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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供應及安裝禮堂 LED 幕牆及音響工程 
(投標商不可在投標文件封面上顯示  貴公司的身份 ) 

 

學校檔號：  AUDIO/LEDWALL/2021 日期：  21/4/2021 

執事先生：  

 

承投供應及安裝禮堂LED幕牆及音響工程  

 

本校招商承投供應及安裝禮堂 LED 幕牆及音響工程，特此誠邀各承

辦商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1. 投標表格及其他交回之附件必須正本一式兩份，否則投標資格會被取

消，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供應及安裝禮堂LED幕牆及音響工程項目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青衣牙鷹洲街 12號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校務處，並須於

2021 年  5  月  12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

理。若截標當天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暴雨警告或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截標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星期六、星期日

和公眾假期除外 )中午十二時。並請注意投標信封面不得寫上投標者的身

分。投標者如在密封信封上披露身份，投標資格會被取消。投標書有效期

為 18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18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

標可視作落選論。另請注意，每位投標者只可對本項目遞交一次及一式之

標書，而投標者亦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部分及投標附表內容，否則標書

概不受理。  

2. 各投標表格及附件內容，如需修改，必須用原子筆畫線刪去錯處，並在

旁更正，及加上負責人簽名與公司印章，茲證明投標者核實修改內容。並

請留意同一內容不能多於一次修改，如有需要，請投標者於標期內登入本

校網頁：www.yenching.edu.hk  下載相關的標書文件及表格重新填寫。投

標者不可使用塗改液或改錯帶覆蓋內文，如有違規，投標書將被作廢。  

3. 承辦商如需現場視察，請於 2021年 4月 30日下午 2時正到達本校二樓禮堂

出席標書簡介會，如有疑問，可致電本校與校務處譚小姐查詢 (電話﹕ 2387 

9988)。  

 

http://www.yen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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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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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或「部分」形式考

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本校有權選取任何一份或部份標書，而不限於最低

價格者。  

6. 為確保服務質素，請注意下列各項：  

(a)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分判、轉讓或出讓

或處置合約或其任何部分或下述任何權利及義務。  

(b)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

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如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

分工作或服務，承辦商便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法團校董會

審批。法團校董會保留權利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合約的條款及條

件。  

(c)  若承辦商即使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訂立分判合約，仍須承擔全

部責任，不可免除下述任何義務，並須就次承辦商、其僱員及代

理人的作為、失責或疏忽行為負責。  

7.  投標者付予受其僱用以執行合約的本地工人的每月工資如低於香港政

府所訂的最低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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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承辦商若因服務所需安排工作人員提供服務，須為其工作購買合適保

險。  

9.競投人、其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學校僱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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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學校法團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不

得在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如有違

反，會遭受紀律處分，而本校亦會考慮向廉署舉報，假若   貴公司遇有本

校教職員索取利益，請盡促通知本人。  

11.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投標者派員向本校教務委員會講解及闡釋投

標書內所列內容，但評核仍以投標書內容為準。  

12.本校只接受以公司名義者投標，並須持有有效商業登記證。請附上該有

效登記證副本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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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校將考慮投標者所提供之服務質素為重點，並保留選擇供應商 /承辦

商之最終決定權。任何投標表格及有關文件一概不會發還。  

14.投標者必須確保擬備標書的過程並無涉及與任何其他人就價格、入標程

序或任何標書條款等，作任何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下

文的不合謀投標確認書第 3 段中所述者除外）。如任何投標者違反本條款，

本校保留將該名投標者提交的標書作廢及追討損害賠償的權利。  

15.圍標本質上違反競爭，在《競爭條例》（第 619 章）下屬嚴重反競爭行

為。從事圍標行為的投標者或須根據《競爭條例》承擔被判處罰款的法律

責任及其他制裁。  

16.投標者在提交標書時，須連同一份由其獲授權人士簽署的不合謀投標確

認書，提交予本校。  

 

 

 

 

 

 

 

 

 

 

 

2021 年  4  月  21 日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夏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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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表格  

承投  供應及安裝禮堂 LED 幕牆及音響工程  

學校名稱及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學校檔號：            AUDIO/LEDWALL/2021           

截標日期  /  時間：     2021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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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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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期

內，採納某份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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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12 日起計為 18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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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女士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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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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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第4、5和6項須由供應商填寫) 

(1)  

項目

編號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所需 

數量  

(4)  

單價  

(港元)  

(5)  

總價  

(港元)  

(6)  

確定訂單後

至完成送貨

需要時間 

(一) 供應及安裝LED 幕牆工程要求 

1 制作一幅 5.76米 X 3.2米 P2.5 LED 

Wall 

LED WALL 規格 

• Led Pixel Pitch : 2.5mm 

 Led Type : SMD 2020 (Reduce 70% 

Harmful Blue light LED used and 

certified by Hong Kong Laboratory, 

official report for verification) 

• LED Resolution : 128*64 Dots 

• Led Colors : 1R 1G 1B 

• Drive Mode : ICN2053IC 

• Color Temperature : 2000K～9500K, 

adjustable 

• Brightness : 800 cd / sqm 

• Viewing Angle : 170°/150° 

• Best Viewing Distance : 2.5m or above 

• Frequency : 60 Hz 

• Refresh Rate : 3840 Hz 

• Life Time : 100000 H 

• Control Mode : Synchronous control 

mode 

1 JOB 牌子﹕ 

 

 

型號﹕ 

 

 

單價﹕HK$ 

 

 

HK$  

2. 視頻處理器 

4進 4出  

-  預載資訊發佈軟件, 軟件必須能在

MAC OS , PC 及 Android上都能使用 

- Support PC and MAC OS 

- Preview 

- Unlimited Custom Split Screen Layout 

- Schedule Playlist 

- Support Format 

-- Video (.mp4) 

-- Picture (.png | .jpeg) 

- Logo Overlay (transparent background) 

1 JOB 牌子﹕ 

 

 

型號﹕ 

 

 

單價﹕HK$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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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 RSS Player (Windows) 

- Internet Browser 

- Rich Text 

- Clock 

- IFTTT 

- Reboot Conditions Setting 

3. 電力工程 

從配電箱拉電 

1 JOB 單價﹕HK$ 

 

HK$  

4. LED WALL 安裝 

立地安裝 

1 JOB 單價﹕HK$ 

 

HK$  

5. 保養 

2年上門保養服務 

1 JOB 單價﹕HK$ 

 

HK$  

例檢 

每 3個月到校檢查整幅 LED WALL , 並

更換每顆有問題 LED 燈珠 

2年保

養期內 

能，保養費用已包括  

能，額外支付 HK$_____________       

不能 

(二) 供應及安裝音響要求 

1. Audio System 

- 48 channel / 36 bus Digital Mixer x 1pc 

- 16 XLR Input / 

8 XLR Output - 48kHz on board I/O Box 

x1pc 

- 15 inch 2 X way Passive Speaker x 4pcs 

-Speaker Mount x 4pcs 

- 8 Channel Class D Amplifier x 2pcs 

- Passive Subwoofer x 2pcs 

- 2 x way Passive Speaker x 2pcs 

-Cables and Connectors 

-Audio System - Installation and Tuning 

1 JOB 牌子﹕ 

 

 

型號﹕ 

 

 

 

HK$  

2. 保養 

2年上門保養服務 

1 JOB 單價﹕HK$ 

 

HK$  

(三) 供應及安裝燈光要求 

1. Lighting 

- A Lighting Console x 1pc 

-Led Wash Stage Light 200W x 2pcs 

-Led Profile Stage Light 450W x 2pcs 

-Lighting Mount x 2pcs 

-Cables and Connectors 

1 JOB 牌子﹕ 

 

 

型號﹕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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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ing Equipment Installation and 

Tuning 

 

2. 保養 

2年上門保養服務 

1 JOB 單價﹕HK$ 

 

HK$  

總價﹕ HK$ 

 

 

注意事項﹕ 

1. 以上各項必須由承辦商提供安裝、測試及送貨服務。 

2. 承投標書之公司必須持有相關工程所需之牌照，如電牌、小型工程註冊証証明，標書亦需連同相關

証明之副本文件交回。 

3.  請在標書中附加近五年的工作參考，並填妥上表，否則該標書將不獲考慮。另如有附注，請另紙詳

列。 

4.  請提供有關產品及裝修物料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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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須負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投標者: 

 

  

 
  

公司印鑑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先生/

女士 簽署﹕ 

 

日期: 

(請以正楷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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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致：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敬啓者：   

 

承辦供應及安裝禮堂 LED 幕牆及音響工程  

的不合謀投標確認書  

 

1.  我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投標者姓名／名稱），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者地址），現就是次招標有關合約及我們就是次招標所作的投標

作出以下陳述。   

 

不合謀   

2. 我們就是次招標作出如下陳述及保證：   

(a)  我們的標書乃真誠、獨立地撰寫，而提交標書的用意是於獲批合

約時履行有關合約；   

(b)  我們擬備標書，並無與任何人士（包括任何其他投標者或競爭對  

手）就下列事項作出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   

i )   價格；  

i i )   計算價格所用的方法、因素或公式；   

i i i ) 入標或不入標的意向或決定；   

iv)  撤回投標的意向或決定；   

v)  提交不符合是次招標要求的標書；   

vi)  是次招標涉及的產品或服務的質素、數量、規格或交付詳  

情；及   

vi i)  標書的條款；   

而我們亦承諾，在有關合約批出之前，我們不會作出或從事上述任何

行為。   

 

3.   與下列各方的協議、安排、溝通、諒解、許諾或承諾，不受本確認書

2(b) 段所限：   

(a)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b)  聯營企業夥伴，而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亦獲通知有關聯營安排

的情況；   

(c)  顧問或分判商，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顧  

問安排或分判合約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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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專業顧問，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及只限於供該名顧問就是次  

招標提供其專業意見所需的資料；   

(e)  為獲得保險報價而聯絡的承保人或經紀，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  

密及只限於促成該特定保險安排所需的資料；及   

(f)   為就有關合約獲得融資而聯絡的銀行，但有關溝通必須嚴格保密  

及只限於促成該次融資所需的資料。   

 

披露分判安排   

4.  我們明白，我們必須向（採購一方）披露是次招標準備作出的所有分

判  安排，包括在有關合約批出後才訂立的分判安排。我們保證，我們

一直  及將會繼續向（採購一方）妥善披露有關安排。   

 

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的後果   

5.  我們明白，如違反或不遵守本確認書内的任何保證或承諾，（採購一  

方）可運用其酌情權將我們的標書作廢、在其日後的招標中將我們剔

除  於招標名單以外、向我們追討損害賠償或其他形式的補救（包括但

不限  於因延誤、重新招標產生的成本及費用和所招致的其他成本的損

害賠  償），及／或終止有關合約（如我們獲批有關合約）。   

 

6.   根據《競爭條例》，圍標屬嚴重反競爭行為。我們明白（採購一方）可  

運用其酌情權，向競爭事務委員會（「競委會」）  舉報所有懷疑圍標的  

情況，並向競委會提供任何有關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我們的標書資料

及  個人資料。   

 

代行和代表（投標者）簽署  

 

簽署：   

姓名：   

職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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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標書評分制度  及  強制規定  

本校使用本評分制度來評估標書。品質評估及價格評估會分別獲給予得分

比重 (50%及 50%)。評分制度包括以下四個階段：  

(1)  第一階段  -  強制規定評審階段  

在第一階段，學校將會評估標書是否符合「投標附表」的所有強制規定。

標書如未能符合強制規定／未有遞交所有文件正本一式兩份／在密封

信封上披露身分／標書內容使用塗改液或改錯帶／在必須修改的位置

未有負責人簽名及公司蓋章以核實修改之內容，將會被取消資格，不准

進入第二階段接受評估。  

(2)  第二階段  -  品質評審階段  

在第二階段，通過第一階段強制規定的標書會根據投標者在「投標附表」

內的服務內容及範圍、經驗等進行品質評估。若最高的品質分數為﹕ 100

分，而標書必須取得整體及格分數﹕ 50 分，否則標書將不會繼續獲得

考慮。取得及格分數的標書，其品質得分會按下列公式計算：  

第二階段得分  = 50 X 
該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所得的品質評分  

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高的品質評分  

(3)  第三階段  -  價格評審階段  

在第三階段，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其價格建議書會獲得評估。出

價最低的標書獲得 50 分的最高價格得分。每份標書的價格得分按下列

公式計算：  

第三階段得分  = 50 X 
所有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低的出價  

每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的出價  

(4)  第四階段  -  品質及價格合併分數階段  

在第四階段，按照第二及第三階段的品質及價格評估，標書的總得分計

算方法如下：  

總得分  = 第二階段得分  +  第三階段得分  

獲得第四階段最高總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倘若第四階段有兩份

或以上的標書總得分相同，學校便會根據第三階段的得分再度評估這些標

書，而在第三階段獲得最高得分的標書一般會獲推薦採納。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