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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招 2018001 
 

邀請招標  

承投提供「小五山西太原四日三夜教育交流團」服務  

 

現誠邀  貴機構承投提供「小五山西太原四日三夜教育交流團」服務。倘  貴公司不擬

承投上述服務，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I. 交流團的目的 

 認識古城的歷史文物、風景名勝 

 親臨保存最完整的古代縣城，增強國民身份認同 

 探訪姊妹學校、互贈禮物，建立友誼，促進兩地文化交流 

 增強學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學習與人相處的技巧，守望相助的精神 

 

II. 目的地 

1.  山西太原 

 

III. 交流團日期 

1. 2019 年 4 月 15 日至 2019 年 4 月 18 日(四日三夜)  或 

   2019 年 4 月 14 日至 2019 年 4 月 17 日(四日三夜) 

IV. 參加者 

1. 學生 30-40 人及老師 3-4 人 

 

V. 交流團要求 

1. 行程包括： 
 建議觀光景點:平遙古鎮、晉祠、山西省博物院、胡同…… 

 其中一天參觀學校[太原第四實驗小學]，全天活動由校方安排 

 

日期 活動 

第一天 

 

香港/深圳至太原 

膳食：午餐、晚餐 

第二天 

 

 

 

參觀喬家大院、平遙古城 

膳食：午餐、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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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或行程其中一天 

 

參觀學校(太原第四實驗小學)，全天活動由校方安 

排。 

膳食：早餐、午餐、晚餐 

第四天 

 

 

晋祠、山西省博物院 

膳食：早餐、午餐、晚餐 

備註：．請附上行程安排表及 

．到訪機構及行程可按實際教學需要及學習時間而作修訂 

2. 出發前派員到校進行旅遊學習研討，並向學生講解行程細節、當地地理、文化風俗

及遊學須知等。 

3. 因應是次交流團的目標設計遊學手冊。 

4. 提供不少於一位的隨團領隊。 

5. 全程導遊解說。 

6. 全程的交通安排，當中包括乘搭客機由香港或深圳往來太原（第一天出發航班不得

晚於下午一時，而第四天回程航班不得早於下午三時），以及提供有冷暖氣空調旅遊

專車連司機服務費。 

7. 住宿要求：不少於三星級的住宿。 

8. 全程餐飲安排。 

9. 毋須購物服務安排。 

10. 如出發當天早上七時前香港天文台懸掛 8 號或以上烈風或暴風信號，或紅、黑色暴

雨警告訊號，或香港保安局向山西太原/當地發出紅色及黑色外遊警示，行程將會取

消。除往返飛機機票的手續及行政費、車船費用不能退回外，其餘團費須於 2 個月

內退回。 

11. 須列明所有因特殊情況而導致行程取消的原因及退款安排。 

 

VI. 標書價格包括 

1. 旅遊意外保險（全團的基本港幣十萬元保障旅遊保險） 

2. 香港旅遊業議會印花稅 

3. 太原交通、膳食及住宿費用 

4. 太原隨團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5. 參觀當地景點之入場費用（如適用） 

6. 香港或深圳往來太原航班之機票連稅項、建設費、燃油附加費及安檢費 

7. 標書價格已包括在行程中可能出現之額外費用 

 

VII. 超時工作 

1. 不收取學校額外費用。(如需要收取，請註明。) 

 

VIII. 保密聲明 

1. 服務供應者須嚴守個人資料保密，包括學校、教師及學生的一切資料，未經學校同

意，不可使用或公開。 

 

 



IX. 提早終止合約 

1. 服務供應者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別處

購買上述服務的差價。 

2. 任何一方可於以下情況向對方提出終止合約的要求： 

a. 如發現未能履行服務要求或無可補救服務要求。 

b. 一個月前書面通知終止合約。 

 

X. 有效期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至出發日，由下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XI. 服務提供者須負責購買僱員保險及公眾責任保險，亦請提供旅行社牌照副本。 

 

XII. 每名參加者應付價錢為 

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總價會因應實際參加人數而變動】 

 

XIII.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提供「小五山西太原四日三夜教育交流團」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北區打鼓嶺週田村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並須於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中午

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標書，概不受理。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投

標表格第 II 部分及標書附表，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XIV.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煩請盡快把本函及標書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

投標的原因。 

 

XV.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不接受個別

獨立項目的服務。 

 

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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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標書將

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而承辦商須為本校

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供應商和承辦商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74 0538 與周燕如主任聯絡。 

       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朱國強校長  

日期：2018 年 11 月 6 日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第 3、5、6 項須由供應商填寫) 

(1) 

項目編號 

(2) 

服務說明 

(3) 

日期 

(4) 

參加人數 

(5) 

單價 

(元) 

(6) 

總價 

(元) 

1 詳見招標書內容 

 

‧(服務供應商提供

之服務須完全符合

招標書內容，如提

供的服務有任何不

同之處，必須於此

欄目列明。) 

 

 

 

 

 

 

 

 

 

 

 

 

 

 

 

 

 

 

 

出發日期： 

2019年 4月  日 

 

回程日期： 

2019年 4月  日 

學生人數：

30-40人 

 

成人人數： 

3-4人 

每人需付 

HK$_______ 

 

*備註：請用此投標付表填寫報價項目，切勿使用非本校提供的報價表。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供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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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鑑 



承辦服務投標表格 

承辦提供「小五山西太原四日三夜教育交流團」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    新界北區打鼓嶺週田村 

學校檔案(由校方填寫)：招 2018001 

截止標書日期／時間：二零一八年 十一 月 二十七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或以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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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

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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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 部分，現再確定本機構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18 年 11  

月 27 日起計為 90 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機構就該事項註明於投

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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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簽署投標書，該機構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