不得發布或安排發布任何廣告，以明示或默示的方式提述委員會、委

員會的刊物、委員會或委員會委任他人進行的測試或調查的結果，藉以宣傳或貶

損任何貨品、服務或不動產，或推廣任何人的形象。有關該條文的詳情，請參閱

該條例。

 本會試驗的產品樣本由本會指定的購物員，以一般消費者身份在市面上購

買，根據實驗室試驗結果作分析評論及撰寫報告，有需要時加上特別安排試用者

的意見和專業人士的評論。對某牌子產品的評論，除特別註明外，乃指經試驗的樣

本，而並非指該牌子所有同型號或不同型號的產品，也非泛指該牌子的所有其他

產品。

 本會的產品比較試驗，並不測試該類產品的每一牌子或同牌子每一型號的

產品。

 本會的測試計劃由本會的研究及試驗小組委員會決定，歡迎消費者提供意

見，但恕不能應外界要求為其產品作特別的測試，或刊登其他非經本會測試的產

品資料。

警告：切勿侵犯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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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齊不同網店貨品運送到港
節省運費

於內地的網上購物平台購物，若只從

單一商店或賣家購物，可要求將貨品直接托

運到港。若從多個不同網上商店購物，或有

關商店僅限於在內地寄送貨品或只豁免內

地的運費，這時消費者可考慮使用集運服

務，要求有關商戶將貨品寄送到指定集運

公司設於內地的中轉倉庫，由集運公司代為

簽收，待集齊所有貨品後才合併貨件托運到

港。由於集運服務的運費是按貨品合併後

的總重量計算，會較將貨品分開逐件托運的

運費划算。但要留意，集運費只包括貨件由

內地中轉倉庫運送至香港自取點或指定送

貨地址的費用，內地網上商店或賣家將貨品

寄送到中轉倉庫的費用須由客戶與網上商

店/賣家協商。

內地免費存倉期由5天至半年
由於集運服務需集齊由不同網購商

店或賣家寄送的貨品才按客戶指示安排合

併及寄送貨件，客戶的貨品可能需存放在

內地中轉倉庫一段時日，集運公司一般提

供免費存倉期。根據9間集運服務公司的

資料，內地中轉倉庫的免費存倉期由5天至

半年不等，若客戶在免費存倉期過後仍未

有向集運公司認領貨品及選擇合併快遞服

務，普遍會被收取存倉費，收費按合併前

每個運單號碼的貨品、每天計算，費用由港

幣$5至$7或人民幣¥1至¥10不等，貨品最

多可存放30天至180天（個別公司除外），

逾期未認領及寄送的貨品將當作廢件處

理，不另通知客戶。

運費可按實際重量或體積重
量計算

集運服務的收費主要按貨件的重

量、體積及收件方式而定。此外，集運服務

普遍按貨件的首重（通常為貨件的首1公

斤）及續重（減去貨件首1公斤後餘下的重

量）設定不同收費，而在計算收費時，如首

重或續重以1公斤或每1公斤計，不足1公斤

亦會以1公斤收費；如續重收費以每0.5公

斤計，則不足0.5公斤亦按0.5公斤收費。

由於貨件的體積愈大，佔用的空間

也愈大，因此集運公司一般會比較貨件

的實際重量（actual weight）和體積重量

（volumetric weight），以兩者中較大的數值

作計費重量。大部分集運公司採用計算體積

重量的公式為：長(厘米)x闊(厘米)x高(厘米) 

÷6000，亦有公司採用：[長(厘米)x闊(厘米)

x高(厘米)÷6000+實際重量]÷2。

公式一：體積重量	=	長(厘米)	x	闊(厘米)	x	高(厘米)	÷	6000	

公式二：體積重量	=	[長(厘米)	x	闊(厘米)	x	高(厘米)	÷	6000	+	實際重量]	÷	2	

比較兩種計算體積重量的公式

例一：貨件的實際重量為6公斤：

公式一：體積重量	 =	30	x	40	x	20	÷	6000	

	 =	4公斤

公式二：體積重量	 =	(30	x	40	x	20	÷	6000	+	6)	÷	2	

	 =	5公斤

實際重量較體積重量高，運費按實際重量計算

例二：貨件的實際重量為2公斤：

公式一：體積重量	=	30	x	40	x	20	÷	6000	

	 =	4公斤

公式二：體積重量	=	(30	x	40	x	20	÷	6000	+	2)	÷	2	

	 =	3公斤

實際重量較體積重量低，運費按體積重量計算

長30厘米

闊40厘米

高20厘米

假設貨件：

內地網購集運到港服務   
內地網上購物平台的貨品包羅萬有，價格普遍相宜，造就網上購物近年愈見蓬勃，本港不少消費者經內地網站購物後將

貨品集結運送到港；不同集運公司的收費及服務條款不盡相同，本會致函本港11間提供內地集運服務的公司，收集其收費及

服務內容資料，並就貨件在運送途中發生遺失、破損以及延誤派送等情況，查詢相關的賠償政策，截稿前有9間公司回覆。

全方位比較



3746507. 2015 選擇

門市自取貨件及指定地址派
送的收費有不同

客戶如選擇到指定自取點領取貨件，

收費會較廉宜，而不同自取點有不同收費。

以首重1公斤為計算單位的貨件為例，首重

（1公斤）收費由港幣$14至$30或人民幣

¥10至¥32不等，續重收費如以每1公斤計，

則由港幣$8至$10或人民幣¥4.5至¥8不

等，如以每0.5公斤計則由港幣$3.5至$4或

人民幣¥3至¥4；另有部分自取點在客戶領

取貨件時會收取服務費，由港幣$5至$10。

如選擇將貨件派送到指定地址，收

費視乎選用的派遞公司和派送地區而有不

同。以工商區地址為例，貨件首重（1公斤）

收費由港幣$25至$30或人民幣¥15至¥32

不等，續重每1公斤收費由港幣$9至$10或

人民幣¥5至¥8，或每0.5公斤由港幣$4或

人民幣¥3至¥4；如派送地址屬於非工商

區，例如住宅、酒店、賓館、商場、街舖、學

校、警察宿舍、社區中心、護老院或政府及

公共事務機構等，除基本運費外，普遍需另

付非工商區/地址附加費，金額由港幣$18

至$30或以上，或人民幣¥14至¥30不等；

至於偏遠地區，例如馬鞍山、深井、天水圍、

將軍澳、大埔、上水、屯門、元朗、東涌、赤

柱、西貢、數碼港、愉景灣或馬灣等，部分公

司亦設有偏遠地區附加費，收費由港幣$20

至$30或以上，或人民幣¥24至¥30。

限期內未領取貨件或未能送
件或需收手續費

消費者選擇到自取點領取貨件需留

意領取貨件期限，例如部分自取點設有免

費存倉期，由2至7天/工作天，逾期提取貨

件會按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5至$20或

人民幣¥5存倉費，而多間公司規定貨件

存放期限由10天至2個月不等，逾期未領

的貨件會當作廢件處理。部分與集運公司

合作提供自取貨件服務的商戶或公司，指

定便利店、油站，亦設有領取貨件期限，由 

3天至14天（由貨件送達客戶選取的自取點

起計），如客戶未能在指定

期限內領取貨件，貨件會

被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客

戶需待集運公司通知才可

取回貨件，另需收取港幣

$30或$60轉運手續費或

重新安排取件的費用。

至於上門派送服務，如派遞公司在貨

件到達香港後1至7天內聯絡不上客戶安排

派件或3次派送不成功，部分集運公司會將

有關貨件退回指定存貨點，客戶或需自行

到指定地點領取貨件，及支付轉運手續費

或重新派件的相關費用。

選擇到便利店自取
限制貨件須較輕較細

集運公司普遍對托運的貨件設有

重量及尺寸限制，因應不同的收件方式

或服務提供者，所設限制亦不同，例如客

戶選擇到指定便利店領取貨件，可集運

的貨件一般較上門派送的輕及較細小，

而多間公司對上門派送貨件的重量及尺

寸不設限制。

消費者選擇到自取點領

取貨件，須留意領取貨

件的期限，逾期可能收

取額外費用，例如存倉

費或退回貨件至指定存

貨點的手續費。

本會不時收到消費者對速遞服務（包括集運服務）的投訴，在2013年及2014年分

別有94宗和143宗，而在今年1月至5月則有53宗。投訴主要涉及送遞延誤或沒有派送貨

件、服務質素和運費爭拗等。

個案1：屢次違背承諾不依約派送貨件

劉先生在2012年12月於內地網站購物後選用A集運公司提供的內地集運服務，在

確認訂單後即時付清運費（人民幣¥54）。3天後A公司委派的速遞公司通知他將於當日

下午2時至8時派送貨件，約劉先生於家中等候貨件，但最終該速遞公司沒有依照約定派

件。劉先生於兩天後自行致電該速遞公司，對方答允即日派件，但再次爽約。劉先生在

兩天後聯絡A公司尋求協助，A公司承諾會跟進，但表示翌日為公眾假期，將在假期後為

他安排派送貨件。劉先生在假期後仍收不到貨件，遂向本會投訴及要求協助。

本會在收到投訴後致函A公司，該公司回覆稱是負責派送貨件的速遞公司沒有遵

照指示將貨件派送給劉先生，表示願意向劉先生退回運費人民幣¥54。

個案2：收到貨件後發現有物品損毀

任先生在內地購物網站購物後，委託B集運公司將貨品轉運回港，他在收到貨件

後發現包裹內其中一件價值人民幣¥58的貨品（手提電話外殼）損毀，於是聯絡B公司

投訴，但獲回覆因他的貨件並非以紙盒包裝，故不會就包裝不妥善所引致的貨品損毀作

賠償。任先生表示貨件以兩層泡泡膠包裹，該手提電話外殼亦有原盒包裝，相信有適當

的保護，認為是B公司處理不當，遂向本會投訴。

本會在收到投訴後致函B公司，該公司稱已聯絡任先生並向他解釋他們的物流賠

償細則，及提供有關預防貨品破損處理的資料；該公司表示已與任先生就賠償達成協

議，但沒有向本會透露協議內容。

投訴實錄



表一：部分內地集運公司的服務和收費

編
號

公司
名稱

內地
免費

存倉期
[1]

其後存倉費 
(每個運單號
碼的貨品計

算)[1]

寄送貨件
期限
[1]

集運收費[3]　　　　　　　　　　　 貨件(合併後)是否有限制？ [4]　　

自取貨件 /派遞貨件到指定地址服務
計算運費

方法
[2]

首公斤收費
 (人民幣)

續重收費 (人民幣)
在指定天數內到該自取點領取貨件 /  

派遞公司在指定天數內聯絡客戶安排派件
提取貨件服務費 / 派送貨件附加費

單件貨件
重量(公斤)  
(不超過)

單件貨件尺寸或規格
 (厘米)(不超過)

淘寶網國際轉運服務

1 4PX
遞四方

20天
人民幣
¥1/天

90天
自取

香港早晨自取點

a, c, d

¥10.5
每0.5公斤：¥3

須3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5存倉費，最多存貨1個月
沒有

5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220

7-11便利店 ¥15.5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派送貨件的費用 5 單邊長度：50；50 x 30 x 30

派送 香港早晨 ¥17.5 每0.5公斤：¥4 3次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安排派送貨件的費用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25 5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220

2 S.F. Express
順豐速運

20天
人民幣
¥1/天

180天

自取
順豐速運服務中心、順豐站

a 
(暫時只按
實際重量
計算運費)

¥23

每0.5公斤：¥4

須3天內取件，逾期取件暫時免收存倉費，貨件最多存放1個月
暫時沒有 20 70 x 40 x 32

指定便利店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 20

派送 順豐速運 ¥25
快件會於首天聯絡客戶相約派件，遇異常情況則會保留貨件5天，

逾期貨件會退回倉庫再作處理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3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300

淘寶網及內地其他購物平台的集運服務

3 ByHK
集運

30天
人民幣
¥5/天

6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0至¥16 每1公斤：¥5至¥6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港幣$10存倉費，

最多存貨15至30天，視乎不同自取點
提取貨件服務費：港幣$5至$8

 (適用於荃灣力生自取點)
50 長+闊+高：180

7-11及OK便利店
¥30 每1公斤：¥6.5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被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安排取件的費用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20

順豐站 沒有 20 70 x 40 x 32

派送
圓通速遞 ¥15 每1公斤：¥5.5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及

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港幣$30
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20

50 長+闊+高：180

順豐速運 ¥30 每1公斤：¥6.5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20 70 x 40 x 32

4

DimBuy 
點買物流 
(合併快遞
服務)

小型貨件＊：
10天；

大型貨件＊：
5天

小型貨件＊：
人民幣¥5或
港幣$7/天；
大型貨件＊：
人民幣¥5或
港幣$7/天

小型貨件＊：
2個月； 

大型貨件＊：
1個月

自取

DimBuy物流服務中心

b, c 
(只限泡貨)，

d

¥18或港幣$24 每1公斤：¥6或港幣$8
免費存倉3天，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20存倉費，最多存貨

2個月。另外，須於7天內取件，逾期取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DimBuy旺角、觀塘物流中心除外)

沒有

8
無限制

中石化油氣站 ¥18或港幣$24 每1公斤：¥6或港幣$8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至DimBuy指定物流中心提取，
另收港幣$60轉運手續費

單邊長度：120；長+闊+高：180

OK便利店 
輕便裝：2公斤或以下：¥28或港幣$36；紙盒裝：3公斤或
以下：¥38或港幣$47；3公斤至6公斤：¥58或港幣$72

輕便裝：2；
紙盒裝：6

輕便裝：長+闊+高：80；
紙盒裝：推薦規格：40 x 30 x 10

順豐速運授權便利店
2公斤或以下：¥28或港幣$36 輕便裝：2

輕便裝：30 x 25 x 20

VanGo便利店
輕便裝：長+闊+高：80；
推薦規格：40 x 30 x 10

順豐站 ¥24或港幣$30 每1公斤：¥8或港幣$10 12 70 x 40 x 32

派送
順豐速運 ¥24或港幣$30 每1公斤：¥8或港幣$10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DimBuy指定物流中心，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14或港幣$18；
偏遠地區附加費：人民幣¥24或港幣$30 無限制 無限制

TGX精英速運 ¥19或港幣$25 每1公斤：¥7或港幣$9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20或港幣$24

5 EGOODS 
易購

2星期 人民幣¥5/天 3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0 △ 每1公斤：¥4.5 △
免費存倉7天，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人民幣¥5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另外，

須於14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沒有 30 長+闊+高：180

派送 ¥15 △ 每1公斤：¥5 △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

人民幣¥30
無限制 無限制

6 Funlala
集運

60天

  
沒有存倉費，

逾期當廢件處理 

自取
指定自取點 a, c, d ¥10 每0.5公斤：¥3

須2至5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 
港幣$5至$10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

沒有 無限制
單邊長度：150；

或長+闊+高：200 ▽

7-11及OK便利店

b, c, d

¥32 每1公斤：¥8 須7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沒有手續費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 20

派送

香港速遞 ¥15 每1公斤：¥6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沒有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起
30

單邊長度：150；
長+闊+高：200

順豐速運 ¥32 每1公斤：¥8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Funlala自家送 ¥28 每1公斤：¥7
提供指定地區晚間派件服務，

不設非工商區或偏遠地區附加費
無限制

7 多寶網 30天 人民幣¥5/天 6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a, c, d

港幣$14 每0.5公斤：港幣$4 須7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10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 沒有

50 長+闊+高：180
派送 ¥16 每0.5公斤：¥3

4個工作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多寶公司，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25

8
匯購八方
(中港)
集運

半年 港幣$5/天
沒有寄件

期限

自取

門市自取

a, c, e

港幣$18 每0.5公斤：港幣$3.5

須7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
收取港幣$10存倉費，沒有存貨期限

沒有

無限制

無限制商舖自提服務站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貨件退回指定存貨點，

另收取港幣$30轉運手續費
8至20

派送 運通快遞 港幣$25 每0.5公斤：港幣$4
7天內派件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

沒有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港幣$20 無限制

9 越豐集運 20天
人民幣
¥10/天

3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2 每1公斤：¥4.5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10存倉費，最多存貨10天 沒有

30 單邊長度：150
派送 ¥15 每1公斤：¥5

2至3天內派件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及按貨件
重量每1公斤每天收取港幣$1存倉費，最多存貨15天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
人民幣¥25或港幣$30以上

表內資料截至今年6月底，最新資料以集運公司公布的為準。調查只涵蓋一般合併貨件，
及運費以首重1公斤為計算基礎的集運服務，不包括單件快運或特大貨件集運服務。

[1] ＊ 小型貨件：貨件之單邊長度少於120厘米及長+闊+高少於180厘米；大型貨件： 

        貨件之單邊長度相等或超過120厘米或長+闊+高相等或超過180厘米。

[2] a 首重不足1公斤按1公斤計算，續重不足0.5公斤按0.5公斤計算

 b 首重或續重不足1公斤，將以1公斤計算
 c 比較貨件的實際重量和體積重量，並取兩者中較大的數值作計算運費的重量
 d 體積重量(公斤)的公式為：長(厘米)x闊(厘米)x高(厘米)÷6000
 e 體積重量(公斤)的公式為：[長(厘米)x闊(厘米)x高(厘米)÷6000+實際重量]÷2

[3] △ 另設敏感貨物專線收費，液體、粉末、食品、電子產品、植物、化妝品、DVD碟等敏感
貨物，請向該公司客戶服務查詢。

[4] ▽ 長沙灣自取點：單邊長度：200厘米，200至250厘米另加人民幣¥50，251至300厘米
另加人民幣¥80，301至350厘米另加人民幣¥100，350厘米以上另議。

註



表一：部分內地集運公司的服務和收費

編
號

公司
名稱

內地
免費

存倉期
[1]

其後存倉費 
(每個運單號
碼的貨品計

算)[1]

寄送貨件
期限
[1]

集運收費[3]　　　　　　　　　　　 貨件(合併後)是否有限制？ [4]　　

自取貨件 /派遞貨件到指定地址服務
計算運費

方法
[2]

首公斤收費
 (人民幣)

續重收費 (人民幣)
在指定天數內到該自取點領取貨件 /  

派遞公司在指定天數內聯絡客戶安排派件
提取貨件服務費 / 派送貨件附加費

單件貨件
重量(公斤)  
(不超過)

單件貨件尺寸或規格
 (厘米)(不超過)

淘寶網國際轉運服務

1 4PX
遞四方

20天
人民幣
¥1/天

90天
自取

香港早晨自取點

a, c, d

¥10.5
每0.5公斤：¥3

須3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5存倉費，最多存貨1個月
沒有

5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220

7-11便利店 ¥15.5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派送貨件的費用 5 單邊長度：50；50 x 30 x 30

派送 香港早晨 ¥17.5 每0.5公斤：¥4 3次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安排派送貨件的費用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25 5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220

2 S.F. Express
順豐速運

20天
人民幣
¥1/天

180天

自取
順豐速運服務中心、順豐站

a 
(暫時只按
實際重量
計算運費)

¥23

每0.5公斤：¥4

須3天內取件，逾期取件暫時免收存倉費，貨件最多存放1個月
暫時沒有 20 70 x 40 x 32

指定便利店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 20

派送 順豐速運 ¥25
快件會於首天聯絡客戶相約派件，遇異常情況則會保留貨件5天，

逾期貨件會退回倉庫再作處理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30 單邊長度：150；長+闊+高：300

淘寶網及內地其他購物平台的集運服務

3 ByHK
集運

30天
人民幣
¥5/天

6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0至¥16 每1公斤：¥5至¥6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港幣$10存倉費，

最多存貨15至30天，視乎不同自取點
提取貨件服務費：港幣$5至$8

 (適用於荃灣力生自取點)
50 長+闊+高：180

7-11及OK便利店
¥30 每1公斤：¥6.5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被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另收取重新安排取件的費用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20

順豐站 沒有 20 70 x 40 x 32

派送
圓通速遞 ¥15 每1公斤：¥5.5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及

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港幣$30
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20

50 長+闊+高：180

順豐速運 ¥30 每1公斤：¥6.5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20 70 x 40 x 32

4

DimBuy 
點買物流 
(合併快遞
服務)

小型貨件＊：
10天；

大型貨件＊：
5天

小型貨件＊：
人民幣¥5或
港幣$7/天；
大型貨件＊：
人民幣¥5或
港幣$7/天

小型貨件＊：
2個月； 

大型貨件＊：
1個月

自取

DimBuy物流服務中心

b, c 
(只限泡貨)，

d

¥18或港幣$24 每1公斤：¥6或港幣$8
免費存倉3天，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20存倉費，最多存貨

2個月。另外，須於7天內取件，逾期取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DimBuy旺角、觀塘物流中心除外)

沒有

8
無限制

中石化油氣站 ¥18或港幣$24 每1公斤：¥6或港幣$8

須3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至DimBuy指定物流中心提取，
另收港幣$60轉運手續費

單邊長度：120；長+闊+高：180

OK便利店 
輕便裝：2公斤或以下：¥28或港幣$36；紙盒裝：3公斤或
以下：¥38或港幣$47；3公斤至6公斤：¥58或港幣$72

輕便裝：2；
紙盒裝：6

輕便裝：長+闊+高：80；
紙盒裝：推薦規格：40 x 30 x 10

順豐速運授權便利店
2公斤或以下：¥28或港幣$36 輕便裝：2

輕便裝：30 x 25 x 20

VanGo便利店
輕便裝：長+闊+高：80；
推薦規格：40 x 30 x 10

順豐站 ¥24或港幣$30 每1公斤：¥8或港幣$10 12 70 x 40 x 32

派送
順豐速運 ¥24或港幣$30 每1公斤：¥8或港幣$10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DimBuy指定物流中心，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14或港幣$18；
偏遠地區附加費：人民幣¥24或港幣$30 無限制 無限制

TGX精英速運 ¥19或港幣$25 每1公斤：¥7或港幣$9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20或港幣$24

5 EGOODS 
易購

2星期 人民幣¥5/天 3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0 △ 每1公斤：¥4.5 △
免費存倉7天，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人民幣¥5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另外，

須於14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沒有 30 長+闊+高：180

派送 ¥15 △ 每1公斤：¥5 △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至指定存貨點，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

人民幣¥30
無限制 無限制

6 Funlala
集運

60天

  
沒有存倉費，

逾期當廢件處理 

自取
指定自取點 a, c, d ¥10 每0.5公斤：¥3

須2至5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 
港幣$5至$10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

沒有 無限制
單邊長度：150；

或長+闊+高：200 ▽

7-11及OK便利店

b, c, d

¥32 每1公斤：¥8 須7天內取件，逾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沒有手續費 目前為推廣期，免收港幣$10服務費 5 30 x 25 x 20

派送

香港速遞 ¥15 每1公斤：¥6

3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沒有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起
30

單邊長度：150；
長+闊+高：200

順豐速運 ¥32 每1公斤：¥8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港幣$30

Funlala自家送 ¥28 每1公斤：¥7
提供指定地區晚間派件服務，

不設非工商區或偏遠地區附加費
無限制

7 多寶網 30天 人民幣¥5/天 6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a, c, d

港幣$14 每0.5公斤：港幣$4 須7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10存倉費，最多存貨30天 沒有

50 長+闊+高：180
派送 ¥16 每0.5公斤：¥3

4個工作天內派送不成功，貨件會退回多寶公司，
另收取港幣$60轉運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人民幣¥25

8
匯購八方
(中港)
集運

半年 港幣$5/天
沒有寄件

期限

自取

門市自取

a, c, e

港幣$18 每0.5公斤：港幣$3.5

須7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
收取港幣$10存倉費，沒有存貨期限

沒有

無限制

無限制商舖自提服務站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貨件退回指定存貨點，

另收取港幣$30轉運手續費
8至20

派送 運通快遞 港幣$25 每0.5公斤：港幣$4
7天內派件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

沒有手續費
非工商區附加費：港幣$20 無限制

9 越豐集運 20天
人民幣
¥10/天

30天

自取 指定自取點

b, c, d

¥12 每1公斤：¥4.5 須3個工作天內取件，逾期每張訂單每天收取港幣$10存倉費，最多存貨10天 沒有

30 單邊長度：150
派送 ¥15 每1公斤：¥5

2至3天內派件不成功，貨件會退回指定存貨點，及按貨件
重量每1公斤每天收取港幣$1存倉費，最多存貨15天

非工商區附加費、偏遠地區附加費：
人民幣¥25或港幣$30以上

表內資料截至今年6月底，最新資料以集運公司公布的為準。調查只涵蓋一般合併貨件，
及運費以首重1公斤為計算基礎的集運服務，不包括單件快運或特大貨件集運服務。

[1] ＊ 小型貨件：貨件之單邊長度少於120厘米及長+闊+高少於180厘米；大型貨件： 

        貨件之單邊長度相等或超過120厘米或長+闊+高相等或超過180厘米。

[2] a 首重不足1公斤按1公斤計算，續重不足0.5公斤按0.5公斤計算

 b 首重或續重不足1公斤，將以1公斤計算
 c 比較貨件的實際重量和體積重量，並取兩者中較大的數值作計算運費的重量
 d 體積重量(公斤)的公式為：長(厘米)x闊(厘米)x高(厘米)÷6000
 e 體積重量(公斤)的公式為：[長(厘米)x闊(厘米)x高(厘米)÷6000+實際重量]÷2

[3] △ 另設敏感貨物專線收費，液體、粉末、食品、電子產品、植物、化妝品、DVD碟等敏感
貨物，請向該公司客戶服務查詢。

[4] ▽ 長沙灣自取點：單邊長度：200厘米，200至250厘米另加人民幣¥50，251至300厘米
另加人民幣¥80，301至350厘米另加人民幣¥100，350厘米以上另議。

註



表二：部分內地集運公司服務的相關政策

編
號

公司
名稱

遺失貨件 貨件破損 延誤派送貨件
報章報道指有本港市民在內地購物平台購物後，有分別自稱是派遞公司的職員及內地公安的男子來電，

指她寄送至香港的貨件內藏多張信用卡，要求她在指定網頁輸入銀行帳戶的資料作核實，結果被騙去金錢

查證後證實貨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
運送至客戶指定地址或自取點的

途中遺失，該公司會否作出賠償及
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多少？

(a) 如客戶在收取貨件時發現貨件外包裝有
破損，內裡貨物亦有損毀，查證後證實貨
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運送至客戶指定地址
或自取點的途中意外損毀，該公司會否作
出賠償及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多少？

(b) 如會作出賠償，易碎物品
(例如玻璃或陶器)與非易碎物品

的賠償會否不同？

如該公司未能在指定的天數內將貨件派送至
客戶指定的地址，會否作出賠償？如會，

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為多少？

(a) 如客戶托運之貨件在清關時遇上問題，
需要扣查或跟進處理，會否由該公司聯絡通知客戶，

抑或由內地相關部門的官員直接聯絡客戶？
(b) 如何核實自稱派遞公司職員的身份？

淘寶網國際轉運服務

1 4PX遞四方
按客戶的貨物價值金額賠償，

上限為人民幣¥2,000。
按貨物的損毀程度作出賠償，

上限為人民幣¥2,000。

如果屬於易碎物品，該公司建議客戶不要進行托運，如客戶堅持，
則該公司只保障貨件丟失而不保障貨件損毀，而賠償將根據不同

情況而定，易碎物品與非易碎物品的賠償亦有不同。

如屬於該公司的責任，會賠償運費的50%，
上限為人民幣¥50。

該公司會以短訊或郵件通知客戶。 公司網站有提供聯絡電話，客戶可進行核實。

2 S.F. Express
順豐速運

如該公司確認包裹遺失或客戶完成付
款30天而未進行首次配送，賠償金額會
按照遺失包裹實際損失價值賠償（以該
訂單在淘寶或天貓的實際成交價為標
準），未保價的包裹最高賠償不超過人
民幣¥700，保價（購買了保障計劃）包

裹按保價金額賠償。

如轉運包裹外包裝破損或缺少及客戶拒絕簽收
（但該公司對單個包裹的內件是否完好及準確
不承擔責任），按照破損包裹實際損失價值賠
償（以該訂單在淘寶或天貓的實際成交價為標
準），未保價的包裹最高不超過人民幣¥700；
保價（購買保障計劃）包裹按保價金額賠償。

暫時沒有區分。

客戶完成付款7天內未進行首次配送（買家保障
計劃為5天）或客戶完成付款15天內未進行首次

配送，7天延誤會按照轉運費用的30%賠償給客戶
（買家保障計劃為5天延誤按轉運費的50%賠償），

15天延誤則按照轉運費的100%賠償給客戶。

扣關貨件由該公司的客戶服務按照清關需求聯絡客戶配合處理，正常
情況客戶只需提交清關文件給海關審批。該公司在配運的過程中，如
須聯絡客戶會主動提供運單資料，絕不會透過電話向客戶索取任何
個人資料、運單資料，或使用電話錄音與客戶溝通，更不會致電客戶
轉駁任何境內外的執法機關。如果客戶的貨物經過海關部門評核後，
需要繳交額外稅金，該公司會提供該公司的銀行帳號給客戶，流程不
涉及讓客戶登入網頁輸入銀行帳戶資料。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該公

司在本港的客戶服務熱線（2730 0273）核實。

如需查詢快件狀況或核實收派員的身份，可致電
該公司在本港的客戶服務熱線（2730 0273）。

淘寶網及內地其他購物平台的集運服務

3 ByHK集運

除了該公司集運條款及細則中註明的相
關條款外，經查證證實貨件因該公司的
處理出錯而遺失都會作出賠償，賠償金
額是貨品的購買價，上限為港幣$500。

除了該公司集運條款及細則中註明的相關條款外，經查證後證實貨件因該公的
處理出錯而損毀都會作出賠償，賠償金額是貨品的購買價，上限為港幣$500。

在運送途中會出現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
扣關查車、天氣等意外，所以在派送貨件出現

延誤都不會作出賠償。
如出現清關問題，會經由該公司直接通知客戶。

客戶收到自稱派遞公司職員來電時如有懷疑，
可直接致電該派遞總公司或分部查詢。

4

DimBuy 
點買物流
(合併快遞
服務)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
「物流保障計劃」，會根據「物流保障計
劃」之保障範圍賠償，如貨件於運送途
中不幸遺失或損毀，將按單一貨件之實
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額，或可獲得該
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以較低金額
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費。如客

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
遇有貨件遺失，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查
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問題失件，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
會根據「物流保障計劃」之保障範圍賠償，

如貨件於運送途中不幸遺失或損毀，
將按單一貨件之實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

額，或可獲得該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
以較低金額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
費。如客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

劃」，當遇有貨件損毀，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
查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引致，賠償金

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如貨件為易碎物品，客戶有義務與賣家溝通，以確保所承運之物品備有足夠持久性承
托、堅韌度強及厚度充裕的內、外包裝或容器，以免於運送期間因包裝不當而破損或
導致貨件遺失，如發現因包裝不善而導致運送途中發生貨件損壞，該公司將不作任何
賠償。如托運之物品為陶瓷、玻璃製品、特殊工藝品等易碎物品或容易摺曲之貨品，
客人應確保有上述的保護包裝，並在外包裝當眼處用標示「易碎品」、「小心輕放」等

警告標籤。如屬容易受彎曲而損毀之貨品，應加上「請勿摺曲」的警告標籤。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會根據「物流保障計劃」之保障範圍賠償，
如貨件於運送途中不幸遺失或損毀，將按單一貨件之實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額，或
可獲得該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以較低金額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費。如
客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當遇有貨件損毀，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查
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引致，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如因以上所述之包裝不

善而導致運送途中發生貨件破損或導致貨件遺失，該公司將不作任何賠償。

不作賠償。
於該公司物流網站公布相關訊息或

透過電郵通知相關客戶。

所有貨件運單都有本地物流配送公司的
訂單追蹤號碼，客戶如有需要可直接致電聯絡

物流配送公司查詢相關的物流派送服務。

5 EGOODS 
易購

賠償金額為運費的三倍，上限為人民幣
¥500 (如因清關或天氣影響延誤或被
海關充公沒收的貨品，該公司不會退回

運費，亦不會承擔其相關損失。)

賠償金額為客戶所申報的金額，上限為人民幣¥500。由於該公司的物流服務是
以收到貨物時的包裝為基礎，加以合併後發出，故如因貨物本身包裝不妥善，

沒有符合物品安全運輸的要求，或對特殊性物質的物品（如重要物品、易損壞的物品等）
加以向該公司標明，其破損及所生之責任由發運人或客戶自行負責。

該公司對不可抗力所造成的物品運送延誤、遺失、毀滅
或沒收不負責任，如戰爭、暴亂、惡劣天氣、航班延誤、墜
機、颱風、火災、水災、重大交通事故及自然或人為的嚴重
災害及該公司無法控制的各種情況或由於發運人或客戶

的原因造成的沒收均不負任何責任。 
該公司對於物品運送的延誤或遺失所造成的間接損失或

其他非主體性損失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如客戶托運之貨件在清關時遇上問題，該公司會即時 
聯絡通知客戶，解釋問題及優先盡快處理。

該公司在出貨時會向客戶提供貨物的
運單號碼，派遞公司職員聯繫客戶時，
可憑運單號碼與派遞公司職員核實。

6 Funlala
集運

失件賠償為運費的三倍或
實際貨價，以較低者為準，

上限為人民幣¥500。
如證實貨品損壞由該公司造成，賠償為運費的三倍或實際貨價，以較低者為準，上限為人民幣¥500。 不作賠償。 所有清關問題由該公司代為處理。

該公司每次集運都會發給客戶一個獨立編號，該公司
致電給客戶只會核實該編號，不會索取其他個人資料，

客戶亦可致電（3501 1745）與該公司核實。

7 多寶網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不作賠償。由於派送天數會受交通情況和通關所影響，

派送天數只作參考之用。
一般由該公司通知客戶。 該公司會提供香港快遞公司的專線供客戶查詢。

8 匯購八方 
(中港)集運

條款上訂明賠償上限是客人該次運費的三倍，但以往都會賠足客人貨價的全部。 易碎品不會作出賠償。
不會。正常情況下如海關不查車，派送時效為

今發後到，即今天在內地倉庫寄出貨件，
後天會送達香港及安排派送貨件。

由該公司直接聯絡有關客戶。
客戶可直接致電該公司查核有關派遞員身份。
派遞員屬於該集運公司母公司的員工，所有由

有關派遞員撥出的電話均有記錄。

9 越豐集運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易碎物品不作賠償。 不作賠償。 於該公司的網站內公告。 客戶可與派遞員核對貨件之運單號碼。

註 表內資料在今年6月向集運公司收集，最新資料以集運公司公布的為準。

遺失貨件賠償有上限
如發生遺失客戶貨件，及查證後證實

有關貨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運送至客戶指

定地址或自取點的途中遺失，而有關遺失

因集運公司處理出錯所引致，9間集運公司

均表示會作出賠償，其中4間公司表示賠償

金額按客戶的貨品價值或購買價而定，上

限為港幣$500至人民幣¥2,000，或需視

乎是否購有保險而定；另有5間公司表示賠

償金額為運費的三倍（個別公司或賠償實

際貨價，以較低金額為準）或上限為人民幣

¥500。

易碎及非易碎貨件損毀的處
理或不同

如客戶在收取貨件時發現貨件外包

裝有破損，而內裡的貨物亦有損毀，在查

證後證實有關貨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運送

至客戶指定地址或自取點的途中意外損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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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部分內地集運公司服務的相關政策

編
號

公司
名稱

遺失貨件 貨件破損 延誤派送貨件
報章報道指有本港市民在內地購物平台購物後，有分別自稱是派遞公司的職員及內地公安的男子來電，

指她寄送至香港的貨件內藏多張信用卡，要求她在指定網頁輸入銀行帳戶的資料作核實，結果被騙去金錢

查證後證實貨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
運送至客戶指定地址或自取點的

途中遺失，該公司會否作出賠償及
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多少？

(a) 如客戶在收取貨件時發現貨件外包裝有
破損，內裡貨物亦有損毀，查證後證實貨
件是從內地中轉倉庫運送至客戶指定地址
或自取點的途中意外損毀，該公司會否作
出賠償及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多少？

(b) 如會作出賠償，易碎物品
(例如玻璃或陶器)與非易碎物品

的賠償會否不同？

如該公司未能在指定的天數內將貨件派送至
客戶指定的地址，會否作出賠償？如會，

賠償金額如何計算？上限為多少？

(a) 如客戶托運之貨件在清關時遇上問題，
需要扣查或跟進處理，會否由該公司聯絡通知客戶，

抑或由內地相關部門的官員直接聯絡客戶？
(b) 如何核實自稱派遞公司職員的身份？

淘寶網國際轉運服務

1 4PX遞四方
按客戶的貨物價值金額賠償，

上限為人民幣¥2,000。
按貨物的損毀程度作出賠償，

上限為人民幣¥2,000。

如果屬於易碎物品，該公司建議客戶不要進行托運，如客戶堅持，
則該公司只保障貨件丟失而不保障貨件損毀，而賠償將根據不同

情況而定，易碎物品與非易碎物品的賠償亦有不同。

如屬於該公司的責任，會賠償運費的50%，
上限為人民幣¥50。

該公司會以短訊或郵件通知客戶。 公司網站有提供聯絡電話，客戶可進行核實。

2 S.F. Express
順豐速運

如該公司確認包裹遺失或客戶完成付
款30天而未進行首次配送，賠償金額會
按照遺失包裹實際損失價值賠償（以該
訂單在淘寶或天貓的實際成交價為標
準），未保價的包裹最高賠償不超過人
民幣¥700，保價（購買了保障計劃）包

裹按保價金額賠償。

如轉運包裹外包裝破損或缺少及客戶拒絕簽收
（但該公司對單個包裹的內件是否完好及準確
不承擔責任），按照破損包裹實際損失價值賠
償（以該訂單在淘寶或天貓的實際成交價為標
準），未保價的包裹最高不超過人民幣¥700；
保價（購買保障計劃）包裹按保價金額賠償。

暫時沒有區分。

客戶完成付款7天內未進行首次配送（買家保障
計劃為5天）或客戶完成付款15天內未進行首次

配送，7天延誤會按照轉運費用的30%賠償給客戶
（買家保障計劃為5天延誤按轉運費的50%賠償），

15天延誤則按照轉運費的100%賠償給客戶。

扣關貨件由該公司的客戶服務按照清關需求聯絡客戶配合處理，正常
情況客戶只需提交清關文件給海關審批。該公司在配運的過程中，如
須聯絡客戶會主動提供運單資料，絕不會透過電話向客戶索取任何
個人資料、運單資料，或使用電話錄音與客戶溝通，更不會致電客戶
轉駁任何境內外的執法機關。如果客戶的貨物經過海關部門評核後，
需要繳交額外稅金，該公司會提供該公司的銀行帳號給客戶，流程不
涉及讓客戶登入網頁輸入銀行帳戶資料。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該公

司在本港的客戶服務熱線（2730 0273）核實。

如需查詢快件狀況或核實收派員的身份，可致電
該公司在本港的客戶服務熱線（2730 0273）。

淘寶網及內地其他購物平台的集運服務

3 ByHK集運

除了該公司集運條款及細則中註明的相
關條款外，經查證證實貨件因該公司的
處理出錯而遺失都會作出賠償，賠償金
額是貨品的購買價，上限為港幣$500。

除了該公司集運條款及細則中註明的相關條款外，經查證後證實貨件因該公的
處理出錯而損毀都會作出賠償，賠償金額是貨品的購買價，上限為港幣$500。

在運送途中會出現很多不可抗力的因素，例如
扣關查車、天氣等意外，所以在派送貨件出現

延誤都不會作出賠償。
如出現清關問題，會經由該公司直接通知客戶。

客戶收到自稱派遞公司職員來電時如有懷疑，
可直接致電該派遞總公司或分部查詢。

4

DimBuy 
點買物流
(合併快遞
服務)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
「物流保障計劃」，會根據「物流保障計
劃」之保障範圍賠償，如貨件於運送途
中不幸遺失或損毀，將按單一貨件之實
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額，或可獲得該
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以較低金額
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費。如客

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
遇有貨件遺失，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查
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問題失件，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
會根據「物流保障計劃」之保障範圍賠償，

如貨件於運送途中不幸遺失或損毀，
將按單一貨件之實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

額，或可獲得該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
以較低金額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
費。如客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

劃」，當遇有貨件損毀，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
查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引致，賠償金

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如貨件為易碎物品，客戶有義務與賣家溝通，以確保所承運之物品備有足夠持久性承
托、堅韌度強及厚度充裕的內、外包裝或容器，以免於運送期間因包裝不當而破損或
導致貨件遺失，如發現因包裝不善而導致運送途中發生貨件損壞，該公司將不作任何
賠償。如托運之物品為陶瓷、玻璃製品、特殊工藝品等易碎物品或容易摺曲之貨品，
客人應確保有上述的保護包裝，並在外包裝當眼處用標示「易碎品」、「小心輕放」等

警告標籤。如屬容易受彎曲而損毀之貨品，應加上「請勿摺曲」的警告標籤。 
如客戶購買了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會根據「物流保障計劃」之保障範圍賠償，
如貨件於運送途中不幸遺失或損毀，將按單一貨件之實際購買價值計算賠償金額，或
可獲得該訂單所申報之總貨價金額，以較低金額為準。而賠償金額並不包括運費。如
客戶沒有購買該公司的「物流保障計劃」，當遇有貨件損毀，客戶須電郵至該公司查
證，如查證後實屬物流運送引致，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如因以上所述之包裝不

善而導致運送途中發生貨件破損或導致貨件遺失，該公司將不作任何賠償。

不作賠償。
於該公司物流網站公布相關訊息或

透過電郵通知相關客戶。

所有貨件運單都有本地物流配送公司的
訂單追蹤號碼，客戶如有需要可直接致電聯絡

物流配送公司查詢相關的物流派送服務。

5 EGOODS 
易購

賠償金額為運費的三倍，上限為人民幣
¥500 (如因清關或天氣影響延誤或被
海關充公沒收的貨品，該公司不會退回

運費，亦不會承擔其相關損失。)

賠償金額為客戶所申報的金額，上限為人民幣¥500。由於該公司的物流服務是
以收到貨物時的包裝為基礎，加以合併後發出，故如因貨物本身包裝不妥善，

沒有符合物品安全運輸的要求，或對特殊性物質的物品（如重要物品、易損壞的物品等）
加以向該公司標明，其破損及所生之責任由發運人或客戶自行負責。

該公司對不可抗力所造成的物品運送延誤、遺失、毀滅
或沒收不負責任，如戰爭、暴亂、惡劣天氣、航班延誤、墜
機、颱風、火災、水災、重大交通事故及自然或人為的嚴重
災害及該公司無法控制的各種情況或由於發運人或客戶

的原因造成的沒收均不負任何責任。 
該公司對於物品運送的延誤或遺失所造成的間接損失或

其他非主體性損失不承擔任何賠償責任。

如客戶托運之貨件在清關時遇上問題，該公司會即時 
聯絡通知客戶，解釋問題及優先盡快處理。

該公司在出貨時會向客戶提供貨物的
運單號碼，派遞公司職員聯繫客戶時，
可憑運單號碼與派遞公司職員核實。

6 Funlala
集運

失件賠償為運費的三倍或
實際貨價，以較低者為準，

上限為人民幣¥500。
如證實貨品損壞由該公司造成，賠償為運費的三倍或實際貨價，以較低者為準，上限為人民幣¥500。 不作賠償。 所有清關問題由該公司代為處理。

該公司每次集運都會發給客戶一個獨立編號，該公司
致電給客戶只會核實該編號，不會索取其他個人資料，

客戶亦可致電（3501 1745）與該公司核實。

7 多寶網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不作賠償。由於派送天數會受交通情況和通關所影響，

派送天數只作參考之用。
一般由該公司通知客戶。 該公司會提供香港快遞公司的專線供客戶查詢。

8 匯購八方 
(中港)集運

條款上訂明賠償上限是客人該次運費的三倍，但以往都會賠足客人貨價的全部。 易碎品不會作出賠償。
不會。正常情況下如海關不查車，派送時效為

今發後到，即今天在內地倉庫寄出貨件，
後天會送達香港及安排派送貨件。

由該公司直接聯絡有關客戶。
客戶可直接致電該公司查核有關派遞員身份。
派遞員屬於該集運公司母公司的員工，所有由

有關派遞員撥出的電話均有記錄。

9 越豐集運 賠償金額最高為運費三倍。 易碎物品不作賠償。 不作賠償。 於該公司的網站內公告。 客戶可與派遞員核對貨件之運單號碼。

註 表內資料在今年6月向集運公司收集，最新資料以集運公司公布的為準。

部分集運公司網站的服務條款中載有賠償條文，例如貨

件遺失的處理方法及最高賠償額，消費者宜先瞭解清楚。
及損毀由集運公司造成，如屬於非易碎物

品，9間集運公司表示會作出賠償，大部分

公司的賠償政策或金額與上述遺失貨件的

相若，較多按運費的三倍賠償；部分會按貨

物的損毀程度或貨品的購買價作出賠償，

上限由港幣$500至人民幣¥2,000；有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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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物流保障計劃的則可按保價金額賠償或有關訂單之申

報貨品價值賠償。有集運公司表示，由於他們提供的服務

是以收到貨物時的包裝為基礎，再將貨物合併及寄送，因

此，如貨物本身包裝不妥善、不符合物品安全運輸的要求，

或標示及說明屬特殊性質的物品，例如易損壞的物品，該

公司不會承擔有關貨品破損及相關責任。

如損毀的貨品屬易碎物品，例如玻璃或陶器，有5間公

司表示賠償的金額與非易碎品一樣；1間公司表示會建議客

戶不要進行托運，如客戶堅持，則該公司不會承擔有關貨品

損毀的責任；另有1間公司表示如客戶購買了他們提供的物

流保障計劃，將按單一貨件的實際購買價值或按有關訂單申

報的總貨品價值計算賠償，但不包括運費；如客戶沒有購買

其物流保障計劃，在查證後如屬他們的責任，最高可賠償運

費的三倍，但有關貨品必須有妥善的包裝，例如有足夠的保

護及承托物料，而包裝外亦應有適當的警告標籤，否則該公

司不會作任何賠償。餘下2間公司則表示不會作出賠償。

延誤派送貨件多不作賠償
如集運公司未能在指定天數內將貨件派送至客戶指

定的地址，在回覆的9間集運公司中，7間表示由於派送貨

件會受多種不可抗力的因素影響，例如扣關查車、惡劣天

氣或重大交通事故等，故不會作出賠償；另有1間表示如屬

該公司責任，可賠償運費的50%，上限為人民幣¥50；餘下

1間則在特定情況下可賠償運費的30%至全數。

 

如何確認派遞公司職員的身份？
早前有報章報道指，有本港市民在內地購物平台購

物後，有分別自稱是派遞公司的職員及內地公安的男子來

電，指她寄送至香港的貨件內藏多張信用卡，要求她在指

定網頁輸入銀行帳戶的資料作核實，結果被騙去金錢。本

會就有關報道向集運公司查詢，如客戶托運的貨件在清關

時遇上問題，需要扣查或跟進處理，會否由該公司通知客

戶？客戶如何核實派遞員的身份？

9間集運公司回覆，如貨件在清關時遇上問題，會由

集運公司以短訊、郵件通知或直接聯絡客戶，或在有關公

司的網站上公告。至於如何辨別派遞員的身份，部分公司

表示有提供聯絡電話或客戶服務熱線供客戶查證或核實

派遞員的身份，部分則表示，在出貨時會向客戶提供貨物

的追蹤號碼或運單號碼，派遞員與客戶聯絡時，可憑所獲

得的追蹤號碼或運單號碼核實派遞員的身份。

市場速報

十大注意事項
消費者在選用集運服務時應注意下述事項：

1.	退回貨品的運費安排：購物前應向網上商戶查詢若購買貨品後需要

更換或退貨，將會如何安排，並需就由誰負責退回貨品的運費達成

協議，以免出現問題時難以追討。

2.	留意拒絕承運的貨品：集運公司在服務條款中一般列有拒絕承運的

貨品，例如易燃、易腐爛或具毒性的危險品、侵權物品、貨幣、貴重

金屬、活動物、植物或種子、需要冷藏的貨品、電子用品、粉末或液

體物品、受到香港海關進口管制及當地出口管制或禁運的貨品等。

3.	查詢貨件重量、尺寸：向網上商戶問清楚貨件的重量及尺寸，集運公

司一般對承運的貨件重量及尺寸有所限制，故盡可能不要使用過大

的盒子包裝，以免影響運費。

4.	確保包裝妥善：與網上商戶有良好的溝通，確保寄送

的貨品有妥善的包裝，例如有充足和合適的保護材

料；如屬易碎或易摺曲的貨品，應在包裝上貼上警告

標籤，例如「須小心處理的易碎品」或「請勿摺曲」。

5.	瞭解運費計算方法：事先向集運公司瞭解運費的計算方法，例如體積

重量如何計算，以及可否在寄送貨件前知悉貨件的重量、體積大小和

運費。另外，不同集運公司對於續重收費有不同的計算方法，例如以每

1公斤或每0.5公斤計，不足1公斤或0.5公斤亦按1公斤或0.5公斤收費，

消費者宜比較清楚。

6.	非工商區或偏遠地區的定義：不同集運公司對非工商區或偏遠地區

的定義及收費都有不同，或許會與一般人心目中的非工商區或偏遠

地區（例如馬鞍山、將軍澳）有出入，應事先向集運公司查問清楚。

7.	考慮購買合適的保險：部分集運公司可就托運之貨件提供物流保障

計劃，消費者如有需要可考慮購買該等保險，但須先瞭解清楚收費

計算方法及保障範圍。

8.	小心填寫資料：應謹慎填寫送貨地址及聯絡電話，如有更改，必須

獲得集運公司回覆作實。

9.	瞭解派件安排：部分集運公司訂明視乎個別司機或泊車情況，不一

定將貨件派送上樓，故在派件前應向集運公司問清楚預計的派送時

間，會否派送貨件上樓及貨件送抵時無人收件如何處理。

10.	簽收前檢查貨件：在簽收貨件前，應核對收件人和貨件資料，檢視貨

件包裝的尺寸及計費重量是否相符及檢查貨件有否損毀，如有問題應

即時向自取點服務員或派遞員提出及在他們證明下拍照作為憑證，並

盡快向集運公司要求跟進。 

 

易碎 易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