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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承辦 2018-21 年度年度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標書 
 

 

誠邀投標者為以下學校提供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服務︰ 

學校名稱︰大角嘴天主教小學（以下簡稱“校方”） 

學校地址︰九龍大角嘴道 148號 

電話號碼︰  2395 2521                   傳真號碼︰  2391 1906 

聯 絡 人︰  羅淑羣                      職    位︰  老師 

 

投標者須知事項︰ 

1. 投標書以中文填報一式兩份，須放入密封之信封內，並在封面書寫「承辦 2018-21年

度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標書，招標編號(11/2017)」字樣，以專人或掛號郵寄方式

於 2018年 4月 13日下午 2時前交回上列學校地址（逾期投標概不受理）。 

 

2. 投標者須於遞交標書時附上以投標者或以其公司名義登記之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並於邀請面洽時攜同此証之正本前往面洽。 

 

投標條件如下︰ 

樂器班上課時間及補課 / 取消課堂事宜 

1. 由學校校董會指定某一地點作為貴公司上課地點，投標者或委託人可於上課時間到

現場視察上課情況。 

2. 投標者將提供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包括二胡班、琵琶班、古箏班、揚琴班、笛子

班、笙及嗩吶班、柳琴班、中阮及柳琴班、大提琴班)之導師服務。 

3. 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須循雙方協議之時間由固定導師上課。投標者所派出之樂器

班導師，如因事或其他原因而不能於指定上課時間授課時，投標者須安排適當同等

或同級之導師代替。如須取消當天課堂，投標者須於上課最少三天前以書面通知委

託人轉告學生，並於雙方協議另訂補課日期。若雙方因特殊原因取消課堂及未能安

排補課，該課堂之費用將退還委託人。 

4. 導師須於上課前 10 分鐘到達本校，並須依時上下課，若導師於上課時間開始起計遲

到十五分鐘者，則須另訂日期補課(半堂)。 

5. 如天文台於授課當天發出 / 取消紅色或黑色暴雨警告訊號 /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雙方會根據教育局宣佈之學校上課安排，決定照常上課或取消當天之課堂，並於雙

方協議之日期另訂補課日期。 

導師資歷 

6. 投標者所派出之樂器班導師，須考獲認可之導師資格及有相關之教學經驗，並須於

標書或以附件之形式列出予委託人考慮。 

學校檔號：1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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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資料申報及聲明 

7. 投標者派出服務本校之職員/導師須符合以下之條件，並作出以下聲明： 

7.1有關職員/導師須為合法於香港工作之人士； 

7.2有關職員/導師須持有符合資格之証書； 

7.3有關職員/導師從未於香港及香港以外地區有「性犯罪紀錄」； 

  7.3.1投標者已經閱讀載於http://www.police.gov.hk/scrc 的《僱主須知》，並完

全明白投標者要履行的責任。 

7.3.2 投標者必須確保在其委派之所屬僱員或準僱員於本校提供服務前，投標者已查

核該僱員或準僱員並無《性罪行定罪紀錄》及必須確保該僱員或準僱員在本校

提供服務期間必須維持該紀錄持續有效。 

導師工作 

8. 投標者負責委派導師（以下簡稱“導師”）前往本校授課，並負責上課前點名、填寫

缺席、遲到、早退及請假記錄等工作，以及於學期完結前負責評估學生的課堂學習

表現，並將報告交委託人轉交家長。 

9. 導師須負責學生上課時及上落樓梯時之秩序管理及安全，如學生在上述時段於學校

範圍內發生任何意外或事故，概由投標者負責。投標者並承擔及賠償由此引起委託

人或學校之法律責任及金錢上之損失。 

10. 導師在課堂教學期間，不宜使用個人手提電話，或進行非課堂教學事務。 

11. 導師可推薦可考級學生，並向學校建議和協商有關之安排，導師須跟進學生報考手

續，及學生應考事宜，並必須與學校協商，配合學校政策。 

12. 導師可推薦學生參加校際音樂節或其他比賽，並向學校建議和協商練習之安排，導

師須跟進學生報考手續，及學生應考安排，並必須與學校協商，配合學校政策。 

13. 導師需推薦和訓練學生參與學校之音樂演出，及有關的活動。 

14. 導師需協助學校樂團之發展，向學校推薦學生參加學校樂團。 

15. 導師應對學生的學習循循善誘，多加鼓勵，使學生獲得成功感。導師最重要是誘發 

學生對體藝活動之興趣。避免用苛責方式，令學生因太多挫敗感而退縮。切忌加以 

嘲笑及任何方式的體罰。 

16. 導師應盡量主動與家長溝通，讓家長了解其子女的學習進度及上課情況，並與家長 

建立良好夥伴關係。 

17. 如在上課時間，學生發生了意外，請立即通知校務處書記或負責老師，並且依照校 

方處理受傷學生的程序跟進處理，並與校方和家長保持聯絡，妥善照顧學生。 

18. 各項音樂訓練班完課後，導師必須先妥善安排事後工作，如﹕擺放樂器，關燈及冷 

氣，到校務處交回有關物件。 

19. 導師須妥善處理委託人借出之物資及校內公物，並須於上課時保持課室之整潔。 

20. 投標者及其導師於進入本校時，須懸掛學校提供之名牌並掛於當眼處，以茲識別。 

21. 投標者及其導師不得在學校內儲存樂器、配件及任何物品。 

22. 未經委託人同意，投標者或其導師不得在活動時間內外引導或招募本校學生參與投

http://www.police.gov.hk/sc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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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者之活動。 

2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在任何情況下，投標者不得向未獲授權人士披露有關學

員的個人資料。 

導師費用 

24. 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之導師收費，以每小時計算，務求合理為原則，經雙方同意

後方可執行（以時薪計算之導師服務費建議可於標書內列出予委託人考慮）。每月二

十八日由投標者向委託人寄出發票，委託人以學校支票形式寄予投標者或以其公司

名義登記之機構。如遇假期，可提早一至兩日寄出發票。 

25. 本校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每年將有數次校內或校外表演(音樂節比賽、香港青年音

樂匯演、新年慶祝、校慶、畢業典禮、學生表演會等)，若中樂團演出，指揮必須到

校負責指揮，而投標者亦須派導師預早到場協助樂器調音事宜。表演之指揮導師是

否計費須於投標書內列出。 

26. 投標者須負責委派之樂器班導師之強積金供款及保險費用。 

27. 每年七、八月乃學校暑假，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之上課照例暫停。 

其他雜項 

28. 投標者或其導師負責提供、編製中樂團所需之教材及講義，而中樂樂器班所需之教

材及雜項費用(如指甲、揚琴竹、膠布、弓、松香、教材等)須詳到於投標書，以供

委託人參考。 

29. 投標者可提供樂器租用服務及/或購買服務，上述費用須於投標書內列出供委託人及

其學生參考，惟學生可自由向投標者或其他商業機構購買。 

30. 本校將於暑假完結前或開學初期到校舉辦中樂樂器班招生音樂表演會，投標者須委

派中樂導師及司儀到場負責介紹及樂器表演，而是次表演會不計導師費。 

31. 投標者須於開學後委派樂器班導師到校擬定甄選準則及負責甄選擬報讀樂器班之學

生，而是次甄選試不計導師費。 

32. 若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因收生人數不足，參與人數較小的組別可能取消或與另一

組別合併，由一位導師同時教授兩組相同演奏法的組別，或可由投標者及承辦人同

意後取消開班。 

33. 若委託人發現樂器班導師在教授上或其他方面不能配合委託人要求者，可於 14 天前

以書面通知投標者，要求更換導師。 

34. 投標者不得擅用學校名義經營其他業務。 

35. 投標者必須向學校聲明其公司、僱員及代理人並未有向學校校董會成員、學校僱員

或其配偶、家人、親屬或朋友本人或所經營之公司涉及任何利益衝突。亦沒有為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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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知悉如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或藉賄賂，可導致合約無效，且屬犯法。而承辦

機構須為學校因取消合約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請參考《防止賄賂

條例》)。 

36. 投標者必須保證其機構所供應的各個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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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投標者必須保證其機構所提供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校舍及設備。 

38. 投標者於雙方簽署協議書後如無法履行標書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務，須為學校因取消

協議所蒙受的任何損失負責。 

39. 反圍標條款: 

6.1投標者必須遵守反圍標條款，在本校通知投標者招標結果之前，投標者不得 

‧向學校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投標的金額的資料；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投標金額；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者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立任何安排；或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串通。 

‧若投標者違反或不遵守本條文，將導致投標者的投標無效，投標者仍須承擔該

等缺失及行為的責任。 

 6.2本條文的第(6.1)分條不適用於投標者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其承  

    保人或經紀人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40. 委託人以學校校監為全權代表，監察投標者履行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之合約。如

投標者未能履行合約內任何條款，委託人得隨時終止合約。投標者不得要求委託人

作任何補償。 

41. 如投標者因管理不善或服務欠佳，而招致委託人或學校承擔法律上責任或遭受金錢

上損失，必須由承辦人賠償。委託人因此得隨時終止合約，投標者不得要求委託人

作任何補償。 

42. 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合約有效期為 12 個月。雙方續約與否，須於期滿前三個月通

知對方。如投標者於服務其間表現良好，委託人可考慮續約兩次，每次為期一年。 

43. 以上之標書條款，如有修改之處，須經委託人及承辦人雙方同意，得隨時修改之。 

 

--- 完 --- 

 

投標者姓名：                                                      

 

公司名稱  ：                                                        

 

公司地址  ：                                                      

 

電話號碼  ：                  商業登記證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負責人簽署及公司蓋印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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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a) 

承投 2018-21 年度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招標附表    

(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校名稱：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電話：2395 2521 

學校地址：大角嘴道 148 號       招標檔號：11/2017 

                              (第①、②、③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項目 

編號 

服務內容 ①  
建議上課時間 

②  
建議下課時間 

③  
導師費 

1. 二胡班 (逢星期六)   

A班：下午 1:00-2:00   每小時﹕$ 

B班：下午 2:00-3:00   每小時﹕$ 

2. 琵琶班 (逢星期六)    

A班：下午 1:00-2:00   每小時﹕$ 

B班：下午 2:00-3:00   每小時﹕$ 

3. 笛子班 (逢星期六)    

A班：下午 1:00-2:00   每小時﹕$ 

B班：下午 2:00-3:00   每小時﹕$ 

4. 古箏班 (逢星期六)    

A班：下午 1:00-2:00   每小時﹕$ 

B班：下午 2:00-3:00   每小時﹕$ 

5. 揚琴班 (逢星期六)    

A班：下午 1:30-2:30   每小時﹕$ 

B班：下午 2:30-3:30   每小時﹕$ 

6. 中阮及柳琴班(逢星期六)    

C班：下午 3:00-4:00   每小時﹕$ 

7. 柳琴班(逢星期六)  

C班：下午 3:00-4:00   每小時﹕$ 

8. 笙及嗩吶班(逢星期六)  

C班：下午 3:00-4:00   每小時﹕$ 

9. 大提琴班(逢星期六)  

C班：下午 3:00-4:00   每小時﹕$ 

10. 中樂團(逢星期五)    

下午 3:30-5:30   每小時﹕$ 

每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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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印鑑 

 

學校檔號：07/2017 

 

附件二(b) 

承投2018-21年度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招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大角嘴天主教小學  九龍大角嘴道148號            

學校檔號(由校方填寫)：11/2017                                 

截標日期⁄時間(由校方填寫)：2018年4月13日下午2時             

----------------------------------------------------------------------------- 

第一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所列的價格，提供校方列明之服務並切實履行職責，下列簽署

人知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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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供應的各個

項目並無侵犯任何專利權。  
 

第二部分 

再行確定書面報價的有效期  

有關本書面報價的第一部分，現再確定本機構的書面報價有效期由2018年4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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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

報價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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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商業牌照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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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倘未能參與是次投標，請於 2018年 4月 13日下午 2時前填寫以下回條，並

傳真回本校。 

 

 

致大角嘴天主教小學校監: 

(傳真號碼:  2391 1906 ) 

招標檔號:11/2017 

 

投標項目: 承投 2018-21 年度中樂團及各中樂樂器班 

 

本機構因以下原因，未能參與是次投標: 

  □ 本機構未有提供所需服務 

  □ 未有足夠時間回應投標 

  □ 因有其他事務，未能分配額外資源，提供所需服務 

  □ 其他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 構 名 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正楷） :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印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