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祖 堯 天 主 教 小 學 

CHO YIU CATHOLIC PRIMARY SCHOOL 

新界 葵涌 祖堯邨 敬祖路十號 

10 King Cho Road, Cho Yiu Chuen, Kwai Chung, N.T. 

Tel. No.: 2742 3701   Fax. No.: 2742 3704 

學 校 檔 號：  1415/004    

 

公司名稱地址： 

公司地址： 

 

 

 

 

 

 公司東主/執事先生： 

招標 

承投提供「2015 至 2018 年度學生校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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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擬接納部分項目，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  

承投「2015 至 2018 年度學生校服」投標書，惟信封上不得標示公司名稱。 

 

投標書應寄往新界葵涌祖堯邨敬祖路十號祖堯天主教小學校長收，並須於  二

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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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IV 部分，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盡快把本函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

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校長_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何麗君） 

二零一五年一月五日  

 

 

 

 

 

 

 



承投「2015 至 2018 年度學生校服」投標書 

誠邀投標者為以下學校供應學生冬天及夏季校服︰ 

 

學校名稱︰                        祖堯天主教小學         （以下簡稱“學校”） 

 

學校地址︰                   新界葵涌祖堯村敬祖路十號                            

 

電話號碼︰          2742 3701         傳真號碼︰           2742 3704             

 

聯絡人︰             劉美                 職位︰              主任               

   
第 I部份 

1.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合約上所列的價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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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標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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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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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邀請面洽時攜同此証之正本前往

面洽。 

 

第 II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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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 月 26 日始為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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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II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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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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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V 部份 

申報利益表 

1. 你在祖堯天主教小學內有沒有任何人或業務利益關係(註譯 1) 

有 / 沒有 # 

如有的話，請說明。 

＿＿＿＿＿＿＿＿＿＿＿＿＿＿＿＿＿＿＿＿＿＿＿＿＿＿＿＿＿＿＿＿＿＿＿＿＿ 

＿＿＿＿＿＿＿＿＿＿＿＿＿＿＿＿＿＿＿＿＿＿＿＿＿＿＿＿＿＿＿＿＿＿＿＿＿ 

2. 你的家人或親屬(註譯 2)有沒有擔任此學校的現任職位？有 / 沒有 # 

如有的話，請提供姓名及關系。 

＿＿＿＿＿＿＿＿＿＿＿＿＿＿＿＿＿＿＿＿＿＿＿＿＿＿＿＿＿＿＿＿＿＿＿＿＿ 

＿＿＿＿＿＿＿＿＿＿＿＿＿＿＿＿＿＿＿＿＿＿＿＿＿＿＿＿＿＿＿＿＿＿＿＿＿ 

註譯 

註譯(1) 個人利益包括你參予經營 /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 

註譯(2) 你的家人或你的親屬包括： 

(a) 你的配偶； 

(b) 你的父母； 

(c) 你的配偶父母； 

(d) 你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以及 

(e) 你或你的配偶的子女及其配偶。 

 

 

 

＿＿＿＿＿＿＿＿     ＿＿＿＿＿＿＿＿＿     ＿＿＿＿＿＿＿＿＿ 

申報人簽署         申報人姓名           日期 

 

#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投標條件如下： 

1. 委託書有效由 2015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止，為期 三 年。但若任何一方

擬在合約期內終止此委託書，可於不少過六個月之前書面通知對方，委託書即告終

止。 

2. 承辦人倘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委託書。 

3. 委託書期滿前六個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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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凡於 2015 至 2018 學年入學及就讀學生新購買之校服，將由招標後獲校方審批下來之

承辦人承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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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價

目表需於六個月前預先通知校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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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方保留權利，屆時可主動派員協調是

項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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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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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生家長可照校服式樣隨意到別處購買或自行縫製。 

8. 承辦人務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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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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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標者姓名：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電話號碼：                        商業登記証號碼：                            

 

 

                                                                        

    簽署及公司蓋印                                      日期 

 

供學校填寫： 

 



祖堯天主教小學 

承投提供校服服務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1）    

項目編號 

（2）                                                                                                           

校服服務職責說明 / 規格 

1 投標者提供服務的目標 

2 投標者過往相關的服務經驗 

3 投標者提供之布料質素或來源保證 

4 列明各款校服價目/報價資料<須列明實際尺寸> 

5 提供服務的內容及承諾：依據校方提供之校服式樣及質料 

(1) 冬季及夏季校服 

(2) 冬季及夏季體育服 

(3) 校徽：冬季校褸；冬、夏季恤衫 

(4) 校呔 

(5) 校襪(棕色長襪―女生冬季適用) 

6 投標者須提供全校學生人數之訂購校服表格 

7 投標者須每年最少兩次派員為有需要之同學度身訂造校服 

8 投標者須依校方指定日期及時間，並提供足夠人手到校派發校服 

9 投標者處理不合規格校服的流程 

10 投標者一經接獲校方的書面訂單，需與校方簽署三年合約 

11 報價 (依第 5 項)： 

 

本機構明白，如收到學校合約後未能提供投標書上所列之服務，須負責賠償

學校從另處獲取上述服務之差價。 

 

由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者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夏季校服 

男 生：粉橙色反領短袖恤衫，棕色短西褲，白色短襪黑鞋。 

女 生：粉橙色圓領中幅左右綑棕色幼條；Ａ字款短袖連身裙，白色短襪黑

鞋。 

 

夏季體育服裝（男女生相同） 

運動衣：橙色袖口及領口；白色短袖針織運動衛衣。 

運動褲：棕色針織布綑雙橙色幼條邊運動短褲。 

鞋 襪：白色短襪，純白色運動鞋。 

 

冬季校服 

男 生：*棕色二合一校褸，粉橙色企領長袖恤衫，棕色長西褲， 棕色呔，

白色短襪黑鞋。 

女 生：*棕色二合一校褸，粉橙色反尖領長袖恤衫，棕色絨圓領連身裙，

棕色長襪黑鞋。 

 

冬季體育服裝（男女生相同） 

運動外套：棕色衫身；紅橙黃色膊中間拉鏈外套。 

運  動  衣：橙色袖口及領口；白色圓領長袖衛衣。 

運  動  褲：棕色束腳長褲，袋口紅橙黃色。 

鞋  襪：白色短襪，純白色運動鞋。 

 

 

*二合一校褸要求： 

1. 棕色配橙色，前左胸口有校徽 

2. 不連帽 

3. 風褸夾厘 

4. 配活動毛裡防瑤粒長袖衛衣(前左胸口有校徽) 

 

 

 

 

 

各款校服質料請參照「校服質料備忘」附表 

承投者可於招標期內聯絡本校，以便安排參考校服的式樣 

 

 

 



祖堯天主教小學 

校服質料備忘 

夏季  冬季 

男生 

恤衫 

粉橙色日本的確涼(136x72)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Cotton 棉質 

 二合一褸 

外層布料---啡色防撥水布料 

 100% Polyester人造纖維 

內層抓毛 

100% Polyester Micro 

Fleece 

人造纖維 

西褲 

台灣布料 

啡色 T/R雙股紗布料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Viscose 仿毛 

 
男女 

恤衫 

粉橙色日本的確涼(136x72)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Cotton 棉質 

裙 

粉橙色日本的確涼(136x72)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Cotton 棉質 

 

 西褲 

台灣布料 T/R斜紋厚線絨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Viscose 仿毛 

 

 裙 

台灣布料 T/R斜紋厚線絨 

65% Polyester 人造纖維, 

35% Viscose 仿毛 

 

運動衫 

40支全棉精梭(220gm) 

雙面針織布 

100% Cotton 全棉 

 運動衫 

32支精棉衛衣布(360gm) 

80% Cotton 棉質 

20%Polyester 人造纖維 

運動褲 

迪倫混棉(280gm) 

70% Polyester人造纖維 

30% Cotton 棉質 

 

運動外套 

(風褸) 

及 

長運動褲 

100% Polyester 

 Fine Micro Fiber 

人造纖維 

男呔 100% polyes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