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書編號： 2021-2022-05
投標表格(一)
承投提供及安裝多款設備及家具
學校名稱：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學校地址 :

新界屯門大興邨中學第一號

發標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三十日

截標日期：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截標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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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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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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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公司所提供的物品/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及其設施。
投標者可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到本校實地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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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起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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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標
書有效期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簽署投標書。
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電郵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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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編號：2021-2022-05
投標表格(二)
承投提供及安裝多款設備及家具
由校方填寫
項目
編號
1.0
基本項目

由供應商填寫

說明

數量

1.1

保險(港幣一千萬第三者及勞工保險)

1項

1.2

施工期間清走裝修廢料和垃圾

1項

1.3

完工後基本清潔

1項

1.4

到現場進行實地調查及考察，以知道項目的難點，詳細檢查
圖則及安裝位置

1項

1.5

舉行項目會議

1項

1.6

準備設計圖紙，包括 3D 圖、平面圖等等

1項

2.0

購置項目:
家政室學生工作枱：

2.1

仿石面雙面掩門廚櫃附 30mm 砂鋼方通架

8套

1530Wx900/600Dx1300H
(參考附件(一)圖片 2.1)
科技人員辦公室大櫃_書架_矮櫃：
2.2.1 特做桌上雙掩門文件櫃
2套

1400Wx400Dx1650Hmm
(附托架及 2 個雙掩門文件櫃)
Colour: 灰色
科技人員辦公室大櫃_書架_矮櫃：
2.2.2 特做桌上雙掩門文件櫃
2.2

1套

1440Wx400Dx1650Hmm
(附托架及 2 個雙掩門文件櫃)
Colour: 灰色
科技人員辦公室大櫃_書架_矮櫃：
2.2.3 特做上下三掩門高櫃

1套

1400Wx500Dx2400Hmm
Colour: 晨曦白
科技人員辦公室大櫃_書架_矮櫃：

2套

2.2.4 特做趟門矮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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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HK$) 總價格(HK$)

1000Wx400Dx900H
(櫃頂板做 540D 凸出正面)
Colour: 晨曦白
校務處儲物櫃：
2.3

特做趟門矮櫃

2套

840Wx400Dx850Hmm
Colour: 亞洲柚木
有蓋操場學生枱椅：
2.4.1 夾板面貼富美家膠板摺檯
17 套

1500Wx800Dx750mmH
Colour: 白色
(參考附件(二)圖片 2.4.1)
2.4
有蓋操場學生枱椅：
2.4.2 可疊式塑膠椅

100 套

435Wx495Dx780Hmm
Colour: 灰色
(參考附件(三)圖片 2.4.2)
輔導室工作枱：
2.5.1 MFC 工作枱

3套

1100Wx600Dx750Hmm
Colour:待定
2.5

輔導室工作椅：
2.5.2 黑色網背附可調節扶手 Fabric 椅
6套

675Wx695Dx1005-1105H
Colour : Black
(請附座椅圖片)
家政室屏風：
2.6

高間屏風 1 組連趟門一组

1套

2940Wx60x2450H
教員室廚櫃：

安裝洗手盥工程，包括以下項目:2.7

2.7.1 清拆原有設施

1套

2.7.2 提供及安裝迷你即熱式熱水爐，包括電源接駁
2.7.3 用 6 分厚夾板，見光位貼 Formica 顏色膠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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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分別做抽屜及掩門
2.7.5 新做無蓬石檯面連後擋水板
2.7.6 新造洗手盥 2 個，包括新安裝 2 個自動感應開關
冷熱水龍頭及來去水接駁
2.7.7 廚櫃須預留空間及配合安裝新冷熱水飲水機
2.7.8 廚櫃呎吋約為:3141W x 600D x 900H mm
(參考附件(四)圖片 2.7A、圖片 2.7B、圖片 2.7C)

提供及安裝冷熱水飲水機：
2.8

新安裝冷熱水飲水機，冷熱水供應量可於短時間內提
供 50 人使用，飲水機須安裝於廚櫃

1套

(需列明牌子、型號及詳細資料)
圖書館工作枱：
2.9

工作枱呎吋約為:2200W x 600D x 750H mm

1套

Colour:請參考附件(五)圖片 2.9
3.0

監督工程

3.1

監察施工選用的材料是否符合合約指定的標準

1項

3.2

在施工期間監測、管理及準備各項証書

1項

3.3

於責任期間，進行糾正缺陷的工作，並就修改缺陷提出建議

1項

4.0

後備金

4.1

突發事項後備金

1項

$40,000

$40,000

總額 : 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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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代表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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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編號：2021-2022-05
投標表格(三)
承投提供及安裝多款設備及家具

供應商須逐項顯示符合服務細則與否。如有補充或特殊條件，須另紙列明。
服務細則

符合 () /
不符合 (X)

1.

提供樣板，並列明材料、款式、顏色、設計及安裝圖。

2.

設計以時尚、簡潔、安全為主。

3.

所有電源線位須配以喉管保護，並外塗接近牆身顏色的漆油。

4.

所有電源項目須由持有符合級別電工牌之電工師傅進行施工及測
試，並於完工後發出 WR1 證書予校方，以確保電源使用安全。

5.

到校工作員工必須已由承辦商購買足夠之勞工意外保險。

6.

承辦商或供應商施工前須提供第三者保險文件，學校不會為任何於
工程中的意外負任何賠償責任。

7.

所有到校工作員工必須根據勞工處規例做足安全措施施工，並不可
在校內範圍吸煙及注意言行。

8.

承辦商或供應商須確保依照勞工法例合法聘用勞工，學校不接受任
何非法勞工及保留追究權利。

9.

所有到校工，作人士必須提供身份証予校方登記，作保安紀錄之用。

10.

所有圖則之尺寸祇供參考，承辦商宜派員到校覆核尺寸始行報價。

11.

工程須配合學校日常運作，包括施工時發出的嘈音、塵土的控制等。

12.

施工期間需提供足夠指示標誌及安全保護設施。

13.

工程須於確定合約後 40 天內完成(包括公眾假期)。

14.

結構設計及物料安全(例如甲醛含量)須符合有關政府部門之規格。

15.

服務延期罰款:首三天，每天罰款為整項服務費的 0.5%;第四天至十
四天，每天罰款為整項服務費的 1%，十四天後，承辦商被視為毀約，
本校毋須繳付餘下費用及有權追討有關因修改及延誤服務所產生的
額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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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投標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代表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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