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Tung Wan Mok Law Shui Wah School 

新界 屯門 旺頗街 12 號 

12 Wong Yin Street, Tuen Mun, N.T. 

Tel:2980 2383 Fax:2980 3241 E-mail:office@twmlsws.edu.hk 

 

學校檔號︰QT15_2021-2022          掛號郵件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執事先生︰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供應樂器書面報價 

 

本校誠邀 貴公司為本校供應樂器書面報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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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供應樂器書面報價表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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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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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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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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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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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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本校文老師聯絡。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卓德根） 

 

2021 年 10 月 11 日 

 

 

 

 

 

 

 

 

 

 

 

 

 

 

 

 

 

隨函夾附︰ 

附件一︰承投供應樂器報價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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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供應樂器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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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T15_2021-2022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1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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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15_2021-2022 

附件二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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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於 2021 年_______月_______日前交付。 

項目 物品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1. Electronic drum kit 

⚫ 10-inch snare 

⚫ two 8-inch rack toms 

⚫ 10-inch floor tom 

⚫ 12-inch hi-hat 

⚫ two 12-inch crash cymbals 

⚫ 13-inch ride cymbal 
 

1   

2. Acoustic guitar 

⚫ Scale length: 22-3/4” 

⚫ Bracing: no Bracing 

⚫ Tuners: Die-Cast Chrome 

⚫ Nut & Saddle: Nubone Nut / Micarta Saddle 

⚫ Number of frets: 19 

⚫ Case: Gig bag 

⚫ Body length: 15 ¾” 

⚫ Body width: 12 ½” 

⚫ Body depth: 3 3/8” 

⚫ can plug into amp 

 

4   

3. Hihat stand  

⚫ With dual legs 

 

1   

4. Drum twin pedal 

⚫ Single-chain double kick 

⚫ Dual surface beater 

⚫ Bass 

 

1   

5. Cello 

⚫ Standard size 

⚫ with bag 

 

1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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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物品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6. Cello 

⚫ size: 1/4 

⚫ with bag 

 

1   

7. Trumpet 

⚫ Bb key 

⚫ with mouthpiece 

⚫ 3 Pistons 

⚫ Finish: Gold lacquer  

1   

8. Percussion personal monitor 

⚫ Rated power output: 80 W 

⚫ Normal input level 

➢ V-Drums INPUT: -6 dBu (10 k ohms) 

➢ LINE INPUT: -6 dBu (10 k ohms)           

⚫ Speaker: 25cm Woofer x 1, 5cm Tweeter x 1 

⚫ Controls 

➢ V-Drums VOLUME knob 

➢ LINE INPUT VOLUME knob 

➢ Bass knob 

➢ Treble knob 

⚫ Connectors 

➢ V-Drums INPUT jack: Stereo ¼-inch phone 

type 

➢ LINE INPUT jack: Stereo ¼-inch phone 

type, Stereo miniature phone type 

➢ AC IN jack 

 

1   

9. Soprano Glockenspiel 

⚫ Single row 

⚫ C major scale c’’’ – c#”” with additional F# 

and Bb 

⚫ 19 individual removable bars (20 X 4 mm) 

complete with one pair of double-headed 

beaters 

 

1   

10. Chromatic Glockenspiel 

⚫ tenor-alto range c’’ – c#”” 

⚫ 26 individual removable bars (20 X 4 mm) 

double row with chromatic scale together 

with case and one pair of double-ended 

rubber beate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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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物品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11. Soprano Xylophone (Rosewood) 

⚫ Single row 

⚫ C major scale c’’ – f#’’’ with additional F# 

and Bb 

⚫ 14 individual bars (40 X 15 mm) complete 

with one pair of single-headed beaters 

 

1   

12. Tenor-alto Xylophone (Rosewood) 

⚫ diatonic c’ – c#’’’ with additional F# and Bb 

⚫ 19 individual bars (40 X 15 mm) complete 

with one pair of single-headed beaters 

 

1   

13. Bass Xylophone (Rosewood) 

⚫ diatonic c’ – a’ with additional F# and Bb 

⚫ 16 individual bars (40 X 18 mm) complete 

with one pair of single-headed beaters 

 

1   

14. Other charge (if an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共:  

 

 

 

 

  

 

公司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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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灣莫羅瑞華學校 

承投供應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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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T15_2021-2022），（截止日期︰

2021 年 11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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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供應樂器」書面報價) 

檔號︰QT15_2021-2022 

須於 2021 年 11 月 2 日下午 2 時前送達 

逾期的書面報價 概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