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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3.2-7 

TENDER SCHEDULE 

(TO BE COMPLETED IN DUPLICATE) 

  (Columns 4, 5 and 6 to be completed by Tenderer) 

(1) 

Items 

No. 

(2) 

Description and Specification 

(3) 

Qty. 

Req. 

(4) 

Unit 

Rate 

(HK$) 

(5) 

Total 

Amount 

(HK$) 

(6) 

Delivery 

Offered 

1 校務處及部分走廊公用位置翻新工程 

 

1. 工程地點: 校務處及部分走廊公用位置 

2. 工程目的：重新裝修校務處及部分走廊公用位置，並善

用空間，務求創造更大的工作空間  

3. 工程期限： 

3.1 工程期由 2021 年 7 月 12 日至 8 月 17 日 (須於到訪

本校考察及中標後作最後確定，若因疫情而停課，

本校會根據停課日子和實際情況及經雙方同意後再

考慮提前進行工程)。 

3.2 承判人須依照本校之進度預算及指示安排進行施

工，包括夜工配合進度。 

3.3 本校於工程期間的部分日子仍須進行授課及考試，

期間禁止進行噪音工作，本校會將有關日期於施工

期前盡早提供。 

3.4 若工程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未能完成，工程公司須

為其後每個逾期工程天賠償港幣$5000 元。 

3.5 若承判人之手工藝不合要求或違反地盤施工之安全

規則，引致地盤停工或延誤地盤工期，本校將就該

項目之價錢和違規或不達標之程度決定罰款。 

4. 材料供應︰除特別註明外，所有材料由承判人供應。 

5. 施工細則︰ 

5.1 工作台：如需工作台，承判人須提供予工人施工，

包工料搭/拆有關之工作台。 

5.2 承判人必須現場度尺，確認尺寸和開料。 

5.3 包提供色辦及材料樣辦，經批核後方可開工。 

5.4 包一切燒焊焊接工作。燒焊時，包供應機械及做妥

一切抽風/抽氣，防煙、防塵措施，及提供吸塵機

等，以達至本校滿意才可進行燒焊焊接工作。 

5.5 包工料做妥一切唧膠、收口及清潔工作。 

5.6 所有螺絲必須為不銹鋼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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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施工時，包工料做妥工程範圍及運輸通道之一切安

全措施及保護工作，並需於每日完工後做妥清潔工

作。 

5.8 若附近住宅因噪音問題，要求即日停工，承判人不

得異議。  

5.9 除原有工程的設計外，需預留可另加免費安裝 5 個 

(13A)電插座。 

5.10 如因工程需要剪斷任何電線、電腦網絡線、音響系

統線，需知會學校及獲得本校許可，並有本校 IT 部

員工在場方可進行。 

5.11 如於工程進行期間，工程人員損壞本校之任何設備

（如網絡線纜、音響設備等），需照價賠償本校之損

失。 

5.12 臨時水電設備，由承判人自行接駁。  

5.13 所有工程項目的時間表可能會因應本校的其他的運

作而作出修改，承判人不得異議。  

5.14 工作時間： 星期一至五由 08:00 至 18:00；星期六

由 08:00 至 16:00；星期日不可開工。 

6. 安全人員：【實量實度項目】 

6.1 承判人於同壹個地盤施工期間用 20 名或以上員工

時必須派駐最少 1 名或以上安全督導員 (Safety 

Supervisor)，負責監管承判人在地盤內所負責工程的

一切安全事項及參與有關工程會議，並與本校保持

聯絡，以配合及協調執行地盤安全措施。 

6.2 安全督導員 (Safety Supervisor) - 必須已修畢及獲得 

"建造業安全督導員證書" 或相關證書及擁有最少 1 

年於建築地盤相關安全工作經驗的人仕。 安全督導

員必須以全職形式派駐於地盤，監管承判人在地盤

內所負責工程的一切安全事項及參與有關工程會

議。安全督導員可容許兼負地盤管理人之工作，但

必須得到本校同意及絕不能參與所負責工程內的施

工實務工作。 

6.3 若承判人指派之安全督導員未能達到本校的要求

時，本校有權要求承判人在 3 個工作天內更換，承

判人不得異議。 

7 投標基本要求： 

7.1 須負責校務處及部分走廊公用位置的設計及工程、並到

校介紹計劃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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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需提供 3D 效果圖。 

7.3 須到訪本校考察及進行現場度尺，而物品或地方的

實際尺寸以現場度尺為準。屆時本校職員會為訪校

人員交代計劃的基本須知。 

7.4 投標公司可預先向負責職員登記，未有參加實地考

察及簡介會的公司之投標結果將會直接受影響。 

7.5 須提交有關公司商業登記證副本及小型工程牌照。 

7.6 須安排註冊結構工程師跟進整個工程項目，例如分

析及評估有關建築工程的計劃的結構安全性。 

7.7 有關工程的設計須依據相關《建築物(規劃)規例》及建

築物消防安全守則，並考慮多用途室之逃生途徑。 

7.8 工程中包含的衞生設備須符合《建築物(衞生設備標

準、水管裝置、排水工程及廁所)規例》。 

7.9 有關工程的設計須依據《建築物(建造)規例》及建築

物消防安全守則，考慮耐火結構的問題，並滿足消

防處消防安全要求。 

7.10 須負責工程的第三者責任保險。 

7.11 須為整項工程提供 1 年免費上門保用及保養期。 

7.12 須提供過往 24 個月所承接的最少 5 項學校工程 

資料，及相關學校的聯絡方法作參考。 

7.13 在不損害其它投標條件的一般性情況下，當本校

認為標價是不合理的偏低，並會因此影響投標人提

供服務的質素，本校可拒絕接納其標書。 

7.14 待  貴公司落實最終設計圖後，本校仍有權利因

應實際情況加插工程細節。 

7.15 所有工程細節將以簡介會及合約之細則為準。 

8 附加工程細則︰ 

8.1 所有合約內之單價如發現有減帳或有項目已取消，承

判人須立即通知本校以作出更正，以免中期或尾期糧款

計算錯誤。 

8.2 地盤聯絡人︰關淑嫺主任 

2 * 如此工程因不符合香港相關法例條款而遭任何政府部門反對而被

迫中斷工程，本校將只會承擔以下費用 (請清楚列明以下兩項費

用)。 

 入則費用 

 結構工程師的咨詢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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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understand that if we/I fail to supply the stores or services as offered 

in our/my tender upon accepting school’s order, we are/I am prepared to 

pay the price difference to the school if such stores or services are obtained 

from elsewhere. 

Company Chop 

  

Name of Supplie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Name and Signature of Person authorized to sign tender: 

 

Name (in block letters)                                    

 

 

 

 

Signature                                                

D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