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2020-2021至 2022-2023年度校服供應及服務」 

投標條件及細則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下稱校方)誠邀有興趣商戶提供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校服供應服務之投標，有意報價者，請參閱下列之規則及條件。 

 

1. 供應商資格 

任何信譽良好之人士或商號，須於開業前自行領取營業牌照。報價時應附營業執照副本以供參

考。 

 

2. 承辦期限 (學年) 

期限由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 

 

3. 終止合約 

3.1 承辦商受委託後須妥當安排售賣校服之服務，倘承辦商不能履行合約內所訂服務條件時，

校方可於 1 個月前以書面形式終止與承辦商的經營合約。 

3.2 承辦商若想終止與校方的經營合約，必須於 6 個月前以書面方式向校方提出。 

 

4. 轉讓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供應校服代理權全部或以任何部分形式轉讓予別人或委託別

人代為經營。 

 

5. 提供服務 

5.1 委託書為期共三年，有效期由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合約中第

一年之首 6 個月為過渡期，學生仍可購買現時校服供應商的校服（已轉變款式的夏季、冬

季運動衣除外）。若任何一方擬終止委託書，可於不少於 6 個月之前書面通知對方，委託

書即告終止。每年學期終結，承辦人須與校方舉行檢討會議，以檢討每年校服供應服務。 

5.2 由校方指定學生校服的款色、顏色及質料。承辦人需根據校方資料提供承辦校服經驗、服

務承諾(包括門市地址、營業時間；常備存貨尺碼大小；最長缺貨及非常備尺碼製造時限

等)、合理報價單、衣物質料成份(及需附上同色質料樣本)。除非報價者清楚註明，否則投

標將成為整個合約期內的唯一有效報價。若承辦人須更改校服價目，必須作書面申請，並

得校方同意才可調整價格。 

  



5.3 校服樣式(樣式見附頁) 

 夏季式樣 冬季式樣 

男生校服 - 短袖夏威夷白恤衫配校章 

- 藍色短褲 

- 藍色長褲 

- 長袖白恤衫配校章 

- 灰色長褲 

女生校服 - 藍色領口綑邊、上半身白色下半

身藍色綑雙白邊連身裙配校章及

假腰帶 

- 長袖白恤衫 

- 灰色背心裙配校章連假腰帶 

體育服 (男女生) - 白色 V 領綑藍邊，正面印有校徽

短袖運動衣 

- 藍色棉質短褲 

- 藍色棉質長褲 

 

- 運動衣：白色長袖，正面印有校 

徽及校名，綑深藍色邊長袖運動

衣 

- 深藍色運動長褲 

 運動褲：主體為藍色，纖維物

料，褲筒側繡上雙色(紅藍)綑邊 

- 運動外套：主體為藍色；纖維物

料；正面繡上紅色‘FLS’ 字樣；

衣袖綑上雙色(紅藍)綑邊拉鍊

外套 

校褸  - 深藍色夾棉拉鍊中褸 

衣領及衣袖邊為深藍登心絨 

正面繡上紅色‘FLS’ 字樣 

 

5.4 如要改變校服款色、顏色或質料，校方會於不少於 6 個月之前書面通知承辦人。 

5.5 承辦商須提供門市購買服務，承辦人亦須詳列有關之售後服務。 

5.6 如家長發現所購買的校服與樣本之款色、顏色或質料不符合或不稱身等情況，承辦人應無

條件接受其退貨，並應將其預繳之訂金依照單據如數退還家長。 

5.7 為方便學生於任何時間添置校服，供應商需確保換季時依期交貨，並存備足夠不同尺碼的

校服。如有需要，供應商需為學生度身裁製校服。 

5.8 經雙方協調後，校方將在指定日期、時間及地點，供學生度身訂購或現場購買校服，校方

將保留權利，屆時可主動派員協調是項工作。 

5.9 學生家長購買校服與否，純屬自願，承辦人絕不得強迫及投訴。 

5.10 委託書期滿前六個月，校方將依照教育局指示再行投標，屆時承辦人可再參與報價。 

5.11 承辦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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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報價者如現時或過往有供應其他中或小學校服的經驗，請清楚列明相關資料，如學校名稱，

供應時期，校服質料成份/級數/産地及價格等，以供校方參考。報價者若有更佳建議，可

於投標內列出其他方案，讓校方參閱。 

5.13 若承辦人本人或其任何或所有之合夥人或股東為校方僱員或僱員之親屬，報價者須於投標

上明確申報。 

  



6. 校服供應公司提供到校服務(確實日期由校方安排) 

本校設有一所永久校舍和一所有時限九年校舍，地址分為： 

正校：石硤尾培德街 8 號 

二校：石硤尾南昌街 221 號 

每學年最少兩次到校為學生度身訂造夏季、冬季校服和運動服。 

第一次： 

六月中旬小一新生註冊兩天，派足夠人員到校提供夏季校服及運動服的現貨售予學生。(合約期

首半年除外) 

第二次： 

九月中旬，派足夠人員到校提供冬季校服及運動服的現貨售予學生。(合約期首半年除外) 

 

 

7. 校方之其他安排 

7.1 承辦商須接受校方之安排，於各方面與校方衷誠合作。 

7.2 承辦商一切經營手法，均不得與校方之原則及要求相違背。 

7.3 承辦商倘有任何不當之處引致校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指責處罰，損壞學校聲譽，承

辦商須負全部責任及作出賠償。若校方認為事態嚴重，可隨時終止經營合約而無須賠償。 

7.4 學生及家長有權自行到其他商鋪購買校服，供應商不得異議。 

7.5 供應商不得以學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借貸、買賣及簽訂任何合約等。 

7.6 供應商如有疑問，請致電校務處 27790106 與羅嶺芬副校長聯絡。 

 

請注意：有關本校學生校服的具體樣式、物料及規格，如有需要，可到本校正校觀看實物樣板 

 

8. 合約修訂 

經營合約在雙方同意下可以修改增刪。 

 

9. 報價者請填寫投標表格及報價附表(一式兩份)。 

 

10. 其他 

10.1 報價者在填寫投標表格時請詳列預備售賣校服之價目，在交還投標表格時一併交回。 

10.2 在 2020 至 2023 年度本校預計有學生約 650-750 人。 

10.3 校董、學校教職員及其直系親屬不能參與是次報價。 

10.4 校方有絶對權力決定不接納任何報價而不需作出任何解釋。 

10.5 校方有絶對權力決定選取任何承辦商。 

10.6 本校保有對本章程及一切有關文件的解釋權。 

 

  重要聲明 

  報價商戶、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長或負責甄選營辦商的有關委員、校董、

老師或任何家長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報價商戶、

其僱員及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報

價商戶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承投提供「2020-2021至 2022-2023年度校服供應及服務」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九龍石硤尾培德街八號         

學校檔案： SU192005  

截止投標日期 / 時間：2020 年 3 月 25 日中午十二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不擬*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

材料及其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供應夾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全部

或部分項目的服務。由上述截止日期起，投標書有效期為九十天；校方不一定採

納索價最低者之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的全部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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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供應的

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之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之第Ｉ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投標書之有效期為九十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之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

投標表格內之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年  月  日 

 

簽署人 

  

職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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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本校確認服務後，便有責任履行投標書的條款，如未

能履行條款， 貴校有權追討因此招致之損失。 

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深信學校  

「2020-2021至 2022-2023年度校服供應及服務」 

投標附表 (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檔案編號：SU192005 

項目 分項 尺碼 單價 

1. 夏季男生校服 1A. 夏威夷領短袖白恤

衫連校章 

  

  

  

1B. 短西褲   

   

   

1C. 長西褲   

  

2. 夏季女生校服 2A. 連身裙連校章      

  配假腰帶   

    

3. 夏季運動服 3A. 短袖運動上衣   

   

   

3B. 運動短褲   

   

   

3C. 運動長褲   

   

   

4. 冬季男生校服 4A. 長袖恤衫連校章   

    

    

 4B. 長西褲   

    

    

5. 冬季女生校服 5A. 長袖恤衫(無校章)   

    

    

 5B. 背心連身校裙   

  連校章配假腰帶   

    

6. 冬季運動服 6A. 長袖運動外套   

    

    

 6B. 運動長褲   

    

    

 6C. 長袖運動衣   

    

    

7. 夾棉中褸 7A. 長袖夾棉中褸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提供投標上所列項目，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別處採購

上述項目的差價。 

 

本公司 / 本人所呈交投標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報價文件有失實及錯誤，

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及損害負上

法律任。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