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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獨木舟總會 

沙田訓練中心維修及翻新工程顧問服務標書  

投標資格及細則 

 

香港獨木舟總會(本會)將維修及翻新本會沙田訓練中心(沙田石門安景街 51E)，現就有關工程進

行顧問公司服務招標，標書細則如下：  

 

1. 投標資格：必須以公司名義方會接受 ，並且符合以下條件 

甲、“認可人士” (Authorised Person) ：在屋宇署註冊的合資格建築專業人士,負責履

行《建築物條例》(第 123 章)所訂明的責任。 

乙、“認可人士”包括下列三個類別:  

— 建築師 

— 工程師 

— 測量師 

丙、 承投維修及翻新工程的顧問公司,必須最少有一名屬上述任何一類的專業 “認可人

士”擔任負責人, 已合資格按照《建築物條例》承擔建築工程的設計或監理工作。 

2.  截標日期: 2017 年 3 月 15 日前中午親身遞交或寄回本會，  

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2014 室 

          [標書必須放置予密封信封內，每條遞交的紙張須蓋上公司蓋章， 

    連同有效商業登記證副本， 

並註明：香港獨木舟總會-沙田訓練中心維修及翻新工程顧問服務標書] 

3. 本會於 2017 年 3 月 6 日下午 4時 30 分於沙田訓練中心舉行維修及翻新工程簡介會。 

(有意者可於 3月 3 日前回覆秘書處出席。) 

4. 標書內容，請參閱有關文件，共 4 頁 

5. 如投標人與本會委員/職員有任何利益衝突，須按相關指引作出申報 

6. 投標人提供的所有物品和服務必須符合香港相關法例的要求 

7. 聯絡人和電話：林小姐 25048186 

8. 電郵：info@hkcucanoe.com.hk 

9. 宣佈日期：獲錄用者將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獲本會確認。 

10.本會會根據其標書內容、經驗及計劃挑選合適的承辦者，並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 

11.投標者可另頁補充資料，如過去承接工程記錄，唯每條遞交的紙張須蓋上公司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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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訓練中心維修及翻新工程顧問公司服務標書 

本會將沙田訓練中心維修及翻新工程，誠邀 貴公司提供有關報價： 

1. 顧問服務範圍 

1.1 須為維修及翻新工程進行前 

A 為進行沙田訓練中心臨時建築物的結構狀況勘察/檢查,以識辨失修程度和性質以及所

需的維修保養工程,然後向執委會提交建議書,內容包括:維修翻新項目清單、項目預算

和初步時間表;出席執委會會議,向執委會報告勘察結果並講解建議書,以協助執委會選

擇和訂定最終方案。 

B 為聘任承建商擬備招標文件, 包括繪劃圖則、設計和制定工程規範 ; 向合資格承建商

招標,接收和開啓標書,以及處理標書查詢。 

C 分析標書和向 執委會提交分析報告 ,載列建議 ,協助執委會甄選工程承建商。 

如有需要,出席執委會會議, 講解工程範圍 ,回答有關招標和標書建議的查詢,協助執

委會議決聘用合適的承建商。 

D 代表執委會通知承建商有關工程合約判授事宜 ,並擬備工程合約和相關文件。 

如有需要,協助執委會向屋宇署/地政處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申請。 

E 擬備工程監督計劃書供執委會批核,載述項目檢查的細節安排,包括進行工地檢查的人

員、須檢查的項目、檢查的頻密程度以及任何所需的測試等。 

1.2 開展工程後,認可人士/工程顧問公司須要: 

A 按照已核准的工程監督計劃書, 監督和匯報工程的質素和進度,監控工程以符合預

算、施工時間表和質量標準。 

B 就有關維修及翻新工程的任何事宜,接收並處理執委會的查詢和投訴。 

C 為工程的變動提供專業意見,當中包括工程的預計費用。 

D 處理中期付款申請和承建商的索償。 

E 工程完成後,安排質量驗收,制定遺漏項目和跟進項目清單,監督承建商,確保其於保固

期內修妥。 

F 在保固期結束前, 監督承建商修補工程欠妥項目的進度和質素 ,並簽發終期完工證明

書和末期付款證明書。如有需要,按法定命令/通知,就工程完工與政府部門聯絡,包括

預備和提交工程完工報告/證書。 

 

2. 標書有效期：由截標日期計起，不可少於 180 日 

標書有效期為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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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顧問服務總額為(港幣)____________元 

3.1 第 I 階段：初步設計(港幣) ____________元 

3.2 第 II 階段：詳細設計及招標 (港幣) ____________元 

3.3 第 III 階段：監管合約及工程管理(港幣) ____________元 

收費應按工程各階段分為三部分，報價如下：  

第 I 階段：初步設計 

1.1 協助執委會制定設計概要 (Design Brief)。  

1.2 就保養及改善工程提交初步建議，包括草圖和工程安排等。  

1.3 與執委會在晚上開會，研究執委會的意向，修訂初步設計提案。  

1.4 提交初步設計及初步估價，供業主考慮。  

1.5 為客戶提供有關維修選項、物料使用、裝備 / 設備選項等的建議及指引。 

1.6 就維修及改善工程與政府部門聯絡及協商。 

第 II 階段：詳細設計及招標  

2.1 查閱及研究相關圖則和規則。  

2.2 提供一份詳細設計（包括維修詳情、平面圖、配色方案、正面圖、材料樣本）以供執委會考慮。 

2.3 提供工程總進度表，以供執委會考慮。  

2.4 提供工程預算評估，以供執委會考慮。  

2.5 預備招標文件，包括工程明細表、招標文件、招標圖則、工程規範及招標程序細則，以供執委會

考慮。  

2.6 招標前先對投標承建商進行資格預審、安排招標邀請文件、發出及收取標書、處理有關查詢及投

標後進行對標書的分析等，並提供建議以供執委會考慮。  

2.7 代表本會，通知獲中標承建商。 

第 III 階段：監管合約及工程管理  

3.1 預備工程合約文件。  

3.2 進行地盤巡查，監督工程進度及質素。  

3.3 就工程安排與管理處聯絡。  

3.4 如需要更改工程細則，向提供建議。  

3.5 就承建商付款申請書提供意見。  

3.6 監控工程成本。  

3.7 就整體工程完成時發出竣工證明。  

3.8 監督承建商修正工程缺陷及錯漏。  

3.9 在工程保固期屆滿後進行最後檢查，預備最終的工程費結算單。  

3.10 處理工程或合約上的爭議。 

顧問公司可就每個階段之付款安排提出建議。 

本會有權在每個階段屆滿時，決定是否進行隨後的工作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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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付款方法 

 

 

 

5. 預算可工程需時 (預計由 2017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 

 

 

 

 

6. 公司聯絡資料 

公司名稱  

 

認可人士 姓名 

 

建築師/工程師/測量師* 

商業登記號碼  

 

地址  

 

聯絡人姓名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傳真號碼  

 

*請刪去不適用 

 

 
 

公司蓋印及簽署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