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8 Yat Tung Street,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NT  新界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Tel : 2109-4962    Fax : 2121-0166  

 

學校檔號：T248_GO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投標 

承投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年度)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付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及/或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

接納部分訂貨，請於投標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附表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學校檔號：T248_GO 承投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年度)) 投標書 

 

投標書須以掛號郵件寄往或派專人遞交至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號 東涌天

主教學校校長收，並須於  2023 年 1 月  10 日下午 3時 30分前送達上述地址。

平郵或逾期的投標書，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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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必須填妥投標附表第 II部分，否則概不受理。 

 

2.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作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書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

的原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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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學校邀請投標承投所需物品/服務時，會以整項/分組/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報

價。  

 

5. 如供應商選擇投標，即表示明白本標書內容並接納受相關條款約束。 

 

6. 本校不接受任何形式之捐贈或贈品。 

 

   校長 

                                              

         陳珮珊謹啟 

 

 2022年 9月 15日 

 



承投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年度) 

學校名稱及地址︰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街 8號逸東 2邨 東涌天主教學校 

學校檔案 ︰           T248_GO                   

截標日期 / 時間︰ 2023 年 1 月 10 日下午 3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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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1 月 10 日

起計為 90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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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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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印鑑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1 

 

本校依據教育局有關處理商業活動/安排時基本原則之指引，學校至少每隔三年為校服售

賣業務招標一次，以比較貨品價格及質素。現誠邀 貴公司參與此次招標，本校的資料如

下： 

有意投標者可於 2022 年 9 月 21-28 日到校了解校服樣版，有需要者請於 2022 年 9 月 20

日或前於辦公時間內致電(2109-4962)預約。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九時半至中午十二時 下午二時至下午四時 

校服圖片已隨本標書附上。 

建議投標者提供本校校服式樣，以供參考。 

【本校委託兩間供應商同時承辦所需服務。】 

 

(甲) 本校基本資料: 

(一) 全校本年度學生約 1720 人，小學︰約 820 人(共 32 班)，中學︰900 人(共 33 班)。 

(二) 校服種類分別如下： 

 

(1) 小學 

   校服 運動服 

夏季: 男生 - (如圖三) 

 白色短袖裇衫連繡校徽 

 幼藍白間條短西褲 

 白色裇衫袋繡校徽 

(如圖四) 

 圓領短袖運動衣 

 深藍色短運動褲 

 女生 - (如圖一) 小一至小三 

 幼藍白間條扣鈕短袖校裙連繡校徽  

   (如圖二) 小四至小六 

 幼藍白間條拉鍊短袖校裙連繡校徽 

冬季: 男生 - (如圖五) 

 白色長袖裇衫連繡校徽 

 深藍色長絨西褲 

 掛校呔(如圖七) 

 深藍色夾綿防水校褸及內背心 

(如圖八) 

 圓領長袖運動衛衣 

 深藍色長運動褲 

 

(如圖九) 

 深藍色長袖拉鍊運動衛衣   女生 - (如圖六) 

 白色長袖圓企領裇衫 

 圓領暗綠色方格背心絨裙(如圖七) 

 深藍色夾綿防水校褸及內背心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2 

 (2) 中學 

   校服 運動服 

夏季: 男生 - (如圖十) 

 白色短袖裇衫連繡校徽 

 幼藍白間條長西褲 

 白色裇衫袋繡校徽 

(如圖十三) 

 圓領短袖運動衣 

(四社分別為以下四種顏色: 

立社-橙色,己社-綠色, 

愛社-紫色,人社-紅色) 

 黑色短運動褲 

 女生 - (如圖十一) 中一至中三 

 幼藍白間條校裙連布校呔連繡校徽 

   (如圖十二) 中四至中七 

 白色短袖裇衫連布校呔及繡校徽 

 幼藍白間條拉鍊半截校裙 

 校冷 -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如圖十九)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顏色及繡字跟圖十九) 

 

冬季: 男生 - (如圖十五) 

 白色長袖風壓領裇衫連繡校徽 

 深藍色絨長西褲  

(如圖十四) 

 藍白黑色長袖拉鍊運動外套 

 黑色運動長褲 

 校呔(如圖十七) 

 深藍色夾綿防水校褸(如圖十八) 

 女生 - (如圖十六) 

 白色長袖風壓領裇衫 

 V 領暗綠色方格背心絨裙 

 校呔(如圖十七) 

 深藍色夾綿防水校褸(如圖十八) 

校冷 -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如圖十九)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顏色及繡字跟圖十九) 

 

(乙) 提供售賣學生校服服務(請提供以下服務條件詳情:) 

(一) 提供服務的內容  

(二) 投標者每年須最少為學生提供售賣校服三次，請提供 貴公司的有關安排，建

議的交貨日期等。 

(三) 給予學生售賣校服的價格 

(四) 協助本校清貧學生的建議 

(五) 人手建議、售賣校服駐校時間及包括範圍  

(六) 問責及協調的機制  

(七) 投標者之服務經驗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3 

    

 

 
 
 

小學： ‧白色短袖裇衫連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 平度(胸)  價目   

 圖三     36     

      39     

      42     

      45     

   48   

      51     

  ‧幼藍白間條短西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 褲長 價目   

 圖三 
 

   32     

  
 

   35     

  
 

   38     

     41   

  
 

   43     

        46     

小學： ‧幼藍白間條拉鍊短袖校裙連繡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女生夏季   尺碼 厘米 裙長 價目   

(小一至小三) 
 

   61     

 圖一 
 

   66     

  
 

   71     

     76   

  
 

   81     

  
 

    86     

       91     

小學： ‧幼藍白間條拉鍊短袖校裙連繡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女生夏季 
 

尺碼 厘米裙長 價目   

(小四至小六) 
 

   76     

 圖二 
 

    81     

  
 

   86     

  
 

    91     

    96   

  
 

    101     

       106     

小學：        ‧白色裇衫袋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 價目  

圖三   15 X 20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4 

小學： ‧白色長袖裇衫連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冬季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五      33     

       36     

       39     

     42   

       45     

       48     

  ‧深藍色長絨西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冬季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圖五 
 

   61     

  
 

   66     

     71   

  
 

   76     

  
 

   81     

       86     

  ‧掛校呔(用黏貼)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冬季   尺碼 厘米 價目   

 圖五    S 及 M  33 及 38       及   

小學： ‧白色長袖圓企領裇衫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女生冬季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六      33     

       36     

     39   

       42     

       45     

       48     

  ‧圓領暗綠色方格背心絨裙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女生冬季   尺碼 厘米裙長 價目   

 圖六 
 

   61     

  
 

   66     

     71   

  
 

   76     

  
 

   81     

       86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5 

 

 

小學： ‧圓領短袖運動衣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夏季運動服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四 
 

   30     

  
 

   33     

  
 

   36     

  
 

   39     

     42   

       45     

小學： ‧深藍色短運動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夏季運動服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圖四 
 

   32     

  
 

   33     

  
 

   34     

    35.5   

  
 

   37     

  
 

   38.5     

       40     

小學： ‧圓領長袖運動衛衣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運動服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八 
 

   30     

  
 

   33     

    36   

  
 

   39     

  
 

   42     

  ‧深藍色長袖拉鍊運動衛衣(外套)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運動服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九 
 

   71     

  
 

   76     

     81   

  
 

   86     

       91     

  ‧深藍色長運動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運動服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圖八 
 

  61      

  
 

  66     

   71   

  
 

  76     

      81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6 

 

小學： ‧藍色夾綿防水校褸 (全套價目)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校褸 
 

尺碼 厘米 衫長 價目   

 圖七 
 

   52.5     

  
 

   55.5     

  
 

   58.5     

  
 

   61.5     

     64.5   

       67.5     

小學： ‧內背心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校褸   尺碼 厘米 價目   

 圖七      49.5     

       52.5     

       55.5     

       58.5     

     61.5   

       64.5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7 

中學： ‧白色短袖裇衫連繡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十 
 

   40     

  
 

    43     

  
 

   46     

     49   

  
 

   52     

       55     

  ‧幼藍白間條長西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圖十 
 

   81     

  
 

   84     

  
 

   87     

  
 

   90     

     93   

        96     

中學： ‧幼藍白間條校裙連布校呔連繡校徽   

- 女生夏季   尺碼 厘米裙長 價目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中一至中三 
 

   89     

 圖十一 
 

   94     

  
 

   99     

  
 

   104     

     109   

       114     

  ‧白色短袖裇衫連布校呔連繡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中四至中七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十二      40     

       43     

       46     

       49     

     51.5   

       53.5     

  ‧幼藍白間條拉鍊半截校裙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二   尺碼 厘米平度腰 價目   

  
 

   30.5     

  
 

   32     

  
 

   33.5     

  
 

   35     

   36.5   

      38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8 

中學： ‧白色長袖風壓領裇衫連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冬季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十五 
 

   42     

  
 

   45     

  
 

   48     

  
 

   51     

     54   

       57     

  ‧深藍色絨長西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五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81     

  
 

   84     

  
 

   87     

     90   

  
 

   93     

       96     

中學： ‧白色長袖風壓領裇衫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女生冬季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十六 
 

   42     

  
 

   45     

  
 

   48     

  
 

   51     

     54   

       57     

  ‧V 領暗綠色方格背心絨裙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六   尺碼 厘米裙長 價目   

  
 

   89     

  
 

   94     

  
 

   99     

     104   

        106.5     

中學： ‧白色裇衫袋連繡校徽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男生夏季   尺碼 厘米 價目   

 圖十 
 

  15 X 20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9 

 

中學： ‧圓領短袖運動衣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運動服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圖十三 
 

   40     

  
 

   43     

  
 

   46     

  
 

   49     

     51.5   

       53.5     

  ‧黑色短運動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三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36.5     

  
 

  38.5     

  
 

  40.5     

   42.5   

      44.5     

  ‧藍白黑色長袖運動外套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四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46     

  
 

   48.5     

  
 

   51     

  
 

   53.5     

   56   

       58.5     

  ‧黑色運動長褲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四 
 

尺碼 厘米褲長 價目   

  
 

   81     

  
 

   86     

  
 

   91.5     

     96.5   

  
 

   101.5     

       106.5     

 



學校檔號 ︰T248_GO 

簽發日期 ︰2022-9-15 

截標日期 ︰2023-1-10 

標書有效期至 ︰截標日起計 90 天內   投標附表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附表 P.10 

 

中學： ‧深藍色夾綿防水校褸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 冬季校褸   尺碼 厘米 價目   

 圖十八 
 

   66.5     

  
 

   69     

  
 

   71.5     

    74   

  
 

   76.5     

       79     

  ‧校呔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七   尺碼 厘米 價目   

  
 

 S  134     

     M  142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九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43.5     

  
 

      46     

  
 

   48.5     

    51   

  
 
      53.5     

          56     

  ‧深藍色 V 領套頭背心毛衣連繡字 布料(請列出成份及附上布版) 

 圖十九   尺碼 厘米平度(胸) 價目   

  
 

    43.5     

  
 

   46     

     48.5   

  
 

   51     

  
 
      53.5     

          56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照片顏色跟實物有偏差，須參考學校提供的實物樣版作準) 第一頁 

 

小學女生夏季校服(小一至小三)   

(圖一)   

 

 

 
   

小學女生夏季校服(小四至小六)   

(圖二)   

 

   

1. 拉鍊長 12 吋 

2. 注意修腰部位

不可太窄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二頁 

小學男生夏季校服   

(圖三)   

 

 

 

   

 

 白色裇衫袋繡校徽 

 

小學男女生夏季運動服   

(圖四)  正面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三頁 

小學男生冬季校服   

(圖五)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四頁 

小學女生冬季校服   

(圖六)   

 

 

 

   

小學男女生冬季夾綿褸及內背心   

(圖七)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五頁 

小學男女生冬季運動服   

(圖八)  正面 

 

 

 
   

小學男女生冬季運動外套   

(圖九)   

正面   背面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六頁 

中學男生夏季校服   

(圖十)  白色裇衫袋繡校徽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七頁 

中學女生夏季校服(中一至中三)   

(圖十一)  (中一至中三)及(中四至中六)校服前後呔的要求 

 

 

 

   

中學女生夏季校服(中四至中七)   

(圖十二)   

 

 

 

   

 

1 吋距離 

1 吋距離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八頁 

中學男女生夏季運動服(顏色︰橙、綠、紫、紅)   

(圖十三)   

 

 

 

 

   

中學男女生運動外套長褲   

(圖十四)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九頁 

中學男生冬季校服   

(圖十五)   

 

 

 
   

中學女生冬季校服   

(圖十六)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校服式樣  第十頁 

中學男女生冬季校呔   

(圖十七)   

 

 

 

   

中學男女生冬季校褸   

(圖十八)   

 

  

   

 



東涌天主教學校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深藍色 V 領套頭長袖毛衣連繡字   

(圖十九)   

 

 
 深藍色 V 領套頭背心毛衣連繡字    

   

(繡字式樣)   

  



交來校服樣本表格 
 

填表日期：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  

 

 

交來項目：  

 尺碼 件數 

夏季男生短袖恤衫連繡校徽   

夏季藍白間條短西褲   

夏季連身扣鈕校服裙連繡校徽 (小一至小三)   

夏季連身拉鍊校服裙連繡校徽 ( (小四至小六)   

夏季運動裝 --- 運動衫   

夏季運動裝- --- 運動短褲   

冬季男生長袖恤衫連繡校徽   

冬季男生長西褲   

冬季女生長袖圓企領恤衫   

冬季女生圓領暗色方格背心絨裙   

校呔   

冬季夾綿褸及內背心   

冬季運動裝 --- 運動衫   

冬季運動裝 --- 運動外套   

冬季運動裝- --- 運動長褲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小學 中學 
交來項目：  

 尺碼 件數 

夏季男生恤衫   

夏季西褲   

夏季連身校服裙 (中一至中三)   

夏季半截校服裙 (中四至中六)   

夏季高中女生恤衫 (中四至中六)   

夏季運動裝 --- 運動外套   

夏季運動裝- --- 運動長褲   

秋冬運動裝 --- 運動衫   

秋冬運動裝 --- 運動褲   

冬季男生長袖恤衫   

冬季女生長袖恤衫   

冬季男生長西褲   

冬季女生連身裙   

冬季校褸   

校呔   

藍色 V 領冷外套 --- 長袖   

藍色 V 領冷外套 --- 背心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者應知事項 P. 1 

Tung Chung Catholic School 
 

東 涌 天 主 教 學 校 

8 Yat Tung Street, Yat Tung Estate, Tung Chung, NT  新界東涌逸東邨逸東街 8 號 

 Tel : 2121-0884     Fax : 2109-4803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 ) 

 

誠邀投標者為以下學校供應學生冬、夏季校服︰ 

 

學校名稱︰   東涌天主教學校                                 （以下簡稱“校方”） 

 

學校地址︰   新界大嶼山東涌逸東 II 邨逸東街 8 號                                                

 

電話號碼︰   2109-4962(小學)/2121-0884 (中學)      傳真號碼︰   2121-0166                    

 

聯絡人︰   朱嘉文                       職位︰    老師                

 

投標者應知事項︰ 

 

1. 投標書以中文填報，須放入密封之信封內，並在封面書寫 「T248_GO 承辦及提供售賣學

生校服服務標書」 字樣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日下午三時三十分正前寄到  新界大嶼山東

涌逸東 II 邨逸東街 8 號  東涌天主教學校校長收。需附上本校中、小學(冬、夏季)的校

服樣板各一套(校方不會負責一切有關校服様板的費用) （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2. 投標者（以下簡稱“承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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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邀請面洽時攜同此証之正本前往面洽。 

 

3. 本校委託兩間供應商同時承辦所需服務。 

 

4. 回覆方式：書面回覆 

*需附上本校中、小學(冬、夏季)的校服樣版各一套。 

(校方不會負責一切有關校服様版的費用) 

 

5. 評審標準 –校服質量(35%)、 校服價錢(35%)、公司經驗(30%) 

 

投標條件如下︰ 

1. 委託書有效期由 2023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止，為期 三 年。但若任何一方

擬終止此委託書，可於不少過十二個月之前書面通知對方，委託書即告終止。凡於 2026 至 

2027 新學年入學學生新購買之校服，將由招標後獲校方審批下來之承辦人承辦。 

 

 



T248_GO 承辦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2023-2026) 投標者應知事項 P. 2 

2. 承辦人倘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委託書。委託書期滿前十二個月，校方將依照

教育局指示再行招標，屆時承辦人可再參予投標。但獲選與否，並非純以價低者得為準。各投

標者所列條件及其他因素皆在被考慮之列。 

 

3. 由校方指定學生校服款式、顏色及質料，承辦人根據校方資料提供合理報價單及附質料樣本，

經校方審核同意後承辦人才進行購料及裁製。若有需要時，經雙方協調後校方將在指定日期及

時間內提供校內指定地點予承辦人，以便承辦人作度身及派發校服之用。 

 

4. 承辦商有責任回收如錯印、校徽模糊、不合規格或其他問題之校服而不可向校方收取

任何費用。於《投標表格》內所填報之校服價格有效期為三年，由截標日起計，期間

不可隨意調節價格。 

 

5. 校方保留權利，屆時可主動派員協調是項工作。如要改變校服款式、顏色或質料，校方須於不

少過十二個月之前書面通知承辦人。 

 

6. 校方及承辦人皆明瞭學生家長向承辦人購買校服與否，純屬自願。承辦人絶不得強迫及投訴。 

 

7. 各學生家長可照校服式樣隨意到別處購買或自行縫製。 

 

8. 承辦人務必於雙方協調後指定之日期將校服送往學校，派發校服給訂購之各家長。如家長發現

所定校服有與樣本之款式顏色或質料不符合或不稱身等情況，承辦人應無條件接受其退貨，並

應將其預繳之訂金照單據如數退還有關之家長。 

 

9. 承辦人為方便學生可於任何時間添置校服之需求與及確保換季時能依期交貨起見，需經常存

備足量原料及各尺碼製成品。 

 

10. 承辦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校方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承辦人的有關委員會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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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承辦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委託書無效。校方亦可取消批出的

委託書，而承辦人須為校方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12. 委託書如有未詳盡之處，校方與承辦人雙方同意下得作書面修訂，作附帶條件實施。 

 

 

--- 完 --- 



附件(一式兩份)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P.1 

 
 

T248_GO 承投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 年度)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提供酬金   
 

 
 

A. 投標者不得且須禁止其僱員、代理人就本項目的招標及執行而提供、索取或接受《防止賄賂條例》 

(香港法例第 201 章) 所定義的利益。 

 

B. 若未能促致前述結果，或若投標者或投標者的僱員或代理人作出任何提供、索取或接受上文第Ａ 

段所述的利益的行為，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就該等錯失及行為承擔責任。 
 
 

 反圍標  
 

 

C. 在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通知投標者招標結果之前，投標者不得： 

 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投標金額的資料；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金額；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者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不應投標訂立任何安排；或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串通。 

 若投標者違反或不遵守本分條款，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行為 

的責任。 

 

D. 本條款的第 C 分條不適用於投標者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其承保人或經紀人發出 

受嚴格保密的通訊，以及為獲得顧問協助編製標書而向他們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E. 投標者須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提交一份按附錄所載的格式妥為簽署的函件。該函件須由

獲授權代表代投 標者簽署合約的人士簽署。 

 

 

 

 

 

  

  



附件(一式兩份)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P.2 

 

致：   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 

T248_GO 承投提供及售賣學生校服服務 (2023-2026 年度) 
 

誠信及反圍標條款 
 
 

[我/我們]*，                                                         [投標者的名稱]現提述[我/我們]* 就上述項目所作的投 

標。[我/我們]* 確認，於簽署本確認書前已閱讀和完全明白本確認書以及誠信及反圍標條款。[我/我

們]* 陳述和保証就上述合約所作的投標： 
 
 

 除本函件最後一段所提及的豁免通訊外，在接獲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發出的招標結果之

前，[我/我們]* 並未向或將會向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投標金額的

資料； 

     [我/我們]* 並未透過或將會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金額； 

 [我/我們]* 並未與或將會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我/我們]*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立任何 

安排；以及 

     [我/我們]* 並未在或將會在上述協議的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 
 
 

如違反上述的陳述和保証而引致的所有損失、損害、費用及開支，包括但不限於因延遲引致的額外費 

用，進行重新招標的成本及開支，以及其他相關成本，[我/我們]* 須對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作

出彌償，並使東涌天主教學校法團校董會獲得彌償。 
 
 

在本函件中，「豁免通訊」一詞即指[我/我們]*： 

     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我/我們]* 的承保人或經紀人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為獲得[我/我們]* 的顧問協助編製標書而向他們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及 

     為有關合約的財務資源向[我/我們]* 的銀行家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投標者授權代表簽署及蓋章 

姓名：                            

職位：                             

日期：                            
 

*  刪除不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