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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QT79_2020-2021         掛號郵件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執事先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 

 

本校誠邀 貴公司為本校提供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書面報價，物品及服務要求

如下︰ 

 

1. 物品規格 

參閱附件二 

 

2. 《防止賄賂條例》 

2.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本校採購過程中，如本校員工接受承辦商提 

  供的利益，或承辦商向本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本校不會容許本

校員工向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2.2 本校員工或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書面報

價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亦會被宣告無效，承辦商須為學校所蒙受

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3. 報價表內容要求 

承辦商必須遞交以下所有文件（一式兩份），包括︰ 

 (a) 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書面報價表格（附件一） 

 (b) 已填妥的「書面報價附表」（附件二） 

註︰如承辦商選用自訂格式的報價表，亦必須提交一式兩份，列明品

牌、規格、單價、總價、交付日期等資料。 

 

4. 提交書面報價表 

4.1 有意承投的承辦商請於 2021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正前，根據上列第 3

項的要求，將一式兩份的書面報價書放置信封內密封，使用隨本函夾附

的指定信封封面，以掛號郵寄方式或派員遞交至本校辦事處。逾期的書

面報價書概不受理。 

4.2 不擬報價者，亦煩請貴公司於截止日期前將「不擬報價通知書」（附件

三）傳真回本校，並列明不擬報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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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承辦商不可於信封面展示或披露身份，否則有關書面報價將不會被考慮。 

4.4 提交書面報價地址︰新界屯門旺賢街 12 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收 

 

5. 其他 

本校邀請書面報價承投所需物品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投

標報價。 

 

6. 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2980 2383 與本校李小姐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卓德根） 

 

2020 年 7 月 27 日 

 

 

 

 

 

 

 

 

 

 

 

 

 

 

 

 

 

隨函夾附︰ 

附件一︰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報價表格 

附件二︰書面報價附表 

附件三︰不擬報價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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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報價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屯門旺賢街 12 號 

學校檔號 QT79_2020-2021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1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正 

 

本公司/本人願意按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列於書面報

價附表上的所有規格要求。書面報價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的 90天內仍屬有效。下

方簽署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書面報價，或是任何一份書面報價，並

有權在書面報價有效期內，採納某份書面報價的全部或部份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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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

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委聘生效後，未能供應書面報價附表上所列項目，須負

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項目的差價。本公司/本人所呈交書面報價文件的所有

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書面報價文件有失實及錯誤，有關委聘亦會宣

告無效，並須為學校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簽署人職銜（請註明）  

簽署日期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書面報價附表，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 

辦事處地址：                                                         

電話號碼 ：                     

傳真號碼 ：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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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檔號︰QT79_2020-2021 

附件二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 

書面報價附表 (請交回一式兩份) 

 

本公司願意根據校方提供的物品規格及服務要求，按照以下所列價格，向貴校

供應以下物品的正式代理商進口貨，並可於 2021 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交付。 

項目 

編號 
物品規格 

數

量 

單價 

(HK$) 

總價 

(HK$) 

1.  Specification 

Frequency: 403-470MHZ  

Power: 4W/ 1W Configurable 

Digital Mode: 

- Noise Cancellation provide clear digital voice 

quality 

- Digital Color Code/ Group ID blocks 

interferences from outside radios 

- Communication Standard: Tim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TDMA) 

Dust and water ingression protection standard: IP55 

Programmable buttons: 2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22 F to +140 F 

Dimension: not more than 109.2 x 58.4 x 32.3 mm 

Weight: not more than 9.9 oz 

Internal VOX (when used with VOX accessory) 

Eligible model approved by The Office of the 

Communications Authority (OFCA) 

 

Accessories 

ATU-6C Antenna 440-470 MHZ 

FNB-V133LI-UNI 1380 MAH LI-ION Battery 

CD-58 Charger Base 

PA-55U Power Adaptor (UK) 

 

Others 

⚫ 2 years warranty 

⚫ able to cover 98% of the school area 

(LG-2/F: surface area: appox. 7052m2 ) 

 

60   

2.  Delivery charge（if any）  

項目 1-2 總價  

 

 公司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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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 

不擬報價通知書 

 

致︰東灣莫羅瑞華學校（傳真︰2980 3241） 

 

有關 貴校的書面報價邀請（學校檔號︰QT79_2020-2021），（截止日期︰

2021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正），本公司未能報價，原因如下︰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上號） 

 

 原因         備註（如需填寫） 

 

□ 報價物品不在本公司的供應範圍之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符合報價規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未能按照截止日期報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原因（請說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請註明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 

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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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郵信封封面 

 

屯門旺賢街 12 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校長收 

(「承投供應可攜式數碼雙向對講機」書面報價) 

檔號︰QT79_2020-2021 

須於 2021 年 8 月 19 日下午 2 時前送達 

逾期的書面報價 概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