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標編號：T2021014                        日期：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敬啟者：  

邀請招標 承辦提供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辦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物料、項目及/或服務。

倘  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訂貨，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承

辦提供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投標書、招標編號，投標書應

寄往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2號，於信封面註明「萬鈞匯知中學校長收」，並須

於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及任何

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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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在該9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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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不擬投標通知書寄回上述地址，

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學校邀請招標承辦所需物品/服務時，會以「整批」、「分組」或「分項」

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投標。 

如有查詢，請致電與萬鈞匯知中學學校發展部葉浚昇首席主任聯絡。 

地    址：新界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2號萬鈞匯知中學 

電話號碼：(852) 2706 6969  傳真號碼：(852) 2706 9906 

 

  張志文校長謹啟 

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招標 承辦提供 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 

招標編號：T2021014                      (第 4至 6項須由承辦商填寫) 

(1) 
項目
編號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所需
數量 

(4) 
單價(元) 

(5) 
總價(元) 

(6) 
提供的 
送貨服務 

1 

承辦商須提供以下服務及注意事項： 
1. 維修及保養全校冷氣機（約3百部，包括

各類型號）、鮮風機（約100部）及風槽
等相關配件。 

2. 服務年期由2022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
31日，為期兩年。 

3. 提供清潔藥水及機械徹底清洗每部冷氣
機，包括（但不限於）主機(室內外機組)、
外殼、隔塵網、散熱器、風機及風槽等相
關配件，及用泵通排水喉，每年2次（暫
定4月、12月各一次）。 

4. 用高壓水機等設備清洗冷氣機平台，包
括清洗、起青苔及掃淨平台上及冷氣機
底所有積累的污垢及垃圾等。 

5. 提供雪種錶檢查每部冷氣機之冷凍系統
壓力，當發現雪種不足須即場加注雪種，
全年免費加注雪種一次。 

6. 檢查每部冷氣機的運作情況包括（但不
限於）冷氣機安全掣、壓縮機風扇、電源
及控制線路、機件振動及聲響是否正常，
為冷氣機風扇、摩打加潤滑油。 

7. 定期進行冷氣機例行檢查及清潔保養，
包括（但不限於）外殼或隔塵網等相關
配件，每年5次。 

8. 清潔、清洗及檢查每部鮮風機︰每年一
次（於暑期進行）。 

9. 如有冷氣機或鮮風機及相關配件有故
障、問題，保證2天內派員到校跟進及維
修。 

10. 按本校要求，於每次檢查、維修或清潔
後，須即時填妥本校冷氣機維修及保養
記錄表。 

11. 每次到校檢查、維修或清潔的日期及時
間需先與本校協調，並經本校同意後方
可進行。有關的工程以不影響本校正常
運作為原則。 

12. 為本校冷氣系統、鮮風系統等提供專業
意見。 

13. 按本校要求，協助更換、重新安裝冷氣
（事前需提供報價）。 

14. 提供所需工具及足夠的合資格技術人

1 

  
 



 

 

員，並能於合理時間內完成工作。 
15. 報價必須包括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人工、工具等。個別維修零件如需額
外收費，必須事前提供報價，經本校同
意後，方可落實。 

16. 本校分24個月支付合約費用，每月工作
完成後支付。報價請提供每月費用，以
及整份合約的總費用。 

17. 承辦商應自行與冷氣機、鮮風機製造商、
原廠聯絡及協調。 

18. 服務必須符合香港法例要求及相關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符合最低工資、電
力系統要求（按需要發出WR1）、消防要
求等，技術人員亦必須領有有效的相關
牌照、資格等。承辦商亦需購買勞工保
險及保額不少於港幣壹仟萬元之第三者
及公眾責任保險。 

19. 承辦商須確保技術人員工作時之安全，
並擁有相關的意識，包括（但不限於）高
空工作時配備安全帶、高空工作台等。
有關裝備由承辦商自行提供及負責。 

20. 承辦商須以誠實、可靠、有責任感與校
方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伙伴關係。 

21. 如相關服務未符合本校要求，本校可提
出改善要求。如仍未能改善，本校可於
一個月前通知下，中止有關合約，並毋
須作出任何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合約
餘下的月費。 

有意投標的承辦商，可選擇出席6月17日下午2:30於本校進行的簡介會議，以便實地視
察環境。出席者請於6月16日下午3:00或以前，致電本校校務處向余小姐登記，電話︰
(852)2706 6969。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承

辦投標書上所列物料、項目及/或服務，本公

司/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

項目及/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承辦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招標 承辦提供 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 

招標編號：T2021014                      (第 4至 6項須由承辦商填寫) 

(1) 
項目
編號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所需
數量 

(4) 
單價(元) 

(5) 
總價(元) 

(6) 
提供的 
送貨服務 

1 

承辦商須提供以下服務及注意事項： 
1. 維修及保養全校冷氣機（約3百部，包括

各類型號）、鮮風機（約100部）及風槽
等相關配件。 

2. 服務年期由2022年8月1日至2024年7月
31日，為期兩年。 

3. 提供清潔藥水及機械徹底清洗每部冷氣
機，包括（但不限於）主機(室內外機組)、
外殼、隔塵網、散熱器、風機及風槽等相
關配件，及用泵通排水喉，每年2次（暫
定4月、12月各一次）。 

4. 用高壓水機等設備清洗冷氣機平台，包
括清洗、起青苔及掃淨平台上及冷氣機
底所有積累的污垢及垃圾等。 

5. 提供雪種錶檢查每部冷氣機之冷凍系統
壓力，當發現雪種不足須即場加注雪種，
全年免費加注雪種一次。 

6. 檢查每部冷氣機的運作情況包括（但不
限於）冷氣機安全掣、壓縮機風扇、電源
及控制線路、機件振動及聲響是否正常，
為冷氣機風扇、摩打加潤滑油。 

7. 定期進行冷氣機例行檢查及清潔保養，
包括（但不限於）外殼或隔塵網等相關
配件，每年5次。 

8. 清潔、清洗及檢查每部鮮風機︰每年一
次（於暑期進行）。 

9. 如有冷氣機或鮮風機及相關配件有故
障、問題，保證2天內派員到校跟進及維
修。 

10. 按本校要求，於每次檢查、維修或清潔
後，須即時填妥本校冷氣機維修及保養
記錄表。 

11. 每次到校檢查、維修或清潔的日期及時
間需先與本校協調，並經本校同意後方
可進行。有關的工程以不影響本校正常
運作為原則。 

12. 為本校冷氣系統、鮮風系統等提供專業
意見。 

13. 按本校要求，協助更換、重新安裝冷氣
（事前需提供報價）。 

14. 提供所需工具及足夠的合資格技術人

1 

  
 



 

 

員，並能於合理時間內完成工作。 
15. 報價必須包括一切費用，包括（但不限

於）人工、工具等。個別維修零件如需額
外收費，必須事前提供報價，經本校同
意後，方可落實。 

16. 本校分24個月支付合約費用，每月工作
完成後支付。報價請提供每月費用，以
及整份合約的總費用。 

17. 承辦商應自行與冷氣機、鮮風機製造商、
原廠聯絡及協調。 

18. 服務必須符合香港法例要求及相關規
定，包括（但不限於）符合最低工資、電
力系統要求（按需要發出WR1）、消防要
求等，技術人員亦必須領有有效的相關
牌照、資格等。承辦商亦需購買勞工保
險及保額不少於港幣壹仟萬元之第三者
及公眾責任保險。 

19. 承辦商須確保技術人員工作時之安全，
並擁有相關的意識，包括（但不限於）高
空工作時配備安全帶、高空工作台等。
有關裝備由承辦商自行提供及負責。 

20. 承辦商須以誠實、可靠、有責任感與校
方保持良好的溝通和合作伙伴關係。 

21. 如相關服務未符合本校要求，本校可提
出改善要求。如仍未能改善，本校可於
一個月前通知下，中止有關合約，並毋
須作出任何賠償，包括（但不限於）合約
餘下的月費。 

有意投標的承辦商，可選擇出席6月17日下午2:30於本校進行的簡介會議，以便實地視
察環境。出席者請於6月16日下午3:00或以前，致電本校校務處向余小姐登記，電話︰
(852)2706 6969。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承

辦投標書上所列物料、項目及/或服務，本公

司/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料、

項目及/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承辦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提供 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萬鈞匯知中學 -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2號 

招  標  編  號：T2021014 

截標日期和時間：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時正 

公  佈  日  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中標結果將於本校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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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校方註明提

供的包括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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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九日起計為90天。 
 
第III部分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包括佣金)，或供應商和承辦商

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包括捐贈)，均屬違法。 

2. 在本校通知投標者招標結果之前，投標者不得向本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

任何投標金額的資料；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金額；與

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者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立任何安排；或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若投標者違反或不遵守本

分條款，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

責任。 

3. 受聘單位須確保到校人員其工作表現及操守符合要求，以及香港法律，並

且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若有關人員涉及不當行為，服務承

辦商/供應商應作出跟進安排，包括(但不限於)撤換有關人員。而涉事人

員的不當行為及言論，均與本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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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     年      月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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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承辦提供 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萬鈞匯知中學 - 將軍澳調景嶺勤學里 2號 

招  標  編  號：T2021014 

截標日期和時間：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中午十二時正 

公  佈  日  期：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中標結果將於本校網頁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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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校方註明提

供的包括勞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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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六月

二十九日起計為90天。 
 
第III部分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無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

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包括佣金)，或供應商和承辦商

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包括捐贈)，均屬違法。 

2. 在本校通知投標者招標結果之前，投標者不得向本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

任何投標金額的資料；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金額；與

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者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立任何安排；或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若投標者違反或不遵守本

分條款，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但投標者仍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

責任。 

3. 受聘單位須確保到校人員其工作表現及操守符合要求，以及香港法律，並

且不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若有關人員涉及不當行為，服務承

辦商/供應商應作出跟進安排，包括(但不限於)撤換有關人員。而涉事人

員的不當行為及言論，均與本校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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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     年      月      日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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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致供應商 / 承辦商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事宜信件 

 

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事宜 
 
    本校已就教職員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禮物之問題，制定政策，

特此通知  貴公司。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不

得在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以

建立本校教職員之清廉形象。 

 

    本校教職員均了解此政策，如有違犯，會遭受紀律處分。而本

校亦會考慮將事件向廉署舉報。 

 

  本校竭誠希望  貴公司支持本校的廉政方針，假若  貴公司遇有

本校教職員索取利益，請盡速通知本人。 

 

 

 

                                            張志文校長謹啟 

  



 

 

 招標編號：T2021014                       日期：二零二二年六月八日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不擬投標通知書 

 

本承辦商不擬就  貴校承辦提供 2022-2024全校冷氣機及鮮風機保養服

務進行投標。 

請說明原因：                               

                                                                     

 

 

 

 

 

 

 

 

                                                   公司印鑑 

 

承辦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