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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承投潔心林炳炎中學 

「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 

 

現特函誠邀 貴公司承投本校「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附表上所列的工程項目。 

 

投標者應以中文填妥附件一、二及三的表格，放置於密封的信封內。信封面請註明 : 承投「英

語智趣園工程計劃」— 投標書。投標者應於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中午12時前，將標書以掛號方

式寄達本校校務處或親身遞交到本校校務處標書收集箱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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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所有附件之投

標表格、報價表及利益申報書，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儘快把本函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

原因(附件四)。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本校與 翁先生聯絡，電話：2337 9594。 

 

 

 

 

潔心林炳炎中學校長 

  

 

劉瑤紅博士 謹啟 

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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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0日中午十二時前交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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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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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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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投 標 表 格 

承投「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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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06-1920 (1-7)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0年4月20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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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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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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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商須在收到接納通知後，兩星期內提交完整設計圖，並完成物料訂購。 

1.2 施工日期暫定 2020/7/2 至 2020/7/31，承辦商需提供工程時間表。 

1.3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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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校方不會提供任何工具予承辦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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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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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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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仟元正。 

同意/不同意 

2.  施工細則︰ 

2.1 臨時保護：施工期間，包工料做智趣園(B011 室)內及外之設施臨時保護工作，如

臨時  

6mm 厚夾板等以作保護。 

2.2 工作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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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項目明細 請圈出適用者 

3.  完成工程： 

4.1 所有標書上的項目已按要求完成。 

4.2 所有電掣、電力裝置及來去水位等能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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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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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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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露線槽須按牆身顏色油油。  

同意/不同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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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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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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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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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例工作守則最新要求。 
同意/不同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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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付款方法: 

10.1 提供詳細設計方案及圖則後，校方支付工程費用 10%。 

10.2 完成工程所需物料訂購後，校方支付工程費用 30%。 

10.3 工程完成及校方滿意後，校方支付 50%工程費用。 

10.4 保固期為期一年。於保固期首三個月後，校方無息發放餘下 10%工程費用。 

同意/不同意 

11.  工程內所有項目的保固期為期一年，電器及傢俱須提供一年到校保養 

 
同意/不同意 

 

 

簽署人：           職銜：       

 

 

 

授權代表：       公司   日期：      

 



教員室改善計劃 

投標表格(須填具一式兩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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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英語智趣園工程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1.  

建築師之設計及建築圖則和裝飾工程 

設計意念需達到以下目的： 

a. 室內需有足夠採光度，牆身及窗戶設計需達至相應效果； 

b. 室內設計除營造一個休閒環境予師生外，還需兼容以下使

用目的: 

1. 電子學習； 

2. 切合教師授課、學生學習、展示設計及表演； 

3. 閱讀圖書之儲存(可儲存推介圖書供學生自由閱讀) ； 

4. 設計不應涉及建築物結構性改變； 

 

配合上述設計要求，裝飾工程包括： 

1. 可靈活轉換房間設置供攝錄或教學用途； 

2. 安置布簾幕以配合主題拍攝用途； 

3. 優化現有之窗戶； 

4. 優化照明系統； 

5. 室外牆身美化圖案 

6. 其他（如有） 

1 項   

2.  拆除、清理及平整工程(如:插座、電掣裝置、喉管、傢俱等) 1 項   

3.  

油漆工程(需剷底及批灰，油漆物料需防潮防霉及低甲醇): 

a. 室內牆身 

b. 室內天花 

c. 室外牆身 

d. 其它(如有) 

1 項   

4.  

電力工程： 

a. 房間需預留位置為二十部平板電腦提供充電電源 

b. 房間需預留位置為三部手提電腦及 2 部攝錄機提供電源 

c. 房間需預留位置為 1部互動投影機及 1部投影白板提供電

源，並配合協調安裝時間 

d. 房間需預留位置為 2 部冷氣機提供電源 

e. 房間需預留足夠位置供其他電器日常使用 

f. 其它(如有) 

1 項   

5.  

電器工程： 

a. 房間新裝 2 部變頻式冷氣機(每部不少於 3 匹) 

b. 房間加裝適量之掛牆扇或樓底扇 

c. 房間加裝足夠之換氣系統(需低噪音) 

d. 將現有的影音及 WIFI 設備位置重整 

e. 其它(如有) 

1 項   

6.  

傢俬工程(房間除書櫃及儲物櫃，其它傢俬盡量可以移動，以配

合房間使用) ： 

a. 訂造足夠容量之書櫃及儲物櫃 

b. 為房間設置一個咖啡角(如有水吧及梳化座位等)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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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英語智趣園工程 數量 單價(港元) 總額(港元) 

c. 需提供不少於供 20 個學生同時使用及可搬動的枱及椅 

d. 更換符合房間設計之門 

e. 因應項目(1)設計理念，添置合適的傢俬 

f. 其它(如有) 

7.  
地台工程： 

a. 新鋪地面(物料以耐用及易打理為先) 

1 項   

8.  

水喉工程： 

a. 如房間設計上需要水源，需接駁來去水喉 

 

1 項   

9.  

雜項工程： 

a. 保護工作(包圍街板) 

b. 清理所有工程廢料 

c. 保險費用 

d. 其它(如有) 

1 項   



 

備註 

1.  1.1 以上工程全為連工包料及設計價格。 

1.2 以上工程需要提供工程所需之材料規格及各項施工圖則。 

1.3 以上工程需提供施工計劃書及工程延誤之處理細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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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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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以上工程完工包清潔及清理泥頭雜物。 

1.7  以上工程要提供保養及維修細則(如有) 。 

1.8  投標者需持有效商業登記證/公司註冊證明及提供副本。 

1.9  投標者持有電力及水喉承辦商牌照及提交副本証明書。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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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以上工程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下的附屬規例所訂的標

 準。 

1.12 承辦商須在收到接納通知後，兩星期內提交完整設計圖， 

     並完成物料訂購。 

1.13 以上施工日期暫定為 2020 年 7 月 2 日 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 

 

   

 

標書簡介會及場地視察 
    投標公司需出席 2020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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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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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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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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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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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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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06-1920 (1-7)   

服務項目：「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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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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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趣園 (B010 室) 設計圖則  

2 物料清單  

3 施工計劃書  

4 其他，如: 油漆工程範圍及用料、傢俱立體設計圖及用料、電掣數量及位置及用料等  

 

 

 

 



 

請將投標書寄回下列地址： 

 
 

九龍橫頭磡富美街 9 號 
潔心林炳炎中學 
校長收 
 

「 英語智趣園工程計劃」投標書 

截止報價日期：2020 年 4 月 20 

 

日中午十二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