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檔號：HSS-Tender-212209 

 

 

 

 

執事先生/小姐： 

邀請招標 

承投「2022-2024年度 影印紙供應」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及服務。倘 貴公司有意投標，請參閱

章程及投標表格附表，備妥投標書。 

 

將投標書、投標表格及投標表格附表(一式兩份)，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不應顯示 貴

公司的名稱。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2022-2024 年度 影印紙供應」 

 

   投標書應寄往︰ 香港北角城巿花園道 2 號 「顯理中學 法團校董會」收，並須於 202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正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若截標日當天上午 9

時至 12 時期間，天文台持續發出黑色或紅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截標時間

將順延至下一個學校工作天的中午 12 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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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仍未接獲通知作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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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及 V 部分並交回一式兩份，否則標書概不受理，而校方不一定採

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盡快把不擬投標通知書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

標的原因。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項或部份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如對標書內容有任何疑問和查詢，請致電 2570 1466 與校園發展組葉英傑老師聯絡。 

 

                                                   顯理中學 

 吳浩然校長 

 

 

 ＿＿＿＿＿＿＿＿＿ 

 

2022 年 7 月 20 日



 

 

承投 「2022-2024年度 影印紙供應」 

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顯理中學 

學校地址：香港北角城市花園道2號 

學校檔號：HSS-Tender-212209 

截止投標日期和時間： 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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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投標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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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利益，
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利益，均屬違法。 

2. 投標者不得且須禁止其僱員、代理人及分判承辦商就本合約的招標報價及執行而提供、索
取或接受《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201章）所定義的利益。 

3. 若未能促致前述結果，或投標者的僱員、代理人或分判承辦商作出任何提供、索取或接受上

文第(1)段所述的利益的行為，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投標者仍須就該等錯失及行為承
擔責任。 

 

第 III 部份  

1. 分判合約   

為確保服務質素，承辦商不宜把服務/採購工作分判予第三者：  

(a) 事先未獲本校法團校董會(校方)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分判、轉讓或出讓或處置合約或其任

何部分或下述任何權利及義務。  

(b) 事先未獲校方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

如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分工作或服務，承辦商便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校方審批。

校方保留權利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分判合約的條款及條件。  

(c) 承辦商即使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訂立任何分判合約，仍須承擔全部責任，不可免除有關

義務，並須就次承辦商、其僱員及代理人的作為、失責或疏忽行為負責。 

 

2. 反圍標條款 

在顯理中學通知投標者投標結果之前，投標者不得 

(a) 向顯理中學學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投標金額的資料。 

(b)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投標金額。 

(c) 與任何其他人士訂立安排；或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他人串通。 

(d) 若違反或不遵守本條文，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投標者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責任。  

(須填寫及交回 

一式兩份) 



 

 

(e)  

3. 強制性投標規定  

任何招標及採購涉及工資事宜，投標者必須符合法定最低工資的要求。僱員在任何工資期的工
資，按他在該工資期內的總工作時數平均計算，不得低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  

投標者應申明在截標日期前五年內，並沒有因違反下列任何條例而被定罪或連續三年被扣共三
分或以上： 

(a) 《僱傭條例》(第 57 章)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 章)。〔任何違反《僱傭條例》及《僱員

補償條例》而最高罰款相等於《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 221 章) 附表 8 所述第 5 級或以上

罰款的定罪，即屬違反這兩條條例的定罪記錄〕； 

(b) 《入境條例》(第 115 章)。〔任何違反第 115 章第 17I(1)條(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的違例事

項)的定罪，即屬違反《入境條例》的定罪記錄〕； 

(c) 第 221 章第 89 條及第 115 章第 41 條(協助和教唆另一人違反其逗留條件)；  

(d) 第 115 章第 38A(4)條(建築地盤主管因任何不可合法受僱的人接受在建築地盤的僱傭工作

而觸犯的違例事項)；以及  

(e)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 485 章)。〔任何違反第 485 章第 7 條 (僱主須安排僱員成為

計劃成員)、第 7A 條 (僱主及有關僱員須向註冊計劃作出供款)及第 43E 條 (作出虛假或

具誤導性的陳述)的定罪，即屬違反《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定罪記錄〕； 或 

在扣分制度下，連續三年因不履行合約責任而被扣共三分或以上：在工資、每天准予工作時數
上限、與其僱用以執行政府合約的非技術工人簽訂標準僱傭合約，以及以自動轉帳方式支付工
資方面的合約責任。 

 

4. 國安法條款 

(a) 供應商不得利用學校名義成立組織，或組織名稱可能誤導別人以為該組織與學校有關，並

以發表言論、宣示政治立場，甚或號召或組織師生通過簽名或其他形式的活動（例如罷課、

拉人鏈等）來表達或支持某一政治立場； 

(b) 供應商及其員工亦不可進入學校範圍進行任何政治宣傳活動及於校園範圍內展示涉及危

害國家安全的內容的字句或物件。 

 

第 IV 部份  (由投標者填寫)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申報利益 

1   你在顯理中學內有沒有與任何人或業務有利益關係(註釋1)？ 有 / 沒有 # 

如有，請說明：   

 

2 你的家人、親屬(註釋2)或私交友好有沒有擔任顯理中學的現任職位(包括教職員、家長

教師會成員或法團校董會成員)？ 有/沒有 # 

如有，請提供姓名及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申報人簽署 申報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日期 

          

  



 

 

註釋： 

註釋(1) - 個人利益包括你參與經營 /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 

註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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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V 部份  (由投標者填寫)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份，現在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2 年 8 月 10 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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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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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承投 「供應 2022-2024 年度 影印紙供應」 
 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學校檔號：HSS-Tender-212209 

截止投標日期和時間：202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 中午 12 時正                    (第 4 至 8 項須由供應商填寫)  

(1) 

項目
編號 

(2) 

物品說明/規格 

(3) 

每年所需 

數量(約數) 

* (Ream) 

(4) 

品牌及產地 

(5) 

單價(元) 

(包送貨) 

由 1/9/2022

至 31/8/2023 

(6) 

單價(元) 

(包送貨) 

由 1/9/2023

至 31/8/2024 

(7) 

提供樣板 

「」或
「」 

(8) 

備註 

1 70gm A4 白紙 2300      

2 70gm F4A 白紙 1000      

3 70gm F4 白紙 1000      

4 70gm A3 白紙 500      

5 70gm A5 白紙 20      

6 70gm B4 白紙 20      

7 80gm A4 色紙 - 普通色 290      

8 80gm A4 色紙 - 特別色 
20 

 

 

    

9 80gm F4A 色紙 - 普通色 350      

10 80gm F4A 色紙 - 特別色 20      

11 80gm A3 色紙 30      

12 160gm A4 白紙 20      

13 180gm A4 白紙 20      

14 A4 新聞紙 20      

15 F4A 新聞紙 20      

*1Ream 1 包有 500 張 



 

 

其它要求：(會於甄選供應商時作考慮) 
 

要求 是 / 否 備註/補充 

i. 
顯理中學可於合約期內可分多次、分項或整批訂購以上各項物品，總數量
可少於或多於上表所列的所需估計數量。 

是 / 否  

ii. 於合約期內，不論訂購數量多少，價格保持不變。 是 / 否  

iii. 供應商須於收到顯理中學訂購資料後兩日內送貨到顯理中學指定地點。 是 / 否  

iv. 確保質量穩定，包裝合適。 是 / 否  

v. 如服務或貨品質量未如理想，顯理中學有權提前終止合約。 是 / 否  

vi. 
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上述物料，供應商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
上述物料的差價。 

是 / 否  

vii 

可以提供紙張樣板，並附於投標表格內以供參考。 

(請於紙張樣板寫上項目編號，如色紙有多種產顏色，請每色提供紙張樣
板。) 

是 / 否  

viii 最低訂購送貨金額 $_____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投標影印紙附表上所列物料，本公司/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公司印鑑          

 

獲授權簽署投標單的代表：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              



 

 

招標 承投「2022-2024 年度 影印紙供應」 
 

不擬投標通知書 
 

致：顯理中學法團校董會  

 

招標承投「2022-2024 年度 影印紙供應」 

學校檔號：HSS-Tender-212209 

截標日期：2022 年 8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正 

有關邀請本公司承投以上服務，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投標，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方格加上號) 

  未能提供投標表格所示服務  

 未能達到投標表格所示要求或規格  

 未能於指定日期完成服務  

 未能於截標限期内遞交標書  

 其他(請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簽署人姓名：        

 公司名稱：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顯理中學 法團校董會收 

香港北角城市花園道 2 號 
 

 

承投「2022-2024 年度 影印紙供應」投標書 

 

學校檔號：HSS-Tender-212209 

截標日期：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 

截標時間：中午12時正 

<Return Envelope Cover She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