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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您選用TNT快遞服務
本用戶指南助您挑選最合適的付運服務，在我們精英團隊的協助下，
讓您與客戶緊密聯繫。本指南詳列TNT各類的快遞服務，讓您節省時
間與成本，並專注於您的重要業務。

無論是任何貨件或派送地點，我們訓練有素的客戶服務團隊也能助您挑選最
切合所需的付運服務，歡迎致電+852 2331 2663與我們聯絡。

FedEx Express和TNT攜手合作，將您連繫至更多商機，並擴大您的網絡至美
國及加拿大，以及超過220國家及地區。透過更完善的國際及本地包裹、重
貨付運網絡覆蓋，您將可以使用更全面的服務和解決方案。

一如往常，TNT不只是您的快遞服務供應商，更是您可靠的業務夥伴，我們
的快遞專員團隊將成為您的強大後盾，為您解決任何貨運上的挑戰，確保您
的業務運作暢順。

無論您的客戶身處何地，我們也將您們緊密聯繫。我們的團隊馬不停蹄把貨
件妥善準時送到世界各地，確保您不負客戶所託，體現The People Network
的服務理念。

TNT
歡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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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使用
快遞服務
全天候支援  助您兌現承諾
只要按照以下步驟，便能隨即體驗專業的快遞服務。

靈活服務選擇 預約付運 包裝貨件

請參閱第12頁 請參閱第24頁
請參閱第34頁

無論是任何貨件或派送地點，
您也能全盤掌握貨運速度，保
持供應鏈運作暢順。

TNT的電子貨運管理工具讓您
輕鬆安排及管理貨件付運，並
助您準備所需的貨運文件。

無論貨件大小輕重，我們也能
妥善送抵目的地。按照貨件包
裝貼士，將有助確保貨件安全
送到客人手上。

第 第 第

步 步 步

追蹤貨件 簡易付款工具 額外服務

請參閱第42頁
請參閱第46頁 請參閱第50頁

您可全程追蹤貨件，一切盡在
掌握，安枕無憂。

我們的付款工具簡單易用，為
您節省寶貴時間與成本，讓您
專注拓展業務。

無論是運送危險品或需要特
別處理的貨件，我們也盡應
所求。

第 第 第

步 步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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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您的
歐洲業務網絡
何時何地  同樣可靠
TNT透過龐大高效的歐洲陸路網絡，為您提供多元化的
快遞服務，讓您兌現對客戶的承諾，並助您擴展業務網
絡。我們每星期提供55,000車次的陸路貨運服務，以及
超過700空運班次，讓您與客戶緊密聯繫。

無論只是派遞至鄰近城市，或從法國快遞貨件至波蘭的
某地方，TNT也能提供專業的門到門快遞服務，並為您
安排一切細節。我們的車隊每天穿梭於72個歐洲陸路轉
運中心，亦有航班往返40個國家的72個機場，絡繹不絕
為您提供最優質的快遞服務。

•	機場

每星期超過

700班航班
往返72個機場

每星期

55,000車次
穿梭歐洲陸路網絡

多元化
的派遞服務

往返歐洲

40+
國家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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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達全球
只需要TNT一個快遞供應商， 
您便能接通全球
TNT整合全球派遞網絡，令您的業務更靈活高效， 
並能節省成本。

從取件、報關至確認送抵目的地，我們也一一妥善安排， 
照顧周到。

無論您的客戶身在何方，我們的卓越國際網絡也助您與 
客戶聯繫無間。

我們在覆蓋200個國家的整合門到門快遞網絡當中，均有 
專業精英緊守崗位，加上我們是「認可經濟營運商」(AEO)， 
有助於世界各地將通關手續化繁為簡，加快貨件運送。

• 我們提供每週5班往來美國及歐洲的
航班

• 為快遞及經濟快遞而設的覆蓋全國
付運網絡

• 接通至世界最大經濟體

美國

• 歐洲、北美洲及亞洲皆有航班直達 
南美洲各主要城市

• 領導巴西、智利和阿根廷的快遞市場， 
服務範圍廣泛

• 透過南美洲的專用全球派遞網絡， 
提供可靠的快遞及經濟快遞服務

南美洲

• 我們每星期提供航班往返歐洲及
杜拜6次

• 陸路網絡橫跨7個國家，連接中
東各大商業中心，迅速運送包裹
及重貨

• 定時及定日快遞服務亦提供貨件
追蹤功能，貨運情況一目了然，
安全可靠

中東

• 我們每星期提供航班往返歐洲及 
中國5次

• 固定航班往返歐洲及中國主要商業 
及製造業中心，遍及北京、重慶及
廣州

中國

• 連接歐洲及所有亞太區主要商業中心，包括 
東京、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悉尼及墨爾本

• 無論是東亞地區，或是歐洲與東亞及中國之間， 
快遞服務更可靠、運送時間更易掌握

• 以貫通亞洲的定日陸路網絡及優質的安全快遞方
案，提供門到門陸路快遞服務，連接超過125個亞
洲城市，包括越南、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老撾及經香港連接至中國 

亞太區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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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服務
選擇
無論是任何貨件或派送地點，
您也能全盤掌握貨運速度， 
保持供應鏈運作暢順。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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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服務
選擇

靈活選擇供應鏈貨運速度

我們善用龐大的全球派遞網絡，馬不停蹄把貨件準時送
至世界各地。無論派送地點只在鄰近或跨越環球，我們
也為您提供不同選擇，盡應所求。

請參考下表一覽TNT各種快遞服務。

您只需按照業務需要及預算選擇合適的服務，我們便會
為您辦妥其他細節。

重要急件快遞服務 特快派遞服務

專車派遞
包機運送
專人派遞
最早航班快遞

快捷可靠的國
際快遞服務

定時及定日
快遞服務

特別快遞
朝九快遞
朝十快遞
中午快遞
快遞

快遞服務

重型貨運服務 重貨服務
重貨空運服務
重貨陸運服務

經濟快遞經濟快遞服務

選用適合的門到門快遞服務， 
以配合您的業務需要。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1414 靈活服務選擇



特快派遞

我們的重要急件快遞服務讓您指定收派時間，
獲得付運保證，令您安枕無憂

服務 若要運送大型急件，可以選用包機運送服務。

• 適合重型、大批或容易變質的貨件

• 不論在世界任何地方，運送過程均透徹清晰

• 由收件、報關至運送的門到門或門到機場快遞服務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 於歐洲內可提供即日服務

包機運送

貨運速度
由您掌握

這些是我們最快捷及最安全的服務選擇，為您提供全面貨件追蹤，
讓您充滿信心向客戶承諾派件時間。

我們的快遞專員會乘坐商業航班，親自派送您的文件及
包裹，讓您時刻安枕無憂。

• 專人親自將貨件送到收件人手上

• 適用於付運文件及包裹

• 可靠方便的門到門快遞服務

• 以下一班可行的航班運送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專人派遞
您可自選專車派遞貨件，全面掌握貨件派遞。

• 可按需要選擇小型貨車、大貨車、溫度控制貨車或裝
有專業保安系統的貨車

• 提供靈活快遞方案，以及優化的貨運路線

• 全天候門到門快遞服務，安全便捷

• 全面清關服務及到貨確認服務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專車派遞

結合最早的商業航班及最佳的派遞網絡提供最快捷的空
運服務。

• 同日或翌日送抵世界大多數目的地

• 度身設計的方案滿足特定要求

• 門到門、門到機場、國際或本地、收件及派件，以及
快速清關服務

• 比一般網絡運送的貨件，更快送達目的地

• 每天時刻均可安排服務

最早航班快遞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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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及定日快遞
服務
我們給予您市場上最多元化的 
定時及定日快遞服務選擇
TNT的快遞及經濟快遞服務廣泛，從門到門快遞、清關至網上貨件
追蹤服務，全面照顧不同需要。您只需選擇合適的快遞方案，便可
安枕無憂。

快遞服務
因應您對運送時間的要求，讓您獲得度身設計的快遞方案。

我們的朝九快遞服務保證在工作天之
開始，貨件便可送達您的客戶。

• 在下一個可行的工作天早上九時
前，貨件便可送達目的地

• 適用於文件和包裹

• 服務範圍涵蓋超過40個國家的主要
城市及商業區

• 每票貨件限重210公斤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朝九快遞
選用此早上派遞服務，為您客戶帶來
方便。

• 在下一個可行的工作天早上十時
前，貨件便可送達目的地

• 適用於文件和包裹

• 服務範圍涵蓋超過45個國家的主要
城市及商業區

• 每票貨件限重210公斤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朝十快遞
此正午時間派遞服務讓您在急切性及
運費預算之間取得平衡。

• 在下一個可行的工作天的正午時間
前，貨件便可送達目的地

• 適用於文件、包裹和重貨

• 服務範圍涵蓋超過65個國家的主要
城市及商業區

• 每票貨件限重500公斤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中午快遞
貨件於工作天完結前派遞，讓您時刻
配合客戶的需要。

• 在下一個可行的工作天將貨件派遞

• 適用於文件、包裹和重貨

• 服務範圍覆蓋全球

• 每票貨件限重500公斤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及優先處
理服務

快遞

準時可靠

因應您對運送時間的要求，提供度身
設計的快遞方案。 

• 全球專門取件及/或派遞

• 貨件將以最快及可行的路線派送

• 專業人員全程處理貨運安排

• 適用於文件、包裹和重貨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特別快遞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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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及定日快遞

經濟快遞服務

服務

非急件付運收費相宜，成本盡在您掌握當中。

為您的非緊急包裹和重貨，選擇收費相宜的定日快遞服務。

• 指定工作日派遞

• 包裹和重貨適用

• 服務範圍覆蓋全球

• 貨件每票限重1,500公斤

• 可選擇升級責任保障服務

經濟快遞

Express Import入口快遞服務可於全球超過175個國家收取貨件，亦提供 
所有怏遞及經濟快遞的服務選擇。

我們會處理一切所需的清關手續，讓您全面追蹤貨件，並自選付款的貨幣。
請聯絡客戶服務部或透過Express Import系統安排付運（參閱第56頁）。

EXPRESS IMPORT實惠之選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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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貨服務
無論是大小輕重的貨件  均可送抵世界各地
TNT為擁有AEO認證的可靠快遞服務專家，能提供專業的
貨件處理及清關服務，並給予您有關貨運文件的意見。
我們的重貨服務經濟實惠，是非緊急重型貨運的理想服務選擇。
我們與全球200多個國家的優質夥伴合作，無論是大小、輕重或
任何形狀的貨件，也能妥善送達。

重貨陸運服務
運送大型貨件的經濟之選

• 可使用只運送您的貨件的專車

• 服務範圍涵蓋歐洲、中東及亞洲

• 直接、安全、穩妥可靠

重貨空運服務
若包機運送、快遞及經濟快遞服務也未能滿足成本及速度的
要求，重貨空運服務便是最佳選擇，能迅速將緊急的大型貨
件送往世界各地。

• 門到門快遞服務兼顧每個運送細節

• 可選擇門到機場快遞服務

• 最適合超過100公斤或不規則形狀的貨件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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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付運
TNT的電子貨運管理工具讓您輕鬆
安排及管理貨件付運，並助您準備
所需的貨運文件。

第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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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約付運
給予您便捷省時的快遞體驗
您可使用方便閣下的方法，致電或在網上預約快遞服務、管理及追蹤
貨運情況。TNT提供五種功能全面的高效電子貨運管理工具，而細心
周到的客戶服務專員亦隨時候命，為您解決一切快遞問題。
TNT的司機遍佈各地，您只需以電話或電子貨運管理工具預約，我們便隨即
安排專員上門取件。

預約服務
簡單快捷

直接前往 tnt.com，無需登入便可以享用省時方便的一站式服務。只需簡單
幾步，一切盡在掌握。

• 即時出口及境內付運服務報價

• 即時預約付運及製作文件

• 將運費到付文件直接電郵給客戶

• 即時追蹤貨件

• 提供網上發票，部分地區更可於網上付款

tnt.com

如需要定期快遞貨件，myTNT便是最快捷方便的好幫手。您可登入網站內
經加密的網上帳戶，即可隨時處理整個付運過程。此系統特別適合低貨量
客戶。

• 為各種付運服務提供個人化報價

• 在網上儲存資料以便自動填上所需的地址

• 將運費到付文件直接電郵給客戶

• 即時追蹤貨件，並有簽收紀錄供查閱

• 即時預約付運及製作文件

• 同一帳戶可有多個用戶使用系統，並提供詳細報告

myTNT

EXPRESS MANAGER與您的業務系統整合，透過操作簡易及方便使用的用戶
介面，簡化貨運程序。此系統特別適合高貨量客戶。

• 系統全面完善，可供個別部門或多個辦公室使用

• 自動印製條碼標籤

• 建立及儲存定期付運貨件的派遞範本

• 為付運至不同目的地的相同貨件製作批次標籤

• 合併類似貨件，降低成本

EXPRESS MANAGER

網站整合服務方案EXPRESS CONNECT讓您將公司網站及內部業務應用程式
與TNT的貨運服務整合。此系統特別適合常於網上處理業務的客戶。

• 為您及客戶提供即時付運資訊

• 為您及客戶提供即時網上報價

• 製作發票及貨單

• 快速製作條碼標籤

• 可整合於有您公司品牌的系統上

EXPRESS CONNECT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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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我們隨時候命為您效勞

我們期望保持您的業務運作暢順， 
並讓您兌現對客戶的承諾。

我們的客戶服務團隊接受高度訓練， 
專注於付運方案。他們時刻緊守崗位， 

確保您的顧客對服務滿意。

如您有任何查詢，或需要任何付運方面 
的協助，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331 2663。

空運提單

除了使用網上貨運工具，您也可以人手填寫運單。

簡單易用的EXPRESS SHIPPER讓您即時一覽貨運情況，掌握最新資訊。

您可同時處理各項行政事宜，全面提升管理效率。此系統特別適合定期付運
的客戶，並可讓您公司的多個用戶取得付運資料。

• 簡易報價及預約取件

• 管理及儲存付運地址

• 列印貨件標籤

• 即時追蹤貨件狀態

• 預先將付運通知電郵給客戶 

EXPRESS SHIPPER

這網上系統讓您輕鬆付運入口貨件，全面掌控於海外入口的取件安排。您可
透過myTNT進入此支援超過30種語言的系統。

• 預先取得報價，以掌握付運成本

• 根據您的貨幣及語言報價及付款

• 根據您的貨幣及語言報價及付款

• 簡單快捷地安排重覆或定期取件

• 提供清關服務支援

• 前往tnt.com觀看示範短片

myTNT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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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所需文件
空運提單 空運提單上包括的資料
準確填寫空運提單，能確保貨件盡早送達。
當您需要使用快遞服務，須先準備空運提單。空運提單上包含貨件資料，會
連同貨件一同派遞。只要使用我們的電子貨運管理工具，便可輕鬆填妥空運
提單。

當您把所有貨件資料輸入系統後，電子貨運管理工具會自動編製空運提單，
然後以空白紙張列印出來。除了使用電子貨運管理工具，您也可以人手填寫
空運提單。

以下例子顯示您需要填寫的資料。

1.
由 (寄件地址)

填妥公司名稱、收件地址、聯絡人姓
名及電話號碼。

A.
遞送地址

請填寫收件人的公司名稱、地址、聯
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註：我們無法派件至郵政信箱。

C.
特殊遞送說明

請於此欄填寫任何所需的特殊遞送 
說明。

D.
客戶參考編號

您可於此欄填寫您需要列印在 
發票上的內部參考編號，以24個
字元為限。您亦可用此參考編號， 
在tnt.com的「追蹤貨件」部分檢視
貨件情況。

E.
收件人付費

如果快遞費用由收件人支付，請在方
格內打「X」，並提供收件人的TNT
帳號。如不清楚收件人的帳號，請與
客戶服務部聯絡。

註：發件人須就所有未支付的費用承
擔責任。

B.
應繳納關稅的貨物詳情

如貨物需要繳納關稅，請填寫收
件人的VAT/TVA/BTW號碼及貨件 
價值（即商業發票上標明的金額）。

2.
至 (收件人地址)

填妥收件人的公司名稱、收件人地
址、聯絡人姓名及電話號碼。

註：我們無法派件至郵政信箱。

如選擇「收件人付費」，請注意我們
只接受固定的公司地址。

4.
服務

請選擇所需服務。

如您需要特別快遞服務，請與客戶服
務部聯絡。

另外，您可選擇所需服務：

優先服務  —  我們的「快遞」服務 
及「經濟快遞」服務可提供優先取件
及派件服務。

升級責任保障 — 此服務為貨件提供
全額保障。如為非文件貨件選用升級
責任保障，請填寫貨物價值及所用貨
幣。文件貨件選用此保障則毋須填寫
有關資料。

3.
貨件內容

請詳細描述貨件內容、件數、總重量
及體積。

每票貨件均有獨立的空運提單號碼，印於空運提單條碼的下方。您可在貨件
追蹤工具輸入有關號碼，以追蹤貨件運送情況。

空運提單號碼

此空運提單由myTNT所編製。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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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發票(Commercial Invoices)

海關部門要求付運所有國際貨件時均須提供發票。

如貨件為商業交易的一部分或作銷售用途，便須使用商業發票。

沒有商業價值的貨品可使用預約發票 (Proforma Invoice)。我們建議客戶使用
自己的發票，而以下的發票範本則顯示發票應註明的資料。

您亦可使用電子貨運管理工具簡易地製作發票，詳情請瀏覽www.tnt.com.hk
或參閱第24頁。

辦理清關手續時必須提供已簽署的
商業發票。各國海關要求可能有所
不同，並可能會作出修訂而不另行
通知。

如有疑問，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

有關清關方面的服務詳情，請參閱
第60頁

選用適合的門到門快遞服務， 
以配合您的業務需要。

商業發票需要包含的資料
1.
“Invoice“一字（“Proforma Invoices“ 
只可在若干情況下使用）。

2.
發件人的公司名稱及地址。

4.
發票日期。

3.
收件人的公司名稱及地址。

5.
發票編號。

6.
每件貨件的詳細描述，以釐定正確的
稅則分類（只填寫產品目錄編號或零
件編號並不足夠）。

7.
每類貨件的原產地（即貨物生產 
地點）。

9.
每項貨品的數量。

8.
請填寫稅號或商品編號（如有），若
未能提供稅號，必須詳細準確地描述
貨品。

10.
清楚標明呈列貨物價值的貨幣。

11.
發票所列貨物的總值。

13.
貨物總重（包括包裝）、淨重（不包
括包裝）及數量。

12.
《國際商業貿易條款》乃根據貨物買
賣雙方的交易及付款，以及官方責任
移交處而定。

14.
發票須註明 “I declare all of the in-
formation to be true to the best of 
my knowledge“（意即「本人聲明
就本人所知，所填報的各項資料均屬 
真確。」）

15.
發票必須簽名及註明日期。

The Customs Procedure Code identifies the 
nature of the movement of the goods. The  
CPC describes the purpose of the shipment  
and informs customs about the duty to be p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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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rrange a collection and for all other enquiries please  
visit www.tnt.co.uk or freefone 0800 100 600

19

The provision of a signed Commercial Invoice is essential for 
customs clearance. Customs requirements may vary on a country 
basis and change without notice. If any aspect of the Commercial 
Invoice requirements is unclear, please contact Customer Services 
on freefone 0800 100 600.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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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貨件包裝貼士，將有助確保貨件安全送到客人
手上。

包裝貨件

第

步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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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部分將會介紹一些簡單包裝貼士，保障您的貨件能像其他數以百萬件貨
件一樣，準時又完好無缺地送到客戶手上。

我們亦提供多種 TNT品牌的優質包裝物料，如欲預訂，請與客戶服務部 
聯絡。

我們可根據您的需要提供自封包裝膠袋、紙皮信封和紙皮箱。使用合適的包
裝物料能確保貨物得到妥善保護，請選擇以下合適的包裝物資，並向客戶服
務部預訂。

妥善包裝
萬無一失
妥善的包裝，有助貨件完好送抵目的地。 TNT包裝物資目錄
TNT「Fit to Travel」計劃旨在避免貨件在運送過程中受損。

類別 包裝物資 描述 尺寸（厘米）

紙皮信封 doc
A4文件適用
內有塗層以免文件受潮

35 x 27.5

包裝膠袋

bag1 A4文件及小型扁平貨件適用，	
厚度不超過 50毫米，重量不超過 2公斤 30 x 40

bag2 A3文件及小型扁平貨件適用，	
厚度不超過 50毫米，重量不超過 4公斤 38 x 47.5

紙皮箱

box B 4公斤以下的文件或貨件適用 40 x 29.5 x 19

box C 6公斤以下的文件或貨件適用 40 x 29.5 x 29

box D 10公斤以下的文件或貨件適用 50 x 39.5 x 29

box E 15公斤以下的文件或貨件適用 44 x 39.5 x 49.5

醫療保温包裝箱

Medpak 
Ambient

專為醫療用品，如生物物質等而設的	
室温保温包裝箱

外層：23 x 18 x 12

內層：16 x 11.6 x 7.4

Medpak 
Frozen 10

專為需用乾冰或需保持恒温的醫療用品	
而設的特別包裝箱

外層：40 x 37 x 35.5

內層：20 x 18 x 7

我們還可以為您的醫療包裝需求提供特殊包裝物料，例如：乾冰、溫度控制或常溫的包裝。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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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您的貨件準備好開始付運 避免包裝貨件出現問題

紙箱 託盤

我們需要客戶的配合，妥善包裝好您的貨件，使我們能安全無誤地將貨件送抵目的地。 

以下這些簡單提示能確保您的貨件如您期望的送到客戶手上。 

有瑕疵的包裝能令您的貨件、其他貨件及我們TNT團隊承受風險。 

接受任何貨件前，我們的速遞員會檢查貨件是否「準備好開始付運」。

選擇高品質的紙箱
使用過的紙箱容易失去承托力。確保您的紙箱
堅固及完整。

避免留有空間
過度填充會減少紙箱的堆疊能力。避免使用過
大的紙箱來裝載您付運的貨品，以致使用過多
填塞物，可能令貨件受損。

較重包裹
我們接受 70 公斤以下無託盤的箱子。如箱子超過 

23 公斤，請貼上「HEAVY」標籤。

以 H 形貼紙封口
在箱子頂部及底部以H形狀貼上完整的封口
膠紙。如箱子較重的話，請考慮綁上繩子  

固定。

貼上清晰的標籤
清除舊標籤。在包裹頂部貼上新標籤，並確保
條碼平服地貼於紙箱上（不會沿著邊角摺疊）

以垂直方式堆疊貨物
這樣可充分發揮託盤的承托力。如貨物比較堅
硬，請使用「砌磚式」方法堆疊於託盤內，提高
穩定性。

貨物切勿超出在託盤範圍
貨件應該平放於託盤內，不應超出在託盤範圍。
我們接受超出託盤範圍的託盤貨件，但因為此類
貨件容易受損或會損壞其他貨件，所以我們建議
貨件安放於託盤內。

保持平放
放於最頂部的貨物需要平放，使其結構更加堅固
緊密，而且方便堆疊。不可堆疊的託盤會被徵收
附加費。

用帶子固定或包裹起來
使用帶子及/或伸拉包裝法使貨品固定在託盤
內。請連同託盤一起包裹。

貼上清晰的標籤
託盤會堆疊起以便運送，故此請將標籤貼在側
邊，而非頂部。

紙箱
不正確的包裝

不能在比較脆弱的紙箱裡擺放
重物。紙箱必須堅固、完整及
大小適合。如有需要，請使用
額外的繩子加固您的箱子。

已受損壞的紙箱
不接受任何被刺破、壓碎或損
壞的紙箱。

已受潮的紙箱
不接受已受潮濕、漏水或
因水浸而受損的紙箱。

超過 70 公斤
超過 70 公斤的紙箱必須以 

託盤形式寄送。

有關包裝的提示及指南: tnt.com/fit-to-travel 

如付運的貨品含有危險物，必須確保符合 IATA 及 ADR 的規則。

凸出的部分
懸掛或伸出託盤之外的物品可
能會導致其他貨物損壞。

不規則的物品
尖銳的邊緣

貨件的尖銳部分不能暴露 

於外，必須以充足的包裹物 

包著尖角，以免傷及他人。

託盤
不附於託盤上的貨物

所有貨品必須以繩子及/或以包
裹方式附著於託盤上，形成一個
單一、不可分隔的完整托盤。

低質素的託盤
不接受品質差劣或損毀的託盤。

準備您的貨件
只需 5 個簡單步驟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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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體積重量
不同原產地及目的地對國際貨件均有不同的重量及尺寸限制。下表列明我們
對標準貨件尺寸、重量及體積的規定。

如欲查詢各國的貨運要求，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

快遞服務例子

闊
0.4米

0.9米
長

0.3米
直徑

0.3米
高

0.4米
高

箱 圓柱體

0.108

200
換算因子
見下表

22公斤體積重量
等於 7.5公斤

0.036

200
換算因子
見下表

體積重量
等於

長	 0.9米
闊	 0.4米
高	 0.3米

直徑	 0.3米
高	 0.4米
直徑	 0.3米

服務 換算因子

快遞服務
朝九快遞
朝十快遞
中午快遞
快遞

乘以 200
長（米）x	闊（米）x	高（米）x 200

經濟快遞服務
經濟快遞

大小及重量限制
不同原產地及目的地對國際貨件均有不同的重量及尺寸
限制。下表列明我們對標準貨件尺寸、重量及體積的規
定。

如欲查詢各國貨運要求，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或瀏覽
www.tnt.com。

朝九快遞 朝十快遞 中午快遞 快遞 經濟快遞

最大尺寸
長 x 闊 x 高
（米）

2.4x1.2x1.5 2.4x1.2x1.5 2.4x1.2x1.5 2.4x1.2x1.5 2.4x1.2x1.5

最高重量

單件貨件重量
（無託盤）

30公斤 30公斤 70公斤 70公斤 70公斤

單件貨件重量
（連託盤）

不適用 不適用 500 公斤 500公斤 500公斤

每票貨件重量 210公斤 210公斤 500公斤 500公斤 1500公斤

40 包裝貨件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第

步

追蹤貨件
您可全程追蹤貨件，一切盡在掌握，
安枕無憂。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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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蹤貨件

從收取貨件至送抵目的地的每一刻，TNT也讓您全程緊貼付運過程。

只要選用其中一種電子貨運追蹤方式，便可全程掌握派遞情況：

簡易追蹤貨件，一切盡在掌握
我們為您提供即時付運情況，您亦可透過電郵查閱簽收記錄，每一
步也清楚了然，讓您倍添安心。

TNT應用程式 APP是追蹤貨件的最好
方法。其整合的追蹤貨件功能，使您
能快捷地找到貨件的位置及預計送達
時間。清晰簡潔的格式讓您能掌握所
需貨件資訊，一覽無遺。

應用程式 APP能於Android 及iOS免
費下載。

www.tnt.com/app

應用程式 APP

使用我們的貨件追蹤功能，輕易地於
數秒間找到多件貨件。請直接前往
tnt.com，輸入您的空運提單編號或
客戶參考編號，以了解貨件狀態及預
計送達時間。貨件追蹤功能亦能讓您
儲存貨件詳情，及以共享連結或電郵
傳送貨件詳情給您的客戶及同事。

網站

若沒有上述裝置，您亦可致電客戶 
服務熱線+852 2331 2663查詢貨運 
情況。

客戶服務

全面掌控	
每一步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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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付款工具
我們的付款工具簡單易用，為您
節省寶貴時間與成本，讓您專注
拓展業務。

第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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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易發單

每步設想周到，助您化繁為簡
更簡單易用的網上發單系統，令處理業務更輕鬆。
只要利用TNT的網上系統，您便無需再處理任何文件，亦不會錯過付款
日期，減少人為出錯的機會。

我們的系統能助您事半功倍：

網上發單 - 網上結單及網上發票
TNT的免費網上結單及網上發票服務，讓您簡單快捷地在網上管理帳單，
而且安全可靠，從此管理帳戶再簡單不過。

• 安全妥善管理所有TNT發票及查閱帳戶結單

• 下載不同文件格式的發票（pdf、xls、csv、xml等格式）

• 減少紙張，實踐環保

省卻處理	
帳單的時間

工具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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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服務
我們為您提供多元化的體驗與額外
服務，滿足您個別的貨運需要。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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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服務
為您打造  用心服務 處理貨件
TNT特別安排的收件及派遞服務，全面配合您的業務需要。 無論如何特別的派遞要求，憑藉我們全面的貨運網絡及專業智慧，

均可為您一一辦妥。業務的需要有時難以預料，我們可以因應您的特別情況提供合適的方案，當
中有額外收費。 70多年來，我們處理過大量形形式式的派遞服務要求。各地的快遞專員隨

時候命，配合您的一切貨運要求，從一般快遞到特別派遞服務，也能妥善
安排。 

如需在TNT辦工時間以外收件，我們也能靈活配合。此按需求的服務，確保
無論在何時，您的貨件均可開始付運。

辦工時間過後收件

您可以在周末送出貨件，就此我們會安排在星期五收件，於星期六派件；或
於星期六收件，下一個星期一派件。

周六收件/派遞

即使地區偏遠或交通不便之地方，TNT也樂意提供派遞或收件服務。郵區編
碼詳情請瀏覽tnt.com。

偏遠地區派遞服務

如需由收件至派遞獲優先處理，我們會在貨件清楚貼上優先處理標籤。

優先處理

如您的貨件不適合於我們的自動貨件傳送系統輸送，或超出我們的標準長闊
高度限制，我們會額外處理貨件。

額外的貨件處理

假若一票空運提單上包括多件貨件，我們亦能妥善處理。

如您認為貨件需要特別處理，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

處理多件貨件

特別處理
對於性質特殊的貨件，我們會利用特別方法及設備，使其與一般貨件一樣迅
速安全地送抵目的地。

我們可以處理：

QUOTE DESK
TNT的專業團隊隨時候命，為您的重貨即時提供具競爭力的 
報價。客戶可致電 +852 2331 2663，然後按2字 取得報價 
或電郵您的查詢至quotes.hk@tnt.com

•  快速報價

•  為新客戶即時開戶

•  由報價至預約付運提供一站式服務

如若獲得更快速的回覆，請準備好這些資料：貨 
件詳情、收件及派送地點、貨件重量及體積。

• 不可疊放的貨件（即包含不可疊放物品的貨件）

• 根據國際運輸規定（如國際航空運輸協會、國際公路運送危險物品歐洲
協議等），我們可運送及處理指定類別的物質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52 額外服務



升級責任保障
選擇TNT，讓您只需一個貨運夥伴，便能滿足
您的環球業務
這表示TNT作為您單一的服務商，能照顧到您貨運上各方面的大小
需要，包括升級責任保障。
因此，TNT推出升級責任保障，為貨件提供全額保障，避免因各種風險引致
的損失(1)。您只需選用升級責任保障，即可享用有關服務，無需另行投保，
讓您輕鬆處理環球貨運，從此安枕無憂。

即使不選用此服務，您的貨件也受TNT服務條款及細則中所載的全球公約保
障，會按照貨件重量（而非實際價值）而獲得有限責任保障。

(1) 因包裝不當導致貨件損壞恕不受保，詳情請參閱服務條款及細則。

(2) 如貨物價值超過25, 000歐元，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

升級責任保障給您的好處：
• 倍添安心：貨件享有全面保障，最高可獲得全額賠償

• 費用相宜:只需額外支付相當於貨物價值的1%費用(2)

• 容易管理：您可以在網上或致電選擇附加升級責任保障

• 全球保障：幾乎所有類別的貨件皆受到保障，範圍涵蓋全球200多個國家

詳情請瀏覽www.tnt.com.hk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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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服務 一切為您	
細心安排入口快遞

我們的入口快遞讓您全盤掌握入口貨運的每個步驟，只要選擇貨運速度及派
遞時間，收件與送件同樣輕鬆。您更可以自選報價及發單貨幣，倍添方便。

入口快遞服務讓您透過以下服務，在超過175個國家收取貨件：

• 朝九快遞  • 快遞

• 朝十快遞  • 經濟快遞

• 中午快遞

作為您的環球快遞夥伴，只要您登入我們的網站使用網上付運或聯絡客戶 
服務部，我們便可為您安排收件、運輸及清關事宜，毋須另外聯繫發件國家當地
的快遞服務商。

善用TNT網上入口快遞工具，您可全面掌握海外收件付運。

有了TNT的環球貨運網絡，管理入口付運猶如出口一樣輕鬆。

TNT精心研發的網上入口快遞系統，可在您完成預約服務前要求報價，讓您
挑選最合適的服務，全面控制派遞時間及付運成本。

您可登入myTNT帳戶使用入口快遞，系統提供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
文、意大利文及簡體中文等30種語言選擇。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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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品
危險品運送專家
我們擁有專業設備及專家團隊，為您把危險物品安全送到目的地，
不負所託。

• 受全面監管的危險品

• 限量危險品

• 例外數量危險品

• 例外數量放射性物質

• 包裝指引第二節的鋰電池

• 乾冰

• B類生物物質

• 基因改造（微）生物

有關我們付運危險品的服務詳情，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

我們為以下危險品提供付運服務：

TNT於運送危險品方面經驗豐富，能為您提供最切合業務需要且安全合規的
運送方式，把危險品送到世界各地。

我們是認可的危險品運送專家，遵從最嚴格的專業標準及運送程序，無論陸
運或空運貨件均安全合規，讓您倍加安心。

接納運送危險品及相關限制
TNT可運送大部分危險品，惟須符合有關監管要求，當然部分國家有其特別
限制。對於某一些危險品，我們只可為已獲有關許可的客戶提供付運服務，
以確保所有危險品貨件運送全面符合有關法例及規例。

如欲查詢付運危險品事宜，請與客戶服務部聯絡，我們的專家很樂意為您提
供專業意見。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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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專業清關  路路暢通
作為您的貨運夥伴，我們清楚了解您發件和收件國家當地的海關規例
及合規要求，讓您專注處理重要業務。

我們對於清關安排及進出口規例具備專業知識及強大支援，以下各項
讓您安枕無憂：

70年來，TNT累積了豐富的國際貨運經驗，對於出口控制、清關及進出口規
例相當熟悉，並且支援充足，隨時為客戶服務。我們確保每個步驟也符合規
定，並緊貼規例的最新修訂，對貨運過程中的所有清關要求也了如指掌。

TNT的專業知識讓您盡享優勢 額外清關服務更添方便
我們也提供額外清關服務，讓您更輕鬆處理您的國際貿易事務：

惠及您的客戶，您可能會支付所有付運有關費用，包括關稅及地方稅項等。
在稅項方面，我們可以代您先預支有關費用，其後我們再向您收取回這些 
費用。

預付關稅

無論需要過境文件、退回問題貨品或安排臨時進出口貨件，我們也能化繁為
簡，為您解決特別的報關需要。

特別清關服務

清關服務

• 安排周到的清關服務

• 熟悉當地海關事宜的專家

• 清晰的相關清關資訊

• 代您填寫各種表格時能確保符合規定

• 高效率、及時及準確地處理清關事宜

• AEO 認可經濟營運商及擁有供應鏈貿易夥伴合作關係認可

參考以下幾個簡單貼士，確保貨件順暢通關。

由始至終，助您正確打點一切

• 貨件應附有載列準確資料的商業發票

• 提供所有必要的有關付運文件，例如：產地證明、出口證、ATR貨物流通證書及EUR

• 檢查貨件及確保貨件並非受限制物品或違禁品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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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服務
保護環境  坐言起行

這些減碳服務讓您對碳排放資訊了解更多，助您及時採取行動。

碳排放報告

追蹤及分析您的碳足跡

您可選擇簡單一頁的碳排放報告概要或詳細的數據摘錄，同時可選擇報告的
編製次數。TNT的碳排放報告助您識別有效減碳的方法，以符合相關行業規
例。我們的系統經SGS驗證，符合主要的歐盟標準 (EN16258)。

碳中和付運

助您減少碳排放對運送貨件的影響

以碳中和的付運方式，能全面抵銷碳排放。
我們能計算貨運產生的碳排放量，然後採用高標準的碳排放額度，以抵銷
碳排放量。我們會每年發放證書，註明代您抵銷的碳排放量，您亦可使用
TNT的碳中和標誌，展示對環保的承擔。

碳排放及全球供應鏈

預測及模擬碳排放量的影響

TNT的碳排放預報能估計客戶未來業務的碳排放量，以配合標書或報價單
的要求。碳排放情景模擬則模擬及優化運輸供應鏈的碳排放量，以減少整
體碳足跡。

詳情請瀏覽tnt.com

with

CO2
neutral

shipped

TNT的減碳服務助您積極減少業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www.tnt.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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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候命
為您效勞
TNT的優秀團隊具備專業睿智，矢志提供卓越的環球快遞服務，助您兌現對
客戶的承諾。

致電客戶服務熱線 +852 2331 2663 或瀏覽 www.tnt.com.hk 與我們聯絡。

我們以客為尊，隨時為您效勞。

www.tnt.com.hk
+852 2331 2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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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nt.com.hk

TNT 

服務條款
所有貨件均受TNT的服務條款及細則約束。 
詳情請瀏覽tnt.com。

客戶服務熱線
+852 2331 26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