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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化妝間裝修工程」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九龍觀塘秀茂坪曉育徑四號) 

截止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7 月 18 日中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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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校方所提供的細則，提供報價指引上所列項目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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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單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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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單或任何一份報價單，

並有權在報價單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報價單的全部或部份內容。 

 

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機構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會

損壞校舍。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授權代表﹕＿＿＿＿＿＿＿＿＿＿＿＿＿＿＿＿＿＿ 

 

辦事處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公司印鑑 

 

商業牌照號碼﹕＿＿＿＿＿＿＿＿＿＿＿＿＿＿＿＿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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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 部分                                           

 

 

申報利益表 

 

1.  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在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內有沒有任何人或業務利益關係？ 

﹙註釋 1﹚ 

有 / 沒有 # 

如有的話，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的家人或親屬﹙註釋 2﹚有沒有擔任此學校的現任職位？ 

有 / 沒有 # 

如有的話，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釋 1：個人利益包括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參予經營 /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 

註釋 2：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的家人或親屬，包括： 

a. 配偶 

b. 父母 

c. 配偶父母 

d. 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 

e. 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的配偶的子女及其配偶 

# 請删去不適用者 

 

     

申報人 

(報價公司牌照持有人)姓名 

 申報人 

(報價公司牌照持有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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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妝間裝修工程 

 

如承辦商有意參與是次工程，須先同意以下校方對是次工程安排。 

 

工程同意書內容 

1.  工程時間： 

1.1 簽署正式合約開始十個星期內完成。 

1.2  辦公時間為星期一至六，上午九時至下午六時。 

1.3  九月一日開始，上課時間內不可進行噪音工程項目。 

1.4  如於星期日進行工程，須預先向校方申請。校方不保證星期日可進行工程。 

2.    逾期罰款： 

2.1  承辦商須在上述指定日程內完成整個工程。逾期罰款為每天一萬元正。 

2.2  如有超時，以每天下午五時為准，即為逾期一天，由本校副校長以本校時鐘作實。

3.  完成工程定義： 

3.1  所有標書上的項目經已送達並安裝完成。 

3.2  所有工程項目能正常使用。(由本校教師檢查作准)。 

3.3  所有工程造成之廢料已按政府處理廢料指引要求清離校園範圍(包括曉育徑)。 

3.4  有關上述定義如有爭議，均以校方意見為最終決定。 

4. 
4.1 如承辦商於工程期間對本校設施有任何破壞，均須照價賠償。 

5.  5.1  所有裝修的確實位置，於中標後由校方與承辦商開會作實。 

5.2  中標後，承辦商須提供工作人員個人資料名單予校方，校方人員或會要求工作人員

出示身分證明以作識別。 

6.    承辦商須提供兩年免費到校保養。 

7.  承辦商於標書須提供以下資料/附件： 

7.1 承辦商須根據本校提供日期，製定工程進度預算表。 

7.2  承辦商須提供平面設計圖  及 3D 彩色室內設計圖。 

7.3  所有列於標書的傢俱，必須有圖示。 

如承辦商於標書內未能提供以上資料，該標書視作落選論。 

8  8.1  校方不會提供任何工具予承辦商。 

8.2  一般情況下，承辦商可自由使用升降機。如需運送大型物件，須與工程監督聯絡，

得到批准後方可使用，並須保持升降機整潔。 

8.3  工程物料及工具如需擺放，須先連絡校務處批准。如有任何損失，校方概不負責。

10.  中標承辦商須提供以下服務： 

10.1    製作一份列出標書項目內所有器材資料，包括：名稱、保養期限、安裝位置及產

品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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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1 如承辦商中標後未能履行合約，或放棄承辦工程，須賠償該標書內百分之三十之金

額予校方。 

12.  12.1 付款方式： 

工程前期(簽署正式合約後)：30%   

工程中期：40% 

工程後期：30% 

 

12.2  工程後期一般情況為完成工程後一個月，校方確認運作正常為準。 

 

 

承辦商如同意上述校方要求，請於下列適當位置，由負責人簽署，並蓋上  貴公司印章作實。 

 

 

 

簽署人﹕                      

 

職銜﹕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 

 

日期﹕                     

  

公 司 印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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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表格(須填具一式兩份) 

 

(1) 

編

號 

(2) 

化妝間裝修工程 

(3) 

總額 

(港元) 

清拆及清走工程 

A_1 1. 清拆及清走房間內所有物品，包括洗手盤及雜物。  

厠所翻新工程 

A_2 

1. 清拆及清走現有牆身、地台磚、洗手盤及來去水喉。 

2. 新造防水。 

3. 新造牆身及地台磚。(包磚面料及英坭沙)。 

4. 新造來去銅喉。 

5. 供應及安裝新座廁。 

6. 供應及安裝新洗手盤連水龍頭，單控把手式水龍頭。 

7. 供應及安裝洗手盤上方掛牆鏡。 

8. 以上傢俱請提供實物圖示。 

 

油漆工程 

A_3 

1. 室內牆身/天花執底油乳膠漆。 

2. 走廊牆身執底油乳膠漆。 

3. 提供選用乳膠漆規格。 
 

電力工程 

A_4 

1. 供應及安裝 2 組公用 13A 孖蘇。 

2. 供應及安裝化粧枱 13A 蘇 8 組。 

3. 供應及安裝熱水爐蘇位 1 組。 

4. 供應及安裝分體冷氣機蘇位 1 組。 

5. 供應及安裝電視架(A_10)旁 13A 孖蘇 1 組。  

6. 供應及安裝禮堂舞台上，後方位置 13A 孖蘇 1 組。 

 

冷氣工程 

A_5 

1. 供應及安裝 2 匹掛牆分體冷氣機 1 組。 

   1.1. 包括拆走及清走現有冷氣。 

   1.2. 安裝分體冷氣室外機外牆棚架。 

2. 列明冷氣機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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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2) 

化妝間裝修工程 

(3) 

總額 

(港元) 

洗手盤櫃工程 

A_6 

1. 供應及安裝洗手盤櫃 

1.1. (1900W X 600D X 850H)mm 

1.2. 採用 6 分厚實木夾板，木紋膠板飾面，櫸木。 

2. 供應及安裝仿石枱面，以耐用為主。 

3. 供應及安裝 2 組洗手盤連水龍頭及來去水喉，冷熱水龍頭。 

4. 供應及安裝熱水爐及來去銅喉。 

5. 供應及安裝掛牆鏡 1 幅，並列明尺寸。 

6. 以上各項，須清楚顯示於設計圖。 

 

化妝枱工程 

A_7 

1. 供應及安裝 8 組化妝枱。 

1.1. 每張枱大小約為 (800W X 1800H X 600D)mm。 

1.2. 採用 6 分厚實木夾板，木紋膠板飾面，櫸木。 

1.3. 枱面上為鏡箱，照明燈箱及設有獨立燈制方便開關。 

2.  列明化妝枱設計圖樣。 

 

木門或玻璃門工程。 

A_8 

1. 供應及安裝主入口不銹鋼玻璃門、包手抽、門鉸、鎖及框邊收口。 

1.1. 玻璃門玻璃能抵擋衝擊，列明玻璃門規格及圖示。 

2. 供應及安裝內房防火木門連框，包門鎖、門鉸及框邊收口。 

3. 供應及安裝廁所門連框，包門鎖、門鉸及框邊收口。 

4. 供應及安裝化妝間字眼門牌。 

 

地板工程 

A_9 
1. 供應及安裝膠地板地台，於現有紙皮石地面批盪，鋪膠地板。 

2. 列出膠地板的規格、樣式及圖示。  

網絡鋪線及安裝掛牆電視工程 

A_10 1. 供應及安裝化妝間掛牆電視架。 

1.1 電視架能支撐 32 吋電視。 

2. 供應及安裝網絡插座(A)一個 

3. 供應及安裝禮堂舞台上，後方位置(A_4_6)安裝網絡插座兩個(B)，(C)。 

4. 供應及安裝禮堂正門旁，影音控制台網絡插座一個(D)。 

5. 供應及安裝 6 類雙絞線( Category 6 cable），接通(A)及(B)。 

6. 供應及安裝 6 類雙絞線( Category 6 cable），接通(C)及(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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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編號 

(2) 

化妝間裝修工程 

(3) 

總額 

(港元) 

內線通話工程 

A_11 

1.  供應及安裝內線電話。 

1.1. 內線電能能接通：化妝間、禮堂舞台右則及禮堂後方影音控制台。 

1.2. 毋須與本校內線系統連接。 

2.  提供內線電話規格及圖樣。 

 

保養 

A_12 

1. 承辦商須提供兩年免費到校保養，到校跟進服務須於五個工作天內。 

 

承辦商須詳列保養範圍及保養性質。 

 

雜項 

A_13 

1. 清拆的物料，須根據環保條例合法處理廢料，並清離校園。 

2. 清拆課室設備後，如有需要的補油費用。 

3. 承辦商須提供工程相關的所有保險。 
 

總額   

B﹕其他雜項  (如有)   

  

*****承辦商可根據本校標書要求，另開新頁詳列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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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報價時需留意及包括以下事項： 

 

1 其他 

承辦商可列出過往參與同類工程的學校名單，供本校作參考。 

*承辦商可根據本校標書要求，另開新頁詳列報價。 

**以上相關工程須詳列以下各項： 

1. 工程圖則(請確保所有工程項目符合香港法例) 

2. 各項工程之物料(包括尺寸、厚度及用料等等)及造價報告書 

3. 施工日數 

4. 保養及維修細則 

5. 如對標書有所查詢，可致電 27274315 與孫業才先生聯絡。 

2 

視察場地 

日期及 

簡介會時間 

日期﹕2018 年 7 月 3 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 

**如欲視察場地，請於 2018 年 6 月 29 日(星期五)或之前致電 2727 4315 與

孫業才先生聯絡。 

3 截標日期﹕  2018 年 7 月 18 日 

4 須提交文件 工程同意書、工程標書、各項設計圖及圖示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報價書上所列項目，須負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 

 

報價者：  

由獲授權簽署 

報價書的代表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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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日期﹕                     

公 司 印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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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承投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化妝間裝修工程」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九龍觀塘秀茂坪曉育徑四號)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18 年 7 月 18 日中午 12 時正 

 

下方簽署人代表本機構表示不擬承辦 貴校「化妝間裝修工程」服務事宜。 

 

不擬投標原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授權代表﹕＿＿＿＿＿＿＿＿＿＿＿＿＿＿＿＿＿＿ 

 

辦事處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公司印鑑 

 

商業牌照號碼﹕＿＿＿＿＿＿＿＿＿＿＿＿＿＿＿＿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