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分店            倉號   
Branch Unit No.

升降機      停車場

Elevator Car Park

升降機      停車場

Elevator Car Park

紙箱 (小 　/ 大     )

備註 : 1. 如單位當日的實際環境搬運數量與報價或預約訂定服務時間不符, 本公司會按該單位的當時情況再議訂報價。

2. 為保障客戸，請自行替有關搬運物件購買保險。

紙箱 數量 
Qty

hr min

現金 支票 信用卡
Cash Cheque Credit Card

安裝/拆床或櫃檯    
Furniture Install/Un-install Furniture clear up Overtime

時間 : (                 小時              分鐘)

易辦事
EPS

客戸/公司名稱        
 Customer/Company Name

工作編號                   
 Job Order No.

其他備註                           
Others/Remarks

搬往其他地址
Others/Remarks

平台轉升降機          

Platform transit Elevator

平台轉升降機          

Platform transit Elevator

梯級

倉存面積                                  
Storage Size

轉賬
Bank Deposit

Stair Step

梯級

Stair Step

後加費用 
Additional Charge

高級包裝費
Premium Packing

HK$
搬運費

Logistics Fee HK$

吊櫃/廚櫃 (不包拆）

價錢
Price

訂金

電視櫃 (    x    x   呎) 桶櫃 (三/四/五)桶 電腦檯 洗衣機

組合櫃A (    x    x   呎) 床頭櫃 電腦椅

總計     
Total 

Deposit

其他   
Others

清理傢俬    

5' QUEEN SIZE
6' KING SIZE 

雙人大床                                             
5' QUEEN SIZE

6' KING SIZE 
打印機 冷氣機（不包拆）

HK$

高身神檯

蒸餾水機

魚缸

夾萬

三角琴

健身器材

掛畫

旅行喼

鋼琴

影印機

書藉

報價號碼
Receipt No. 

Quotation & Inventory

客戸電話     

報價淸單 SFLR-

Contact No.

搬運日期 

    Date

搬運時間         
Time of LogisticDate of Logistic

Origin

搬運目的地                 
Destination    

梳化 (     座位) 大衣櫃 (    x    x   呎) 大班檯 喇叭

搬運起點                        

L型梳化 (     座位) 單人衣櫃 (    x    x   呎) 大班椅 影音器材 (  　件）

客廳／飯廳 睡房 書房 電器

鋼琴 特大衣櫃 書櫃 電視 （  　吋）

雜物

膠箱（小    /大     ）

紅白藍袋 (小   / 大    )

乾衣機

玻璃櫃 (    x    x   呎)

玻璃餐檯 (    x    x   呎) 單人床 雜物/飾物櫃 吸麈機

餐椅 x3  子母床 地櫃 風扇

4x4木櫃（要拆） 單/雙人油壓床 書架 抽濕機

木製餐檯 (    x    x   呎) 雙人床 書櫃 電暖爈

組合櫃B (    x    x   呎) 梳妝枱 電腦主機 雪櫃

茶几 雙人床褥 cd櫃/層架 座地燈/吊燈

鞋櫃 單人床褥 桶櫃(三/四/五)桶 小家電 (　  件)

吧檯/椅 梳化床 梳化 (   座位) 煤氣爐/焗爐

摺檯/椅 組合/碌架床 掛衣架 微波爐

www.store-friendly.com

Box Fee (L)

超時

BB 床 按摩椅

床褥                                        地櫃 書枱  LCD/LED電視(     吋)

其他: 

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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