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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5-2022 

公司名稱及地址： 

 

招標 

承投香島中學學生校服供應 

敬啟者： 

 

本校誠邀 貴公司就承投 2022至 2025 年度香島中學校服報價；如貴 公司不

擬承投部份校服，請予註明。  

 

請將 1) 投標表格 

2) 學校的校服報價表 (夏季)及(冬季) 

3) 承投香島中學校服之條款同意書 

4) 貴 公司簡介及經營校服之有關經驗 

5) 投標附表 

予以封固，並在信封上註明「香島中學校服報價」，於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

(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前送抵或以郵遞於該日前寄到 九龍塘桃源街 33號香島中

學。逾時之投標將不予考慮。 

 

貴 公司之承投價有效期為截標日起計一百二十天；倘於該一百二十天內仍

未獲本服務之定單，貴公司之投標可作落空論。 

 

倘貴 公司不擬或未能參加競投，亦盼於投標表格上註明「不擬投標」字

樣， 

於截標日前將投標文件交回或寄回，信封上仍請註明「香島中學校服報價」，無

任感荷。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7790182 與彭文亮副主任聯絡。 

 

香島中學校長 

黃頌良 謹啟 

 

二零二二年五月三日 

 

附件： (一) 投標表格 

(二) 報價表 (夏季)及(冬季) 

(三) 承投校服條款 

(四) 校服式樣 

(五) 投標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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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香島中學校服投標表格 

(承辦期：2022 年 9 月 1日至 2025 年 8 月 31日) 

 

截標日期：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時 

供應物品/服務名稱： 供應香島中學校服(2022-2025) 

********************************************************************* 

學校： 香島中學(九龍塘) 

地址： 九龍又一村桃源街 33號 

預計每學年學生人數：950人 

============================================================= 

履行承投事項之保證 

 

1. 本公司許諾以本投標表格所列服務條款及附列之報價表規定在指定期間內為
香島中學承辦學校校服。 

 
2. 此投標之有效期為上述截標日期起計一百二十天。 
 
3. 香島中學有權不接受最低或任何之投標或在投標有效期內接受全部或部份之投
標。 

 
4. 本公司同時保證合約期內持有之商業登記及勞工保險單仍然有效，供應物品/
服務與現行之註冊商標或版權並無抵觸。 

 
5. 如本公司未能履行合約，香島中學有權將承辦權另批予其他供應商，所有費用
差額概由本公司負責。 

 

投標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辦事處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登記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 (屆滿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用正楷)：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注意： 投標書應送往或郵遞寄回九龍又一村桃源街 33號香島中學，並在信封面註明「香島中學

校服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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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香島中學校服夏季校服報價表 

 

報價商戶 :                               報價日期 :                      

             

男生白色的確涼短袖恤衫連織校徽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衫長 22 23 24 25 26 27 特碼 

價目        

備 註 : 

男生白色的確涼長西褲                        尺碼按英吋長度及腰圍計算 

尺碼腰圍 22~23 24~25 26~27 28~29 30~31 32 特碼 

褲長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價目        

備 註 : 

女生白色的確涼連身裙連淺藍色領帶連織校徽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紅黃藍綠色短袖運動衫連織校徽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黑色運動短褲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藍色混毛套背心冷衫連織校徽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特碼 

價目        

備 註 : 

黑色運動長褲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夏季織校徽  

 夏季校徽 

價目  

備 註 : 

其他服務及承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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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島中學校服冬季校服報價表 

 

報價商戶 :                               報價日期 :                      

             

男女生白色的確涼長袖恤衫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衫長 22 23 24 25 26 27 特碼 

男生價目        

女生價目        

備 註 : 

男生寶藍色線絨長西褲                        尺碼按英吋長度及腰圍計算 

尺碼腰圍 22~23 24~25 26~27 28~29 30~31 32 特碼 

褲長 31~33 34~36 37~38 39~40 41~42 43~44  

價目        

備 註 : 

女生寶藍色線絨背心裙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特碼 

價目        

備 註 : 

男女生碳黑色防水絹面 3M厚夾綿全件外套,左前胸配有校徽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 XS S M L XL XXL 特碼 

  上圍    34    38    42    46    50   54  

價目        

備 註 : 

黑色運動長褲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藍色混毛套長袖冷衫連織校徽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冬男女運動衛衣       尺碼按英吋長度計算 

尺碼裙長 31~32 33~34 35~36  37~38 39~40 41~42 特碼 

價目        

備 註 : 

校褸織徽 / 織花領帶 / 圍巾 

 校褸校徽  織花領帶   黑色圍巾 

價目    

備 註 : 

其他服務及承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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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承投香島中學(以下簡稱學校)校服條款 

 

一. 合約期 

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二. 承辦商須負責履行及遵守下列各項： 

A. 營業對象： 

承辦商只可將校服售予本校之學生。 

B. 度身訂造及派發： 

承辦商須於學校指定之日期及時間前往學校為學生度身訂造校服，及於

承諾之交貨日期將學生所訂造的校服及其配件送抵學校並派發給學生。 

C. 校服價格： 

承辦商於合約期內不得調整校服及其配件的價錢。如須作調整，必須先

徵得學校同意。 

D. 承辦商不得將承辦權全部或部份轉讓或抵押給其他機構或人仕。 

 

三. 承辦商須尊重香島中學教育立場。 

 

四. 承辦商須履行在報價表內的其他承諾。 

 

五. 若承辦商有下列情況，學校得隨時終止承辦商合約並保留一切追訴之權利： 

A. 未能履行第三項的承諾； 

B. 違反本合約內所列任何一項； 

C. 破產或犯刑事案或行為有損學校校譽。 

 

六. 立約雙方如欲解除合約，必須給予一個月之書面通知對方。 

 

七. 以上條款細節，在學校及承辦商協商同意下，可作更改修訂，以應合約期內

的情況變化。 

 

八. 承辦商經營上的盈虧， 一概與香島中學無關。 

 

 

 

 

公司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投商：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用正楷)：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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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校服款式 

  

夏季男生恤衫                        冬季女生恤衫 

 

   

            冬季男生恤衫               冬季男女生運動長褲 

 

        

           夏季男生長褲                        冬季男生長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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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季女生連身裙                       冬季女生連身裙 

 

    

夏季男生運動服(紅黃藍綠四社,圖示紅社)    冬男女生運動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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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投標附表(須填寫一式兩份) 

學生校服供應服務投標 

(第 4、5(如有)項由投標者填寫) 

 

請注意： 

學生校服的具體樣式、物料及規格，如有需要，可到學校觀看實物樣板。 

 

投標條件如下： 

1. 投標者須於遞交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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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副本，並於獲邀面洽時攜同此證之正本前往面洽。 

 

2. 請投標者撰擬計劃書乙份一併寄回，以供標書批核委員會參考之用。合約內容

除公司簡介外，並應回應投標條件所關注的各點。 

 

3. 為瞭解製作質素，投標者必需依照本校學生（包括男、女學生）之夏季及冬季

校服樣式，縫製各一套（全套）以作樣板。有關校服樣板務須連同投標書於截

標日期前一併交回。 

 

4. 承辦委託的有效期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起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為

期三年。若任何一方擬終止承辦委託，應在不少於十二個月之前書面通知對

方，承辦委託即告終止。 

 

5. 中標的承辦人倘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即時終止承辦委託，校方不須為

營辦商之任何損失負責。 

 

6. 承辦委託期滿前，校方將依照教育局指引再作招標，屆時承辦人可再參與投

標，但獲選與否，並非純以價低者定奪。投標者所列條件及各項因素，將作全

面考慮。 

 

7. 凡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學年至二零二四/二零二五學年入學及就讀學生所購買

之校服，可由招標之後獲得校方批准之承辦人承辦。 

 

8. 由校方指定學生校服款式、顏色及質料。承辦人須依校方資料提供合理報價單

及附備質料樣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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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校內指定地點予承辦人，以

便承辦人進行作度身(亦可即場購買)及派發校服。校方將保留權利，屆時可主

動派員協調是項工作。 

 

9. 校方及承辦人皆瞭解學生家長向承辦人購買校服與否，純屬自願。承辦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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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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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承辦人務須於雙方協商的指定日期將校服送往學校，派發校服給訂購之家長/

學生。如家長/學生發現所訂校服與樣本之款式顏色或質料不符合，或衣不稱

身等情況，承辦人須無條件接受其退貨，並應將其預繳之訂金照單據如數退還

家長/學生。 

 

11. 承辦人為方便學生可於任何時間添購校服之需求以及確保換季時可依期交

貨，應常存備足量原料及各尺碼製成品。 

 

12. 承辦人須提供門市購買服務。如有個別學生到門市選購，各種校服需照報價

之單價計算。 

 

13. 報價單內所列之價目，於二零二二/二零二三學年起三年合約期內有效，承辦

人日後如欲調整校服售價，需先與學校協商並徵得學校同意。 

 

14. 請投標者注意防止賄賂條例，並在呈交予本校的檔中加入以下防止賄賂條

款：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營

辨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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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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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因此取消批出的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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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承辦委託書倘若有未詳盡之處，校方與承辦人在雙方同意下，可作書面修

訂，作附帶條件實施。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倘獲 貴校（香島中學）接納標書後，未能提供投標書

上所列服務內容，須負責賠償學校再次招標之行政費用。 

 

 

投標公司名稱 ︰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正楷）︰                            

 

 

 

 

簽署及公司印章 ︰                            

 

 

日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