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E603 電腦室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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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o_E603/2020 日期：  17/9/2019 

執事先生：  

 

承投E603電腦室翻新工程  

 

本校招商承投 E603 電腦室翻新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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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03電腦室翻新工程項目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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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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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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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5日上午九時十五分於本校舉行標書簡介會及安排現場視察，承辦

商如有需要或疑問，可致電本校與校務處譚小姐查詢及安排 (電話﹕ 2387 

9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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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yen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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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者在截標日期前五年內若有因違反下列任何條例而被定罪或連續

三年被扣共三分或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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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因違反以下任何條例而被定罪─  

(a) 《僱傭條例》 (第 57章 )及《僱員補償條例》 (第 282章 )。［任

何違反《僱傭條例》及《僱員補償條例》而最高罰款相等

於《刑事訴訟程序條例》 (第 221章 )附表 8所述第 5級或以上

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兩條條例的定罪記錄］；   

(b) 《入境條例》 (第 115章 )。［任何違反第 115章第 17I(1)條 (僱

用不可合法受僱的人的違例事項 )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

條例》的定罪記錄］；   

(c) 第 221章第 89條及第 115章第 41條 (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

逗留條件 )；   

(d) 第 115章第 38A(4)條 (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不可合法受僱的

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傭工作而觸犯的違例事項 )；以及  

(e) 《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第 485章 )。［任何違反第 485章

第 7條 (僱主須安排僱員成為計劃成員 )、第 7A條 (僱主及有

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 )及第 43E條 (作出虛假或具

誤導性的陳述 )的定罪，即屬違反《強制性公積金計劃條例》

的定罪記錄］。  



(i i)  在扣分制度下，連續三年因不履行以下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

上：在工資、每天准予工作時數上限、與其僱用以執行政府合約

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動轉賬方式支付工資

方面的合約責任。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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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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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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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17 日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夏麗珠  



 

投標表格  

承投    E603 電腦室翻新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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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o_E603/2020                   

截標日期  /  時間：      2019 年 10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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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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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8 日起計為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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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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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5)  

總價 (元)  

(6)  

確定訂單後

至完成安裝

需要時間 

以下工程施工期限: 2019/12/20 - 2020/02/02 

(一) 裝拆工程、傢具供應等 

1 清拆及棄置現有電腦枱及櫃 1 LOT    

2 課室中央電位改成暗藏地板揭蓋式 8 PCS     

3 LAN位拉線改裝至牆邊 9 PCS    

4 清拆及棄置原有地毯 1 LOT    

5 新造方塊地毯 1550平方尺 1 LOT    

6 全場牆身天花新造乳膠漆，課室鋼面門油

漆翻新，課室面向走廊牆身造裝飾牆 

1 LOT    

7 訂造有碌木面鋼身梯形枱

1400*606D*750H 木面 25mm雙面板、鐵

身有碌腳（可鎖定） 

16 PCS    

8 訂造木面鋼身長方枱 1355*600D*750H 

木面 25mm雙面板、鐵身 L形腳 

8 PCS    

9 拆裝式上玻璃掩門下鐵移門櫃 

W900 x D600 x H1800 

上下各標配 1套活動層板 

7 PCS    

10 有碌可調較高低電腦椅 48 PCS    

11 訂做木面鋼身 L形老師枱 

1800/700*1800/500D*750H 

木面 25mm雙面板、鐵身 L形腳 

1 SET    

(二) 音響系統 

1 供應及安裝新音響系統 

包括﹕4/6-CH Power Mixer（Stereo Line 

In）、紅外線無線咪 2 ch、 

RACK MOUNT x 1、及立體聲喇叭 

1 LOT    

(三) 選項 

選項

1A 

75” 4K LED顯示器（連有碌流動架及安裝） 1 PCS    

選項

1B 

75” 4K LED顯示器（連吊架、電位、HDMI 

x 2、VGA、音線及安裝） 

1 PCS    

選項

2A 

75” 4K LED顯示器（連視訊切換器、有碌

流動架及安裝） 

2 PCS    



選項

2B 

75” 4K LED顯示器（連視訊切換器、吊架、

電位、HDMI x 2、VGA、音線及安裝） 

2 PCS    

(一) 總價(不包括任何選項)﹕ $ 

(一) + (二) 總價(不包括任何選項)﹕ $ 

(一) + (二) + 選項 1A總價﹕ $ 

(一) + (二) + 選項 1B 總價﹕ $ 

(一) + (二) + 選項 2A 總價﹕ $ 

(一) + (二) + 選項 2B 總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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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價格需包括所有搭建及吊運項目、修改及復原項目、所有配備、勞工保險及第三者保險。 

3. 投標者需把建議的施工／設計圖及施工時間表連同標書一式兩份交回。中標者並需於完成工程後交

回曾更新的電圖或其他工程相關的圖紙及保養手冊給校方保存。所交來之設計必須符合建築物條例

及消防條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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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中標公司需注意如其中有項目涉及法定必須入則的圖紙，如外牆改動等，中標公司應主動處理各工

程前後之入則圖紙或文件，並交回一套副本給本校保存。如因工程步驟有任何遺漏而需負任何法律

或刑事責任，本校均不會負責承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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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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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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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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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預算工程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