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書

寄：九龍土瓜灣貴州街 14 號
聖公會聖匠小學

承投提供
「購買平板電腦服務」

招標編號：2019/20-005

截標日期：2020 年 8 月 21 日中午 12 時正

2020 年 7 月 31 日
掛號郵件
學 校 檔 案 ： 2019-20/005
學校及地址: 聖公會聖匠小學
土 瓜 灣 貴 州 街 14 號
執事先生：
招標
承招「購買平板電腦服務」項目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物品。倘
請於投標附表附表上清楚註明。

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訂貨，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購買平板電腦服務」投標書， 學校檔號：「2019-20/005」
(請勿填寫有關 貴公司之資料於信封面上，否則標書將被取消)
投標書應寄往或送交 土 瓜 灣 貴 州 街 1 4 號 聖 公 會 聖 匠 小 學 ， 並須於二零二零年
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正。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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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之文件各部分，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一、 投標附表 (須填具一式兩份)
二、 承投供應物品的投標表格(須填具一式兩份)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服務時，會以「整批」或「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如有查詢，請致電 2333 2313 與施咏嘉老師聯絡。

聖公會聖匠小學校長
伍美英謹啟

2020 年 7 月 31 日
附件：
一、承投供應物品的投標表格（須填妥一式兩份）
二、投標附表（須填妥一式兩份）

承投供應物品的投標表格
承投「購買平板電腦服務」項目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聖公會聖匠小學 九龍土瓜灣貴州街 14 號
學校檔案:2019-20/005
截標的日期和時間: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訂單上所列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供應
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份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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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 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
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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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
物品及/或 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及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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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一日起計
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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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項目 4 和 5 須由供應商填寫）
(A)
項目：

硬件
(1)
名稱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數量

Model: 11-inch display
Finish: Space Gray
Storage: 128GB
Connectivity: Wifi
包裝隋附內容
 iPad Pro
 USB-C 充電線 (1 米)
 18W USB-C 電源轉換器
Model: 11-inch display
Finish: Silver
Storage: 128GB
Connectivity: Wifi
包裝隋附內容
 iPad Pro
 USB-C 充電線 (1 米)
 18W USB-C 電源轉換器
2nd generation
Length: 6.53 inches (166 mm)
Diameter: 0.35 inch (8.9 mm)
Weight: 0.73 ounce (20.7
grams)
Connections:Bluetooth

10

Magic Keyboard for 11-inch
iPad Pro (2nd generation)British English
iPad 原裝行貨
7th generation
Finish: Silver
Storage: 128GB
Connectivity: Wifi
*需要 Apple School Manager
Smart Cover for iPad Color: Black
(7th generation)
*以上項目由供應商送貨

20

iPadPro 原裝行貨

iPadPro 原裝行貨

Apple Pencil
原裝行貨

Magic Keyboard
原裝行貨

10

20

70

70

(4)
單價
(元)

(5)
總額
(元)

(B)
項目：

持續保養及支援
(1)
名稱

AppleCare+

AppleCare+

(2)
說明/規格

(3)
數量

AppleCare+ for iPadPro
up to two years of tech
support and accidental
damage coverage
AppleCare+ for iPad
up to two years of tech
support and accidental
damage coverage

20

(4)
單價
(元)

(5)
總額
(元)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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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或服務，
本公司/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品或服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的代表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日期：

簽署：
公司印鑑

不擬投標表格
致：聖公會聖匠小學
本公司不擬承辦 貴校「購買平板電腦服務」。
原因（請在適合的□內加上✔）
：
□ 招標項目不在本公司的供應/服務範圍之內
□ 未能按照截標日期報價
□ 未能安排人手
□ 其他理由(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EL:_________________

FAX: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的公司代表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