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應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2021-2022 學年校本言語治療服務」
投標書表格
(須交一式兩份並須附上 貴機構 / 公司註冊資料及商業登記證副本)
學校名稱：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學校地址：香港柴灣翠灣街二十二號
學校檔號：IKTMC21/22-SEN-ST01
截標日期/時間：2021 年 08 月 06 日(星期五)中午十二時正

第一部分：服務內容
服務範疇

提供的服務細則

言語治療師資格

1.
2.
3.
4.
5.
6.

駐校日數及時數

1. 每學年 270 小時 (包括評估、個人治療、小組治療、家長面談
及會議時間，但不包括撰寫報告時間)。

擁有五年或以上言語治療專業資格。
五年或以上駐校服務經驗 (最少三年在中學服務)。
有服務非華語學生經驗優先。
有訓練學生就業面試經驗。
為衞生署認可醫療專業名冊 – 言語治療師名冊會員。
通過性罪行定罪查核紀錄。

2. 服務時段：
第一階段 -- 由2021 年 9 月至2022 年 1 月
第二階段 -- 由2022 年 2 月至2022 年 6 月
3. 全學年駐校 45 次，每星期駐校兩次，每次駐校工作 6 小時
（不包括午膳時間），通常駐校時間由上午 9:00 至下午
16:00，特別活動或會議除外。
每節學生治療時間

依本校每堂時間為標準，約為 30 - 40 分鐘一節（可彈性處理）。

支援學生人數

大約 70 位學生（包括評估及治療工作，但不包括支援家長或老
師）。

第一部分：服務內容 (續)
服務範疇
支援模式

提供的服務細則
1. 學生層面治療
為有需要學生提供小組或個人言語治療服務。
2. 家長及老師層面
有需要時舉行家長 / 老師工作坊；在進行治療服務前、期間或
服務後，有需要時以會議或書面形式向本校老師及家長提供跟
進方案。
3. 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組會議
有需要時需出席特殊學習需要支援組會議或學生個人化學習計
劃會議，以交代工作進度及提供專業支援意見。

評估報告、進度報
告及公開考試文件

1. 評估及治療後為每位學生撰寫評估報告及進度報告。
2. 遞交評估報告及進度報告期限
 評估報告 -- 2021 年 10 月 15 日或之前遞交
 進度報告 -- 2022 年 7 月 15 日或之前遞交
3. 按學生需要撰寫官方評估報告及簽署考評局的申請公開考試調
適文件。

服務檢討機制

1. 承辦機構 / 公司負責安排專業言語治療師，並確保言語治療師
的服務符合要求。
2. 本校將與承辦機構 / 公司進行階段性檢討
 中期檢討 -- 2022 年 1 月進行
 年終檢討 -- 2022 年 6 月進行

終止合約機制

1. 本校與承辦機構 / 公司進行階段性檢討後，如發現該機構安排
的專業言語治療師之表現未如理想，本校有權終止合約，取消
餘下階段的服務。
2. 若本校與承辦機構 / 公司於合約期間需要終止合約服務，須給
予對方不少於 一 個月的通知期。

其他行政安排

所有駐校日期由本校與承辦機構 / 公司商議。如言語治療師因事未
能出席言語治療或會議，將會另再安排時間。如未能安排，則不會
計算該時數的款項。

第二部分：預算費用
服務範疇

(1) 言語治療師
駐校次數

請參閱
第一部分：
服務內容

每次駐校工作
6 小時
(09:00-16:00)

第 (2)及(3) 項須由投標者填寫
(3) 服務總費用
(每學年 270 小時)

(2) 平均每小時服務費
每小時
(港幣$

全學年駐校 45
次，共270小時

總費用
)

270 小時 x 每小時(港幣

=港幣$

)

.

第三部分：其他
1.

服務規格，必須符合教育局之法例、標準、指引及法定責任。

2.

承辦機構 / 公司需負責一切有關是項服務所需之保險、公眾責任及第三者責任保險。

3.

派往駐校的言語治療師與本校並無僱傭關係，其必須為承辦機構 / 公司之全職員工，其
僱員保險及強積金由承辦機構 / 公司負責。

4.

承辦機構 / 公司確認派往駐校的言語治療師：
a) 已透過保安局「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查核，其並沒有性罪行定罪紀錄。
b) 不會在學校範圍內/外與本校學生/教職員/家長，或以本校名義安排/組織/進行任何
違反《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及/或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的訓練和活動。
c) 不會安排校外人士在本學校範圍內安排/組織/進行任何違反《基本法》、《香港國
安法》和所有適用於香港的法律的訓練和活動。
d) 秉持專業操守，遵守法律及社會接受的行為準則，以符合社會對他們的道德及專業
方面的期望。

5.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下之上課安排：
熱帶氣旋及暴雨警告
雷暴警告
黃色暴雨警告
紅色暴雨警告
黑色暴雨警告
1 號風球
3 號風球
8 號或以上風球

室內活動








凡因天氣情況，教育局宣佈停課或言語治療師病假需暫停之服務將會由承辦機構 / 公司
安排補回，日期須經雙方協議並於校內舉行。若經雙方商討後，仍未能協議出補回相關
時數之安排，校方會按比例扣除承辦機構 / 公司所得之服務費用。

第四部分：承投供應商的聲明
承投供應商願意按照投標書的內容及校方所訂定的細則提供服務。承投供應商知悉，投標書
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仍屬有效。校方不一定採納投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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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供應商亦保證
其公司的商業登記於承辦經營期內將維持有效。(承投供應商所提供的資料絕對保密及只作
本校是次招標的用途。)

第五部分：防止賄賂條例
I.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甄選營辦商的有關委員
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 (香港法例 201 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
益」)。 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
可取消批出之合約，而競投人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及/或賠
償。

II.

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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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投標書將不獲
考慮。 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合約亦會被宣佈無效。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

公司印鑑 :

負責人職銜：

日期 :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公司簽署此份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商業登記證編號：

屆滿日期：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倘若 貴機構 / 公司 不會 / 未能 對有關標書作出回標，請填寫以下通知書，並寄回以下地址
給本校，以作記錄。

承投 提供
「2021-2022 學年校本言語治療服務」
不回標通知書
致：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
香港 柴灣 翠灣街22號
招標編號：
服務項目：提供「2021-2022 學年校本言語治療服務」

本公司因以下原因 不會 / 未能 對上述標書作出報價：

□ 有關服務項目類別不適合本公司
□ 沒有足夠時間作出報價(請列明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其他原因(請列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機構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簽署：
負責人姓名：
日期：
公司印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