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校檔號：                                日期：31/1/2022 

                         掛號郵件 

 

公司名稱及地址： 

 

 

執事先生或小姐： 

 

招  標 

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倘  貴公司不擬提供部份項目，請

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表格必須一式兩份，置於密封信封內，信封面清楚註明：『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

校服供應服務』。 並於截標日期 2022 年 2 月 28 日(一) 中午十二時前交往或寄往新界元

朗天水圍天澤邨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180 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有效期內仍未接獲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 部分(一式

兩份)，否則概不受理。 

 

2.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盡快把本函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3.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4.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

事宜的有關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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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競投人須為學校

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謹啟 

                                                             (徐式怡) 

 

2022 年 1 月 31 日 

 

*請刪去不適用者 

（投標商不可在招標書封面顯示該公司的身份） 



承投提供 2022-25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澤邨                  

學校檔號（由校方填寫）：                                                         

截標日期/時間（由校方填寫）：   2022 年 2 月 28 日(一)  中午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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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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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有效

期內，採納某份投標書的全部或部份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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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月___日(   )起為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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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及公司印鑑                      

 

簽署者姓名                                     職銜                             

             （請註明職位）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名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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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電子郵件 ：                                                               



1. 招標編號： 

 

2. 招標機構：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3. 招標項目： 校服服務。由2022年9月1日開始，為期三年即期三個學年(1/9/2022-31/8/2025) 

 

4. 項目詳情： 有關校服服務的要求，規格及其它資料，請參閱隨此通告 

夾附文件： 

<附件(一)-------- 承辦校服供應標書> 

<附件(二)-------- 現有校服款式參考資料> 

<附件(三)-------- 校服價格表格> 

<附件(四)-------- 有關防止賄賂條例及利益衝突申報> 

 

5. 遞交標書： (a) 投標表格(第II部分)連同附件三及四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於密封之

信封內。 

 (b) 信封面應清楚註明：承投提供2022-2025年度校服供應服務投標書。 

 (c) 投標書請寄往，新界天水圍天澤邨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徐式怡校長

收，並須於2022年2月28日(一)中午十二時或以前交回本校。 

 (d) 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90天內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

選論。 

 

6. 聯絡人： 姚玉蘭小姐   電話﹕31522973   傳真﹕29948648   

 

 



附件一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承辦校服供應標書 

 
(一) 投標者須知事項：  

 1.1 投標書以中文填報，連同附件一、二(一式兩份)放入密封之信封內，學校將提供

封面「承投2022-2025學年校服供應服務」字樣，以供 貴公司貼於信封上； 

   
 1.2 投標者須於遞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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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投標者必須把「承辦校服經驗」、「服務承諾」(包括常備存貨尺碼大小、最長

缺貨及非常備尺碼製造時限)、「衣物料成份」及附上布版(註明成份、級數及產

地)及「不同尺碼價格資料」等，各一式兩份，放於密封信封內。 

   

(二) 投標條件： 

 2.1 合約有效期由2022年9月1日起至2025年8月31日止，為期三年。凡於2022至2024

新學年入學學生新購買之校服，將由招標後獲校方接納之承辦人承辦。 

   

 2.2 承辦商倘未能履行合約條款，經書面警告後仍未能作改善，校方有權即時終止

合約。 

   

 2.3 合約期滿前，校方將依照教育局指示再行招標，屆時承辦人可再參予投標。但

獲選與否，並非純以價低者得為準。各投標者所列條件及其他因素皆在被考慮

之列。 

   

 2.4 由校方指定學生校服款式、顏色及質料，承辦商需根據校方資料提供合理報價

單及附質料樣本及校服樣版(或相類近學校的校服樣版)，經校方審核同意後承辦

商才進行購料及裁製。若有需要，經雙方協調後校方將在指定日期及時間內提

供校內指定地點予承辦商，以作度身及派發校服之用。 

   

 2.5 校方或於成標期內更換校服款式；如需改變校服款式、顏色或質料，校方會於

最少六個月之前通知承辦商。 

   

 2.6 承辦商如於合約期內更動校服價格，必須以書面知會校方及獲得法團校董會審

批。 

   
 

 

 

 

 



 2.7 本校約800名學生，校服式樣如下： 

  (一)  夏季校服 

  校服 運動服(男女生適用) 

男生 1. 藍綠交替格仔紋，繡線模 

式的校徽，配以模仿斜角

形的衫口領帶恤衫 

2. 藍綠交替格仔短褲 

   (可繫上打孔皮帶) 

上衣 粉藍圓領白色短袖運動衫 

女生 單層蝴蝶結，繡線模式的校

徽連身裙 

運動褲 彩藍撞黃色運動短褲 

長線衫 
(男女生適用) 

棗紅色長袖線衫外套連繡章   

 

   

  (二)  冬季校服 

  校服 運動服(男女生適用) 

男生 1. 白色長袖恤衫，綠色格子 

條紋圍邊連繡線模式的

校徽 

2. 綠色長校呔(兩粒鈕扣款) 

3. 格仔長絨褲 (可繫上打孔

皮帶) 

上衣 圓領長袖白色運動衫 

(連印章) 

女生 單層蝴蝶結配角領衫口，繡

線模式的校徽及膝藍綠間條

連身絨裙 

運動褲 彩藍撞黃色運動長褲 

校褸 
(男女生適用) 

黑色間棉校褸連抓毛背心內

件(連繡章) 

運動外套 彩藍撞黃色運動外套 

(連繡章) 

冷毛衣 
(男女生適用) 

棗紅色長袖冷外套連繡章   

 

   

 2.8 承辦商須每年三次到校為學生提供度身訂購校服服務(約在六月、七月及十月)  

   

 2.9 所有到校售賣校服之職員必須提交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 

   

 2.10 承辦商必須於雙方協調後指定之日期將校服送往學校，派發校服給訂購之各家

長。如家長發現所定校服與樣本之款式、顏色或質料不符合或不稱身等情況，

辦商應無條件接受其退貨，並應將其預繳之訂金照單據如數退還有關之家長。 

   

 2.11 承辦商為方便學生可於任何時間添置校服之需求與及確保換季時能依期交貨起

見，需經常存備足量原料及各尺碼製成品。 

   
 



 2.12 承辦商須提供門市購物服務(詳列門市地址及聯絡電話)，並詳列有關之售後服

務。 

   

 2.13 承辦商因校服供應而引起任何事故導致投訴、訴訟或賠償，承辦人應承擔上述

責任，並賠償校方為此所受到的損失及所付之全部費用。 

   

 2.14 校方及承辦商皆明瞭學生家長向承辦商購買校服與否，純屬自願。承辦商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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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夏季男女生校服式樣 

圖一 圖二 

 

 

 

 

 
 

 藍綠交替格仔紋，繡線模式的校徽，

配以模仿斜角形的衫口領帶恤衫 

 藍綠交替格仔短褲(可繫上打孔皮帶) 

 

  (可繫上打孔皮帶) 

 單層蝴蝶結，繡線模式的校徽連身裙 

圖三 圖四 

一        
 

 粉藍圓領白色短袖運動衫、 

 彩藍撞黃色運動短褲 

 

 棗紅色長袖線外套連繡章 

  

 

 

 

 

 

 

 

 



冬季男女生校服式樣 

 
 

圖五 圖六 

  
 白色長袖恤衫，綠色格子條紋圍邊 

連繡線模式的校徽 

 綠色斜格長校呔(兩粒鈕扣款) 

 格仔長絨褲 (可繫上打孔皮帶) 

 單層蝴蝶結配角領衫口，繡線模式的

校徽 

 及膝藍綠間條連身絨裙 

 

圖七 圖八 

        
 

 圓領長袖白色運動衫(連印章) 

 彩藍撞黃色運動長褲 

 彩藍撞黃色運動外套(連繡章) 

 彩藍撞黃色運動長褲 

 

  

 

 

 

 

 

 



冬季校褸 

圖九 

  

 

 

 黑色間棉校褸連抓毛背心內件(連繡章) 

 

圖十 

 

 棗紅色長袖冷外套連繡章 



附件三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本校建議校服款式及價目表 

 
*請按附件二校服式樣，分別列出 2022-23、2023-24 及 2024-25 三年內之預計價格及加幅 

 

 

1. 夏季校服(可參閱相關照片) 

 

男生短西褲                                                              T/C 色織格仔布  

尺碼(褲長) 9 10 11 12 13 14 15 16   裁碼 

價目            

 

 

男生企領短袖恤衫(連校章)                            T/C全精梳混棉白紡布+ T/C色織格仔布 

尺碼(領圍) 10 10.5 11 11.5 12 12.5 13 13.5   裁碼 

價目            

 

 

女生短袖連身裙(連校章)                              T/C全精梳混棉白紡布+ T/C色織格仔布 

尺碼(裙長) 24.5 26 27.5 29 30.5 32 33.5 35   裁碼 

價目            

 

 

短袖運動衣(連校章)                                                          CVC珠面布 

尺碼(上圍)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運動短褲                                                                   針織提花布 

尺碼(坐圍)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開胸冷氣線衫外套(夏季)                                                       全腈線冷 

尺碼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2. 冬季校服(可參閱相關照片) 

男生長西褲                                                              TR 色織格仔布  

尺碼(褲長)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男生企領長袖恤衫(連校章)                            T/C 全精梳混棉白紡布+ TR 色織格仔布 

尺碼(領圍) 11 11.5 12 12.5 13 13.5 14 14.5   裁碼 

價目            

 

 

 

女生長袖連身裙(連校章)                              T/C 全精梳混棉白紡布+ TR 色織格仔布 

尺碼(裙長)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長袖運動衣(連校章)                                                        珠底雙衛衣布 

尺碼(上圍)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運動長褲                                                                   針織提花布 

尺碼(褲長)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運動外套(連繡章)                                                             針織提花布 

尺碼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開胸長袖毛衣外套(連繡章)(冬季)           12 針混毛冷(經消毛程序處理較少起毛頭 / 減少拮肉) 

尺碼 24 26 28 30 32 34 36 38   裁碼 

價目            

 

 

 

間棉褸連可拆除抓毛背心(連繡章)                

                               抗風防水複合布/1400 機(2”×2”)間棉 + 雙面雙搖抓毛 Fleece 布         

尺碼(身高) 115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裁碼 

價目            

 

 



附件四 

 

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表格 

有關防止賄賂條例及利益衝突申報 

 

學校名稱及地址：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澤邨                  

 

學校檔號（由校方填寫）：                                                    

 

截標日期/時間（由校方填寫）：   2022 年 2 月 28 日(一)  中午十二時正                  

 

 

確定遵守防止賄賂條款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事宜

的有關委員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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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

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簽署及公司印鑑                        

 

簽署者姓名(正楷)                                    職銜                             

             （請註明職位） 

日期          年         月         日 

 

利益衝突申報及資料保密 

 

本人已細閱學校就利益衝突方面所制定的政策，並明白其內容。是次參與投標的商戶與本人

及直系親屬並沒有業務往來或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財務利益。並承諾不會在未經學校授權下披

露有關報價或招標的資料。 

 

簽署及公司印鑑                        

 

簽署者姓名(正楷)                                    職銜                             

             （請註明職位） 

日期          年         月         日 



不擬投標 / 書面報價通知書 
 

如  貴公司未能承投 2022-2025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請填妥此表格後，寄回新界天水圍天澤

邨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致：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校長 

承投 2022-2025 年度校服供應服務 

招標編號： 

截止日期：2022年2月28日(一)中午12:00 

 

 

有關 貴校邀請本公司承投以上服務，現因以下理由未能承投，特此回覆。 

(請在適當的內加上✓) 

 未能提供書面報價所示產品或服務 

 未能達到書面報價所示要求規格 

 未能於指定日期送貨 

 未能於截止限期內遞交書面報價 

 暫時缺貨 

 貨品要求數量太少 

 貨品要求數量太多 

 其他(請註明)                                                             

 

                                                                               

 

 

簽      署：                         

 

簽署人姓名：                                職銜                             

       （請註明職位）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名稱）不擬 

投標。 

 

 

日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