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潔 心 林 炳 炎 中 學 
九龍橫頭磡富美街 9號                    電話: 2337-9594    傳真: 2336-3549 
網頁地址: http://www.kitsam.edu.hk        電郵地址: school@kitsam.edu.hk 

 

日期：21.12.2017 

學校編號：2018-2021 學校校服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邀請招標 

承投提供  2018-2021學校校服  

 
1.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物料或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接納 
    部分訂貨，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2. 投標表格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2018 - 2021 學校校服       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九龍橫頭磡富美街 9號 潔心林炳炎中學 校長收啟，並須於 
  2018   年  1   月  17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及不可在招標書封面顯示公司
名稱。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90天，由上述截止截標日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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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 部份(附件一)、投標附表(附件二) 及 利益申報書(附件三)，否則標

書概不受理。 
 

3.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4.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服務時，會以﹡「整批」／「分組」／「分項」形式考慮

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校長 

                          劉瑤紅博士     

謹啟       

                                                          2017  年  12  月 21 日 

競投人須知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

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201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
任何利益，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
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請刪去不適用者 



附件一 

承辦      2018 - 2021學校校服     的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潔心林炳炎中學 

九龍橫頭磡富美街 9號 
 
學校檔號：       2018 - 2021學校校服                                
 
截止截標日期和時間：      17.01.2018        中午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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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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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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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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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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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書文件檢核表 

文件 

(由投標商填寫) (此欄由校方填寫) 

已備妥 

請以表示 

已收妥 

 

1. 投標表格一式兩份 (附件一)   

2. 投標附表一式兩份 (附件二)   

3. 與校方人員的關係和利益聲明書(附件三)   

4. 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副本   

5. 服務內容相關附錄   



附件二 

                                                         潔心林炳炎中學                                                   頁數：1/3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項目編號 物品說明／規格 

(一) 校服 

1.1. 夏季校服 

 

 

 

 

 

 

 

 

 

 

 

 

1.2. 冬季校服 

 

 

(1) 校裙 

用料： 白色的確涼__全精梳(136 X 94) T/C 混棉布 

 成份： 65% polyester ，35% cotton 

顏色及款式：全裡、反領、前後兩個工字褶連身裙。後中開拉鍊，左面有一個內袋，前領底左右附有繫校呔的鈕。配以同色同

質料的腰帶。內連白色全身底裙 (用料:T/C混棉布 96 x 72)。 

 

(2) 校呔 

用料： 100% polyester 

顏色及款式：鮮紅色，領呔上繡有白色「SKS」圖案。 

長度：11.5 吋 

 

 

(1) 恤衫 

用料：白色的確涼__全精梳(136 X 72) T/C 混棉布 

成份：65% polyester ，35%cotton  

顏色及款式：尖領長袖恤衫，領底左右附有繫校呔的鈕。 
 
 
(2) 背心裙 

用料： TR鈄紋絨(340gm / m2) 

成份： 35% Viscose / 65% Poly 

顏色及款式：炭灰色、V領、背心、前後兩個工字褶半裡裙，右邊腰間開拉鍊，左邊有一個內袋。配以同色同質料之腰帶。 

 

 

(3) 校呔 

用料： 100% polyester 

顏色及款式：鮮紅色，領呔上繡有白色「SKS」圖案。 

長度： 25.5吋 



頁數：2/3 

項目編號 物品說明／規格 

 

 

4) 校褸 

用料： 外件──防風抗水複合布 + 混毛格仔絨裡 

         內件── 抓毛 Fleece布 

成份： 外件──100% Poly  +  65% Wool / 35%Cotton 

內件──100% Poly  

 

 顏色及款式：黑色、內裡夾黑、灰、棗紅三色格仔絨；反領、反袖反黑、灰、棗紅三色格仔絨；有內袋； 

             內配可拆式無領抓毛長袖內件(不單獨穿著─ 扣鈕 / 拉鍊)；(反袖長 2吋 2分, 袖內絨布長 6吋。) 

             前幅有 2個直暗袋。配銀色刻有校徽圖案的褸鈕；左襟前繡有校徽。 

(二) 運動服 

2.1. 夏季運動服 

 

 

 

 

 

 

 

 

 

 

2.2. 冬季運動服 

 

 
(1) T恤 

用料： 針織全棉雙珠布 

成份： 100% cotton  

顏色及款式：反領半胸筒 T恤。衫身以白色為主，領及袖邊配以各社別的顏色(紅、藍、綠、黃)，右襟前印有紅色的校徽，鈕

筒中間有兩粒鈕。 

(2) 短褲 

用料： 針織特頭綸珠地雙層布 

成份： 35% cotton / 65% polyester  

顏色及款式：黑色長型運動褲，平腳。褲頭為全橡筋頭，褲管左前下側繡有’KSSS’字樣，兩邊有側袋。 

 

 

長袖運動外套及長褲  

用料：防風抗水Micro Fibre 斜紋布 

成份：100% Poly 

顏色： 運動外套以白、黑及紅為主，左襟前有鮮紅的「KSSS」圖案，黑色運動長褲左右夾紅幼邊。 

款色： A.運動外套全網裡，有領，拉鍊開胸，袖口有橡筋，衫腳為平腳兩邊配彈性索繩，前幅左右兩邊各有直袋配拉鍊一個， 

另配可拆式厚料黑色抓毛背心內件。 

 B.黑色長褲前幅半網裡，橡筋褲頭，直腳，左右外側夾紅色幼邊，左右均有拉鍊褲袋一個，左褲袋下繡有鮮紅的「KSSS」 

        圖案，褲腳為平腳外側配有拉鍊（內有黑色三角布）。 

 



 

頁數：3/3 

 

項目編號 物品說明／規格 

(三) 毛衣 

 

混紡毛衣 

用料： 美麗諾羊毛 12針混毛冷 

成份： 50% Merino Wool / 50% Acrylic 

顏色及款式：灰色，領口及袋口配以紅色邊線，左襟前繡有紅色「SKS」圖案。 

分為：(1) V 領背心， 

(2) V 領長袖毛衣 及 

(3) V 領長袖開胸外套 三種款式。 

 

 

標書簡介會 

 

    投標公司需出席 2018年 1月 3日下午 3:00 分於本校有關以上標書簡介會，未能出席者將不獲考慮其標書，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

校務處關小姐(電話:2337 9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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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服務，本公司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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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簽署：                                      

 



與校方員工關係和利益申報書 
 

敬啟者： 

 

本公司現特此聲明： 

 

I. 關係 

本公司負責人及負責是次投標項目的職工與校方員工 

□ 沒有 任何親屬關係。 

□ 有 親屬關係。 

相關員工姓名及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利益 

本公司負責是次投標項目的職工及本公司與校方員工在個人或業務上 

 

□ 沒有 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財務利益關係。 

□ 有 以下利益關係。 

相關員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所牽涉之利益（請註明其性質及價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本聲明書內任何部份內容有失實地方，校方有權即時終止任何與本公司簽訂的合約而毋須作

出賠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公司名稱及蓋章 

          (姓名：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