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標書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貴公司的身份)  

22/09/2016  

學校檔號：  2016-2017/TABLET  

執事先生：  

承投供應平板電腦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物料或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

接納部分訂貨，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1.投標表格及其他交回之附件必須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

明：  

承投供應平板電腦項目投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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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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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投標

資格會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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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表格第II 部分，否則標書概不受理。如投標者在遞交標書後但在截標前需要修

訂其標書，須通知本校並獲得同意後，經修訂的標書須以遞交標書的相同方式遞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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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及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4. 為確保服務質素，請注意下列各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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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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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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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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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其投標建議將不獲考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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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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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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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9 月 22 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夏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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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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及 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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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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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品質及經驗進行品質評估。最高的品質分數為﹕55 分，而標書必須取得整

體及格分數﹕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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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 X 
每份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所得的品質總得分 

所有通過第二階段評估的標書最高的品質總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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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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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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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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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供應物料及服務的投標表格 

承投供應  平板電腦  的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學校地址：    青衣牙鷹洲街 12號                                      

學校檔號：    2016-2017/TABLET                                      

截標的日期和時

間： 
   2016 年 10 月 13 日中午十二時前                           

第I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其他費用全免)，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圖則及/

或規格，供應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或部分項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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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已在英國標準規格內有所

訂明，則須符合該等規格，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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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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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0 月 13

日 起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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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簽署書面投標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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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5)  

總價 (元)  

(6)  

確定訂

單後至

送貨需

要時間 

(一)  請供應以下規格之平板電腦 

1 最低規格要求﹕ 

Specifications 

 Operating System: iOS 9 or above 

 Screen Size: 9.7-inch displiay 

 Storage Capacity: 64 GB or 

above 

 Network Connection: WiFi 

 Lightning to USB cable included 

 12W USB power adapter included 

 One Year Warranty  

 2nd & 3rd Year Warranty provided 

by Authorized Service Provider 

Above tablets are required "to be able 

to enroll with Apple DEP Program and 

VPP Program" 

*請附詳細規格資料一式兩份 

40 

sets 
所供應的牌

子及型號﹕ 

 

 

機身單價: 

$ 

 

額外保養費

用 

$ 

 
 

總金額﹕ $ 

注意事項﹕以上各項必須由承辦商提供測試及送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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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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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