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全城街馬填寫 由租用一方填寫  由全城街馬填寫

項目 單位 描述 可供租用數量 參考圖片編號

租用價錢（件）
（按7天租用計算）

(介乎賠償價錢的10-
30%）

賠償價錢（件）
（任何遺失或損壞）

延遲歸還
（每件每日計算）

租用數目 租金 延遲歸還日數 延遲歸還費用 總租用費用

雪糕筒 隻 H750mm(4.1kg) 45 #ROC_01 -$ 30.00-                 -$ 100.00-               -$ 5.00-                   -$ -  -                     -$ -  -                     -$ -  -                     

LED充電燈 個

20W
配充電器1個

充滿後可用約6-8小
時

10 #ROC_02 -$ 80.00-                 -$ 400.00-               -$ 12.00-                 -$ -  -                     -$ -  -                     -$ -  -                     

電風扇 個 7 #ROC_03 -$ 80.00-                 -$ 400.00-               -$ 12.00-                 -$ -  -                     -$ -  -                     -$ -  -                     

風機 個 7 #ROC_04 -$ 75.00-                 -$ 250.00-               -$ 11.00-                 -$ -  -                     -$ -  -                     -$ -  -                     

指揮棒（長） 支
紅色發光

需要電池：C電 x 2
(長16cm)

40 #ROC_05 -$ 30.00-                 -$ 100.00-               -$ 5.00-                   -$ -  -                     -$ -  -                     -$ -  -                     

指揮棒（短） 支
白色發光

需要電池：2A x 3
(長12cm)

60 #ROC_06 -$ 30.00-                 -$ 100.00-               -$ 5.00-                   -$ -  -                     -$ -  -                     -$ -  -                     

大聲公 個 需要電池：D電 x 6
配有咪頭

50 #ROC_07 -$ 105.00-               -$ 700.00-               -$ 15.00-                 -$ -  -                     -$ -  -                     -$ -  -                     



熱水煲 個 容量：30L 9 #ROC_08 -$ 100.00-               -$ 400.00-               -$ 15.00-                 -$ -  -                     -$ -  -                     -$ -  -                     

保溫壺 個 容量：8L 3 #ROC_09 -$ 100.00-               -$ 500.00-               -$ 15.00-                 -$ -  -                     -$ -  -                     -$ -  -                     

冰筒 個 2 #ROC_10 -$ 160.00-               -$ 800.00-               -$ 23.00-                 -$ -  -                     -$ -  -                     -$ -  -                     

水架連開水閘制 套 適合18L裝Carboy水 50 #ROC_11 -$ 20.00-                 -$ 100.00-               -$ 3.00-                   -$ -  -                     -$ -  -                     -$ -  -                     

水泵 套 適合18L裝Carboy水 18 #ROC_12 -$ 20.00-                 -$ 100.00-               -$ 3.00-                   -$ -  -                     -$ -  -                     -$ -  -                     

大牌檔水壺 個 容量約3L 20 #ROC_13 -$ 10.00-                 -$ 50.00-                 -$ 2.00-                   -$ -  -                     -$ -  -                     -$ -  -                     

食用剪刀 個 較剪及刀 兩用 11 #ROC_14 -$ 10.00-                 -$ 50.00-                 -$ 2.00-                   -$ -  -                     -$ -  -                     -$ -  -                     

對講機 個
可接收距離約1公里
需要電池：3A x 4 85 #ROC_15 -$ 30.00-                 -$ 300.00-               -$ 5.00-                   -$ -  -                     -$ -  -                     -$ -  -                     

便攜式擴音器 部
輸出功率：5V

每次租用配充電器1
個

8 #ROC_16 -$ 75.00-                 -$ 500.00-               -$ 11.00-                 -$ -  -                     -$ -  -                     -$ -  -                     



拖把 個 8 #ROC_17 -$ 30.00-                 -$ 150.00-               -$ 5.00-                   -$ -  -                     -$ -  -                     -$ -  -                     

非洲鼓 個 6 #ROC_18 -$ 160.00-               -$ 800.00-               -$ 23.00-                 -$ -  -                     -$ -  -                     -$ -  -                     

旗柱底座水袋 個 直徑50cm 49 #ROC_20 -$ 20.00-                 -$ 20.00-                 -$ 10.00-                 -$ -  -                     -$ -  -                     -$ -  -                     

行李寄存牌 對 150 #ROC_21 -$ 2.00-                   -$ 10.00-                 -$ 2.00-                   -$ -  -                     -$ -  -                     -$ -  -                     

小露保(擴音器) 個 連無線咪1支 4 #ROC_22 -$ 280.00-               -$ 500.00-               -$ 50.00-                 -$ -  -                     -$ -  -                     -$ -  -                     

透明長雨傘 把 106 #ROC_23 -$ 10.00-                 -$ 10.00-                 -$ 10.00-                 -$ -  -                     -$ -  -                     -$ -  -                     

LED 發光仿石頭燈 個

40*32*22cm x 3 
40*32*16cm x 1 
33*25*14cm x 2 
32*26*18cm x 1 
28*22*14cm x 2

9 #ROC_24 -$ 30.00-                 -$ 50.00-                 -$ 30.00-                 -$ -  -                     -$ -  -                     -$ -  -                     

大風車(連架) 個
直徑80cm

(可調節高度)
2 #ROC_25 -$ 180.00-               -$ 250.00-               -$ 30.00-                 -$ -  -                     -$ -  -                     -$ -  -                     

拍拍手掌 個 40 #ROC_26 -$ 2.00-                   -$ 10.00-                 -$ 2.00-                   -$ -  -                     -$ -  -                     -$ -  -                     

總費用 -$ -  -   



申請單位填寫: 全城街馬職員填寫: 

租用圑體 租用時段

租用團體聯絡人 存倉數量覆核

聯絡電話 發票編號

地址 回收日期:

電郵

租用日期

歸還日期

1. 以上費用不包括任何物流或運送費用，租用者需自行安排貨物提取。
2. 租用者請於提取貨物時檢 查貨物的狀況，若貨物出門後有任何損壞或損失， ROC Ltd有權向租用者索取賠償。
3. 租用者需清潔貨物後才歸還，如未能妥善處理， ROC Ltd有權向租戶收取額外的清潔費。
4. 提取貨物前必需全數繳付費用。
5. 任何逾期歸還將相應收取延遲歸還罰款。
6. 提取或歸還貨物，只適用於在周一至週五上午 10時至下午6時。
7. 如有任何爭議，ROC Ltd保留最終決定權。

1. The above fee doesn't include logistic or delivery cost. Renter has to pick up the item by themselves. 
2. Renter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check the goods' condition upon pick up. ROC Ltd has the rights to charge renter for any damage or loss  to the compensation in the quotation.
3. Renter 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cleaning before return. ROC Ltd has the right to charge renter for extra cleaning fee if needed.
4. Full payment before pick up. 
5. Any late return will be charged accordingly.
6. Pick up and return only available on Mon to Fri 10am - 6pm.
7. Should any dispute arise, the decision of ROC Ltd shall be final.

授權代表簽署及蓋印確認

日期

Version: 03/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