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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將軍溴綦德小學法困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K.H. Tseung Kwan O Kei Tak Primary School 

將軍澳寶康路 82 號 電話： 2320 6066 網址 ： http://www.tkokt.edu.hk
82, Po Hong Road, Tseung Kwan 0, N.T. 傳真 2191 155 1 電郵 tkokt@tkokt.edu.hk 

學校檔號： GIOb/21-22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執事先生：

邀請書面報價

承投提供交換器(Switch) 、安裝及設定

現誠邀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倘賞公司不擬接納部分項目，請於

書面報價附表上清楚註明。

書面報價表格必須填妥－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承投提供交換器

(Switch) 、安裝及設定 」 書面報價單。書面報價單應寄往：將軍澳甯康路82號聖公會將軍溴綦德小

學法囷校黃會收，並須於2022年8 月 5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 。逾期的書面報價，概不受理。若

截止噹天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截

止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星期六、星期日和公眾假期除外）中午十二時 。 賚公司的書面報價單

有效期為 90 天，由上述截止報價日期超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書面報價可視作

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書面報價表格第 II I部分、第 IV部分及 「書面報價附表」，

否則書面報價概不受理。

書面報價信封面上不可顥示報價者的身份。報價者如在密封信封上披露身份，書面報價資格會被

取消。報價者如獲准在遞交書面報價後，但在截止報價前修訂其赧價，經修訂的書面報價須以遞交書

面報價的相同方式重新遞交。

兢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困校董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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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兢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赧價，亦請盡快把書面報價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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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將軍澳綦德小學法囹校董會

The Incorporated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S.K.H. Tseung Kwan O Kei Tak Primary School 

將軍澳寶康路 82 號 電話： 2320 6066 綱址： http://www.tkokt.edu.hk

82, Po Hong Road, Tseung Kwan 0 , N.T. 傳真． 2191 1551 電郵 ' tkokt@tkokt.edu.hk

學校邀請書面報價承投所需項目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書面報價。

有關是次報價文件已上載至本校網站www.tko~, 請自行參閱及下載。如有任何查詢，請

聯絡本校杜志和副校長（電語： 2320 6066) 。專此奉達，敬祝台安！

二零二二年七月十四日

校長

謹啟

梅潔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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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提供交換器 (Switch) 、安裝及設定

書面報價表格

學校名稱：聖公會將軍）奧基德小學

學校地址：將軍澳寳康路 82 號

學校檔號： GlOb/21-22

截止書面赧價的日期／時間， 2022 年 8 月 5 日中午十二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以及校方提供的要求，提供夾附的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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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照該鈿則的規定提供服務；書面報價單由上述

截止日期超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單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單，並

有權在書面赧價單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單的全部或部份內容。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甯

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供愿的各個項目並燕侵犯任何專利權。

第 II 部分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圉校董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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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提供任何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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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

員工或供應甯和承辦甯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

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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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I 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單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單有效期由 2022 年 8 月 5 日超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單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翦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書面報價表格內

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日年月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秭書等）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書面報價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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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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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V 部分

利益申報表

1. 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在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內有沒有任何人或業務利益關係？（註釋 1)

口有／口沒有＃如有的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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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有／ 口沒有＃ 如有的話，請說明。

＃請在適當的口中加上「 ✓ 」

申報人姓名 申報人簽名 日期

註釋

註釋 1: 個人利益包括公司牌照持有人或屬下員工參與經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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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牾：

A. 配偶

B. 父毋

C. 配偶父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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醚偶的子女及其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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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將軍澳綦德小學法團校董會

承投提供交換器(Switch) 、安裝及設定

書面赧價附表（須填一式兩份）

本校現正為「交換器 (Switch) 、安裝及設定」進行書面報價，特此誠邀 貴公司依據本校下列的

各項要求及準則提交書面報價。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學校地址：將軍澳寶康路 82 號

雹話號碼： 2320 6066 

傳真號碼： 2191 1551 

（二） 服務要求

項目 提供「交換器 (Switch) 、安裴及 數 交換器 (Switch)牌子、型號及單 價額

編號 設定」及服務鈿則 旦里 價 （港幣＄）

1 交換器 (Switch) 20 
Gigabi t Stackable Smart Managed 
Switch with lOG Uplinks 
- 48 x 10/100/!000BASE-T ports 
- 4 x JOG SFP+ ports 
- Layer 2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with Layer 3 
capabi 1 i ties 
- Static Routing and MSTP 
- 3 Years Carry-in Warranty 

2 On-site lnstal lation & Setup 1 
Service 
Hardware installation for all 
new switches, transceiver and 
cables IP setup for all 
network switches, network 
device configuration, including 
Layer 2 & 3 configuration, IP 
Labeling, Documentation, update 
network diagram and product 
training. 

總價

（港幣＄）

（三）其他服務鈿則：

1. 轉讓：承辨而不可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經營權全部或任何部分轉讓給別人或委託別人代為經

營。

2. 保險：承辦商須維保營業牌照有效。如因承辦崗疏忽而招致本校任何損失，承辦商須同意負責

全部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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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辦甯須：. 確保所有工程施工方法及提供之物料，必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制定之最
新法例丶規範及其最新修訂本，同時也包括公營機構所頒佈之指引及其最新修訂本。. 負責購買相關的保險（勞工係險、第三者責任保險等）。. 清理因以上工作而弄污的地方。. 自備所有材料及工具，包拮員工的安全設備。. 委派合符資格的員工進行清除廢料工作。. 哦保員工工作時的安全，並擁有相關的安全意識。. 提供一年免費維修保秦服務。在服務期內，承辦甯須在收到本校維修電話後，在辦公時
間內盡快安排技術人員上門檢查及作簡易維修。如維修涉及更換零件，則須另行免費赧

價。

4. 與校方之配合：. 須於簽訂買賣同意書或合約後丰年內完成工程。. 承辦甯不設任何租賃丶贊助、捐獻或饑贈方式輸送金錢或禮物等利益予學校。. 承辦甯須接受校方的安排及政策，於各方面與校方衷誠合作。. 為對應衞生及防疫指引，委派到校的員工必須依從所有政府最新公布的學校健康指引及
防疫及衞生措施，亦須跟從衞生防護中心的專業意見。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上所列物料或服務，本公司／本人須負責賠償

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供應甯名稱：

獲授椎簽署報價單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公司印鑑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日期：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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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擬書面赧價表格

學校名稱：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

學校地址：將軍溴寶康路 82 號

學校檔號： GlOb/21-22

截止書面報價的日期／時間： 2022 年 8 月 5 日中午十二時

本公司獲貴校邀請承投提供交換器 (Switch) 、安裝及設定，現獲本公司因

不擬參與是次書面報價。

公司印鑑：

公司名稱：

簽署人： 職銜：

（職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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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提供交換器(Switch) 、安裝及設定

學校檔號：GlOb/21-22
截標日期 2022 年 8 月 5 曰（中午十二時或前）

寄將軍澳寶康路 82 號

聖公會將軍澳基德小學法團校董會收

請將此回郵地址貼在信封上

（供應商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該公司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