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 

招標書招標書招標書招標書 

 
(投標商不可在招標書封面上顯示該公司的身份。) 

------------------------------------------------------------------------------------------  
學校檔號：POH005/2022-2023「園藝保養服務(01/04/2023-31/03/2024)」 掛號郵件 

公司名稱： 

地址 ： 

 

招標招標招標招標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園藝保養服務(01/04/2023-31/03/2024)」，並就附頁所列的

服務要求，提出詳細投標書。倘 貴公司不擬接納部份服務條件，請於投標書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或親身交回：沙田大圍隆亨邨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沙田大圍隆亨邨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沙田大圍隆亨邨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沙田大圍隆亨邨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並須於 二零二零二零二零二二二二三三三三年年年年

三三三三月十四月十四月十四月十四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日中午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時前時前時前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

為 90 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另外亦請注意， 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書表格第二部分，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投標承投所需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接受承標商的投標。 

 
 

備註： 防止賄賂條款：「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

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201章<<防止賄

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若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

防止賄賂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

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鄭美菁校長 謹啓 

 
日期：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日 

 
附件一、投標表格 

  二、投標附表 

 三、投標服務細則 



附件一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 

投標投標投標投標表格表格表格表格 

 

學校名稱：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學校地址：  沙田大圍隆亨邨                                             

學校檔號：    POH005/2022-2023「園藝保養服務(01/04/2023-31/03/2024)」          

截標日期/時間 ：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中午十二時正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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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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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再行確定再行確定再行確定再行確定投標書投標書投標書投標書的有效期的有效期的有效期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的第一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四日 起

計為 90 天內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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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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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  

電話電碼：                 傳真電碼：              



附件二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 

 
投標投標投標投標附表附表附表附表  

(請填寫及呈交請填寫及呈交請填寫及呈交請填寫及呈交一式兩份一式兩份一式兩份一式兩份) 

甲甲甲甲. 園藝園藝園藝園藝保養保養保養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1) 

項目編號 
(2) 服務說明 

(3)價目(HKD) 

每月一次 每月兩次 

1) 每次到校保養的工作人數 2至3人   

2) 每次到校保養的工作時間 1個工作天(8小時，連午膳時間)   

5) 園藝保養工作內容包括﹕ 

 (每次) 

清理雜草、枯枝枯葉、修剪/保持植

物造型、 修剪樹枝(包括下垂枝、

枯死、損壞或纏枝)15呎以下、修剪

植物/除草後清理及清走所有垃圾 

  

6) 園藝保養工作內容包括﹕ 

 (每月) 

施肥、進行噴灑滅蟲、滅菌、滅蟻

工作、修樹 

7) 園藝保養工作內容包括﹕ 

 (每三個月﹕ 

 2月、5月、8月、11月)  

(按學校需要而向服務公司訂購) 

所有掛牆/座地盆栽(地下至6樓)﹕

修剪及/或更換時花/植物 

(請提供品種及每盆價錢) 

 

8) 園藝保養工作內容包括﹕ 

 (每年) 

由註冊樹藝師提供全校樹木之「樹

木風險評估」 

 

 

聲明聲明聲明聲明：：：：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成為中標公司，便有責任履行投標書的服務內容。如未能履行，須負責

賠償學校從其他途徑獲取上述服務的差價。 

 

 

投標者：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簽署： 

 

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附件三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承投承投承投承投「「「「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園藝保養服務服務服務服務(01/04/2023-31/03/2024)」」」」 

 

投標投標投標投標服務細則服務細則服務細則服務細則 

 

甲甲甲甲.     保養服務保養服務保養服務保養服務 

 

1. 「園藝保養服務」合約，為期 12個月，由 2023年 04月 01日至 2024年

03月 31日止，每月一次/兩次到校進行全校園藝保養服務。每月服務完結

後付款。 

2. 園藝保養範圍﹕(見附圖) 

a. 大門口樓梯旁花槽 

b. 熱帶雨林 

c. 迷你沙漠 

d. 大門口禮堂外花槽及兩側植物(約 18米) 

e. 生態魚池 

f. 校舍內圍植物槽(約 26米) 

g. 迷你果園 

h. 「學生活動中心」對出、小賣部/籃球場側掛牆盆栽 

i. 籃球場四周擺放之座地盆栽 

j. 後閘座地盆栽 

k. 中草藥園 

l. 後花園(愛德園) 

m. 後花園座地盆栽 

n. 魚菜共生 

o. 禮堂側走廊植物景觀(約 23米) 

p. 樓層走廊掛牆盆栽(1-6樓) 

q. 「陳國威圖書館」、學生自修室及「中國發展研習中心」內外座地盆

栽 



3. 園藝保養工作內容﹕ 

每次 每月 每三個月 每年 

清理雜草、枯枝

枯葉、修剪/保持

植物造型、 修剪

樹枝(包括下垂

枝、枯死、損壞

或纏枝)15呎以

下、修剪植物/除

草後清理及清走

所有垃圾 

施肥、進行噴灑

滅蟲、滅菌、滅

蟻工作、修樹 

所有掛牆/座地

盆栽(地下至 6

樓)﹕修剪及/或

更換時花/植物 

每年由註冊樹藝

師提供全校樹木

之「樹木風險評

估」 

每年修剪校園內

3米高以上之樹

木 

4. 每次施工完成後，須到校務處填寫「園藝保養/工程施工檢核表」。 

5. 園藝保養費用包括﹕ 

 所需工具/電動器材、肥料、花泥、殺蟲藥等，與及清走所有垃圾費之相 

 關費用一概由承辦商負責。 

6. 承辦商必須符合下列資格﹕ 

a. 具備其他學校或機構提供相關服務的經驗 

  (請提供學校或機構的名稱及相片以作參考) 

 b. 承辦商必須持有認可之「商業登記證」 或 「公司註冊證明」，並須將 

  上述所有文件之副本夾附於投標書內一併遞交。 

 c.  承辦商須購買勞工保險費用及公眾責任保險費用。 

7. 校方有絕對權利揀選信譽良好之園藝服務公司，以承辦本校之校園園藝保

養服務。校方不一定採納報價最低的投標書。 

8. 承辦商如未能履行合約或表現未如理想，經校方警告後仍未達校方要求，

校方可即時終止合約，而無須作出任何賠償。 

9. 提交書面報價前必須派員到校視察環境。請於辦公時間內與本校職員林小

姐(Tel.: 26044118)預約。 



d. 大門口禮堂外花槽及兩側植物(約 18米) 

 
 
 

禮堂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園藝保養範圍

園藝保養範圍園藝保養範圍

園藝保養範圍(地下
地下地下

地下) 

  

o
. 

禮

堂

側

走

廊

植

物

景

觀

(

約

2
3

米

) 

c. 迷你沙漠 

b. 熱帶雨林 

a. 大門口樓梯旁花槽 

m. 後花園座地盆栽 

l. 後花園(愛德園) 

j. 後閘座地盆栽 

i. 籃球場四周擺放之座地盆栽 h. 「學生活動中心」對出、小賣部/籃球場側掛牆盆栽 

 

g. 迷你果園 

e. 生態魚池 f. 校舍內圍植物槽(約 26米) 學校大門口 

k. 中草藥園 

n. 魚菜共生 



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博愛醫院陳楷紀念中學 

園藝保養範圍園藝保養範圍園藝保養範圍園藝保養範圍(樓層樓層樓層樓層) 

 

p. 樓層走廊掛牆盆栽(3 樓) 

q. 「陳國威圖書館」外座地盆栽 

 

q. 「陳國威圖書館」內座地盆栽 

q. 學生自修室內座地盆栽 

q. 「中國發展研習中心」內座地盆栽 

p. 樓層走廊掛牆盆栽(1-6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