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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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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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 並於截標日期 2022 年 2 月 28 日(星

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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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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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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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5 年度(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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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標日期/時間：  2022 年 2 月 28 日 (一)  中午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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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及其他費用，

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書面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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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再確定本機構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2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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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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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簽署人                                    職銜                               

        （請註明職位）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機構名稱）簽署投標書， 

 

該機構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電子郵件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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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2022-2025 年度(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 

 

投標須知 

(一) 服務詳情 

 1.1 服務對象 

  ➢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是一所政府資助全日制小學，學生人數約有740

人。校址位於新界元朗天水圍天澤邨。 

➢ 2021-2022年度共80名學生乘搭校車 

   

 1.2 服務合約年期 

  2022年9月1日至2025年8月31日，為期三年。學校會按年與校車公司進行服務

檢討及簽約。 

   

 1.3 服務範圍 

  1.3.1 校車服務路線 

   1.3.1.1 天水圍區(天盛苑、天耀邨、天慈邨、天瑞邨、天華邨、天頌苑、

嘉湖山莊、屏欣苑(天水圍西鐵站)、輞井村、廈村、流浮山、

鳳降村、天祐苑、天恩邨、天晴邨、天悅邨、錫降圍、沙江圍、

石埗村、坑尾村、栢慧豪園、栢慧豪廷、蝦尾新村、Wetland 

Seasons Park) 

   1.3.1.2 元朗區(朗屏邨、水邊圍邨、YOHO MIDTOWN、PARK YOHO、

錦繡花園、加州花園、牛潭尾、灰沙圍、唐人新村、瑋珊園、

尚悅、蝶翠峰、崇正新村、下攸田村、顯峰居、馬田壆、入建

花園、大窩村、翠巒、洪水橋住宅及屋邨、丹桂村) 

   1.3.1.3 屯門區(鄉事委員會巴士站、茵翠豪庭、欣田邨、和田邨) 

  1.3.2 學校戶外活動指定路線 

    

 1.4 接載時間：上課前15分鐘(上午7:45)到校，放學後盡可能於40分鐘內下車。 

  本校上課時間：星期一至五 上午8:00-下午3:30 

              考試期間   上午8:00-11:00 

              試後活動   上午8:00-下午1:15 

              特別活動   承辦商須配合學校需要，或與校方商討接載時間 

    

 1.5 服務要求 

  1.5.1 承辦商有責任為本校所有學童安排服務，不得以路線偏遠為由拒載； 

  1.5.2 除非遇到突發事件，否則學生不可於中途轉由其他車輛接載； 

  1.5.3 車輛須準時到站及所定的車站均在合法之上落地點； 

  1.5.4 每輛校車必須有最少一名褓母，負責維持學生秩序及照顧學生上落車； 

  1.5.5 向校方提供乘車學生、司機及褓母資料(包括手提電話)(只供學校存

檔)； 



  1.5.6 所有為校服務之司機及褓母必須提交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接種紀錄。 

  1.5.7 承辦商亦須監察員工之服務態度、儀表及行為，並為員工制定工作守

則； 

  1.5.8 承辦商須嚴格遵守教育局及運輸署發出之最新安全指引； 

  1.5.9 如承辦商所提供之服務未能符合學校要求，經校方勸諭及商討仍無改

善，校方有權於合約期內終止合約。 

  1.5.10 承辦商須按照本校學童校車服務合約條款詳細內容(附件一)為本校學

童提供校車服務。 

  1.5.11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業務經營權全部或任何部分轉讓予

別人或委託別人代為經營。 

    

 1.6 車輛要求 

  1.6.1 必須取得運輸署的「客運營業證」，並且是已獲准提供「學生服務」

的非專營公共巴士； 

  1.6.2 必須符合所有營運校車的要求及條款(必須依照教育局有關學童校車

通告指引，並應該嚴格遵守「學童搭校車的安全指引」及「經營校車

司機守則」，執行校車接載服務。) 

  1.6.3 車上所設座位數目，必須足夠校方學生乘坐，並應符合香港運輸署所

訂規則。 

    

 1.7 保險 

  承辦商供應之車輛必須購有安全保險、乘客保險、第三者保險及一切政府規

定購買之保險，以保障校方員生之安全，同時校方一切因校車服務而引致的

意外賠償，均由承辦商負責。 

    

 1.8 緊急及特殊情況處理 

  1.8.1 如在服務途中遇上交通事故，須立即與校方聯絡，並須盡快安排其他

車輛接載學生，以及配合校方妥善處理有關事宜。 

  1.8.2 上課期間內如遇有颱風或其他突發情況致令停課時，承辦商須盡快與

校方協調，並須在可能範圍內立即派車接載學生放學； 

  1.8.3 如因特殊情況學生需停課一段較長時間，承辦商須按上課日數，按比

例退還車費予家長。 

    

(二) 投標者需要遞交之文件 

 2.1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列服務要求的服務詳情、公司資料、過去3年之

客戶名單及服務年期及車隊數量。 

 2.2 已填妥的「投標表格」及「投標附表」。 

 2.3 各項證明文件，當中必須包括： 

  2.3.1 由運輸署簽發之「客運營業證」及「客運營業證證明書」有效牌照副

本； 

  2.3.2 商業登記證副本 



  2.3.3 保險證明 

 2.4 報價資料 

  2.4.1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將成為整個合約期內的唯一有效

報價； 

   除非投標者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款報價，否則及後的

價格變動將不獲考慮； 

  2.4.2 學校會以「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三) 其他安排 

 3.1 投標者必須把投標書及各項文件(一式兩份)放置於信封內封密。 

信封面清楚註明：承投提供2022-2025年度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學校活動旅遊

車服務 (信封面將由本校提供) 

 3.2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3.3 除非投標者另作聲明，否則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投標者的標書及報價將被

視有效90天。如投標者在90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可視作於是次投標為落

選論。 

   

(四) 提交標書 

 有意承投的校車供應商請於2022年2月28日(一)中午12時或以前，根據上列要求，

以機密文件形式將標書郵寄或投進設於本校校務處的投標箱內。逾期標書，概不

受理。 

 

 



(A) 學童校車服務-投標附表 1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2022-2023年度各站校車上落時間表及學生收費報價表 

 

上落車地點︰ 
返學到站 

開車時車 

逢一至五 半日上課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3:30pm放學 

下車時間 

13:15 放學 

下車時間 

元朗 錦繡花園       

元朗 加州花園       

元朗 牛潭尾       

元朗 唐人新村       

元朗 灰沙圍 巴士站      

元朗 下攸田村 停車場路口      

元朗 丹桂村       

元朗 翠巒       

元朗 
YOHO 

MIDTOWN 
    

  

元朗 
PARK 

YOHO 
    

  

元朗 尚悅 迴旋處      

元朗 馬田壆 路口      

元朗 水邊圍邨 的士站      

元朗 朗屏邨 田家炳      

元朗 瑋珊園 瑋珊園      

元朗 崇正新村 巴士站      

元朗 顯峰居 路口      

元朗 入建花園 二期      

元朗 蝶翠峰 會所      

元朗 大窩村 路口      

元朗 洪水橋 蔚林      

元朗 洪水橋 洪福邨      

元朗 洪水橋 泉薈      

天水圍 廈村 牌坊      

天水圍 輞井村 輞井村      

天水圍 鳳降村 鳳降村      

天水圍 石埗村       

天水圍 蝦尾新村 停車場      

天水圍 坑尾村       

天水圍 錫降圍       

天水圍 沙江圍 沙江圍      

天水圍 流浮山 牌坊      



天水圍 屏欣苑       

天水圍 天盛苑 商場巴士站      

天水圍 天耀邨 美心的士站      

天水圍 天祐苑       

天水圍 天慈邨 的士站      

天水圍 樂湖居 第 4、10 座      

天水圍 天瑞邨 商場      

天水圍 天頌苑 
頌恩閣小巴

站 
   

  

天水圍 天華邨 
巴士站/77

小巴站 
   

  

天水圍 天恩邨       

天水圍 天晴邨       

天水圍 天悅邨       

天水圍 景湖居 第 4、13 座      

天水圍 麗湖居 第 9 座      

天水圍 美湖居       

天水圍 栢慧豪園 正門、9 座      

天水圍 栢慧豪廷       

天水圍 

濕地公園/ 

Wetland 

Seasons 

Park 

會所    

  

屯門 欣田邨 後門閘口      

屯門 和田邨       

屯門 茵翠豪庭 迴旋處      

屯門 鄉事委員會

巴士站 
    

  

 



(A) 學童校車服務-投標附表 2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2023-2024年度各站校車上落時間表及學生收費報價表 

 

上落車地點︰ 
返學到站 

開車時車 

逢一至五 半日上課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3:30pm放學 

下車時間 

13:15 放學 

下車時間 

元朗 錦繡花園       

元朗 加州花園       

元朗 牛潭尾       

元朗 唐人新村       

元朗 灰沙圍 巴士站      

元朗 下攸田村 停車場路口      

元朗 丹桂村       

元朗 翠巒       

元朗 
YOHO 

MIDTOWN 
    

  

元朗 
PARK 

YOHO 
    

  

元朗 尚悅 迴旋處      

元朗 馬田壆 路口      

元朗 水邊圍邨 的士站      

元朗 朗屏邨 田家炳      

元朗 瑋珊園 瑋珊園      

元朗 崇正新村 巴士站      

元朗 顯峰居 路口      

元朗 入建花園 二期      

元朗 蝶翠峰 會所      

元朗 大窩村 路口      

元朗 洪水橋 蔚林      

元朗 洪水橋 洪福邨      

元朗 洪水橋 泉薈      

天水圍 廈村 牌坊      

天水圍 輞井村 輞井村      

天水圍 鳳降村 鳳降村      

天水圍 石埗村       

天水圍 蝦尾新村 停車場      

天水圍 坑尾村       

天水圍 錫降圍       

天水圍 沙江圍 沙江圍      



天水圍 流浮山 牌坊      

天水圍 屏欣苑       

天水圍 天盛苑 商場巴士站      

天水圍 天耀邨 美心的士站      

天水圍 天祐苑       

天水圍 天慈邨 的士站      

天水圍 樂湖居 第 4、10 座      

天水圍 天瑞邨 商場      

天水圍 天頌苑 
頌恩閣小巴

站 
   

  

天水圍 天華邨 
巴士站/77

小巴站 
   

  

天水圍 天恩邨       

天水圍 天晴邨       

天水圍 天悅邨       

天水圍 景湖居 第 4、13 座      

天水圍 麗湖居 第 9 座      

天水圍 美湖居       

天水圍 栢慧豪園 正門、9 座      

天水圍 栢慧豪廷       

天水圍 

濕地公園/ 

Wetland 

Seasons 

Park 

會所    

  

屯門 欣田邨 後門閘口      

屯門 和田邨       

屯門 茵翠豪庭 迴旋處      

屯門 鄉事委員會

巴士站 
    

  

 
 



(A)  學童校車服務-投標附表 3 

 

宣道會葉紹蔭紀念小學 

2024-2025年度各站校車上落時間表及學生收費報價表 

 

上落車地點︰ 
返學到站 

開車時車 

逢一至五 半日上課 

單程車費 雙程車費 3:30pm放學 

下車時間 

13:15 放學 

下車時間 

元朗 錦繡花園       

元朗 加州花園       

元朗 牛潭尾       

元朗 唐人新村       

元朗 灰沙圍 巴士站      

元朗 下攸田村 停車場路口      

元朗 丹桂村       

元朗 翠巒       

元朗 
YOHO 

MIDTOWN 
    

  

元朗 
PARK 

YOHO 
    

  

元朗 尚悅 迴旋處      

元朗 馬田壆 路口      

元朗 水邊圍邨 的士站      

元朗 朗屏邨 田家炳      

元朗 瑋珊園 瑋珊園      

元朗 崇正新村 巴士站      

元朗 顯峰居 路口      

元朗 入建花園 二期      

元朗 蝶翠峰 會所      

元朗 大窩村 路口      

元朗 洪水橋 蔚林      

元朗 洪水橋 洪福邨      

元朗 洪水橋 泉薈      

天水圍 廈村 牌坊      

天水圍 輞井村 輞井村      

天水圍 鳳降村 鳳降村      

天水圍 石埗村       

天水圍 蝦尾新村 停車場      

天水圍 坑尾村       

天水圍 錫降圍       

天水圍 沙江圍 沙江圍      

天水圍 流浮山 牌坊      



天水圍 屏欣苑       

天水圍 天盛苑 商場巴士站      

天水圍 天耀邨 美心的士站      

天水圍 天祐苑       

天水圍 天慈邨 的士站      

天水圍 樂湖居 第 4、10 座      

天水圍 天瑞邨 商場      

天水圍 天頌苑 
頌恩閣小巴

站 
   

  

天水圍 天華邨 
巴士站/77

小巴站 
   

  

天水圍 天恩邨       

天水圍 天晴邨       

天水圍 天悅邨       

天水圍 景湖居 第 4、13 座      

天水圍 麗湖居 第 9 座      

天水圍 美湖居       

天水圍 栢慧豪園 正門、9 座      

天水圍 栢慧豪廷       

天水圍 

濕地公園/ 

Wetland 

Seasons 

Park 

會所    

  

屯門 欣田邨 後門閘口      

屯門 和田邨       

屯門 茵翠豪庭 迴旋處      

屯門 鄉事委員會

巴士站 
    

  

 



(A)  學童校車服務-投標附表 4 

 
1. 請提供承投公司的服務經驗，並列明現在及過往服務的學校名稱。 

現在服務的學校名稱 

 

 

 

 

過往服務的學校名稱 

 

 

 

 

 

2. 請提供承投公司的車隊數目、車齡及車輛照片 

 數目 車輛 

16座位   

19座位   

24座位   

56-66座位   

其他(請列明)   

夾附車輛照片                                   張 

 

3. 承諾的服務及其他增值服務 

 

 

 

 

 

 

 

 

 



(B) 學校活動旅遊車車費-投標附表 
 

地區 來回 單程 

 19 座 28 座 54-66座 19 座 28 座 54-66座 

1. 香港區(金鐘、中環、上環、西環、

堅尼地城、半山區) 

      

2. 香港區(沿港鐵港島線：灣仔至鰂魚

涌) 

      

3. 香港區(沿港鐵港島線：西灣河至柴

灣，小西灣) 

      

4. 香港區(南區：薄扶林、香港仔、鴨

脷洲、黃竹坑) 

      

5. 香港區(深水灣、淺水灣)       

6. 香港區(赤柱、石澳、山頂)       

7. 九龍，西九龍(油尖旺、紅磡、九龍

城、深水埗、美孚) 

      

8. 九龍(黃大仙、新蒲崗、慈雲山、鑽

石山、彩虹、順天) 

      

9. 九龍東(九龍灣、觀塘、藍田、秀茂

坪、油塘) 

      

10. 新界(將軍澳)       

11. 新界(清水灣、西貢、黃石碼頭、泥

涌) 

      

12. 新界東(沙田、大圍)       

13. 新界東(大埔市區)       

14. 新界北(大埔林村、大尾督、粉嶺、

上水) 

      

15. 新界西北(落馬洲、古洞、元朗、沙

頭角) 

      

16. 新界西北(天水圍區)       

17. 新界西北(屯門、龍鼓灘)       

18. 新界西北(深井、青龍頭、黃金海岸)       

19. 新界西(青衣、荃灣、城門水塘、葵

涌) 

      

20. 離島(東涌、機場、愉景灣)       



本機構 / 本人明白，如成為中標機構，便有責任履行投標書的條款。如未能履行條款，   

  貴校有權追討因是次失誤而招致之損失。 

 
 

聯絡人姓名：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印鑑：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簽署：                         

 

 

日期：                                               

 

 



 

不擬投標 / 書面報價通知書 
 

如  貴公司未能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 (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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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提供 2022-2025 年度 (A)校車接送學童服務及(B)學校活動旅遊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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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能於指定日期內送件 

 未能於截止限期內遞交書面報價 

 暫時不能提供以上服務 

 服務要求數量太少 

 服務要求數量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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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