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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问题 (香港顺箱服务) 

 

《一般问题／使用指南》 
 
1. Q: 顺箱服务是什么？ 

 
A: 顺箱结合迷你仓、储物箱、配送三大概念，致力为客户解决储物烦恼，创造更舒适的生活及工

作环境。 

 
顺箱以「储物箱」为租用单位，既经济又方便，客户只需简单透过手机进行「收、存、派」预约，

便可足不出户轻松腾出更多宝贵空间！ 

 
选用顺箱，您将不需再受以下繁琐事宜困扰： 

 不用亲自搬运物件出入仓 

 不受最低租用面积的限制 

 节省购买储物箱的费用 

 省却长途跋涉存取物品 

顺箱为您省时、省力，让您享受更多生活空间！ 

 
2. Q: 费用如何计算? 

 
A: 为配合客户各种储物需要，我司提供不同尺寸的储物箱及弹性的租期予客户选择，客户可以经

济的价钱，换取舒适的家居空间。例如，每年的换季衣物或寝具棉被，客户可选择把它们储存半年

或一年，到有需要时才提取。 

 
费用分为租金及物流运输费。租用期内，客户首次收取储物箱及首次把储存物入仓的运费是全免的。

若客户于租用期内需要提取储存物或存箱入仓，只需缴付来回运费便可安坐家中轻松管理自己的储

存物，节省亲自搬运的时间和力气。当租用结束时，客户只需缴付一程运费，便可一次取回所有储

存物，归还已清空的箱更是运费全免。租用期内，每位客户可免费获得附有独立编码的索带或卷标

贴纸来密封储物箱，以确保客户储存物的安全。 

 
各储物类别的详情如下： 

 
文件箱 

尺    寸：长36cm * 阔30cm * 高25cm 

体    积：约0.03立方米 

重量限制：≤20KG 

储存月费：港币$35/箱 

容    量：约 6个大型 A4活页夹 或 3500张 A4纸 

(#若存放易碎品，请确保包装妥善并于箱内加入足够的填充物料) 

 
胶箱 

箱面尺寸：长 60cm * 阔 40cm * 高 30.5cm 

箱底尺寸：长 52cm * 阔 34cm ; 内高 30cm 

胶箱厚度：约 0.5-2cm 

体    积：约 0.06立方米 

重量限制：≤20KG 

储存月费：港币$ 49 /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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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量：约 8对靴子 或 15对运动球鞋 或 20对平底鞋 或 60件恤衫 或 80只DVDs 或 

15件风褛 

(#若存放易碎品，请确保包装妥善并于箱内加入足够的填充物料) 

 
 
挂衣箱 

尺    寸：长56cm * 阔56cm * 高110cm 

体    积：0.34立方米 

重量限制：≤18KG 

储存月费：港币$95/箱 

容    量：约 40件恤衫 或 15件外套 

(#若存放易碎品，请确保包装妥善并于箱内加入足够的填充物料) 

 
大型物品 

尺    寸：(长 + 阔 + 高) ≤ 250 cm；最长边 ≤ 100 cm 

重量限制：≤25KG 

储存月费：港币$ 75 /件 

容    量：婴儿车、折迭自行车、小型电器、旅行箱、滑雪板等  

(#客户需自行对大型物品进行包装) 

 
3. Q: 我本身使用的文件箱尺寸与新下单的不一样? 

 
A: 为更稳固储存阁下的物品，我司于2017年起改用新纸箱，详情如下： 

尺寸：长36cm * 阔30cm * 高25cm(新) 

体积：约0.03立方米(新) 

容量：约6个大型A4活页夹 或3500张A4纸(新) 

 
4. Q: 我想把物品存放在顺箱，可怎样做? 

  
A: 十分简单！客户只需在手机应用程序进行登记及预约，我们会在派送前与客户联络及安排运送

储物箱到指定地址。 

 
当客户需要取回物品时，只需在手机应用程序选择想取回的储物箱或物品及进行预约，我们便会安

排把该储存物运送到指定地址。 

 
5. Q: 顺箱的营业、截单及派送时间是怎样? 

 
A:  

顺箱服务 

营业时间 

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 

截单时间 16:00 

不提供服务 
派送安排 

若在预约当日(T) 16:00前下单，最快

可安排下一个工作天(T+1)派送 

若在预约当日(T) 16:00后下单，最快

可安排下两个工作天(T+2)起派送 

客户服务时间 
星期一至五: 09:00-20:30 ; 

星期六: 09:00-20:00 
08:00-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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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有特别安排，另行通知。 

 

《运送及储存》 
 
6. Q: 顺箱内的物品或大型物品是否需要预先包装？ 

 
A: 客户需自行整理及妥善包装储存物，请确保易碎品(我们并不建议客户储存易碎品)及大型物品包

装妥善及已填充好。即使客户的储存物已经包装妥当，储存物或会在运送途中移动或受挤压。客户

使用顺箱服务时，需明白并同意一旦客户储存易碎物品及大型物品，客户将放弃所有因易碎物品或

大型物品损坏所引起追究顺丰的权利。 

 
7. Q: 胶箱、文件箱及挂衣箱是否可以循环使用? 

 
A: 胶箱将会循环使用，为确保胶箱的卫生，它们必先经过清洁及消毒，才供客户使用。而在租用

结束后，文件箱及挂衣箱将会免费赠送给客户。 

 
8. Q: 我可以存放什么及不可以存放什么物品? 

 
A: 客户可存放衣服鞋袜、书籍、唱片、户外用品或其他符合尺寸限制的大型物品。 

 
请不要储存任何违禁品、非法物品、易腐物品、赃物、仿制品。其他违禁物包括但不限于化学品、

毒品、药物、危险或有毒材料；易燃物、枪械或武器等易爆物品；液体、压缩气、释放臭味或烟雾

的物品；植物、生物、食物或生物遗体；玻璃器皿、陶瓷、灯泡、收藏品等易碎物品；货币、债券、

证券、珠宝、古董、精细工艺品、精装酒或贵重金属等高价值物品；任何违反法律或政府机构的规

章制度的物品及本公司合理怀疑危害环境或人身安全、健康的物品。若客户储存上述物品，客户无

权追究顺丰任何毁损或遗失责任，顺丰亦不会为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赔偿责任。而若因客户储存上述

物品而引起顺丰的任何损失，顺丰保留追究客户所有责任的权利。 

 
本公司不建议客户储存任何个人文件正本(包括但不限于护照、驾驶执照、银行存折、身份证等)、

或含有个人资料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出生日期或银行户口号码)或任何可被他人窃取身份的文件。 

如客户需存放易碎物品或大型物品，请确保包装妥善。 

 
9. Q: 如我存放多于一个储物箱，我怎样识别它们?  

 
A: 请放心，只需配合顺箱的手机应用程序，客户便可轻松地管理各个储物箱。 

 
手机应用程序不但可以显示每个箱的专属编号和保安封条形码，而且提供拍照、编辑和记录功能，

让客户自行记录储物箱内的物品，方便日后客户整理各个储存物。 

 
客户亦可随时透过此程序查阅储存物状态、租用完结日期等信息，客户只需几个简单步骤，便可实

时增添储物箱或续约。 

 
10. Q: 我可以使用自己的储物箱存放物品吗? 

 
A: 为确保更妥善地储存客户的物品，建议客户使用我们提供的储物箱。若客户需使用自己的储物

箱存放物品，会视为大型物品，每月每箱收费为港币$75。请注意，客户每个自备箱的重量需在25kg

内，且长阔高总和不超过250 cm及任一单边长度不超过100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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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Q: 你们能协助我整理物件入箱吗? 

 
A: 为维护客户的财物安全，我司避免与客户财物直接接触，请谅解我们不能为客户整理物品入箱。 

 
12. Q: 在收到储物箱后，我可以有多长时间可装物品入箱及预约上门收箱? 

 
A: 客户确认订单后，有长达7个工作天的免租期。客户可在此期间，预约运送团队上门收取物品。

自订单确认第8个工作天起，租用服务将正式生效。 

 
13. Q: 我可以租用你们的储物箱，但不存入你们的仓库吗? 

 
A: 不可以。客户确认订单后，有长达7个工作天的免租期；由第8个工作天起，正式开始计算租期。 

 
14. Q: 你们的仓库设在哪里？我可以到访仓库并提取或放置我的物品吗？ 

 
A: 我们在本地设立储存仓库，提供取箱、送箱的一条龙服务，您无须到访仓库就可以轻松储存您

的物品。而基于保安理由，我们谢绝客户进出仓库，敬请谅解。 

 
15. Q: 顺箱的服务范围包括哪些地方? 

 
A: 我们的服务范围目前覆盖香港、九龙、新界(除禁区及离岛外)。 

 
16. Q: 我可以安排分次提取我的物品吗? 

 
A: 当然可以，但运费会有不同，敬请留意。 

(1) 在租用期内，客户首次收取储物箱及首次把储存物入仓的运费是全免的。 

 例子：若客户存放3个胶箱，可享首次免费派送3个胶箱及免费运输已存放物品的胶箱入仓的

服务。 

 
(2) 在租用期内，客户若需提取储存物或入仓，每程运费为第一个箱港币$59，由第二箱起，每箱加

收港币$20。 

 例子：若客户选择分两次提取：第一次先提取2个胶箱，该程运费为港币$79 (港币$59 + 港币

$20 x1)；第二次提取余下的1个胶箱，该程运费为港币$59 

 若客户把3个胶箱一次性提取或一次性全部送回仓库，每程运费只需港币$99 (港币$59+ 港币

$20 x2)。 

 
17. Q: 运送时间确认后，我可否取消或更改? 

 
A: 客户请留意，订单一经确认，将不能更改或取消。 

 
18. Q: 我居住的大厦没有电梯，你们能把箱或大型物品搬上楼吗? 

 
A: 若收派员必须使用客户地址的楼梯，才能运送客户的储存物，每个订单的上落楼梯费用为港币

$5/层。客户需提供正确的层数以便安排配送。若数据与实际层数不符，客户需致电客服提供更正

的层数，并以现金形式实时向收派员支付上落楼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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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Q: 能否由其他人代为收取我的箱或大型物品? 

 
A: 可以。储存物在客户提供的地址被签收后顺丰的责任均视为完成，客户不可向顺丰追究任何责

任。客户须向顺丰提供真实及正确的收货及派送地址以供顺丰提供储存物运送服务。如客户的地址

有任何变更，客户有责任告知顺丰，否则顺丰不会承担任何因地址错误导致储存物有任何损失的责

任。 

《价目及收费方法》 
 

20. Q: 顺箱每月租金是多少？ 

 
A: 各储物类别的详情如下： 

储物类别 
储存月费 

(每箱) 

文件箱 港币$35 

胶箱 港币$49 

挂衣箱* 港币$95 

大型物品 港币$75 

*挂衣箱的最低租用期为6个月 

 
21. Q: 运费如何计算？你们有没有增值服务? 

 
A:    运费 

 
 
 

 
 
 
 
其他费用 

 
 

 
若客户欠款或逾期未提取储存物超过90天，本公司保留追讨欠款、变卖或销毁物品的权利。 

 
22. Q: 我的物品储存期不足一个月，可以吗? 

 
A: 可以！但储存期不足一个月，仍按一个月月租收费。 

 
23. Q: 如我本身已存放物品于顺箱，但现在需要添置新的箱，收费是怎样? 

 
A: 如现有客户需添置新的箱，租用将于该订单确定第8个工作天开始生效，收费按储物类别和租期

而定。 

 
24. Q: 我如何缴交费用? 

 
A: 客户可选择以现金或网上信用卡付款。 

 
 

每程物品入仓运输费 港币$59 + (第二箱起)港币$20/箱 

每程物品出仓运输费 港币$59 + (第二箱起)港币$20/箱 

上落楼梯收派费用/单 港币$5/层 

临时取消预约费 该程运费 

没有在预约时间出现费 该程运费 

销毁处理费 港币$39/箱 

逾期费用/箱 港币$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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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Q: 有没有最低租用期？若我提前结束租约，你们会按比例退回月费吗? 

 
A: 文件箱、胶箱及大型物品的最低租用期为1个月，挂衣箱的最低租用期为6个月。如需提前结束

租约，客户需缴付余下的租用费用。 

 
26. Q: 租用完结后，若我没有及时取回储存物及归还储物箱，会有额外收费吗? 

 
A: 我们建议客户在租用结束前，预留时间提取物品及归还储物箱。若未能及时取回储存物及归还

储物箱，客户需付逾期费用每箱每日港币$5。 

备注：若客户在租用结束日后90天内，未能向本公司支付任何应付金额及/或未能取回储存物，本

公司保留自行处理、出售、拍卖客户储存物及追讨储存物于逾期期间生成之储存成本费用的权利，

而不作通知及赔偿。 
 

27. Q: 逾期费用是怎计算的? 

 
A: 逾期费用自合约结束后起，以工作天计算 (不足一天亦作一天计算)，建议客户预留时间，整理

及配送储存物。 

备注：工作天为星期一至六 (星期日及公众假期除外)，胶箱获5个工作天归还胶箱免租期。 

 
28. Q: 我的配送地址为住宅/偏远地区，是否需额外收取住宅/偏远地区附加费? 

 
A: 顺箱运费豁免住宅/偏远地区附加费，除禁区及离岛外均能提供服务。 

 
29. Q: 续约只可使用信用卡付款吗? 

 
A: 是的，为省去繁复的付款手续，我们只提供信用卡的付款方式。. 

 

30. Q: 我如何获取收据? 
 

A: 为支持环保，我们不会提供纸质收据。客户如有需要，可透过确认电邮内所提供的电子收据自

行打印。 
 

《安全及保险》 
 
31. Q: 我的物品会存放在哪里?在安全的位置吗? 

 
A: 请放心，我们设有全天候摄录监控，仓库保安受到监视及规管。仓库亦有消防设备与防潮、防

虫的措施。 

 
32. Q: 你们会打开我的箱吗? 

 
A: 为保障客户的财物安全，我们一般不会打开客户的储物箱，并用独立编码的索带或卷标贴纸来

密封储物箱，以确保客户储存物安全。若怀疑箱内存有危险品或非法物品，或储物箱发出异味或奇

怪声响，或被授权开箱，我司会尽量在联络客户后，才打开客户的箱检查。 

 
在以下情况，本公司有权打开及检验客户的储存物，而毋须向客户事前发出通知： 

(1) 当有合法搜查令或法院判令之执法机构或政府部门之人员如警察局、消防局等要求本公司

进行检查；或 

(2) 本公司合理怀疑储存物构成任何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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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Q: 如我的储物箱在运送或储存期间出现任何遗失或损坏，怎么办? 

 
A: 我司一直致力为客户提供最好的服务，并尽力以妥善的方式运送客户的物品。客户亦需自行整

理、填充及妥善包装储存物。 

 
若储存物在运送或储存期间出现任何遗失或损坏，在外包装完好、索带或贴纸未有人为破坏的前提

下，遗失或损坏的储存物将不在受保范围内，顺丰亦不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若外包装有损坏，内

在物品亦有所损坏或遗失，我司会按现有顺丰运单条款作理赔。 

 
34. Q: 如我无法将胶箱归还，怎么办? 

 
A: 胶箱为我司财产，客户需于合约结束前利用手机 APP归还于顺丰。如因客户原因导致胶箱损坏、

遗失或自行弃置胶箱而无法归还，我司将保留收取胶箱成本费用之权利，胶箱成本费用 HK$125/

箱。 

(备注：文件箱及挂衣箱会于合约完结后赠送给客户，无须归还。) 

 
35. Q: 我寄存的物品有保险作保障吗? 

 
A: 每位客户的每个箱或每件大型物品在顺丰保管下最高赔偿额为美金$100。 

 
36. Q: 如我发现外包装有损坏，内在物品亦有所损坏及遗失，或整个储物箱或大型物品遗失，我该如

何索取赔偿? 

 
A: 在储存或运送途中，如客户的储存物出现任何遗失或损坏，客户须在顺丰派送当日或发出遗失

或损毁通知日起(以较早者为准)之 24小时内，向客服提出索偿要求，并请以电邮的形式提供以下数

据，否则客户将放弃所有追讨赔偿的权利。 

- 索赔人姓名 

- 电话号码 

- 电邮地址 

- 储物箱派送日期 

- 储物箱编号 

- 损坏或遗失物品列表及其价值(以港币计算) 

- 索赔物品的相片 

- 发票证明 

- 顺箱订单号 

 
如有任何查询，客户可致电香港客服热线: (852) 2929 2929。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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