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頁 1 

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地址﹕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101 號                                   電話 :2959  0555 

Add.﹕No.101, Sham Mong Road, Shamshuipo, Kowloon               傳真 : 2959  0566  

 

 

 

   深水埗官立小學    
 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招標書 

                                  (學校檔案﹕T1 in 21/24)       

敬啟者： 

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現正為「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進行招標，現誠邀各校

車服務公司投標，有意報價公司必須遞交以下的文件﹕ 

 
1. 「投標書」一式兩份。投標書的內容必須具備項目﹕ 

1.1 每一路線的每月收費(附件一)* 

1.2 每一輛校車資料（車齡、冷氣、人手、載客限額等） 

1.3 繳交車費方法 

1.4 車輛及乘客保險資料 

1.5 意外賠償條款 

1.6 其他（包括校車承辦商背景、現時服務公司資料、司機、保姆經驗等） 

1.7 質素保證/服務承諾（如有） 

1.8 公司商業登記証副本 

註：* 必須於附件一上列明收費，否則其報價將不被考慮。 
 

2. 「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承諾書」一式兩份。投標公司必須填妥所需內容。否則其報 
  價不被考慮。 

 

 投標公司必須提交上述第 1 及 2 項的文件，並須一併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

投 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字樣，但不可顯示  貴公司的名稱及標記（包括：文字、符號或

徽章），並在報價截止日期 2021 年 1 月 8 日 (星期五) 中午 12 時或之前 (香港時間)，以掛號郵

寄或親身遞交到本校校務處。逾期的標書概不受理。本校地址為九龍深水埗深旺道 101 號。若未能

填妥所須文件， 貴公司交來的標書及相關文件將不獲考慮。 

 
上述報價截止日期起計，  貴公司的報價書有效期為 90 天。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正式通

知，則是次報價可視作落選論。本校不會另行通知落選公司。 
深水埗官立小學 

                                                                      家長教師會 
                                                                    校車監察委員會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八日 
                                                                                                

 
1. 本校不容許屬下員工向報價公司/公司收取任何利益或佣金，亦不容許報價公司向校內員工提供任

何與其職責有關的利益，兩者均屬違法行為。 

2. 若在報價截止當日上午8時至中午12時(香港時間)黑色暴雨警告或八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更高警
告信號仍然生效，該項報價的截止日期及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中午12時(香港時間)，星期
六、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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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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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服務期限：合約期為三年，由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 

 

2. 服務條件： 

2.1  校車服務承辦商必須持有「客運營業證」及為其車輛取得獲准提供特定服務的「客運營業
證明書」，並已購買司機、保姆及學童乘車保險。 

2.2  校車服務承辦商必須以「單一註冊公司的名義」為學校供應公司名下固定的校車接載學校

的學生上學及放學。校車承辦商為學校學生提供接載服務時，不得同時接載非學校的學生。 
2.3  校車服務承辦商須依規定在上課前及下課後的時間（上課時間為上午 8：10，下課時間為

下午 3：05）到指定車站接載或送回乘車學生。校車須在上課前五分鐘（即上午 8：05）
將校車生送抵學校，並在放學前二十分鐘（即下午 2：45）抵達學校，準備接送學生。 

2.4  所有乘車學生均須在安全地方上落；校車服務承辦商須聽從校方指示在安全地方上落。 
2.5  校車服務承辦商必須承諾每天完成服務後須徹底清潔車廂。 
2.6  校車服務承辦商必須為每一輛校車編定同一人擔任固定的保姆，保姆每天均須持有當天乘

車學生名單一份，全程在車上維持秩序，照顧學生回校及放學，以策安全。 
2.7  學生以月繳形式直接繳付車資予校車承辦商，學校教職員概不代收；除車費外，校車服務

承辦商不得向校車生收取任何額外收費。 
2.8  校車服務承辦商每年七月份只收半個月車費，每年八月份不用上課，不得向校車生收取八

月份車費。 
2.9  校車服務承辦商須於課外活動後為校車生提供免費車輛接載學生回家服務，到校時間為下

午 4:20 分，車輛不可遲到，否則校車服務承辦商要支付使用其他交通工具接載學生回家的
所有費用。 

2.10 若任何一方需終止合約，須於三個月前以書面形式通知。 

 
3. 未經本會同意，校車服務承辦商不得擅自修改標書中列出的任何項目。 
 
4. 本會保留所有權利，因應校車服務承辦商提供的服務、收費及其他相關項目而揀選合適的校車承

辦商提供校車服務，而非單以價低者作準。 
 
5.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供

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學校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
(包括捐贈)影響學校的選擇。 

 
6. 學校員工或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

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7. 根據《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因職位主要涉及與兒童有經常或定期接觸，故承辦校車服務

商須確定調派到學校工作的人員(司機及保姆)，已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並授權校方
查核結果，證明沒有有關定罪紀錄。 

 
8. 本校會發出信件通知中標公司，如在 90 天內仍未接獲正式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本

校不會另行通知落選公司。 
 

9. 若有查詢，請致電 2959 0555 與深水埗官立小學文主任或校務處洪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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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請填妥下方收費表。(請於《附件一》列明收費，否則不予受理。) 

車號 *上落車地點 收費 

1 醫局街廟宇  

汝州街巴士站(少清大廈)  

南昌邨(巴士站)  

2 麗閣邨(荔枝角道君好酒樓對出)  

元州街北河街(55 號郵政局)  

元州街營盤街(213 號麥當勞)  

元州商場(元氣壽司)  

昌華街(7-11 便利店門口)  

幸福邨 (荔枝角道 IVE 門口)  

3 美孚荔灣道(美心快餐)  

美孚百老匯街(翠河餐廳前面)  

南昌街福華街街口(美美冰室)  

南山邨商場管理處對出(2C 巴士站)  

石硤尾邨南昌街(大快活) 

 

 

4 富昌邨富韻樓  

5 蘇屋邨  

荔景邨  

註﹕* 深水埗官立小學計劃開設 4-5 條校車路線，實際路線將與中標校車服務機構商討。 

校車服務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 責 人 簽 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          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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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承諾書 
 

投標公司必須填寫以下各部份，若未填妥所須資料，其投標書將不被考慮。 
 

1.1 投標公司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  

商業登記証號碼﹕  

本公司已知悉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為 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進行招標 (學校 

檔案﹕T1 in 21/24) 本公司願意為學校提供有關服務。 

 

1.2 本公司願意按照正式訂明的日期及校方所列出的細則及服務條件為學校提供服務。深水埗官

立小學家長教師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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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施。 

 

1.3 本公司明白如收到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的中標通知信件後未能供應所列服務，必須負

責賠償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從另處採購有關服務的差價，並在此聲明並承諾確保在是

次投標項目內，並無與本公司有相關連的公司或人仕一同承投。如有違反上述承諾，本公司

知悉有關連之所有投標均一概無效，並清楚明白「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招標書」

的第 2 頁 1 至 9 項的內容。 

 

1.4 本公司知悉日後若獲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委聘為「2021-2024 年度學童校車服務」

的承辦公司，本「承諾書」內所有內容將成為 貴校及本公司雙方簽訂合約的基礎部分，本

公司於合約期內必定切實履行。合約一經簽署，深水埗官立小學家長教師會可按「承諾書」

的條文對學童校車服務作出監察，以評核承辦公司的服務水平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提早終止

合約的理據。 

            

簽署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及職銜﹕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名稱)簽署投標書。 

 

公司印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