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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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編號：KSSS-T007-2021(1-8) 

 

執事先生： 

邀請招標 

承投提供「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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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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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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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須於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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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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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招標承投服務時，會以「整批」或「部份」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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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公司細閱[防止賄賂條例及與校方員工關係和利益申報書須知](附件三)並填妥有關申報書
後，連同招標交回本校。 

 

            

校長 劉瑤紅博士 謹啟 

二零二一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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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投標者須知 

1.1.  投標者必須符合下列要求，其標書方獲校方考慮。 

(a) 持有效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明； 

(b) 具相關工程的經驗； 

(c) 持有電業承辦商註冊證明書及水喉承辦商牌照； 

(d) 不可把該項工程直接外判於第三者公司。 

(e) 財政狀況良好。 

*(a)、(b)及(c)三項，須連同標書一併提交副本，接納標書後須出示正本核實。 

 

1.2.  投標者必須填寫標書文件，即附件一、二、三，並須依據標書內容分列報價。如有補充資料，

請另頁填報並須蓋上公司印章。標書資料不全，一概不予考慮。 

 

1.3.  投標者必須於截止日：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前交回。投標者必須將標書連同

有關文件整套密封放於公文袋內，封面須清楚註明「承投「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項目」。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該公司的身份。一切逾時遞交及不合規格的標書，概不受理。任何

標書如以其他方法提交而遺失，校方概不負責。 

 

1.4.  若在截止當日中午十二時前政府發出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訊號或黑色暴雨警告，截止日

期和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包括星期六)的中午十二時正。 

 

1.5.  投標公司需出席 2021年 4月 12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於本校有關以上標書簡介會。如有任

何查詢，請聯絡校務處翁先生(電話:2337 9594)。 
 

1.6.  校方有絕對權利合理地選擇信譽良好之工程公司，承辦本校是次的工程，並不一定採納標價

最低的標書或任何一份標書。 

 

1.7.  標書在截止日期過後 90 天內仍然有效。 

 

1.8.  供貨及工程延誤罰則：承建商如未能於預期施工日數內完成所有傢具供應及工程項目，須每

日曆天罰款港幣$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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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標 表 格 

承投「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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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方填寫)：KSSS-2021-T007(1-8)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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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校方所提供的細則，提供報價指引上所列項目的服務，而交貨期限已於正式訂單上註明。下方簽署

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如已在香港標準規格內有所訂明，則須符合該等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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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或任何一份標書，並在標書有效

期內，採納某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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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補償保險、第三

者責任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或觸犯香港法例。 

 

 

第 II 部份(再行確定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標書的第 I 部份，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標書有效期由2021年4月29日起計為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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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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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工程內容報價表一式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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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業承辦商註冊證明書及水喉承辦商牌照副本   

6. 相關工程的經驗列表   

7. 工程內容相關附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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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同意書 

 

在填寫標書前，承辦商須閱讀並簽署此同意書。如承辦商不同意下列項目，校方將不會考慮其標書。 

 

項目 項目明細 請圈出適用者 

1.  工程的時間： 

1.1 施工日期 21/06/2021 至 20/08/2021，承辦商需提供工程時間表。 

1.2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1.3 如承辦商需於星期日進行工程，需預先向校方及有關政府部門申請，但並不保

 證星期日可進行工程。 

1.4 校方不會提供任何工具予承辦商。 

1.5 承辦商必須購買足夠的保險，包括工程第三者意外保險、勞工保險。  

1.6 承辦商必須確保工程符合香港相關法例及要求，包括(但不限於)︰最低工資、

 消防、電力系統…等。  

1.7 承辦商需在上述指定日程內完成整個工程。逾期罰款為每日曆天四仟元正。 

同意/不同意 

2.  施工細則︰ 

2.1 臨時保護：施工期間，包工料做妥校務處內及外之設施臨時保護工作，如臨時 6mm 

 厚夾板等以作保護。須保護物品包括校務處內的伺服器櫃及其他留用傢電。 

2.2 工作台(如需)：承辦商將提供棚架予工人施工，包工料搭/拆有關之工作台。 

2.3 所有傢俱製作前必須先交設計圖，待校方批准後才可生產傢俱。 

2.4 所有材料須說明牌子、用料或相關資料。 

2.5 施工時，包工料做妥工程範圍及運輸通道之一切安全措施及保護工作，並需於每

 日完工後做妥清潔工作。建議承辦商在工程期間提供工業用吸塵機能更有效做妥

 清潔工作。 

2.6 若附近住宅因噪音問題，要求即日停工，承辦商不得異議。 

2.7 臨時水電設備，由承辦商自行接駁。 

2.8 所有工程項目若分期進行，本校可以依照進度或其它因素而作出修改，承辦商不

 得異議。 

2.9 承辦商必須派最少 1 名打理人進駐地盤負責管理地盤的安全及聯絡等工作。提交

 手提電話號碼，每天用 WhatsApp 及相片滙報進度。 

2.10 除該項目特別聲明外，總工程費用已包括所有項目及會牽涉的費用，例如設

 計製圖費、製作費、材料費、運輸費、安裝費、測試費、廢料處理費及保費等等。 

同意/不同意 

3.  校方有權要求中標承辦商於中標後二十日內提供「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各位置之設

計圖。校方滿意設計及校務處工作間圖版後，才可啟動生產。 
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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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項目明細 請圈出適用者 

4.  完成工程： 

4.1 所有標書上的項目已按要求完成。 

4.2 所有工程範圍涉及之電力裝置及來去水位能正常運作。 

4.3 所有傢俬項目均已完工並能正常使用。 

4.4 所有工程廢料已清離校園範圍，並合法棄置。 

4.5 有關完成工程及正常運作的標準如有爭議，均以校方意見為準。 

4.6 完工後，電業承辦商須負責簽發完工證明書(WR1)，並提交單線電路圖及持牌水喉

 匠簽發的證明書。 

同意/不同意 

5.  5.1 除校方指定要求外，承辦商不可拆除或廢除牆身原有蘇位或電掣位。 

5.2 如承辦商需改動原有蘇位或電掣位置以便安裝傢俱，需預先與校方商討。 

5.3 校務處須拉線作供電。拉線須避免橫越走廊位置，電線須用線槽裝好。外

 露線槽須按牆身顏色油油。  

同意/不同意 

6.  所有電器應避免超負荷電力設計，如有電器需使用獨立保險絲，應選用獨立保險絲。 同意/不同意 

7.  校方不會負責任何工程保險項目。承辦商必須自行購買所有工程有關的保險。 同意/不同意 

8.  如承辦商施工的工程進度不理想，校方多次勸告下仍然沒有改善，校方有權終止合約，

承辦商並需要賠償校方在時間上和金錢上的損失。 
同意/不同意 

9.  工程必須符合政府相關建築及水電工條例。 

所有電力工程需合乎香港法例要求及機電工程署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最新版。 
同意/不同意 

10.  所有蘇位的確實位置，中標後由校方與承辦商開會作實。 同意/不同意 

11.  付款方法: 

11.1 提交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之設計圖和工作間圖版後，校方支付工程費用 20%。 

11.2 校務處完成地台後，校方支付工程費用 30%。 

11.3 工程完成及校方滿意後，校方支付 45%工程費用。 

11.4 保固期為期一年，於保固期後，校方無息發放餘下 5%工程費用。 

同意/不同意 

12.  所有傢俱及電器需要提供一年品質保養(人工及非人為損毀物料)，另加二年人工保養(須

備存足夠物料或配件以供更換及維修。) 
同意/不同意 

 

 

 

 

簽署人：           職銜：       

 

 

 

授權代表：       公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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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投標表格(須填具一式兩份) 

(1) (2) (3) (4) (5) 

編號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I.清拆及清走工程 

1.  

清拆及清走校務處櫃檯的櫃牆、清拆及重開玻璃磚窗和 清拆及重舖

地台： 

1.1 承辦商須確保清拆項目方法不會影響樓宇結構及符合建築條例

(參考圖則 A)。 

1.2 清拆後需重置原先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廣播擴音器及喉管。 

原先附於牆上的閉路電視和電器在拆除後需重置於校務處。 

1.3 廢料不可棄置於本校，須合法運走及處理棄置的廢料。 

1.4 承辦商清拆櫃牆和磚牆後，須負責修補原有地台及牆腳線。 

1.5 承辦商必須將地台修補範圍及用料詳列於(附錄一 A) 。 

 

1 項   

2.  

清拆及清走室內壁報板、辦公桌、傢俱、窗簾及校務處和校長室房

門…等(需配合校方留用傢俱及電器清單) 

2.1 廢料不可棄置於本校，須合法運走及處理棄置的廢料。 

2.2 部份傢俱將搬往校方指定場所，搬運程序由承辦商負責。 

2.3 修補牆身/天花，填補物料使其表面平整光滑。 

2.4 全室美化牆身及天花油漆工程，油上底漆一層及面漆兩層，顏

 色為 校方指定，乳膠漆需註明品牌及型號，底漆及面漆必須低

 氣味防霉防水、無 VOC 及抗甲醛成份。 

2.5 承辦商必須把油漆工程範圍詳列於(附錄一 B) 。 

2.6 提供最少一個校務處設計圖則。在拆除校務處磚牆和櫃牆後，

承辦商須於地台開線，模擬校務處及其他傢俱的擺放位置，以

証明設計圖則的可行性。 

 

1 項   

3.  

重置掛牆伺服器櫃組至指定位置 (如需) 

3.1 於指定位置重置 12U 伺服器櫃組。 

3.2 拆除不需要的網絡或電線槽。 

3.3 供應及安裝修飾櫃門收藏 12U 伺服器櫃線。 

3.4 工程期間，承辦商必須提供措施保護伺服器櫃，確保伺服器能

運作正常。 

 

1 項   

II.承造校務處裝修工程           

1.  

改裝校務處及校長室門(按消防條例要求) 

1.1 盡量減少影响校務處及校長室可用空間。(參考圖則 A) 

1.2 承辦商必須附上校務處及校長室門改裝建議圖則(附錄二) 

 

6 道   

2.  

供應及安裝校務處辦公檯工作間連枱面書架： 

2.1 近校長室門外兩組辦公檯工作間需較大，且有足夠儲存文件空 

間。 

2.2 屏風櫃約為 1.3 米高，包括不少於 10 厘米透明間隔於頂端位置。 

 屏風含走線槽設備及 EVA 拮板。 

6 組 

(2 組較

大)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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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編號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2.3 辦公檯備有孖蘇位，所有電掣含獨立開關。 

2.4 辦公檯下要有鎖抽屜、柜桶和 文件櫃。 

2.5 承辦商必須提供至少一個 L 型辦公檯設計圖。 

2.6 辦公檯採用 6 分厚實木夾板或，富美家或同等木紋膠板飾

 面，欅木線封邊，書桌面有 1 分厚玻璃。 

2.7 符合職安健要求的網背油壓連升降扶手職員椅。 

2.8  承辦商必須附上辦公檯工作間連枱面書架建議圖則(附錄三) 

 

3. 

供應及安裝校務處櫃枱、中央及兩邊牆邊之文件組合櫃 

3.1 採用 6 分厚實木夾板，富美家或同等木紋膠板飾面，櫃內造白

色膠板，欅木線封邊。 

3.2 每櫃包含適量活動層板，每個層板高度及深度至少可容納

 一個 A4 文件盒。 

3.3 預保留至少 900mm 闊度於主要走廊通道。 

3.4 承辦商須根據上述要求，自行量度公用櫃尺寸。必須附上

 適用組合櫃設計圖並提供尺寸及使用物料於(附錄四 A) 

 

1 項   

4. 

供應及設計入口訪客休息位置連傢俱及相關設施 

4.1 供應及安裝坐椅。 

4.2  供應及安裝適切裝置。 

4.3 承辦商自行計算各傢俱及裝置的尺寸，必須附上各項傢俱及裝

置設計圖，並提供尺寸及使用物料於(附錄五)。 

4.4 在安裝上述編號 2 –4 的辦公檯工作間、書櫃及傢俱時，如需

 拆除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及喉管，承辦商須找合適位置重置

 原先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及喉管。 

 

1 項   

5. 

供應及安裝/接駁各通訊系統 

5.1 新造門口對講機。 

5.2 在指定位置安裝原有的通訊系統，並接駁學校現有廣播

 系統。 

5.3 預留位置及電線位置，以讓校方可安裝至少 5 部電話機及接駁

學校 現有電話系統。 

5.4 在指定位置安裝網絡位。 

5.5 承辦商必須附上門口對講機、電話及網絡位安裝位置圖於(附錄

六)。 

 

1 項   

6. 

供應及新增天花光管及通風裝置(如有需要) 

6.1 室內有充足照明設備，標準辦公室之桌面照明應設定為

 500 Lux，唯需符合最新《屋宇裝備裝置能源效益實務守則》 

 有關照明功率密度的規定。 

6.2 室內有充足通風裝置，確保每個座位空氣流通。 

6.3 承辦商(如有需要)自行計算光管及通風裝置數量，必須附上光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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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編號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管及通風裝置款式及、安裝位置及開關安裝位置圖於(附錄七)。 

7. 

供應及安裝辦公檯孖蘇位 

7.1 承辦商須根據下列校本需要，安裝所需 13A 孖蘇。 

7.2 每個辦公檯需要一個孖蘇位。 

7.3 孖蘇位主要用途：手提電腦及一般文儀電腦周邊設備，所有電

 掣含獨立開關。 

7.4 鋪設電線要求：不妨礙學校設施、易於修補、耐用及安全

 為原則。 

7.5 承辦商可提供多於一款設計圖以符合校本需要。 

7.6 承辦商必須將自行估算孖蘇數量及位置詳列於(附錄八 A) 

 

1 項   

8. 

供應及安裝公用孖蘇位 

8.1 承辦商須根據下列校本需要，安裝所需 13A 孖蘇。 

8.2 公用設備包括： 

 廣播系統(近校長室門外)、影印機、打印機及碎紙機、3 部冷氣機

(分體/窗口)及抽氣扇。 

8.3 所有電掣含獨立開關。 

8.4 承辦商必須將預計的孖蘇數量及位置詳列於(附錄八 B)。 

8.5 承辦商必須附上電線鋪設設計圖於(附錄八 C) 。 

 

1 項   

9. 

供應及安裝冷氣(分體機)及抽氣設備 

9.1 更換現有冷氣及抽氣設備。 

9.2 新安裝冷氣及抽氣設備。 

9.3  承辦商需確保冷氣開啓後室內各位置平均室溫能維持於 23C。 

9.4 承辦商須按面積建議冷氣機數量及匹數，並提供安裝冷氣

 、導風板(如有需要)及抽氣設備位置詳列於(附錄九) 。 

 

1 項   

III. 優化校園計劃 (雨操場) 

10. 

供應隨拆隨收的學生活動桌椅 

10.1 承辦商自行計算各傢俱及裝置的尺寸，必須附上各項傢俱及裝

置設計圖，並提供尺寸及使用物料於(附錄五)。 

10.2 承辦商須按校方指示位置建議加裝數量。 

 

1 項   

IV. 優化校園計劃 (體育角) 

11. 

體育及四社儲物角供應及安裝牆櫃和層架 

11.1 重新安裝體育儲物角有鎖敞門。 

11.2 重新設計及安裝儲物層架。 

11.3 重新設計及安裝四社高身上下兩層連門有鎖牆櫃 (承辦商建議 

設計、門面和櫃物料，櫃內造白色膠板，木線封邊)。 

11.4 以上 11.1-11.3 項裝置需固定和防水防銹防蟲。 

11.5 承辦商須根據上述要求，自行量度公用櫃尺寸。必須附上

 牆櫃設計圖並提供尺寸及使用物料於(附錄四 C) 

11.6 裝置時，如需拆除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及喉管，承辦商須找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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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編號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合適位置重置原先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及喉管。 

11.7 清拆及清走舊有儲物櫃和廢料。 

11.8 修補牆身/天花，填補物料使其表面平整光滑。清拆後需重置原

先附於牆上的電箱、電掣、廣播擴音器及喉管(如需)。 

 

備註 

12. 

12.1  以上工程全為連工包料及設計價格。 

12.2  以上工程需要提供工程所需之材料規料及各項施工圖則。 

12.3  以上工程需提供施工計劃書及工程延誤之處理細則。 

12.4  承辦商在中標後需提供最少一個設計圖或樣板(不額外收 

費)以供設計修改之用。 

12.5  所有傢俱製作、電力裝置、選用物料，必須先交設計圖，  

待校方同意簽名蓋印後方可進行。 

12.6  所有傢俱及電器需要提供一年品質保養(人工及非人為損  

毀物料)，另加二年人工保養(須備存足夠物料或配件以供   

更換及維修。) 

12.7  以上工程完工包清潔及清理泥頭雜物。 

12.8  以上工程要提供保養及維修細則(如有) 。 

12.9  投標者需持有效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明及提供副本。 

12.10 投標者持有電力及水喉承辦商牌照及提交副本証明書。 

12.11 以上工程提供有效之勞工保險及第三者工程保險證明文件  

方可開始工程，並在當眼處貼出。 

12.12 以上工程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下的附屬規例所訂的標  

準。 

12.13 以上 I-III 工程施工日期為 2021 年 6 月 21 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並於 2021 年 8 月 20 日或前完工。第 IV 項約於 2021 年 7 月

19 日開始施工，並須於 2021 年 8 月 14 日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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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簡介會及場地視察 

 

    投標公司需出席 2021年 4月 12日(星期一)上午 10時於本校有關以上標書簡介會及場地視察。

如欲於其他時間視察場地，需預先向校方預約，但並不保證能安排所指定時間。 

 

    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校務處翁先生(電話:2337 9594)。 

 

評審準則：本校評審上述項目之標書時，會以以下準則作為評審重點： 

1) 上述項目之投標價 

2) 投標項目的詳盡資料，設計圖的特色及應用 

3) 投標項目選用的材料 

4) 投標公司的服務經驗 

5) 諮詢曾服務之學校/機構名單作參考。 

6) 提供設計及承造方案的可行性及實用性 

7) 提供質素保證及準時完工之保證方案 

完 

 

 
標書內容，如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校務處翁先生(電話:2337 9594)。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投標書上所列物料或服務，本公司/

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代表姓名及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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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賄賂條例及與校方員工關係和利益申報書須知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管理層或員工接受供應商提供的利益，

或供應商向學校管理層或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

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投標者、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家教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招

標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 

 

3. 學校管理層或員工或供應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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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有權即時撤銷有關合約。 

 

4. 請填妥背頁之「與校方員工關係和利益申報書」，並連同標書交回本校。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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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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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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 貴公司／ 機構無意／未能對有關標書作出回標，請填寫以下通知書，並寄回以下地址給本 

校，以作記錄。 

 

 

「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不回標通知書 

致：潔心林炳炎中學 

九龍橫頭磡富美街9號 

學校檔案編號: KSSS-2021-T007(1-8)   

服務項目：「優化校務處及校園計劃」 

本公司／機構因以下原因不會／未能對上述標書作出報價： 

 

 有關服務項目類別不適合本公司／機構 

 

 

沒有足夠時間作出報價(請列明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原因(請列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公司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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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清單及參考資料 

 

承辦商必須完成以下所有文件，連同標書一並寄回本校。此清單僅用於協助承辦商於提交標書前檢示所需附

錄。承辦商必須完成以下所有項目，並連同標書一併提交，否則校方不會考慮其標書。附錄詳情以標書內容為

準。 

 

項目 明細 已完成 

1 校務處設計圖則  

2 雨操場牆櫃設計圖則  

3 體育角儲物角設計圖則  

4 施工計劃書  

5 附錄一 A:修補地台及牆腳線的範圍及用料 

附錄一 B:油漆工程範圍及用料 

 

6 附錄二:校務處及校長室門改裝建議圖則  

7 附錄三:辦公檯工作間立體設計圖及職員椅圖樣及用料  

8 附錄四 A:組合櫃立體設計圖(高身及半身)及用料 

附錄四 B:學生活動中心供應及安裝牆櫃 

附錄四 C:體育及四社儲物角牆櫃和層架 

 

9 附錄五:入口訪客休息位置設計圖及使用物料，坐椅及窗簾之尺寸及使用物料  

10 附錄六:對講機、廣播擴音機、電話及網絡位安裝位置圖及用料  

11 附錄七:新增光管及通風裝置安裝位置及開關安裝位置圖及用料  

12 附錄八 A:辦公檯孖蘇數量及位置及用料 

附錄八 B:公用孖蘇位數量及位置及用料 

附錄八 C:電線鋪設設計圖及用料 

 

13 附錄九:安裝冷氣(分體式)及抽氣設備建議數量、匹數及安裝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