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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招標 

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 

 

2.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請勿在招標書封面上顯示公司身份，
否則標書概不受理。信封面請貼附上之投標地址及截標日期標簽： 

 

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截標日期及時間：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正 

 

投標書應寄往香港灣仔愛群道 9 號聖公會鄧肇堅中學，並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中午十二時正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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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3.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填報不擬投標通知書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

的原因。 

 

4.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5. 如有查詢，請聯絡致電本校與楊永盛先生聯絡。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戴德正校長謹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七日 

 

 
 

 

 

 

http://www.tsk.edu.hk/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承辦服務投標表格 

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香港灣仔愛群道 9號) 

  

學校檔號： TSK/2020-21/Lift Maintenance_2021-2023 

  

截標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正 

 

 

第 I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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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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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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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I部分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有效期由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

起，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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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細則 

1. 本校不一定採納任何投標書，即使該投標書索價最低，或根據計分評審法

或公式評審法獲得最高總評分，並有權與中標者商議批出合約的最後條款。 

2. 本校採用以下評分準則審核標書： 

價格(70%)、專業水平(30%：此項將細分為 A.過往經驗、B.技術層面) 

專業水平：30% 

範疇 比重 準則 

 

條件 分數 

 8-10 分 4-7 分 1-3 分 

A. 過往經驗 10% 

 
過往承辦提供服務的項目

，曾提供同類服務的記錄 

極佳 一般 欠佳 

 

 

B. 技術資源 20% 

 
清楚列出技術支援資源 極佳 

 

一般 

 

欠佳 

 

 

 

3. 請詳細閱讀細則及「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要求附表上有關資料，備妥標

書；必須按要求包括以下文件，否則可能不被考慮 (必須一式兩份)： 

4.1 已填妥的投標附表 

4.2 公司 / 機構註冊資料及商業登記、其他相關服務註冊證明書副本 

4.3 公司背景資料 (包括過往同類的記錄及客戶推薦信) 

4. 除非另有說明，報價應以港幣作結算單位。 

5. 承辦商可於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到校視察場地，請

致電 2574 2326與楊永盛先生聯絡。 

6. 承辦商必須嚴守資料保密守則及防止賄賂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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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投標結果：將於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十日或以前通知該公司。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TSK/2020-21/ Lift Maintenance 2021-23) 

投標附表 (須遞交一式兩份) 

 

(1) 

項目 

(2) 

物品說明/規格 

(3) 

價格(港元) 

1 

服務資格 
依照本規格提供全面維修保養

(不包括更換懸吊纜索)，每年

年檢後，負責申領升降機「准

用證」及繳付相關費用。 

2020-2021 

(01/01/2021 – 31/12/2021) 

保養費用： 

每月$___________________ 

每年共$_________________ 

 

2021-2022 

(01/01/2022 – 31/12/2022) 

保養費用： 

每月$___________________ 

每年共$_________________ 

 

2022-2023 

(01/01/2023 – 31/12/2023) 

保養費用： 

每月$___________________ 

每年共$_________________ 

報價公司必須具備認可資格及符合下列要求 

a) 必須為機電工程處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及已在香港註冊五年或以上；及 

b) 如能提供與本校相同機種電梯保養記錄，則獲優先考慮：及 

c) 於過往六個月內並未收到由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處)發出的警告信。 

2 合約期限(三年)：由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3年 12月 31日止 

3 

服務範疇：升降機全責任承包維修保養 

數量：升降機 1部 (人數：21人，載重：1600kg，速度：1.5m/s) 

牌子及機種：OTIS - EP 300 VF 

機齡：約 16年 (位於新翼，由地下至 8樓共停 9層) 

4 升降機 3年全負載測試 

5 

責任： 

a) 負責保存各項裝置工程的工作日誌、提供一份保養工作編程表及每兩星期一次定期保養，包括進行檢

查、清潔、添油及調校 (包括升降機閉路電、對講機及懸吊纜索)  

b) 定期例行檢查 (包括檢驗升降機的電動機、制動器及控制設備、升降通道及升降機機廂的門或閘所有

的聯鎖裝、清理升降機槽垃圾等) 

c) 年度檢驗 (根據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22 條) 每隔不超逾12個月在升降機機廂無負載的情況下測

試其安全設備) 

d) 提供每星期7天，24小時緊急維修服務，並於接到本校通知後60分鐘內到達，如有乘客受困，應於30

分鐘內到達本校進行修理及提供協助。根據《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 618 章）中第 40 條和第 70 

條訂明，如有任何涉及升降機的嚴重事故發生，學校會通知承辦商，當承辦商完成調查後，須根據該

條例的詳細要求，需於知悉該事故後的 24 小時內向學校校長及向機電工程署署長提交書面報告(表格 

LE27)。對於所有重大事故，如學校認為有必要，承辦商須於 48 小時內提交一份重大事故報告。 

e) 升降機公司負責技術員勞工保險、第三者保險及相關保險 

f) 如雙方任何一方有意提前終止合約，須預先三個月前通知對方 

g) 合約期內須依標書上列明價格收費 



6 

懸吊纜索︰更換一整套懸吊纜索(連工包料) 

承辦商須注意這合約不包括懸吊纜索因正常損耗的更換。在需要更換纜索時，本校將承擔更換的費用。

承辦商須承諾為懸吊纜索作出專業及足夠的保養及維修（包括潤滑工作），以令正常損耗減至最低。 

 

# 接管現有裝置 

裝置的維修由現行的維修承辦商進行。由合約生效日期起，中標的註冊升降機承辦商須接收上述責任。中標的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在接管升降

機保養工作時，應確保具備所需技術、資源及取得備用零件的能力，以為升降機進行保養。中標的註冊升降機承辦商必須按照《一般規例》

第 3 條或第 18 條，在不遲於第一次保養工作開始前的 7 日，以表格 LE3 通知機電工程署署長。承辦商接管該等裝置的維修工作後，須對升

降機裝置進行定期測試／詳細檢驗，並於合約生效日起兩星期內向機電工程署提交升降機裝置的測試／檢驗報告。報告的副本應提交本校以

作記錄。 
 
 

專業水平 

A. 現時保養的升降數目(共______________部)  及與本校相同機種電梯保養記錄如下： 

1.  服務年期 (                                  ) 2.  服務年期 (                                  ) 

3.  服務年期 (                                  ) 4.  服務年期 (                                  ) 

 
 
B. 投標公司之技術支援： 

 總分 評分標準 所獲分數 

1. 全職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數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少於 2位得 0分，每多 2位加 1分  

2. 註冊升降機工程人員及合格升降工程人員數目 _________________ 4 少於 10位得 0分，每多 10位加 1分  

3. 持有 ISO9001 証書 (請附副本) 1   

4. 持有 ISO14001:2015 及 OHSAS18001:2007証書   (請附副本) 1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招標上所列物品/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品/服務的差價。 

投標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招標承辦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標書編號: TSK/2020-21/ Lift Maintenance 2021-23) 

 

不擬投標通知書 

 

致：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 

 

 

招標承辦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標書編號：TSK/2020-21/ Lift Maintenance 2021-23 

截標日期：2020年11月23日中午12時正 

 

 

 

有關邀請本公司承投以上項目，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承投，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號） 

 

 未能提供標書所示設備及服務 

 未能達到標書所示要求或規格 

 未能於指定日期提供設備及服務 

 未能於截標限期內遞交標書 

 其他（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 

 
 
 
 
 
 
 
 



 

 

 

 

 

 

 

香港灣仔愛群道9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校長收 

 

 

承投升降機保養服務 

 

截標日期及時間：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正 

 

 

 

學校檔號：TSK/2020-21/ Lift Maintenance 202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