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 (852) 8208 0339     传真: (852) 8208 0229    电邮: admin@raleighhk.com 

 

虚虚虚虚拟拟拟拟办办办办公室公室公室公室服服服服务务务务组组组组合合合合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表表表表 申申申申请请请请人人人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 公司名称 英文  中文    申请人姓名 英文  中文             证件号码  (身份证/护照号码)   国籍     联络电话 (住宅/办公室)                              (手提)   电邮地址及传真号码 (电邮地址)                                 (传真号码)  联络地址  

 服服服服务务务务组组组组合数合数合数合数据据据据 所选用之商务套餐 � 套餐 A   � 套餐 B (*1/2)   � 套餐 C (*1/2)   � 套餐 D   � 套餐 E (*1/2)   � 套餐 H 商务套餐内容 � 使用本公司地址作为商业注册登记地址 

� 代收政府函件，并立刻通知收件人 

� 使用本中心地址作为信纸、通讯等商业用途 

� 代收私人或商业函件或包裹，并立刻通知收件人 

� 提供传真服务(共享号码)，每月免费代收/发 100张传真 

� 提供独立电话号码 

� 专业秘书，以指定公司名称代听电话，专业细心有礼 

� 主动通知阁下来电及口讯 

� 办公时间内，秘书接听后实时将来电转驳至阁下指定之电话 

� 办公时间以外，所有来电直接转驳至阁下指定之电话 

� 提供专用传真号码，以电邮接收传真 

 服务生效日期 

(年/月/日) 

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服务期: 

 服务月费 港币$ ____________ 缴缴缴缴费费费费资资资资料料料料 总金额 __________ 月 × 港币$ ____________ ＝ 港币$ _____________   按金 一个月服务费 (所有按金会在服务结束后 7个工作天之内退回) 电话开线费用 港币$500   (只适用须要独立电话号码之一次性收费，恕不退还) 首次缴交费用 港币$ _____________ 余款；港币$ _____________ (须于日期：________________前全数缴付) 缴费周期 � 一次缴付    � 一个月    � 三个月    � 六个月    � 十二个月 缴交费用方式 � 现金缴费        � 支票缴费  (支票抬头请写 “Raleigh Consultant Limited”) 

� 银行转账缴费   (� HSBC 817-037716-001   或   � BOC 012-6770002302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 客户签署确认 

 

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司司司司专专专专用用用用 

 客户编号 AR 



 电话: (852) 8208 0339    传真: (852) 8208 0229   电邮: admin@raleighhk.com 

联络联络联络联络人人人人数数数数据据据据 虚虚虚虚拟拟拟拟办办办办公室公室公室公室服服服服务务务务组组组组合合合合申申申申请请请请表表表表之之之之附附附附加数加数加数加数据据据据 

�必须填写之项目 公司/申请人名称�   联络人� 主要联络人 1 姓名:                           电话:   主要联络人 2 姓名:       电话: 主要联络人 3 姓名: 电话: 主要联络人 4 姓名: 电话: 政府函件处理: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A) 

1. 通知�  � 无须通知    � 以电邮通知: 

 

� 以电话通知: 

  

� 转寄到阁下指定地址  (按次 港币$10 + 邮费) 地址: 

2.  

 

� 转寄到阁下指定电邮地址 (每封港币$5)： 

3. 领取� � 亲身领取   � 授权他人领取 私人或商业函件处理: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B, C, D) 

1. 通知�  � 无须通知 � 以电邮通知: 

 

� 以电话通知: 

  

� 转寄到阁下指定地址  (按次 港币$10 + 邮费) 地址: 

2. 

� 转寄到阁下指定电邮地址 (每封港币$5)： 

3. 领取� � 亲身领取 � 授权他人领取 电话代接服务: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C, D) 办公时间内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C, D) 

1.  独立电话号码: 

2.� 欢迎语: 

3. 通知� � 转告留言 � 电邮 � 电话 

4. � 实时转驳至指定号码，电话:                       办公时间外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D) 

1.  � 直接转驳至指定号码，电话:                       传真处理: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B, C, D) 

1. 传真号码:  

2. 通知� � 无须通知     � 以电邮通知: � 以电话通知: 

3. 领取� � 亲身领取 � 转发至传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页) 

         电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免费) 电邮传真 (只适用于商务套餐 H) 独立传真号码:  接收传真之电邮地址:      

P.1

本公本公本公本公司司司司专专专专用用用用 

 客户编号 AR 



 

 根据本公司的经验，贵公司的客人会询问与贵公司相关的数据，因此敬请阁下填写以下的数据给我们参考: 

 附附附附加加加加公公公公司数司数司数司数据据据据以以以以解解解解答答答答客人客人客人客人查查查查询询询询 公司地址:   传真     电话   电邮地址    网址  办公时间  

   产品或服务类型: 

 

   其它数据(请注明): 

 

 

虚虚虚虚拟拟拟拟办办办办公室公室公室公室服服服服务务务务组组组组合合合合细细细细则则则则: 

 

1. 各项组合只限 2个人名登记，附加人名每个每月港币$50.- (每组合最多可登记 4个人名) 

2. 所有服务需缴交 1个月服务费作为按金。  

3. 电话开线费(一次性收费) 港币$500.-   

4. 本中心为阁下接收邮件及包裹之容量为不多于 15 立方呎，一旦邮件总容量超出上限，本中心有权拒绝接收任何新邮件或体积超出 15立方呎之邮件。 

5. 任何体积超于 3.5立方呎之邮件及包裹，本中心会由收件日起计提供两天免费储存期。之后将收取储存费用 
$10/件/日。 

6. 一般邮件及传真会于本中心存放最多 1个月。如储存多于 1个月而未有事先通知本中心，本中心会收取该件过期邮件 $5/星期作为储存费用。如阁下于邮件抵达日起计一个半月内仍未到来领取，本中心有权在不知会阁下之情况下将邮件弃置。 

7. 所有电话、电话转驳、传真通知及转发服务，均只适用于本地号码。在终止服务后，贵客户不能在未经本中心的授权下，继续使用以上之商务电话及传真号码或继续使用本中心之公司地址作为公司注册地址及任何商业用途。 若一经发现，本中心有权向贵客户追究一切的赔偿及损失。 

8. 本中心秘书代听电话服务并不包括广告招聘、产品推广及介绍(包括刊登于各大报章或杂志等)、落单订购货品、地产租售等服务。如一经发现，本中心有权由发现当天起计，直接收取客户每月港币$300.-为行政费用。客户不得异议。 

9. 如贵客户未能按时于服务费到期日的 7天内缴交服务费，本中心将额外收取服务费之每星期 5% 作行政费用；逾期交款超过 30天，本中心将会自动取消贵客户之服务，如须重新启用服务，贵客户须先缴付港币$500.00作逾期续约手续费及缴交之前所欠之服务及行政费用。 

10. 如贵客户于合约终止期前停止服务，所有已缴交之按金将不获退还。 

11. 如贵客户于合约终止期后停止服务，必须给予 1个月或以上通知期，否则已缴按金将不获退还。如本中心欲于合约终止期后停止贵客户之服务，亦需给予 1个月或以上通知期。 

12. 贵客户不可利用本中心进行任何诈骗及各种不法之活动，否则本中心有权实时取消贵客户之所有服务，不得异议。任何有关之法律诉讼，均由贵客户承担。本中心有权实时没收已缴按金，并保留向贵客户追讨任何损失及赔偿。 若遇有收数公司、财务公司、警务人员及廉政公署调查员查询贵客户之资料时, 本中心有权将贵客户之资料提供给前述人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签署确认                                                    日期 

 

                                                                                    P.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