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書院幼稚園有限公司
Munsang College Kindergarten Limited
九龍城東寶庭道 8 號

8 Dumbarton Road, Kowloon City.

TEL.：3655 3500

FAX：3655 3504

檔案編號： RC/001/20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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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邀請書面報價
幼稚園教師夏季及冬季制服代辦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書面報價(表格一)。本校只接受
書面報價單必須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密封，信封面請清楚註明：

貴公司提供全部項目。

「承投幼稚園教師夏季及冬季制服代辦」書面報價
書面報價應寄往「九龍城東寶庭道八號，民生書院幼稚園校長」，並須於 2022 年 7 月 7 日
正午 12 時或以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書面報價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書面報價有效期為 90 天，
由上述截止報價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通知，是次報價單則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
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書面報價表格第二部分，否則書面報價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亦請盡快把書面報價表格寄回本校，並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
學校邀請書面報價所需物品或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書面報價。
學校有權在不損害利益和原則下取消書面報價，若因運作或任何原因有需要在截止日期後
更改 要求，學校無須考慮任何符合規格的書面報價，並保留取消有關招標的權利。
如有查詢，請於辦公時間上午 9 時至 12 時或下午 1 時至 4 時，致電 3655 3500 與鍾愛慈
老師或羅小姐聯絡。

此致
各公司負責人

民生書院幼稚園校長

張展鈴博士謹啟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六日

表格一 (須填一式兩份)
項目
編號

制服內容

尺碼

制服費用
(元)

提供的
服務

橙色短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CVC Pique 布料)
紅色短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2
(CVC Pique 布料)
藍色短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3
(CVC Pique 布料)
紫色短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4
(CVC Pique 布料)
XS, S, M, L,
橙色長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XL, XXL,
005
(Cotton Pique 布料)
XXXL
紅色長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6
(請另加備註)
(Cotton Pique 布料)
藍色長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7
(Cotton Pique 布料)
紫色長袖反領 T 恤連印 Logo 一個
008
(Cotton Pique 布料)
紅色長袖運動外套連繡 Logo (Poly Dobby 布料)
(外套內領繡 Logo 一個、前後各繡 Logo 一個，
009
合共三個 Logo)
1. 必須根據本校「幼稚園教師制服式樣」為本校供應所有幼稚園教師制服。
2. 請詳細說明所提供之用料、成分、色板、不縮水、不退色等證明，並確保衣物染料及物料
成分對人體無害。
3. 所提供之幼稚園教師制服必須縫上衣物成分及保養方法等。
4. 如本校發現所訂幼稚園教師制服與樣本之款式、顏色或質料有所不符，須無條件為本校
更換或退貨。
5. 以上報價包括運輸費用，並負責將所有訂購的幼稚園教師制服送到本校。如出現送漏/送錯
情況，必須兩天內向本校補回。
6. 如承投者有其他建議，歡迎在書面報價內列出，供校方考慮。
7. 請於 2022 年 6 月 22 日上午 9 時至 12 時親臨本校查看本校幼稚園教師夏季及冬季制服
備註
款式及布料等。
8. 除報價外，承投時亦必須提交
 服務承諾(包括退貨安排及承辦公司的額外條款)
 相關的服務經驗
 門市部地址及營業時間
 公司的商業註冊證明、負責人姓名、職位及聯絡方法
 除標書列明之項目外，承辦公司額外提供的其他服務內容(如有)。
9. 投標者必須注意表格一之內容將成為日後校方與中標者所簽訂之商業合約的基礎。合約
一經簽署，校方可按表格一的條文對中標公司的服務作出監察，以評核該公司服務水平
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提早終止合約的理據。
10. 標書截止日期為 2022 年 7 月 7 日正午 12 時或以前。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提供投標書上所列的服務，
必須向學校賠償從另一間公司提供上述服務的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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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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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稚園教師夏季及冬季制服代辦
學校名稱及地址：

民生書院幼稚園

學校檔號（由校方填寫）：

九龍城東寶庭道八號

RC/001/2022-23

截標日期/時間（由校方填寫）：

2022 年 7 月 7 日正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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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及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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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7 月 7 日正午 12 時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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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書院幼稚園有限公司
Munsang College Kindergarten Limited
九龍城東寶庭道 8 號

8 Dumbarton Road, Kowloon City.

TEL.：3655 3500

FAX：3655 3504

書面報價
幼稚園教師夏季及冬季制服代辦

【校服式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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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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