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啟者： 

2021-2024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招標 

本校現正安排 2021-2024 年度校服供應招標事宜，誠邀有意承投本校校服供應服務的

公司，按以下所列各項要求提交投標書。 

 

1. 請就「投標附錄」（附件一）所列要求，提出詳細標書。 

 

2. 請將投標表格(附件二)及價格表(附件三），連同詳細標書、商業登記證副本各一式兩

份，放置信封内封密，並附上校服樣辦一併遞交，信封面註明「校服供應服務招標」

投標者不應將身份披露在標書信封面上。 

 

3. 截標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正。投標者應在截標日期前，以掛號信形式寄

回，或由專人交回本校校務處。逾期投標，恕不受理。 

 

4. 招標者在截標日期後將無損其取消此標書之權益。本校保留權利可在簽署正式合約前

及無須經投標者同意的情況下對標書内容作出修訂或取消。 

 

5. 由上述截標日期起九十天内，貴公司之投標仍屬有效。九十天後仍未接獲回覆者，則

可作落選論。請填妥投標表格，否則有關投標將不獲考慮。 

 

6. 由於是次招標旨在為家長揀選最理想的校服供應商，讓家長可以用最合理的價錢購買

優質的校服，家長購買與否，仍由家長本人自行決定，校方不便干預，敬祈諒察。 

 

校長 

 謹啓 

2021 年 1 月 15 曰 

附件： 

一、招標附錄 

二、投標表格  

三、價格表 

四、校服式樣及衣料成份資料 



                 附件一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2021-2024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 

招標附錄 

 

A.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學校地址：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101 號 

電話號碼：27600463  傳真號碼：27614114 

學校網址：http：//www.tkp.edu.hk 

學生人數：約 650 人 

聯絡人  ：關綺媚副校長/馮樂斌先生 

 

B.  投標要求 

1. 投標者(以下亦稱 ‘承辦商’)須填妥投標表格(附件二)及校服價格表(附件三），

連同詳細標書及商業登記證副本各一式兩份，放置信封内封密，並於信封面註明

「校服供應服務招標」，投標者不應將身份披露在標書信封面上。 

2. 截標日期為 2021 年 2 月 26 日中午 12 時正。投標者應在截標日期前，以掛號信

形式寄回，或由專人交回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101 號聖公會蔡功譜中學校務處。逾

期投標，恕不受理。 

3. 投標項目不設參考價目，本校不一定接納最低價格的投標書，並有權與任何投標  

者商議批出合約的條款。 

4. 承辦商須負責製造及售賣的校服項目及質料要求，可參考價格表(附件三)及衣料

成份資料表(附件四)，如欲查看實物，請致電 27600463 與馮樂斌先生聯絡。 

5. 招標者在截標日期後將無損其取消此標書之權益。本校保留權利可在簽署正式合

約前及毋須經投標者同意的情況下，對標書內容作出修訂或取消。 

6. 投標結果將於截標日期後一個月内以傳真或電話通知投標者。 

C. 服務要求 

1. 合約有效期由二零二一年七月一日至二零二四年六月三十日止，為期三年。雙方

在合約第一年期內不得終止合約，由第二年起，如終止合約，雙方必須提前最少

6 個月時間通知對方。 

2.  承辦商必須在本港設有門市部，並在標書内列出各間門市地址及聯絡電話；同時，

亦請註明最近本校的門市部位置。 

http://www.tkp.edu.hk/


3.   承辦商應在標書内提供以下資料，供本校參考︰ 

a. 簡述經營校服經驗(如有)，並列出曾服務及現正服務學校的名稱 

b. 提供收費或免費的修改校服服務(如有) 

c. 每年為經濟有困難的家庭提供免費校服的數目(如有) 

4.  售賣方式： 

a. 每年七月承辦商派員到校為同學度身並現場售賣夏季校服，並於指定日期到學

校派發 

b. 每年九月承辦商派員到校為同學度身訂造冬季校服，並於指定日期到學校派發 

c. 其他日子，承辦商應備足夠存貨，供同學直接到門市部購買 

5. 每年六月及八月，承辦商須將訂購校服通告交學校審閱，經校方批准後，承辦商需

印備足夠數量的通告，送到學校，由學校派發給學生。 

6. 承辦商須於協商的指定日期將校服送往學校，派發給已訂購之學生。如發現所訂校

服與樣本之款式於顏色或質料上有不符合，或有衣不稱身等情況， 承辦商須無條件

接受學生換貨或退貨︰如換貨，承辦商須按價目表收入；如退貨，承辦商應將學生

繳付之費用照單據全數退回家長。 

7. 承辦商有責任回收校徽模糊、不及規格或其他問題之校服，而不可向校方收取任何

費用。於《投標表格》内所填報之校服價格有效期為三年，由截標日起計，期間不

可隨意調節價格。若承辦商須更改校服價目，必須作書面申請，並得校方同意方可

調整價格。每季售賣校服前，必須重新申報價目表。 

8. 校方可按需要修改校服設計，承辦商無權向本校索取任何與設計有關之費用。 

9. 如承辦商因校服供應而引起任何事故，而導致校方被投訴、或被訴訟、或被要求作

出任何形式之賠償，則承辦商應承擔上述責任並賠償校方為此所受到之全部損失及

所付之全部費用。 

10. 承辦商若未能給予校方滿意的服務水平或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以口頭或書

面形式通知即時終止合約。承辦商除不會獲得任何賠償外，還需要負責本校因終止

合約所導致之一切損失。 

11. 如承辦商有更優厚之條件或更佳建議，歡迎於招標書中列出，供校方考慮。 

 

D.  其他 

1. 如投標者本人、其公司的合夥人或股東為校方僱員或僱員之親屬，投標者應於標書

內明確申報。 



2. 投標者獲選後將獲邀簽署合約，承辦合約不得轉讓予他人或委託別人代為經營。 

3. 投標者應明白是次招標旨在為家長揀選最理想的校服供應商，校方會推薦家長向中

標的供應商選購校服，至於家長購買與否，仍由家長本人自行決定，校方不便干預。

各學生家長仍可依照校服式樣隨意到別處購買或自行縫製。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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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容許供應

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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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F. 査詢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7600463 與關綺媚副校長聯絡。 
 
 



                  附件二 

 

承投 2021 年 7 月- 2024 年 6 月校服供應服務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九龍何文田忠孝街 101 號 

學校檔號： NA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1年 2月 26日中午 12時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投標書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列於招標書上的所有服務

要求。下方簽署人申明，除提供上述清楚列於招標書上的服務要求外，日後不會提供任

何形式的利益、捐贈、優惠及服務。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内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報價最

低的投標書。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並無

觸犯任何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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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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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 

 2021-2024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 
校服價格表（請交回一式兩份） 

本公司願意在合約期内，按照以下所列價格，以及校方提供的校服規格，向  貴校供應校服。 

 

一. 夏季校服 

 

1. 男生 

(1)  白色短袖恤衫（連絲印校徽）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Cotton 

常備尺碼（領圍） 13.5” 14” 14.5” 15” 15.5” 16” 

價目 $ $ $ $ $ $ 

(2)  白色直腳西褲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Cotton    必須使用 YKK 拉鍊 

常備尺碼（褲長） 32”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 $ $ $ $ $ $ 

 

2. 女生 

白色腰果領工字摺連身裙（連校徽及半裡底裙）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Cotton  必須使用 YKK 拉鍊 

常備尺碼（後中長）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 $ $ $ $ $ 

 

二. 冬季校服 

 

1. 男生 

(1)  淺藍色長袖恤衫（連絲印校徽）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Cotton 

常備尺碼（領圍） 13.5” 14” 14.5” 15” 15.5” 16” 

價目 $ $ $ $ $ $ 

(2)  灰色斜紋絨西褲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Viscose   必須使用 YKK 拉鍊 

常備尺碼（褲長） 32” 33” 34” 35” 36” 37” 38” 

價目 $ $ $ $ $ $ $ 

 

 

 

 



2.  女生 

(1)  淺藍色長袖恤衫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Cotton 

常備尺碼（領圍） 13.5” 14” 14.5” 15” 15.5” 16” 

價目 $ $ $ $ $ $ 

(2)  灰色斜紋絨六角領背心裙 

選用質料： 65%Polyester 35%Viscose   必須使用 YKK 拉鍊 

常備尺碼（後中長） 32” 34” 36” 38” 40” 42” 

價目 $ $ $ $ $ $ 

 

三. 其他 

(1)  普藍色線背心（杏領背心連校徽，全件淨色，胸前有車花校徽） 

選用質料： 100%Cotton 

常備尺碼（後中長） 34” 36” 38” 40” 42” 

價目 $ $ $ $ $ 

(2)  校呔      

選用質料： 100%Polyester 

尺碼： 58.5”     

價目 $     

 
四.如學生購買「常備尺碼」以外的尺碼，本公司會按最接近尺碼價錢最多加價 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公司蓋印                  日    期 

 

 

備註： 

 

(i) 請附上「校服樣辦」供本校參考。 

(ii) 如對校服款式有任何查詢，請聯絡本校馮樂斌先生。（電話：2760 0463) 

(iii) 所有投標文件須呈交一式兩份。 

(iv) 請投標者勿將身份披露在標書信封面上。 

 

 

 

 

 

 

 

 



附件四 

聖公會蔡功譜中學校服式樣及衣料成份資料 

夏季 

   

男生白色短袖恤衫（連絲印校徽） 

成份:  

65%Polyester  

35%Cotton  

男生白色直腳西褲  

成份： 

65%Polyester  

35%Cotton 

女生白色腰果領工宇摺連身裙 

（連校徽及半裡底裙） 

成份： 

65%Polyester  

35%Cotton 

 

冬季 

    

男生淺藍色長袖裇衫 （連

絲印校徽）     

成份:  

65%Polyester  

35%Cotton 

男生灰色斜紋絨西褲 

成份:  

65%Polyester  

35%Viscose 

女生淺藍色長袖裇衫      

成份:  

65%Polyester  

35%Cotton 

女生六角領灰色背心裙 

成份： 

65%Polyester  

35%Viscose 

 

其他 

  

普藍色線背心（杏領背心

連校徽，全件淨色，胸前

有車花校徽） 

成份:100%Cotton 

校呔 

成份:100% Poly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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