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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喜家」社會房屋 

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單位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 

 
 

招標編號: 2- SoCOCSHU 

 

邀請承辦商投標事宜 
致各公司: 

 

   本機構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限公司 (慈善機構註冊編號: 91/01416)為本港註冊的非牟利機構，2016

年起以自負盈虧社會地產方式營運「喜家」社會房屋計劃。計劃透過招募社區上的小業主以市價5-6成

的租金向機構出租結構完整的空置單位3-5年，經本會出資改裝後出租予正在輪候公屋並居住於籠屋、

板房、劏房、天台屋等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家庭合住，租金將以不多於基層家庭月入的25%收取，期望為

基層家庭提供安全、租金可負擔的穩定居所。社會房屋計劃的開展現主要由非牟利機構推展，可負擔的

開支有限。本會期望  承辦商能參與推動計劃，考慮以較相宜的價錢單位進行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每個

工程將可令2-3個正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基層家庭在未來3-5年生活環境得到大大的改善。 

 

  我們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報價書附上所列的服務。請貴 公司細閱條款及需填妥應約履

行簽署附件部份(附件1) 、利益申報(附件2)連同報價表格(附件3) 及商業登記證副本，一式兩份，用白

信封密封，信封請註明：「投標承辦社協「喜家」九龍城裝修項目」，於2017年12月21日下午5時前(香

港時間)交回或郵遞寄回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地址：九龍何文田公主道52號3樓)。逾期的書面報價，將無

法受理。 

 

  貴公司的書面報價有效期為90天，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我們將在90天內獲確認接受報價。在遞交

標書前，承辦商如欲查詢本報價文件的資料，請以電話向聯絡機構聯絡人：社區組織幹事 徐珮恩姑娘    

電話：2725 3165。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報價，亦請儘快把書面報價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報價。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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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喜家」社會房屋 

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單位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 

報價標書 

整份報價標書(招標編號：2- SoCOCSHU)包括以下部分： 

1. 報價條款及規格要求 (本文件第 2 至 3 頁)； 

2. 應約履行簽署部份 (附件 1) (本文件第 4 至 5 頁)； 

3. 利益申報聲明 (附件 2) (本文件第 6 頁) 

4. 回覆報價及工作表(附件 3) (本文件第 7 至 12 頁) 

5. 參考圖紙及電力圖(附件 4-5)； 

1. 報價條款及規格要求 

一、 擬備報價標書 

(a) 承辦商如遞交報價標書，請貴 公司細閱條款及需填妥應約履行簽署附件部份(附件 1) 、利益申報(附

件 2)連同報價表格(附件 3)及有效的商業登記證副本(全部文件一式兩份)，放入白信封內，在信封面

註明「投標承辦社協九龍城「喜家」裝修項目」。請把信封密封，並於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5 時

正前(香港時間)郵寄/交回「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標箱(地址：九龍何文田公主道 52 號 3 樓)。逾期

遞交的報價標，概不受理。 

(b) 請承辦商需在報價表格(附件 2)的有關項目註明金額及蓋上公司印章。 

(c) 承辦商請不要自行更改報價條款及服務規格要求、應約履行簽署部分及報價表格的內容。 

(d) 承辦商請確認已依照報價文件所訂的條款及服務規格要求作出報價。如某項報價建議並不符合所訂

條款及規格要求，承辦商需提供其他報價建議的詳情，本會保留是否接納此類報價的最終決定權。 

(e) 如承辦商不能遵守上文所訂的規定，其報價標書將被視為不符合資格，不會獲進一步考慮。 

二、 遞交報價標書 

(a) 若截止投標當天 2017 年 12 月 21 日下午 5 時正前(香港時間)，香港天文台發出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8

號以上熱帶氣旋訊號，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將延遲至黑色暴雨警告訊號或 8 號以上熱帶氣旋訊號取

消後的下一個工作天下午 5 時正。 

(b) 承辦商可自行以附件形式呈交其過往為各大公私營機構提供同類服務的工作記錄、推薦信等副本予

本會，以供參考。 

三、 標書報價的有效期及接受基礎 

(a) 承辦商請注意，在截止報價日期後 90 天內，報價標書需維持有效。 

(b) 假如報價標書填報的資料不詳，或沒有提供附件 2 所要求的全部資料、數字，有關報價標書可能不

獲考慮。 

(c) 本會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報價標書或任何一份報價標書，並保留在報價標書有效期內任何時間接

納全部或部分報價標書的權利。 

(d) 在不損害報價條款的一般性的原則下，本會可能要求承辦商為報價提供理據並證明。 

(e) 本會邀請書面報價承辦所需物品及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承辦商的書面報價。 

(f) 本會會在接納承辦商的報價標書後將向中標者發出書面通知信，以示接納其報價建議。這份書面通

知信屬具有約束力合約，如承辦商在報價標書有效期內沒有收到任何通知，即表示其報價建議不獲

接納。 

四、 承辦商的查詢及回應 

(a) 在遞交標書前，承辦商如欲查詢報價文件的資料及安排實地勘察後，請以電話聯絡本會代表：社區

組織幹事：徐珮恩姑娘   電話：2725 3165。 

(b) 本會回應承辦商詢問而作出的口頭陳述或聲明只用作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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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承辦商遞交報價標書後，本會如有需要釐清報價項目，會以書面形式聯絡承辦商，承辦商請於接獲

本會要求後的 5 個天作天或指定日期前，以書面形式進行回應，以便在正式文件記錄。 

五、 具有約束力的報價標書 

(a) 當本會授予合約後，由承辦商投交報價標書的各項條款均具有約束力。在授予合約前，如有任何有

關報價標書的修改/增補/刪除項目，均需獲得本會代表與承辦商的書面同意。有關的書面同意將構成

授予合約的其中一部分。 

(b) 當授予合約後，所有由本會代表與承辦商之間的來往書信，亦將構成合約的其中一部分。 

(c) 除非事前取得本會代表的批准，否則授予合約後的報價標書內容不得作出變動。 

六、 服務需求及規格 

(a) 如本會急需有關服務，中標的承辦商(即承辦商)需根據本處負責人提供的指定日期完成各個項目。 

(b) 報價標書各項目的所需數量如有更改，實際金額將按比例相應調整。 

(c) 承辦商的報價已包括一切費用，例如器材物資、工資、超時工作費用、保險費、交通費及其他相關

費用等在內。 

(d) 承辦商必需確保有足夠人手進行有關項目工作。 

(e) 承辦商在提供服務的過程需提供全面的安全措施，並需遵照有關政府部門的安全條例指引，以免對

工人或相關人士造成任何危險。 

(f) 承辦商需就提供服務購買所有有關保險及承擔所有相關保險費用。如因提供服務而導致工人或他人

受傷或財物損毀，承辦商需承擔有關賠償費用。 

(g) 如承辦商在服務期間因疏忽導致工人或其他人受傷或財物損毀，而本會或其職員因此遭索償，承辦

商需賠償一切費用。 

(h) 承辦商在聘用員工提供服務時，必需遵守最低工資條例 (香港法例第 608 章) 就最低工資所訂的要

求。 

(i) 承辦商在聘用員工提供服務時，必需遵守《僱傭條例》及不得聘用非法勞工。 

(j)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本會採購過程中，如本會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的利益，或供應

商和承辦商向本會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本會不容許供應商和承辦商透過任何形式的利益(包括

捐贈)影響本會的選擇。本會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報

價標書將不獲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七、 合約期 

(a) 本報價標書等同一份已簽立的服務合約，承辦商需確保契約責任履行完畢為止。報價標書獲接納的

日期以本會向承辦商發出之書面通知信的發出日期為準。 

八、 更改合約條款 

(a) 本會建築師代表可以在合約期限內，就合約所述的服務及要求作出修訂、省略、增添或其他修改。

承辦商必需依照指示作出修改，接受合約條例及服務規格後，以及報價表格(附件 B)的修改(如有)，

並盡可能接受同樣條款的規限。 

(b) 除非得到本會代表書面指示，否則承辦商不得對合約的條文作出任何更改或修訂。 

(c) 如就知約條款進行修訂，本會會提早 5 天以書面形式通知承辦商，讓承辦商就合約所述的服務作出

修訂、省略、增添或其他修改。 

九、 終止合約 

(a) 若承辦商未能恰當地履行本服務合約所訂明的責任或承辦商所提供的服務未能達至本會的要求，本

會有權隨時終止合約，且不會對承辦商作任何賠償，承辦商不得異議。 

十、 分期付款的安排 

(a) 本會會在收到該月的發票後(結算日為每月月底)，由建築師於 10 天內核實後，於 14 天內，支付當期

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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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O)喜家社會住宅單位: 

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單位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 

招標編號: 2- SoCOCSHU應約履行簽署部份 

 

1. 我/我們已進行單位實地勘察並為要求的工程進行度尺。 

2. 我/我們已細閱報價標書的報價條款及服務規格要求，並同意報價標書所列的條款及規定。 

3. 我/我們及所代表的商號及合夥人/有限公司(載於下文)，現同意遵守及按照報價條款及服務規格要求，

在合約期內或需要延長的期限內，按照機構代為或其差遣人員的要求，以我/我們在報價表格(附件 3)

所呈報的收費，提供標書及附件所載的全部(或其中任何部分)的服務，不再收取其他任何費用。 

4. 我/我們明白並同意，假如我/我們在報價標書的報價條款及服務規格三所訂之限期內撤回這份報價標

書；或在 貴機構接納這份報價標書後，我/我們拒絕或未能提供合約所訂的全部或其中任何部分的服

務， 貴機構有全權根據報價標書的報價條款及服務規格要求第十項取消合約，而不作任何賠償。 

5. 我 / 我們明白本會可拒絕接納任何或最低標價的標書而不需作出任何解釋。 

6. 我 / 我們同意遵守載於標書中的反貪污及反圍標條款。 

7. 我/我們證實以下由我/我們提供的資料均屬正確： 

(a) 我/我們/本公司商業登記證號碼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 我/我們/本公司商業登記證屆滿日期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我/我們/本公司已購買僱員補償保險，保險單詳情如下： 

保險單編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為保險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保險單生效日期：由________________起至________________止 

8. 我/我們已獲下述公司授權，代表該公司簽署合約 或 我/我們是下述商號的合夥人，已獲授權代表

該商號簽署合約，有關簽署對該商號及其他現任合夥人均具約束力。 

9. 本公司/商號的名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屋宇署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個人）編號、工程級別、及屆滿日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屋宇署註冊小型工程承建商（公司）編號、工程級別及屆滿日期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獲授權簽署人及技術董事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 本公司/商號已登記的辦事處地址均為香港 

14.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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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本公司/商號傳真號碼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本公司/商號的電郵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簽署人的姓名及地址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簽署人聯絡電話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印章：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二零一___年___月___日 

 

註：(i) 填報人必需提供所有資料 

    (ii) 請將表格內不適用的地方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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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O)喜家社會住宅單位: 

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單位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 

 

招標編號: 2- SoCOCSHU利益衝突申報聲明 

 
1. 本人/本公司 謹此申報 *有 / 沒有 出現的利益衝突情況如下: 

 

2. 本人/本公司管理層 *有 / 沒有 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現時任職於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3. 本人/本公司管理層 *有 / 沒有 家庭成員或直系親屬現時為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董事會成員。 

 

4. 本人/本公司管理層現時  *有 / 沒有 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職員或董事會成員有正式關連及/或有個

人利益/債務/業務關連。 

 

5. 本人/本公司管理層現時  *有 / 沒有 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有正式關連及/或有個人利益/債務/業務關

連。 

 

6. 本人/本公司管理層現時  *有 / 沒有 在過去 3年曾向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供港幣 10萬元或以上的捐

贈 / 捐款。 

 

7. 我 / 我們已獲下述公司授權，代表該公司簽署合約或我 / 我們是下述商號的合夥人，已獲授權代表

該商號簽署合約，有關簽署聲明上述填報之資料全部正確無訛。如有虛假，本會有權終止本人 /本公

司已獲得的合約。 

 

 

獲授權聲明人的姓名及公司蓋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職位： 

日期：二零一___年___月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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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致: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O)喜家社會住宅單位: 

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單位室內裝修及小型工程 

招標編號: 2- SoCOCSHU報價表格 
(截標日期及時間：2017年12月21日下午5時前) 

本公司                           (承辦商名稱)經實地勘察後願意承辦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SoCO) 家

社會住宅單位:九龍九龍城啟德道59號2樓室內裝修和小型樓宇改善工程，報價已包括一切器材、物料、工

資、超時工作費用、交通費及所有搭棚工程、適當的工程保護措施和建築廢物清理及處置等費用。現同意

以下各項、施工要求及用料說明、提供報價如後頁。 

第一項: 計劃簡介 

(a) 機構現為喜家社會住宅單位招標進行室內裝修和小型樓宇改善工程，單位為一個實 用面積約 50 平

方米的唐樓單位，位於九龍九龍城啟德道 59 號 2 樓。 

(b) 工程預計在 2017 年 12 月 28 日起進行，需要在 2017 年 2 月 11 日完成(共 45 天)，機構可能拒絕預計

不能完成的承辦商。 

(c) 多磨建社有限公司為機構委託的建築師代表及技術顧問。 

第二項: 一般注意事項: 

(a) 承辦商需無任何附帶條件，按招標文件要求和服務做妥工程。 

(b) 承辦商應為進行單位實地勘察並為要求的工程進行度尺。 

(c) 如實際數量與標書要求不同，有關增減收費均以標書報價同一單價計算價錢。 

(d) 承辦商必需就有關工程購買足夠公眾意外及勞工保險，有關費用應已計算在投標總價內。 

(e) 承辦商需在機構向承辦商交鎖匙翌日起計在總工期共 45 天內完成所有工程，若不能完成工程，需賠

償每日逾期罰款 HK$1500。 

(f) 工程需按符合香港建築標準/水務署、屋宇署、消防署、機電工程署等部門法規及中電供電規例完成。 

(g) 承辦商需持有香港政府認可的小型工程牌照，單位進行小型工程需按法例要求，由承辦商向政府部門提

交相關申請及入則，並得有關政府部門的批准，包括小型工程和水務工程。 

(h) 與電力、電器有關工程需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REW)/ 註冊電業工程承辦商按《電力供應規例》要求進

行。水喉工匠等亦需持有香港政府認可的牌照按符合香港的現行規例進行。 

(i) 單位的配電箱、電力線路、電掣、插座及不經插座供電的電器的安裝需符合香港的現行規例。承辦

商必需將相關的水電改造圖交予本會。 

(j) 工程須按照香港測量師學會出版的“住宅建築物維修工程通用技術條件 ” 所列的準則進行
(http://www.hkis.org.hk/ufiles/BSD‐ GSMainFull.pdf) 

(k) 承辦商需在施工時為項目拍照作存檔用途，特別進行結構維修前後、防水工程前後、鋪設電線喉管

瓦仔和潔具後需拍照予本會檢閱。本會要求承辦商每 7 天向機構匯報工作進度一次。 

(l) 承辦商需為單位現有的大門、窗和間房牆壁提供必要的保護以防損壞。 

(m) 承辦商需清理丟棄單位內清拆廚房灶台等建築廢料，有關費用已包括在投標總價內。 

(n) 工程需達至本會滿意為止， 承辦商需在完工最少七天前通知本會到現場檢查驗收。 

(o) 承辦商為單位添購的電器產品需有不少於 12 個月保養期，保用證明/保養卡需在工程後向本會提交。 

(p) 承辦商需為工程提供 12 個月保固期(由完工驗收日起計)。 

第三項:工程支付方式 : 

(a) 合約生效後， 本會按下列表中的約定時間支付工程費用  

支付時間 工程款支付比率 

開工前七天 30% 

工程進度 70% 30% 

http://www.hkis.org.hk/ufiles/B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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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竣工 30% 

保固期完結後30日內 10% 

第四項: 承辦商需同意下列施工要求及用料說明，並將所有材料、完成樣板和顏色選擇提交給建築師審

批。) 

1. 基本措施  

  Preliminaries 

項目 
Item 

描述 
Description 

金額 
Amount (HK$) 

1.1. 所有棚架工程，保護工程和搬運/處理建築廢料。 

Allow for any scaffolding work, protection of work and carting away/disposal of 

construction waste material from site. 

 
 

2. 工作表 
Schedule of Work 

工作範圍(參考下面的工作表和所有圖紙) 
Works to be carried out (Refer to the Schedule of Work below and all drawings) 

項目 
Item 

描述 
Description 

金額 
Amount (HK$) 

2.1. 清拆工作 
Demolition works 

2.1.1. 清拆全屋木間牆、清拆廚房廁所牆身，如圖 PL00。 
Demolish the all internal timber walls and the kitchen and toilet walls as 
per drawing PL00. 

2.1.2. 根據圖紙 PL00 移除門窗。 
Remove windows and doors as per drawing PL00. 

2.1.3. 拆除廚房混凝土樓梯及設施。 
Demolish concrete step and exiting fitting from kitchen. 

2.1.4. 拆除浴室現有潔具。 
Remove all existing sanitary fixtures from bathroom. 

2.1.5. 拆除所有現有供電、照明設備和電箱。 
Remove all existing electrical and lighting fittings and MCB. 

2.1.6. 拆除廚房和浴室現有的瓷磚地板表面。 
Remove existing tile floor finish from kitchen and bathroom. 

2.2. 砌磚 
Brickwork 

2.2.1. 提供和建築廚房和浴室磚牆包批灰及油漆，按圖 PL02 及 PL21。

Supply and install block walls for kitchen and bathrooms with patching 
and painting as per drawing PL02 & PL21. 

2.2.2. 提供和建築臥室的輕質磚牆包批灰及油漆，按圖 PL02。 
Supply and install lightweight block walls with patching and painting for 
bedrooms as per drawing P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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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修正廚房及客廳窗戶外牆和表面。 
Make good external walls and finish for kitchen window and living room 
window. 

 

2.3. 地板飾面 
Floor Finishes 

2.3.1. 新造浴室和廚房地面批盪，鋪上新瓷磚表面。 
Allow cement and sand screeding for bathroom and kitchen floors and 
make good in preparation for new tile finish. 

2.3.2. 提供並新造浴室和廚房由地面到牆壁鋪設1.8米高水泥防水膜。 
Supply and apply 1.8m tall cement based waterproof membrane to 
floor and continue up to wall as described. 

2.3.3. 在廚房和浴室地板提供和安裝防滑過底地磚。 
Supply and install non‐slip homogenous tiles to kitchen and bathroom 
floor. 

$        /平方呎 

 

$        /Sq.ft. 

2.3.4. 在臥室和客廳修補現有的地磚，需補上同類型破損或丟失的瓷磚。

Make good existing floor tiles in bedroom and living areas, replacing 
broken or missing tiles with similar as necessary. 

$        /平方呎 

 

$        /Sq.ft. 

2.3.5. 新造浴室吸咀、地台去水及隔氣。 
Provide and install bathroom threshold, waste trap platform. 

$        /套*2 

$        / Set*2 

2.4. 木工 
Carpentry Works 

2.4.1. 提供和安裝防火膠版櫥櫃，包括實木邊，可調整層板及所有必要的
五金，按照圖紙 EL11。 

Supply and install kitchen cabinets with plastic laminate on plywood with 
hardwood edges and adjustable shelves and all necessary ironmongery 
as per drawing EL11. 

$        /套 

$        / Set 

2.4.2. 提供和安裝廚房地櫃及吊櫃，按圖紙 PL11, EL11。 
Provide and install kitchen cupboard as per drawing EL11 and PL11. 

$        /套 

$        / Set 

2.4.3. 根據圖紙 PL11 安裝廚房工作枱表面石材鋅盆洞口。 
Supply and install kitchen work surface of homogenous stone with sink 
cut‐outs as per drawing PL11. 

$        /套 

$        / Set 

2.4.4. 新增窗簾路軌，按圖紙 EL02。 
Provide and install curtain rails as drawing no. EL02. 

$        /套 

$        / Set 

2.5. 牆壁飾面 
Wall Finishes 

2.5.1. 廚房及廁所牆身、地台批盪面貼磁磚，按圖紙 EL11,EL21,EL22。

Provide and install kitchen and toilet walls paint, tiles as drawing 
EL11,EL21,EL22. 

$        /平方呎 

 

$        /Sq.ft. 

2.5.2. 全屋天花、北面牆身需剷底油批灰、修補裂縫隙縫後髹上2層防潮油，

再髹2層乳膠漆。 

Remove all ceiling paint. Wall on the North to be plastered, and apply 2 

layers of moisture prevention paint and seal up the cracks.  

$        /平方呎 

 

$        /Sq.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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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除浴室和廚房指定牆身，重新翻髹單位的其他牆身:需清潔、 

批盪牆身預備上油，髹上1層防潮油，再髹2層乳膠漆。 

(包括如喉管、管道) 

Apply 2 coats of anti‐mould water base emulsion paint over a coat of 
primer for all ceilings and all walls except those as specified for 
bathrooms and kitchen. 

$        /平方呎 

 

$        /Sq.ft. 

2.5.4. 所有腳線，牆壁，門框，窗框打磨和塗上兩層防霉水性乳膠漆。All 

skirting, dado, door frames, and window frames to sanded and painted 
with two coats of water based emulsion paint. 

$        /平方呎 

 

$        /Sq.ft. 

2.6. 家具和配件 
Furniture and Fittings 

2.6.1. 除非本工作表另有規定，否則投標中不需提供家具。 
No loose furniture and fittings are to be provided in the tender,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in this schedule. 

/ 

2.6.2. 提供並安裝新的坐廁，膠水箱，洗手盆，水龍頭。新增或更改來去
水位。 

Provide and install a new toilet, wash basin, taps and the related 
drainage works as per specification. 

$        /套*2 

 

$        / Set*2 

2.6.3. 提供及安裝廚房鋅盆及潔具。 
Provide and install kitchen sink and taps. 

$        /套 

$        / Set 

2.7. 門 
Door 

2.7.1. 提供和安裝房門(木纖門) 2 隻，木皮飾面和彈簧閂鎖。 
Supply and install 2x Bedroom doors to have timber veneer finish, and 
spring latch locks. 

$        /套*2 

$        / Set*2 

2.7.2. 提 供 和 安 裝 有 屋 宇 署 認 可 實 驗 中 心 進 行 防 火 門 測 試 合 格 証 書
900Wx2000H 廚房防火木門、門框(連門鉸珠鎖) ，防火板飾面， 玻
璃，自動閉合門鼓及防火隔煙條，具一小時防火要求。 

Provide and install internal 50x900Wx2000H kitchen complete with door 
frame and ironmongeries. Kitchen door to be 1hr FR with laminate finish, 
vision panel, self‐closing mechanism and in tumescent seals 
accompanied by the supplier's statement and test report/and 
assessment report demonstrating that the door has been tested by an 
accredited laboratory and complies with the required standards. 

$        /套 
 

$        / Set 

2.7.3. 提供和安裝3套廁所木門及門框。 
Supply and install 2 x solid‐core timber doors with laminate finish 
with door for bathroom including frames and ironmongeries. 

$        /套 

$        / Set 

2.8. 窗戶 
Window 

2.8.1. 根據圖紙提供並安裝鋁窗及其五金配件，包括廚房、廁所和後牆。

Supply and install aluminum windows with necessary ironmongery for 
kitchen, bathroom and rear wall as per drawing. 

$        /呎 

$        /ft. 

2.8.2. 修整現有的鋁窗; 清潔並根據需要更換鉸鍊和鐵器。 
Make good existing aluminum windows; clean and replace hinges and 
ironmongery as necessary. 

$        /套 

$        / Set 

2.8.3. 廚房固定窗戶與實木框架及安全玻璃，具一小時防火要求。 Supply $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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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nstall kitchen fixed window with solid wood frame and 1hr safety 
glass. 

$        / Set 

2.9. 電力 
         Electrical    

2.9.1.  根據圖紙 PL06重新拉線，提供安裝帶電源插座及電燈, 明線膠管。 
Supply and install surface mounted PVC conduit with electrical outlets 
and lighting as per drawing PL06 

$        /套 

$        / Set 

 

2.9.2. 根據圖紙 EL21,EL22在每間浴室安裝1個20A(有水氣制 RCD 保護)電

熱水爐位及預留足夠位置。 
Provide and Install 20A electrical circuits (with residual current device) 
for electric water heaters in each bathroom as per drawing EL21, EL22. 
Spare enough spaces for electric water heaters. 

$        /套 

$        / Set 

 
 

2.9.3.   新造一個有漏電斷路掣、水氣開關總制、灰士電箱及2個分錶。 

Provide and install safe electricity meter box with double pole 
miniature circuit breaker and separate electricity meter box and 
separate electricity meter for each unit. 

$        /套 

$        / Set 

 
 

2.9.4. 提供及安裝氣扇、安全掣和掣線。(廚房、2 個廁所) 。 
Provide and Install one exhaust fan, safety switch and wiring in kitchen 
and exhaust fans in each toilet. 

$        /套*2 

$        / Set*2 

 

2.9.5. 每間卧室提供和安裝3/4匹冷氣、燈曲掣，包括鋁架去水喉連接駁去

水。 

Provide and install 3/4HP air‐conditioning and air‐conditioning power 
light switch, supporting frame and drainage for each bedroom. 

$        /套*2 

$        / Set*2 

 

2.9.6. 根據圖紙重置並增加電視位在客廳 

Relocate and provide TV power, switches for each living room as per 
drawing. 

$        /套*2 

 

$        / Set*2 

2.9.7. 提供及安裝客廳吊扇 

Provide and install ceiling fan.  

$        /套*2 

 

$        / Set*2 

2.10. 電燈 Lighting 

2.10.1. 供排水 Plumbing and Drainage 供應和安裝低能量 LED 或節能燈;暖白的顏色。根據圖紙PL06 
Supply and install low‐energy LED or CFL lamps; warm white colour, 
as per PL06 

$        /套 

$        / Set 

 

2.11. 供排水 Plumbing and Drainage 

2.11.1. 按照材料工作表供應和安裝潔具。 
Supply and install sanitary fittings as per schedule of materials. 

$        /套 

$        / Set 

2.11.2. 廚房不需吸咀。 
Kitchen to be without curb. 

/ 

 

2.11.3.   新造廚房地台排水口及接駁污水喉。 

Install floor drains to kitchen and bathrooms and connected drainage 
pipe to details. 

$        /套 

$        / Set 

2.11.4. 新增洗衣機去水喉位及有隔氣去水喉。 
Provide and install throat for the washing machine and waste trap 
drainage pipes. 

$        /套 

$        /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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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料表 
Schedule of Materials 

3.1. 參考圖紙 PL01,EL11,EL21,EL22（應包括潔具;電熱水器;地磚;牆
磚;排氣扇）。 

Refer to drawing PL01,EL11,EL21,EL22 (should include Sanitary 
Fittings; Electric Water Heater; Floor tiles; Wall tiles; Exhaust fans) 

 

 

2.11.5   需使用不含鉛份的室內包膠銅喉和接駁配件。 
Provide and install indoor plastic covered copper pipes and accessories 
without lead content. 

$        /套 

$        / Set 

 2.12. 其他 Others 

2.12.1 提供和安裝的所有五金配件和可摺疊間板; 包括頂部隔牆。承包
商在標書中提交詳細樣式。Operable panels including all 
ironmongery and bulkheads to be supplied and installed; bulkheads to 
be plastered and painted according to this schedule. Contractor submits 
details in tender submission. 

$        /套 

$        / Set 

 

2.12.2 更換大門門鎖。 
Change the main door lock. 

$        /套 

$        / 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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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計成本   

                Cost Summary of Work 
Amount (HK$) 

1 基本措施 Preliminaries 

2 工作表 Schedule of Work 

2.1 清拆工作 Demolition works 

2.2 砌磚 Brickwork 

2.3 地板飾面 Floor Finishes 

2.4 木工 Carpentry Works 

2.5 牆壁飾面 Wall Finishes 

2.6 家具和配件 Furniture and Fittings 

2.7 門 Door 

2.8 窗戶 Window 

2.9 電力 Electrical 

2.10 燈光 Lighting 

2.11 供排水 Plumbing and Drainage 

2.12 其他 Others 

3 材料表 Schedule of Materials 

  

總計 To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