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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啟者：
招標
承投提供「通識科遊學團」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倘
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內容，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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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識科遊學團」服務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聖芳濟書院 (地址: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45號)，並須於 2018年2月26日中午十二時前
送達上述地址。逾期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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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第 II 部分， 否則標書將不獲考慮。

(投標商不可在招標書封面上顯示公司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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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招標承投所需服務時， 會以整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聖芳濟書院
姚廣智校長

承辦服務投標表格
承辦「通識科遊學團」服務

學校名稱及地址：聖芳濟書院 (地址:九龍大角咀詩歌舞街45號)
學校檔號( 由校方填寫) ：T201805
截標日期/時間( 由校方填寫) ：2018年 2月26日 /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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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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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1)
項目
編號

(2)
服務說明/規格

(3)
單價
(元)

(4)
總價
(元)

本公司/ 本人明白， 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提供
投標書上所列服務， 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
上述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投標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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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2018 年度
聖芳濟書院
「通識科遊學團」招標書
一、 活動目的

是次考察的目的主要期望學生認識以下五方面：
甲. 天然資源
認識內蒙古獨特的自然生態，考察草原及沙漠化的情況，了解防治沙漠化的重要性，
探討人與大自然的關係。
乙. 現代工業
參訪蒙牛廠房或鋼鐵工業廠房，認識內蒙古現代化工業之生產過程及現代生產的品質
監控設備，了解中國蓬勃的經濟發展，思考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向。
丙. 歷史文化
認識內蒙古之歷史建築與文化，承傳國家重視古代文化的品德，珍惜中國的優良傳統。
丁. 文化體驗
了解少數民族的生活特性，考察遊牧文化，探討城市化對少數民族的影響，體驗不同
地區人們生活習慣的差異，探索內蒙古地區之飲食文化、學習模式與香港的差別，並透
過交流活動結交當地友人，分享及交流學習心得。
戊. 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
讓香港學生透過在祖國的體驗及與內地學生的交流，加強對祖國國情的認識和國民身
份認同。從以引起反思，提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感悟。
二、 行程及相關資料

就遊學團的具體細節，本校有以下期望，祈盼 貴公司能盡量安排：
1. 目的地：內蒙古自治區
2. 遊學日期：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五日四夜）
3. 遊學日數：5 天
4. 對象：中二至中五學生
5. 人數：學生 20 至 30 人，老師 2 人（學生人數可能會因收生有所增減，屆時團費將按人
數比例計算）
6. 團費：每位 HK$7000 以內（有關報價需包括以下細項，並請為各個細項作分項報價）
Ø 團費必須列明所包費用的各個細項，並分別就以下兩項計算每人的團費：
Ø (1) 20 位學生連同 2 位老師；
Ø (2) 30 位學生連同 2 位老師。
Ø 就每人的團費，煩請以 22 或 32 人為單位，將老師的團費與學生的團費分開計
算。
Ø
Ø
Ø

不設自費項目。
需包括所有景點之入場及活動費用；
需包括全程旅遊車費（必須安排合資格且安全記錄良好的旅遊車服務供應商，
並於出發日 3 天前將旅遊車服務供應商的資料提交本校）；

Ø

Ø

需包括由本港出發的隨團領隊及當地導遊、司機的服務費（必須安排合資格且
記錄良好的工作人員，講解導遊必須熟識相關歷史資料，具有講解相關資料的
經驗及能操粵語，並於出發日 3 天前將有關工作人員的資料提交本校）；
所有團員的綜合旅遊保險費用，保障範圍除了一般條款外，必須包括：
Ø 每名團員不少於港幣 300,000 元的醫療保險，
Ø 每名團員不設上限的「24 小時全球緊急支援服務」保障

Ø

交通方法：
Ø 香港國際機場直航往返內蒙古呼和浩特 (請註明航空公司及航班資料)

Ø

住宿及膳食：
在內蒙古的住宿及膳食費用（2018 年 4 月 28 日至 5 月 2 日期間；酒店需在四星級
或以上，亦需安排 1 晚蒙古包等特式住宿。如能安排特式膳食則更佳，餐費標準每
位不少於$40(1 席 11 位客人)，並於出發日 14 日前將酒店及膳食資料提交本校）

7.

隨團工作人員：本地領隊和當地導遊最少各一人，負責於遊學期間帶領所有活動和隨團
講解等工作（必需提供「無性犯罪紀錄證明」）

8.

建議行程：
Ø 必須安排：
Ø 兩晚草原及沙漠體驗：沙漠及草原觀星各一晚及入住 1 晚草原蒙古包；
Ø 參訪少數民族學校，參觀校舍，與當地學生一起上課及活動，(如能安排如與學生午
膳則更佳) 互相交流，體驗蒙古少數民族的校園生活；
Ø 參與沙漠活動，如：安排纜車上/下沙丘頂、仙沙島+悅沙島任玩多項沙漠活動、滑沙
(包沙襪)、高空滑索、騎駱駝、沙地摩托車、軌道自行車、沙漠沖浪車、高爾夫揮杆、
沙漠排球、沙漠觀光火車等；
Ø 企業參訪：蒙牛乳業集團或鋼鐵工業廠房參觀；
Ø 遊覽具當地特色的建築、歷史古蹟，如：國民風情街、昭君墓、塞上老街、成吉思汗
陵、大召寺等。

三、 宣傳

中標公司需於 2018 年 3 月至 4 月期間派有關人員到到本校舉行簡介會，介紹遊學團的行程及
細節，讓家長和學生對遊學團有概括的了解。
另外， 貴公司需提供遊學團所需物資，包括印有本校遊學團字樣的橫額(Banner)、印有遊
學團行程、參加者須知及相關資料的小冊子等。

四、 學習活動協助

在確定參加名單後， 貴公司需派員到本校舉行一個一小時的工作坊，向參加者介紹遊學地
點的歷史背景、風土人情、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以及在遊學期間的注意事項，讓他們能於出發前
對遊學地點的文化風俗有初部認識。
另希望 貴公司能根據遊學的行程和內容提供相關的主題工作紙，讓參加者在遊學過程中能
學習和思考主題重點，記錄學習過程。
五、 其他

除上述以外，

貴公司於投標書中需清楚列明以下細項：

1. 每日行程及時間安排。
2. 景點資料：景點簡介、位置及相關地圖。
3. 住宿安排：住宿地方的類別 (如四星級酒店、民宿、蒙古包等) 、名稱、每間房間的入住
人數等。
4. 交通安排：集合和解散地點、來回航班資料 (包括航空公司名稱、航班編號、預計起飛時
間及到達時間、起飛及到達地點等)、每個景點之間所乘坐的交通工具及所需時間等。
5. 膳食安排：團費所包早、午、晚餐的數量及具體細節。
6. 保險安排：所購保險公司和保險項目的名稱、保單保障項目細項等。
7. 最少出團人數 (以一團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