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Tung Wan Mok Law Shui Wah School
香港 大嶼山 石壁
Shek Pik, Lantau Island, Hong Kong
Tel:2980 2383 Fax:2980 3241 E-mail:office@twmlsws.edu.hk

學校檔號︰QT22_2018-2019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執事先生︰
邀請書面報價
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務
本校將於 2019 年 7 月至 8 月期間，由現時的石壁校址搬遷至屯門旺賢街 12 號的新校舍。
特此邀請各持有有效商業登記的搬運服務供應商（下稱承辦商）按下列要求提交書面報價。
1.

服務要求︰
1.1

承辦商必須能提供最少一輛 5.5 公噸輕型貨車及一輛 9 公噸或以上的中型貨
車。

1.2

由石壁搬運至屯門期間，每日確保能提供足夠搬運人員同時進行搬運工作。
到達新校舍後，承辦商須按校方指示將傢俱還原及安放於適當位置。

1.3

有關搬運較大型傢俱及器材的數量，將根據承辦商於 2019 年 4 月親臨本校
於各個室別視察所見（室別資料詳見附件二）
。

1.4

所有以本校的膠箱、尼龍袋或由承辦商提供的紙箱盛載的物資，均計算為一
件；本校預算需要以箱或袋搬遷的物資器材約 500 件。

1.5

紙箱尺寸要求︰ 21 吋 X 15 吋 X 15 吋共 400 個(雙通)
24 吋 X 18 吋 X 18 吋共 50 個(雙通)

1.6

除紙箱外，運送電腦、投影機及其他較容易因碰撞而損壞的電子器材及電
器，承辦商必須提供合適的保護物料予校方妥善包裹上述器材。

1.7

樓梯級︰位於二樓的 5 個室別與貨車停泊的位置之間有 21 級樓梯級，另外
位於一樓的 5 個室別與貨車停泊的位置之間有 8 級樓梯級。

1.8

本校現時位於大嶼山禁區範圍內，承辦商提供的車輛必須具備「大嶼山封閉
道路通行許可證」方能到達本校。如承辦商需要向運輸署申請上述通行證，
本校可提供文件協助申請，惟有關費用必須由承辦商支付；由石壁至屯門的
所有過橋及隧道費用亦由承辦商支付。

1.9

預計搬遷日期︰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019 年 8 月 31 日期間，需時約 3-5 天，
以完全完成搬運為止；惟確實日期須視乎新校舍的收樓日期、現場環境情況
及天氣而與承辦商協商。

1.10

報價一經確認，校方不接納任何事後的議價及額外收費。

2.

防止賄賂條例
2.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本校採購過程中，如本校員工接受承辦商提供的
利益，或承辦商向本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本校不會容許本校員工向
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2

本校員工或承辦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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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簽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承辦商須為學校
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3.

書面報價內容要求
3.1

承辦商必須遞交以下所有文件（一式兩份），包括︰
(a) 已填妥的「承投校舍搬遷服務供應投標表格」（附件一）
(b) 已填妥的「書面報價表」
（附件二）
(c) 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d) 過往承接大型搬運（如學校、商業辦公室或餐廳等）的經驗證明（如有）

3.2

各承辦商必須注意，如獲委聘為本校提供校舍搬遷服務，所提交的書面報價
內容，將成為日後簽訂合約的基礎部份。

4.

提交書面報價
4.1

請承辦商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 2 時正前，根據上列第 3 項的要求，將一
式兩份的書面報價放置信封內密封，並於信封面註明「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
務」
，以掛號郵寄方式或派員遞交至本校辦事處。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4.2

不擬報價者，亦煩請貴公司於截止日期前將「不擬報價通知書」（附件三）
傳真回本校，並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

5.

4.3

承辦商不可於信封面展示或披露身份，否則有關書面報價將不會被考慮。

4.4

提交書面報價地址︰大嶼山石壁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查詢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980 2383 與校務處黎小姐聯絡。

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2019 年 5 月 8 日
附件一︰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務書面報價表格
附件二︰書面報價表
附件三︰不擬報價通知書

卓德根）

附件一
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務書面報價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學校檔號
截標日期及時間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大嶼山石壁

QT22_2018-2019
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 2 時正

本公司/本人願意按照書面報價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列於書面報價
上的所有服務要求。書面報價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的 90 天內仍屬有效。下方簽署
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或是任何一份書面報價。下方簽署
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僱員補償保險及第三者公眾責任保險均屬有效，而
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簽訂合約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上所列項目，須負責賠
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本公司/本人所呈交書面報價文件的所有內容
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書面報價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
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宣告無效，並須為學校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請註明）
簽署日期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書面報價，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
辦事處地址：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公司印鑑

附件二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務
書面報價表 (請交回一式兩份)
本公司願意根據校方的指定日期內，按照以下所列價格，向貴校供應校舍搬
遷服務。
項目

服務說明

單價（港幣）

1

搬運較大型的傢俱及器材，包括︰
傢俱
學生椅(170)、四斗文件鋼櫃(3)、辦公椅(4)、三推木斗櫃
(4)、洗衣機(1)、雪櫃(1)、微波爐(2)、電磁爐(2)、膠儲
物櫃(12 格)、有轆展示板(5-8)、教具室鐵層架(5)、膠圓
枱及矮櫈(2 套)、6 呎 X 3 呎木枱(2)、遮架(8)
文儀器材
影印機(2)、打印機(5)、告示板(3)
資訊科技器材
平板電腦充電車(1)、投影機(3 大 7 小)、桌面電腦(~8)、
手提電腦(~25)、平板電腦(~95)、32 吋觸控式顯示器(1)、
32 吋平面電視(1)、伺服器室內的層架及電子器材、
iMac(1)、智能機械人(1 大 5 小)、26 吋顯示器(4)
其他
飲水機(2)、陶藝拉坯機(5)、魚缸(4)、觀賞箱(7)、樂器、
獎杯、體育櫃內器材
分佈位置
 地下︰校長室、校務處、社工室、圖書館、教員室、生
態閣、伺服器室、A 組、A 組儲物室、體育櫃
 一樓︰1-4 號課室、電腦室、教具室
 二樓︰5-6 號課室、茱莉安娜小築、戶外儲物櫃、陶藝
室、玻璃屋

2

搬運膠箱、尼龍袋及紙箱共約 500 件（主要盛載文件及書籍）

3

所需紙箱︰(連運送至東涌的費用)
21 吋 X 15 吋 X 15 吋 共 400 個(雙通)
24 吋 X 18 吋 X 18 吋 共 50 個(雙通)

及包裹易損毀器材的保護物料
4

如需搬運的件數超過 500 件，額外收費（每 10 件計）
總價

備註︰新校舍有升降機可供使用

附件三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舍搬遷服務供應投標
不擬報價通知書
致︰東灣莫羅瑞華學校（傳真︰2980 3241）
有關 貴校的報價邀請（學校檔號︰QT22_2018-2019）
，
（截止日期︰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 2 時正），本公司未能報價，原因如下︰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原因

備註（如需填寫）

□ 報價服務不在本公司的供應/服務範圍之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符合報價規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按照截止日期報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原因（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請註明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回郵信封封面

大嶼山石壁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收
(「承投提供校舍搬遷服務」書面報價)
須於 2019 年 5 月 29 日下午 2 時前送達
逾期的書面報價 概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