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邀請書  

(供應商請於信封面註明學校檔號﹕「 20 21 -2 02 2 /T 01」 )  

 

學校檔號： 20 21 -20 2 2 /T 01  

 

敬啟者：  

招    標  

承投「 2021-2022 年度 BYOD 計劃服務」  

 

    現誠邀   貴機構承投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倘   貴機構不擬提供

部份項目，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投標表格必須一式兩份，置於密封信封

內，信封面清楚註明：『承投「 2021-2022 年度 BYOD 計劃服務」』並於截標日

期： 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午 12 時或之前寄至九龍何文田孝民街 2 號聖公會聖

三一堂中學。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貴機構的投標書有效期至服務完結，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有效期內

仍未接獲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   貴機構必須填妥

投標表格第 II 部分，否則概不受理。倘   貴機構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盡快

把本函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如有查詢，請致電： 27144137 與羅耀庭老師聯絡。專此奉達，敬祝台安！  

 

此致  

貴機構執事先生  

 

                                                 

                                                  

                                              陳倩君校長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投標附表 (須填妥一式兩份 )  

供 應 商 須 填 項目 ( 4 )  

學生 BYO D裝置及服務  

(1)項目 (2) 物品說明/規格 (3) 數量 (4) 單價 (港元) 

A1 平板電腦  

款式 

⚫ 最新款入門級 256GB 或以上容量平版電腦 (銀色) 

晶片 

⚫ 64 位元架構 A13 仿生晶片 

容量 

⚫ 256GB 

顯示器 

⚫ Retina 顯示器 

⚫ 10.2 吋 (對角線) LED 背光多點觸控顯示器，採用 IPS 技術 

⚫ 2160 x 1620 解像度，264 ppi 

⚫ 500 尼特亮度 

⚫ 防指紋的抗脂塗層 

⚫ 支援 Apple Pencil (第 1 代) 

流動網路及無線功能 

⚫ 支援 WiFi 5 或以上及藍牙 4.2 或以上 

1-50 

 

51- 100 

 

 

101 - 200 

 

A2.1 第一、第二年意外損壞保養  

(必須使用由平板電腦廠商提供的保養服務)  

⚫ 適用於項目 A1 之平板電腦 

1-50  

51- 100  

101 - 200  

A2.2 第三年延續保養  

⚫ 需提供到校服務 

1-50  

51- 100  

101 - 200  

A3 螢幕保護貼  

⚫ 適用於項目 A1 之平板電腦 

⚫ 需提供貼膜服務 

1-50  

51- 100  

101 - 200  

A4 平板保護套 

⚫ 適用於項目 A1 之平板電腦 

⚫ 需包括放置觸控筆的凹槽 

⚫ 磁性保護蓋支援 Smart Wake and sleep mode 

1-50  

51- 100  

101 - 200  

A5 觸控筆 

⚫ 適用於項目 A1 之平板電腦 

⚫ 長度：175.7 毫米 (6.92 吋)，從筆尖量度至磁力蓋尾端 

⚫ 直徑：8.9 毫米 (0.35 吋) 

⚫ 重量：20.7 克 (0.73 安士)  

⚫ 藍牙 

⚫ Lightning 接口 

⚫ 磁力蓋連線 

⚫ 連線 (USB 至 Lighting 接口) 

1-50 
 

51- 100 
 

101 - 200  



 

服務說明 

1. 校方招標承投所需物品時，會以「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2. 承辦商職員到校進行工作時需穿著制服或佩帶職員證。 

3. 承辦商負責其職員勞工保險或任何責任保險。 

4. 承辦商存放於校內之物品，如有任何遺失或損毀，校方概不負責。 

5. 所有平板電腦已進行裝置註冊計劃(Device Enrollment Program)。 

6. 承辦商須提供現場訂購或網上訂購平台，供學校選擇。 

7. 購買平板電腦日將由校方及承辦商磋商日期，地點在本校，當天承辦商需安排充足職員到校進

行現金、支票、及信用卡收費。 

8. 領取平板電腦日將由校方及承辦商磋商日期，地點在本校，當天承辦商需安排充足職員到校派

發平板電腦及所有配件、並進行驗收程序。 

9. 承辦商提供付款方法包括現金、支票、信用卡、及 12 個月信用卡分期 ，或 AliPay網上付款

服務，供學校揀選。 

10. 承辦商需提供每位學生 2 張正式單據正本分別給予家長及本校。 

11. 本校會以平板電腦與相關程序的價錢、保養服務、付款方式、支援程度、流程安排等為考慮重

點。 

12. 所有項目的購買數量會因應家長要求而改變，最終數量以訂購單為準。 

13. 承辦商必須提供三項不同訂購數量的平板電腦及附件等價錢。 

14. 如在截標日後，平板電腦廠商推出新款平板電腦系列，承辦商必須提供最新款平板電腦，並須

承擔所有轉用新款平板電腦的價錢，不得異議。 

 

 

                                                                                      

本公司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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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供應商名稱：   

獲授權簽署報價單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  

 

日期： 

 

 

 

 
        



承投「2021-2022年度 BYOD計劃服務」 

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學校地址：九龍何文田孝民街 2 號  

學校檔案：2021-2022/T01 

截標日期：2021 年 10 月 12 日中午 12 時前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合約同意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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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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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書由下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

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在投標書的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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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  

 

第  II 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1 年 10 月 12

日起計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於投標

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  ：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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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簽署投標書，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電話號碼：     傳真：     

 
 

 

 
公司印鑑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S.K.H. Holy Trinity Church Secondary School 

 

 

 

致供應商／承辦商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事宜信件 

 

有關向學校教職員致送禮物事宜 
 

 本校已就教職員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禮物之問題，制定政策，特此通知 貴公司。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法團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不得在執行校務時索

取或收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以建立本校教職員之清廉形象。 

 

 本校教職員均了解此政策，如有違犯，會遭受紀律處分。而本校亦會考慮將事件向廉

政公署舉報。 

 

 本校竭誠希望 貴公司支持本校的廉政方針，假若 貴公司遇有本校教職員索取利

益，請盡速通知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陳倩君   謹啟 

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一日 

 

 

 

 

 

 

 

 

 
九龍何文田孝民街 2號                                                              電話: 2714 4137      傳真: 2762 1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