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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承投 

「新校教員室男女廁、地下男廁及 33室」裝修工程 

學校名稱及地址： 慕光英文書院  

              九龍觀塘功樂道 55 號  

學校檔號：  MK1920T19 

截止書面報價的日期和時間：  2020年 3月 4日(星期三)  

中午十二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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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書面報價書附表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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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報價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 90天內仍屬有效；

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書或任何一份書面報價書，並有權在

書面報價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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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書面報價書有效期

由     2020 年 3 月 4 日 (星期三 )     起計為 90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書面報價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

事項註明於書面報價書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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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日期  :  年   月   日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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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簽署書面報價書，該公司在  

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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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書面報價 書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 

I t e m  D e s c r i p t i on s  an d  Sp e c i f i ca t i ons  A m ou n t  

1 Waterproofing Works of Men’s and Women’s Toilets at New Wing  

 

1.1 
Preliminaries 
CAR and EC insurance  

1.2 Provide temporary protection and safety precaution 

1.3 General site cleaning after works  

2 Re-tanking Works at 1/F  

2.1 
Set a-side and re-install all water closet; temporary support and 
re-fix all toilet cubicle; Hack off and cart away existing floor 
finishing to sound concrete up to 100 mm striking 

 

2.2 
Apply 1 coat of “Optimix WP533” cementitious waterproofing 
membrane  

2.3 Lay min. 15mm thick “Optimix FS161” waterproofing screeding  

2.4 
Apply 2 coats of “Sikalastic 680” polyurethane waterproofing 
membrane  

2.5 
Lay R11 homogenous floor tiles with cement sand bedding to 
match existing  

2.6 
Cart away existing all vertical drainage branch pipes connecting 
water closet to main pipe of soil and waste; supply and re-install 
new uPVC pipes with sleeves and all necessary accessories 

 

3. Repair Structural Crack at 1/F Men’s Toilet (Optional Item Only)  

3.1 

Saw cut and hacking off wall finishing to finding the concealed 
uPVC flushing pipe; clean all rusty rebar and apply primer if any ; 
apply “Optimix RM725” repair mortar; re-lay white ceramic tiles 
to match existing; supply and re-install new uPVC flushing pipe to 
exposed type with all necessary access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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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4 Spalling Repair at Storeroom (Optional Item Only)  

4.1 

Hacking off all loosen concrete; clean all rusty and apply prime for 
reinforcement bar; re-lapping defective bar if any; apply bond coat 
and “Optimix RM725” repair mortar; re-painting for affective area 
to match existing 

 

5 
Replacement of Through Slab Drainage Pipes from 1/F to G/F 
(Optional Item Only)  

5.1 
Erect, maintain and cart away after works bamboo scaffolding 
working platform 

 

5.2 
Saw cut and cart away all drainage pipes passing through of floor 
slab; supply and re-install new uPVC drainage pipes with sleeve 
and all necessary accessories 

 

5.3 

Trapping, saw cut and hacking off all loosen concrete on side wall; 
clean all rusty and apply prime for reinforcement bar; re-lapping 
defective bar if any; apply bond coat and “Optimix RM725” repair 
mortar 

 

Total Amount:  

工程日期：由 2020年 3月 9日開始及必須在 2020年 3月 31日或之前完成。 

 

本 公 司 /本 人明 白， 如 收 到學 校 訂 單後 未 能 供

應 書 面 報價 /投 標書 上 所 列物 料 或 服務 ， 本 公

司 /本 人 須 負 責 賠償 學 校 從 另 處 採購上 述 物 料

或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 /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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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一. 防止賄賂條例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

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

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書面報價

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隨即無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二. 遞交書面報價書 

1. 有意承投服務的報價者，將書面報價書放置於無商號識認的封密式信封內，請

於 2020年 3月 4日（星期三）中午十二時正（香港時間）前，寄回或親身交

回本校，逾期書面報價書，概不受理。 

2. 信封面須清楚註明 承 投「新校教員室男女廁、地下男廁及 33室」裝修工程、

學校檔號、截止日期及時間，並以「校長」為收件人，不得顯示公司名稱。信

封面可參考如下： 

 

 

慕光英文書院 

香港九龍觀塘功樂道 55號 

校長收啟 

承投 「新校教員室男女廁、地下男廁及 33室」裝修工程 

學校檔號：MK1920T19  

截止日期及時間：2020 年 3 月 4日中午 12：00 (香港時間) 

 

 

注意事項： 

1. 申報利益 : 報價者若與本校現任或前任教職員有連繫者，須另附頁明確申報有關資料。 

2. 資料處理 : 報價書上所有個人/公司資料絕對保密，只作報價/採購程序用途。 

3. 即使不擬作出書面報價/投標，亦請交回「不擬承辦投標表格」〈附件一〉給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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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Kung Lok Road, 
Kwun Tong, Kowloon 

Tel: 2345 3475 
   Fax: 2343 4854 

第 III 部分  

申報利益表  

 

1.  你在慕光英文書院內有沒有任何人或業務利益關係 (註譯 1)？  

   有 /沒有 # 

   如有，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你的家人或親屬 (註譯 2)有沒有擔任此學校的現任職位？  

   有 /沒有 # 

   如有，請提供姓名及關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譯 (1) 個人利益包括你參予經營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  

註譯 (2) 你的家人或的親屬包括：  

a. 你的配偶 

b. 你的父母 

c. 你的配偶父母 

d. 你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以及 

e. 你或你的配偶的子女及其配偶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申報人簽署     申報人姓名     日期 

# 請將不適用的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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