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承投學校圖書館改建工程的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 天主教南華中學  九龍深水埗永明街五號 

招標編號    ：TD2023/01-1/CD 

截標日期／時間 ：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以及校方提供的任何圖則及/或規格，供應夾附的

投標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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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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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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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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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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南華中學 

圖書館改建工程(招標編號：TD2023/01-1/CD) 

投標附表（須填妥一式兩份）  

投標者應知事項︰ 

1. 投標書須放入密封之信封內，貼上由本校提供的郵遞標籤，請勿使用公司信封或在信封上任

何位置蓋印或寫上  貴公司之名稱。投標書須於 2023 年 2 月 22 日中午 12 時正或之前送達

「天主教南華中學(九龍深水埗永明街 5 號)」，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2. 投標者須於遞交標書時附上以投標者或以其公司名義登記之有效商業登記証副本，並於獲

邀面洽時攜同此證之正本一同前往。 

3. 投標結果將於截標日後 21 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各投標者。 

圖書館改建工程之細則及條款： 

1. 投標公司須持有相關的建築承建商牌照，標書亦須附有相關証明之副本。 

2. 本校安排 2023 年 2 月 3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進行場地視察及量度，有意參與的投標者，

請最遲於上述視察日期前一天致電 2741 1174 與本校行政主任鄭小姐聯絡，以便安排。沒

有參與場地視察的投標者恕不接納。 

3. 投標書須包含預計施工進度時間表、設計平面圖及 3D 效果圖、色版、物料說明及樣本。 

4. 評審準則： 價格  50% 

     設計  20% 

     物料  15% 

     經驗規模 10% 

     保養項目 5% 

5. 付款： 

 5.1 與承辦商簽妥工程合約，學校支付工程總金額的 30%； 

 5.2 完成工程量的 60%，經學校驗收後，支付工程總金額的 30%； 

 5.3 工程竣工經學校驗收合格後，學校 30 天內清付餘款(工程總金額的 40%)。 

6. 如發現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藉賄賂或「圍標」取得合約的情況，校方即有權終止合

約，競投人須為校方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7. 若投標者中標後，發覺有任何地方因其在投標階段疏忽、估算錯誤或誤會而造成的金錢損

失，須由中標者自負。在任何情況下，中標者不得借故另加任何形式的工程費用。 

8. 中標的承辦人若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承辦委託，校方不須為承辦商之任

何損失負責。 

9. 承辦商應定期與校方會面，匯報及討論工程進展。 

10. 承辦商需配合學校活動安排，與學校協商合適的施工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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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施工期間所有施工均須符合現時《建築物(規劃)規例》和相關實務守則內的安全指引，並

採取一切可行措施，保障校內師生安全。 

12. 承辦商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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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工程須於 2023 年 7 月 7 日或之前完成(包括向各有關部門完成申請的項目及所需文件，並

向校方提交文件的副本)。 

14. 如承辦商未能如期完成本工程合約內所訂明之所有工程，則承辦商須向校方支付罰款。由

本工程合約訂立之應竣工日期起計，至由學校確認的工程竣工日止(包括首尾兩天)，以每

五天(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學校假期及公眾假期)需繳付工程總金額的 2.5%計算(不足五

天亦當五天計算)，作為對學校因未能如期完成工程而蒙受的損失的賠償，惟該罰款不影

響學校根據本工程合約內的其他條文向承辦商作出任何追討的權利。 

15. 工程項目及報價 
 

項目

編號 
物品說明/規格 

單價（元） 

(由投標者填寫) 

總價（元） 

(由投標者填寫) 

1 
天花工程 

1.1 清拆及棄置天花裝飾，及電器電線 

1.2 天花執底執灰，翻油油漆 

1.3 提供及安裝燈飾(包拉明喉及開關) 

1.4 天花安裝木條子裝飾 

  

2 
牆身工程 

2.1 打拆現有圖書館及課室之間間隔牆，課室及儲物室

之間隔牆，圖書館、課室之外牆與及現有圖書館出

入口 

2.2 於現有圖書館出入口位置移前新建出入口(磚牆，

兩小時防火木雙掩門) ，舊有位置則新建磚牆以遮

蓋 

2.3 拆除外牆位置新建上玻璃下磚牆牆身 

2.4 於圖書館外牆加裝木單掩門 

2.5 課室與舊有儲物室位置新建電子霧化玻璃間隔及

電子霧化玻璃掩門 

2.6 所有新建磚牆批灰及油漆 

2.7 舊有磚牆執底執灰及翻油油漆 

  

3 
地板工程 

3.1 打拆現有地磚 

3.2 平整地台，新鋪地磚(包直尺地磚) 

  

4 
傢俱工程 

4.1 設計及新建接待處檯 

4.2 設計及新建圖書櫃 

4.3 設計及新造學生學習檯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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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編號 
物品說明/規格 

單價（元） 

(由投標者填寫) 

總價（元） 

(由投標者填寫) 

5 
電器工程 

5.1 梳理舊有電線、電制及電器 

5.2 新造13A制面(明喉) 

  

6 
入則費用 

6.1 AP給與設計圖建築例建議 

6.2 入則屋宇處連AP簽署及施工期間跟進工程 

6.3 入則屋宇處連AP簽署及施工期間跟進工程 

  

7 
雜項 

7.1 清理工程期間垃圾及泥頭 

7.2 完工清潔 

7.3 勞工及第三者保險 

  

(如表格不敷應用，請另紙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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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品的差價。 

 

 

 

投 標 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獲授權簽署 

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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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遞標籤式樣： 

 

寄：九龍深水埗永明街 5號 

    天主教南華中學校長收 

 

招標項目：學校圖書館改建工程 

招標編號：TD2023/01-1/CD 

截標日期/時間：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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