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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真書院 

招標承辦【50-200 部平板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 

 

1. 承投內容 

提供: 

(I) 50-200 部全新原廠新款全新 Apple iPad 10.2” 128GB WIFI 型號的平板電腦。 

  (II) 50-200 支全新 Apple Pencil 

(III) 50-200 個為期 3 年的 Apple Care 保養計劃 

(IV) 50-200 塊全新 iPad 保護貼 (付運前承辦商已把保護貼安裝到所有 iPad 上) 

(V) 在有需要時，承辦商需到校為本校的非資助人士以標書的同等價錢本提供購買服 

務。 

 

2. 承投資格 

承辦商須為香港永久居民，持香港身份証，須有良好商譽，並持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商業登記証；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商業機構。 

 

3. 承標條款 

3.1 承辦商必須尊重本校之教育立場，不得有違。 

3.2 承辦商倘若有任何處理不當之處因而引致本校遭受政府或其他人士指責或處罰，或

學校聲譽，承辦商須負責及賠償，若本校認為事態嚴重，可隨時終止合約而無須賠

償。 

3.3 承辦商不得以學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或簽訂契約等，又未獲得本校許可，不得與

任何人士簽約或協議或收受酬勞。 

3.4 承辦商必須領取獨立之商業牌照，承辦商並非本校之附屬單位或代理人，本校不負

責承辦商之任何轇轕或債務。 

3.5 承辦商不得向本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處理本承辦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

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

定的「利益」)。假如承辦商在履行承辦合約時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所訂明的任何

罪行，本校有權立即終止承辦商的營辦權，而承辦商須為本校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

失或損害負上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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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標方法、承投規則及須知 

4.1 有意投標之人士可到本校或本校網站（www.ttc.edu.hk），索取/下載章程及報價項目

內容。填妥後密封標書送回本校投標箱內。投標結果公佈後，獲選之承投商應於本

校指定日期內照本章程所開列事項與本校簽立合約，各執一份存據，本校有絕對取

捨權。 

4.2 未經崇真書院同意，營辦商不得修改或違反在投標書中列出的各個項目。 

4.3 投標書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內密封。信封面應清楚註明：「50-200 部平板

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 標書」 及「崇

真書院校長收」。 

4.4 投標信封面不得明示/暗示寫上投標公司資料，投標公司如在密封信封上披露身份，  

投標資格會被取消。 

4.5 本校要求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6 個月(由截標日期開始計算至 2021 年 4 月 10

日)。 由截標日期起計，如果 30 天內仍未接到接納通知，則 貴公司是次投標可視

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第 6 頁至 7 頁部份，否則標書概不

受理。 

4.6 投標者在遞交標書後但在截標前修訂其標書，經修訂標書須以遞交標書相同方式遞

交。 

4.7 倘原本有意參加投標公司最後未能或不擬投標，亦敬請盡快把投標表格(第 7 頁)寄

回本校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請填寫投標書最後一頁不擬投標聲明)。 

 

5. 投標結果 

本校會於截標日期起計 30 天內以電話及書面通知中選承辦商。本校會採納具同等

效能和具經濟效益、收費及其他相關項目且符合招標書內開列的全部或最多條件之

方案，同時會以適切性作其中一項重要考慮因素, 而揀選合適的營辦商提供服務，

而不一定以價低為最大考慮因素。本校有絕對挑選權，投標承辦商對挑選結果不得

異議。 

 

6. 截止日期及標書遞交方法 

6.1 截標日期: 請參照封面所列之截標日期。 

6.2 投標書應以掛號郵件郵寄或直接投入設置本校校務處之專用投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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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投標者必須按封面所列截標日期中午 12 時或之前將密封之標書送到屯門良才里九

崇真書院校長收，信封面註明「50-200 部平板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

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 標書」字樣。逾期交到本校的標書請恕概不受理。(如

以郵寄形式，則以香港郵政局日期郵戳為準)。 

 註: 若截標當天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香港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或八號或

以上颱風信號，截標日期時間將順延至本校下一個上課天中午十二時。 

 

7. 本校聯絡人資料 

學校名稱:  崇真書院              

聯絡人  :  葛蔭南老師(資訊科技教育發展主任) 

地址    :  屯門良才里九號 

電話    :  (852) 2463-7373/6190-8500 

傳真    :  (852) 2463-7535 

網址    :  http://www.ttc.edu.hk 

電郵    :  ttckyn@ttc.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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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承辦： 

提供【50-200 部平板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項目 

致  ： 崇真書院    

 

日期：                        

 

第一部分：承投內容 

本人/本人公司現擬按  貴校 【50-200 部平板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 承辦章程及以下條件，承辦提供有關計劃，包括運輸費。 

 

1. 50-200 部全新原廠新款全新 Apple iPad 10.2” 128GB WIFI 型號的平板電腦。 

2. 50-200 個為期 3 年的 Apple Care 保養計劃 

3. 50-200 塊全新 iPad 保護貼 (付運前承辦商已把保護貼安裝到所有 iPad 上) 

4. 在有需要時，承辦商需到校為本校的非資助人士以標書的同等價錢本提供購買服務。 

5. 本公司會在收到正式訂單後的 30 天内把貨物送到學校 

6. 送貨到校地址： 屯門良才里 9 號崇真書院 

 

平板電腦規格資料： 2020 Apple iPad 

     128GB Capacity 

Wi-Fi  

Retina display 

10.2-inch (diagonal) LED-backlit Multi-Touch display with IPS technology 

2048-by-1536-pixel resolution at 264 ppi 

Fingerprint-resistant oleophobic coating 

Supports Apple Pencil 

手寫筆規格資料： Apple Pencil, Lightning adapter, Extra tip 

Length: 6.92 inches (175.7 mm) measured from tip to cap 

Diameter: 0.35 inch (8.9 mm) 

Weight: 0.73 ounce (20.7 grams) 

Connections: Bluetooth, Lightning connector 

Other Features: Magnetically attached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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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承辦公司資料及聲明 

承辦商公司名稱:  

商業登記地址: 

 

 

 

負責人:  

職位:  

聯絡電話:  

公司傳真:  

電郵地址:  

出標日期:          年         月        日 

 

➢ 本公司在此聲明並承諾確保於 f 貴校是次招標項目內，並無與本公司有相任何關連的公司

或人仕一同承投。如有違反上述承諾，本公司知悉有關連之所有投標均一概無效，同時本

公司同意 ff 貴校亦不排除會將本公司及相關公司一併列入黑名單內。 

 

➢ 本公司再行確認本投標書的第 2 頁至 6 頁部份的資料屬實，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

期為截標日期 (2020 年 10 月 10 日) 起計 6 個月(2021 年 4 月 10 日)。 

 

 

 

 

 

投標公司授權署代表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中文名字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正楷)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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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擬參加投標聲明 

 

崇真書院 「50-200 部平板電腦與其它周邊設備讓學校推行自攜裝置政策 (關愛基金扶貧計劃)標書」 

 

(崇真書院招標書編號:      ) 

本公司已閱讀本標書內容, 本公司不能/不擬參加是次投標, 原因如下: 

 

原因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不能/不擬參加投標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確認本頁聲明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聲明日期                   :__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