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索取報價單 

本校現誠邀 貴公司對下列服務項目進行報價﹕ 

學校名稱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聯絡人 莊小姐，Dick Chan，孔任熙老師，陳凱茵老師 

聯絡電話 2320 0011 / 9166 5449 

傳真號碼 2320 4470 

聯絡人電郵 cly@g.skhsbs.edu.hk, dc@g.skhsbs.edu.hk 

報價項目 
購買 20至 59台以上的 Chromebook報價 

(請列出平均一部 Chromebook的價錢) 

截止日期 2022 年 2 月 11 日中午十二時 

遞交方式﹕ 

若報價單中有其他選項，可以 Optional 方式標註。 

請於信封面和報價書上清楚註明「Chromebook書面報價2022」，而報價書必須於2022年2月11日中午

十二時或之前一式兩份連同表格I寄回或交到本校，地址是香港九龍彩虹邨藍鐘路11號。如超過一份

報價書，須把報價書分別放在不同信封內提交。 

 

報價條款﹕ 

1.定義 

“學校”是指–香港學校。 

 “學校工作日”是指–不是香港公眾假期或星期六或星期日的任何一天。 

 “報價有效期”是指從報價提交之日起至報價截止日期後第 90 天（即 2022 年 5 月 12 日）午夜

12：00（香港時間）結束的時間。 

“報價截止日期”是指– 2022 年 2 月 11 日（星期五）。 

“報價截止時間”是指–報價截止日期的中午 12:00（香港時間）。 

 

2.報價單 

（a）報價涉及附表中指定的所有貨物的供應，所有流動裝置均是全新的。 

（b）供應商不得更改報價邀請(表格 I)。供應商認為必要的任何修改，應在報價單後另加附件。 

（c）報價一式兩份，並以墨水或打字稿填寫。未提交的報價可能不予考慮。 

（d）報價應隨附完整的資料。如果未在報價單中提供完整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描述性文獻，目錄和

文獻證據，或者未完整提供報價邀請中要求的任何細節和數據，則不考慮報價。 

（e）所有報價均受本報價條款的約束。 

（f）承辦者服務規格，必須符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現行之法例、標準、指引及法定責任。承辦者

若未能履行應負責任，校方有權終止承辦委託，校方不須負責承辦者之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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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承辦者的報價書若有未詳盡之處，校方與承辦者在雙方同意下，可作書面修訂或作附帶條件實

施。 

（h）請承辦者注意防止賄路條例，並在呈交予本校的文件中加入以下防止賄路條款：承辦者、其僱

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承辦者的有關人士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 章

<防止賄路條例>所界定的「利益」。) 承辦者、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

約無效；學校亦可因此取消批出合約，而承辦者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3.日期和時間 

（a）報價有效期 

報價應直到報價有效期結束為止。如果供應商無法遵守此要求，則他們必須明確說明其報價在有效

期內可以接受的替代報價有效期。如果在報價有效期屆滿之前（或視情況而定）替代報價有效期屆

滿，他們的報價被撤回，建議他們採取適當的行動，這很可能會損害他們將來作為學校的地位供應

商。 

（b）報價截止日期和時間 

學校必須在報價截止日期和時間（香港時間）之前收到所有報價。後期報價將不被考慮。 

如果在截止日期上午 9:00（香港時間）至中午 12:00（香港時間）之間的任何時間內有效的暴雨黑色

警告或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則報價截止時間為下個工作日延長至香港時間正午 12:00。 

 

4.價格 

（a）供應商的報價將以港元為單位。此類價格應為允許所有貿易和現金折扣的淨價格，並應包括集

裝箱，包裝，包裝材料和交付的成本。供應商要報價的價格只能顯示在報價邀請中提供的時間表

上。 

（b）報價 

除非供應商另有明確規定，否則將假定其報價在合同有效期內仍然有效。因此，不會考慮任何價格

變動的要求。但是，如果供應商希望提交包含價格變動條款的有條件要約，則可以清楚地理解，這

樣的要約可能損害合同的授予，他可以這樣做。在任何情況下，學校均應明確規定價格變動公式的

依據，並以書面形式接受。 

（c）報價準確性 

供應商應在提交報價之前確定報價的準確性。在任何情況下，學校都不會以報價錯誤為由接受任何

價格調整請求。 

 

5.遵守法規和標準 

所有貨物均應遵守相關的最新法定義務，政府法規，業務守則和英國標準。 

 

6.貨物交付 

訂單的裝置需於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一日前送抵本校。 

收到學校授權人員的訂單後，所有物品應按時送到學校。損壞的物品應免費退還給供應商，學校不

承擔任何費用。 

如裝置比訂明的結束日期遲，承辦者需賠償校方的損失，以總投標價格每天 2%計算。 

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單上所列物品或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供應書面報價單所列物

品或服務，並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物品的差價。 

 



7.付款條件 

供應商應以港幣報價。 

 

8.通知 

成功的供應商會於報價的接受有效期內收到通知。在報價的接受有效期內未收到任何通知的供應商

應假定其報價未被接受。 

 

9.備選方案和談判 

可以提交其他提議，以提高要約的價值。學校保留與任何供應商就報價條款進行談判的權利。 

 

10.學校的權利 

學校無義務接受最低報價或任何報價，並保留在報價有效期內任何時間接受全部或任何部分報價的

權利。 

 

11.不成功的供應商文件 

不成功的供應商文件可在合同授予後至少三個月內銷毀。 

 

12.與合格狀態有關的新信息 

供應商應立即將可能影響其作為學校註冊供應商或特定產品合格供應商資格的因素以書面形式通知

學校。學校保留根據與資格相關的任何新信息審查其資格狀態的權利。 

 

13.承包商的績效監測 

建議供應商，如果他們被授予合同，則其後續表現將受到監控，並在評估其未來報價時將其考慮在

內。在評估表現時，即使可能不會因此對商品或服務的標準造成不利影響，學校也可能會考慮違反

任何香港法令，法規或其他法律的行為。在這種情況下，學校保留立即終止合同的權利，且不予賠

償。 

 

14.取消報價 

在不影響學校取消報價的權利的情況下，由於運營或任何原因，在報價截止日期之後需求發生變化

的情況下，學校無須接受任何一致的報價，並保留取消報價的權利。 

 

 

二零二二年一月二十四日  



Chromebook Requirements︰ 

 

CPU︰Intel Celeron N5100 or above 

RAM︰8GB or above 

Storage︰64GB SSD or above 

VGA︰Onboard VGA or Individual Graphic Card 

MON︰11.6” HD Multi-Touch Monitor or above 

Camera︰dual(front and back) Back HD Camera (1280 x 720) or above 

OS︰Chrome OS (64 bit) 

Others︰Bluetooth 5.0 or above 

    Built-in Stylus pen 

802.11 a/b/g/n/ac Wi-Fi (Support both 2.4G and 5G) 

Build-in Stereo Speakers 

Long Battery Life (9 hours) 

HDMI x 1 /USB 3.0 x 1/USB 2.0 x 1 or above 

At least 3 years onsite warranty 

Chromebook management console per device 

 

  



表格I 

Chromebook書面報價2022 

 

學校名稱和地址：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香港九龍彩虹邨藍鐘路11號  

  

報價單： SKHSBS-T2122-IT-003 

  

報價截止日期： 2022年2月11日中午十二時 

 

 

第一部分 

特此簽名的人提議提供報價表中所述的所有服務，交付期限相對於確定的訂單日期報價，報價價格

應符合報價或不含所有其他費用的價格，並符合學校提供的任何規定。這樣做時，簽名人承認，除

非另有規定，否則所有項目均應符合英國標準規範（如果存在）。除非學校另有指示，否則報價應保

持開放，直到報價有效期結束為止；並且學校沒有義務接受最低報價或任何報價，並保留在報價保

持開放期內接受全部或任何部分報價的權利。簽名人還保證，本公司的《商業登記證》和《工人賠

償保險政策》目前有效，並且本公司提供的物品不據我所知侵犯任何專利。 

 

第二部分 

確認報價有效性 

 

參考此報價文件的第一部分，再次確認該公司提供的報價有效期自 2022 年 2 月 11 日起為期 90 天。 

簽名人還同意接受這樣的事實，即一旦重新確定了報價有效期，則公司報價表中針對此性質指定的

打印條款將不適用。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地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下頁》 



Chromebook

訂購數量 

產 品 型 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價 

產 品 型 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價 

產 品 型 號 ：

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價 

20-59台 

(請列出平均一部

Chromebook的價錢) 

   

 

 

   

 

 

   

*以上表格只供參考，如有需要，請自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