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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2021-2024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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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4/Clearing garbage-01 日期：  21/04/2021 

執事先生：  

 

承投2021-2024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  

 

本校招商承辦 2021/22 至 23/24 學年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事

宜，特此誠邀各承辦商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本校歡迎投標完

成整項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接納部份項目，亦可投標，但請於投標工程

項目總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表格及其他交回之附件必須一式兩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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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4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項目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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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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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en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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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或「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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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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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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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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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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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學校管理委員會之特別批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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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評審過程中，可能需要邀請投標者派員向本校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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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本校只接受以公司名義或有承辦提供書單服務經驗者投標，並須持有

有效商業登記證。請附上該登記證副本及書單樣本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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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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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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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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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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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 2021-2024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的投標表格   第 4頁/共 9頁 

 

投標表格  

承投    2021-2024 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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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4/Clearing garbage-01         

截標日期  / 時間：      2021 年 05 月 12 日   中午十二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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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以正楷填寫 )：          先生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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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簽署投標文件，該公司在香港註冊

的辦事處地址為               。 

電話號碼：        

傳電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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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項目 內容 
總價(元)／可提供之項目 

(本欄須由投標者填寫或可提供之服務) 

1 

地點： 

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

院 

服務時期： 

1/9/2021-31/8/2024 

付款方式： 

每月完工後根據發票以支票支付。 

可提供此服務內容 

未能提供此服務內容 

其他：＿＿＿＿＿＿＿＿＿＿＿＿ 

 

2 

工作內容： 

i) 提供壓縮車於本校地下收集 5 個

660L 垃圾桶之垃圾及運往垃圾場處

理。 

ii) 服務時間﹕ 

每周星期一至六，每天於 18:00-19:30

到校收集(公眾假期除外) 

*不能早於 17:30 到校，所有早到的

車程不計算入該天的服務次數。 

可提供此服務內容 

未能提供此服務內容 

其他：＿＿＿＿＿＿＿＿＿＿＿＿ 

 

3 

服務細節要求： 

i) 出入需要關好閘門，入閘後要登記； 

ii) 壓縮車不能駛入球場範圍(以鐵網為

界)； 

iii) 清倒垃圾桶後，需把垃圾桶推回原

位，並用該處的鎖練圍好。 

iv) 若清倒垃圾人員或壓縮車司機工作

表現不合學校要求，學校可提出更

換。 

v) 服務人員 /司機均可合法在香港工

作。 

可提供此服務內容 

未能提供此服務內容 

其他：＿＿＿＿＿＿＿＿＿＿＿＿ 

 

 

 

 

 

 

 

 

4 

保險、物料及其他： 

i) 承辦公司負責提供有關工作人員之勞

工保險及第三者保險。 

ii) 承辦公司負責提供所有工作人員制服

及所需工具。 

可提供此服務內容 

未能提供此服務內容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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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年度現正提供保安服務之中小學校數

目： 

本年度現正提供保安服務之其他機構數

目： 

中學：＿＿＿＿＿間 

小學：＿＿＿＿＿間 

機構：＿＿＿＿＿間 

6 貴公司提供的服務質素及承諾 

 

以上服務費用(港元)/月 
 

以上全期服務費用(港元)/3年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

所列項目，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 

本公司 / 本人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

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投標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

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隨即無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

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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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女士 
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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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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2024 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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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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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安排或分判合約所需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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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 2021-2024年度提供壓縮車及清倒垃圾服務的投標表格   第 9頁/共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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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及 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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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簽名

及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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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品質分數為﹕ 20

分，而標書必須取得整體及格分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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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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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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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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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