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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文件 

(投標商不可在投標文件封面上顯示 貴公司的身份) 

 

學校檔號： 2015-2017 / TEXTBOOKLIST-1 日期： 15/01/2015 

執事先生： 

招標 

承投書單供應服務 

 

本校招商承辦 2015/16及 16/17學年書單供應服務事宜，特此誠邀各承辦商

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本校歡迎投標完成整項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

接納部份項目，亦可投標，但請於投標工程項目總表上清楚註明。 

1.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懇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歡迎列寫

不擬投標的原因。 

2.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投標。 

3. 本標書之評審制度請參看附件四。 

4. 投標表格、附表及另紙詳述有關資料的 B項內容（參見附件一、三及二），上

述文件必須填寫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書單供應服務投標書 

投標書應郵寄或專人提交往 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務處 的投標箱內，並須於 2015年 02月 05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

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120天，由上述

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12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

論。另外亦請注意，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 部份，否則標書概不

受理。 

5.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校務處譚小姐，電話﹕2387 9988。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梁國基             

 

2015年 01月 15日 

 

所附文件一覽： 

附件一 投標表格 

附件二 有關資料 

附件三 投標附件 

附件四 評審標書評分制度 及 強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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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投標表格 

 

承投   書單供應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青衣牙鷹洲街 12號   

 

學校檔號：         2015-2017 / TEXTBOOKLIST-1         

 

截標日期 / 時間：     2015年 02月 05日  中午十二時前       

 

 

 

第 I部份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

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務。下

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投

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12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

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份內

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

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 

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為 12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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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文件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

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投標文件，該公司在香港註冊

的辦事處地址為              。 

電話號碼：       

傳電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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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有關資料 

A. 學校資料﹕ 

1. 教職員人數約 100人； 

2. 學生人數約 1000人。 

 

B. 服務資料及權利義務﹕ 

1. 書單及教科書供應商需提供以下項目詳情﹕ 

 

2. 提供書單樣本/書單建議寫法樣本。 

3. 服務合約年期﹕兩年(2015/16學年及 2016/17學年)期滿後承辦商有機會繼

續參與投標新一期的合約。 

 

C. 投標書內容要求 

1. 投標者需填妥「投標表格」(附件一)。 

2. 夾附由投標者自行填妥的「投標附件」(附件二)。 

3. 投標書必須另紙(一式兩份)清楚列明上述 B項中各項服務的詳情及權利義

務。 

4.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清楚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

慮。 

 

1. 銷售折扣 

2. 校內直銷課本的送貨服務及遲出課本/欠貨補回的送貨服務安排及保證 

3. 有關責任及優惠(請列明以下項目細則)﹕ 

i. 印製書單及直銷表格 

ii. 代向出版社索取教師用書及提供教師用書 

iii. 到校跟進書單派發 

iv. 付款方法及校內直銷服務 

v. 壞書更換安排 

vi. 代跟進遲出版課本 

vii. 退換保證 

viii. 學生購書優惠證 

4. 附加服務﹕ 

i. 代訂購教科書/暑期作業服務/考評局試題 

ii. 圖書資訊提供 

iii. 學校書展 

iv. 專題講座/工作坊 

v. 參觀及導覽活動 

vi. 其他(例如包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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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評審程序 

1. 本校將先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及由投標者自行填報的「投標表格附

件」，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 

2. 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投標者派員向本校教務委員會講解及闡釋投標書

內所列內容，但評核仍以投標書內容為準。 

 

E.《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

商提供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

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

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隨即無效，並須

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F. 遞交投標書 

有意承投的投標者請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五日(星期四)正午十二時正前送達，以機

密文件形式將投標書投進設於本校校務處的投標箱內。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投標書封面﹕ 

青衣  牙鷹洲街 12號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校務處 

買賣事務監管委員會收 

「承投書單供應投標書」 

如有任何查詢，可致電 2387 9988聯絡校務處譚小姐。 

 

注意事項﹕ 

本校將考慮投標者所提供之服務質素為重點，並保留選擇供應商/承辦商之最終

決定權。任何投標表格及有關文件一概不會發還。 

本校只接受以公司名義或有承辦提供書單服務經驗者投標，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

者需附上該登記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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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件(須填具一式兩份) 附件三 

 

A. 投標人資料 

商號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登記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簡介及投標人以往提供書單之經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其他有關資料﹕ 

1. 門巿分店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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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提供 貴公司客戶資料以作參考，如有客戶加許信則更佳。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 

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項目，須負責賠 

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 

本公司 / 本人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 

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投標文件有 

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 

合約亦隨即無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 

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投標公司／機構名稱：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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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評審標書評分制度 及 強制規定 

本校使用本評分制度來評估標書。品質評估及價格評估會分別獲給予得分比重

(30%及 70%)。評分制度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 強制規定評審階段 

在第一階段，學校將會評估標書是否符合「投標附表」的所有強制規定。標

書如未能符合強制規定，將會被取消資格，不會進行第二階段評估。 

(2) 第二階段 - 品質評審階段 

在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強制規定的標書會根據投標者在「投標附表」內

的品質及經驗進行品質評估。最高的品質分數為﹕40分，而標書必須取得整

體及格分數﹕20分，否則標書將不會繼續獲得考慮。取得及格分數的標書，

其品質得分會按下列公式計算： 

第二階段得分 = 30 X 
該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所得的品質評分 

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高的品質評分 

(3) 第三階段 - 價格評審階段 

在第三階段，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其價格建議書會獲得評估。銷售折

扣(包括門市及直銷)最高的標書獲得 70分的最高價格得分。每份標書的價格

得分按下列公式計算： 

第三階段得分 = 門市購買課本折扣分數+校內直銷課本折扣分數 

門市購買課本折扣分數=  10 X 
該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門市銷售折扣的出價 

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門市銷售折扣最高的出價 

 

校內直銷課本折扣分數 =  60 X 
該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直銷折扣的出價 

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直銷折扣最高的出價 

(4) 第四階段 - 品質及價格合併分數階段 

在第四階段，按照第二及第三階段的品質及價格評估，標書的總得分計算方

法如下： 

總得分 = 第二階段得分 + 第三階段得分 

獲得第四階段最高總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倘若第四階段有兩份或以上

的標書總得分相同，學校便會根據第三階段的得分再度評估這些標書，而在第三

階段獲得最高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