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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投標表格 

致：立約方代表 

本公司保證下列資料，確實無訛： 

本公司已經詳細了解標書所有條文，以及清楚明白供應貨品要求和立約方真正的需要，現謹以

承造價港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正（HK$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全部內容及所訂明

之規格，於接獲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及其授權人通知後，將按時完成及執行本標書所列明之

工作項目。 

  

公司名稱（英文）  

公司名稱（中文）  

公司註冊地址     

  

商業登記編號  

商業登記屆滿日期  

供應商負責人姓名及職位  

 

 

   

 

負責人 / 獲授權人士簽署       公司蓋印 

 日期： 

＿＿＿＿＿＿＿＿＿＿＿＿＿＿＿＿＿＿＿＿＿＿＿＿＿＿＿＿＿＿＿＿＿＿＿＿＿＿______ 

接納書 

立約方代表接受上述供應商依照本標書全部內容及依照本標書之報價表訂明之實價。經雙方同

意後，供應日期為由＿＿＿＿＿＿＿＿＿＿至＿＿＿＿＿＿＿＿＿＿。(三年供應期) 

 

 

＿＿＿＿＿＿＿＿＿＿＿＿＿＿        ＿＿＿＿＿＿＿＿＿＿＿＿＿＿＿ 

（立約方）香港排球總會有限公司              日期 

 

＿＿＿＿＿＿＿＿＿＿＿＿＿＿＿       ＿＿＿＿＿＿＿＿＿＿＿＿＿＿＿ 

（見證人）                        日期 



 

2 
 

第二章 – 投標須知 

1. 本會所列的物料或服務，會以「整批」/「分組」/「分項」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書

面報價。 

2. 如需其他詳情，必需經書面向本會查詢。(電郵：info@vbahk.org.hk；傳真號碼：2834 

6510)。 

3. 香港排球總會不一定採納索價最低的投標書或任何一份投標書，並有權與任何投標

者商議批出合約的條款。 

4. 貴公司之報價一經發出後不得再作更改。 

5. 如貴公司願意贊助有關項目或提供其他額外贊助，本會將在評估標書時考慮此因素 

(詳情可參考第五章 - 贊助細則) 。 

6. 貴公司的報價單 (即第四章 - 單價及明細表) 有效期為 120 天。 

7. 本報價表資料如有未盡之處，本會有權因實際需要而加以修改 。 

8. 標書上的物品供應數量只供參考及投標之用，供應數量會按實際需求作出調整。 

9. 標書上列出供應貨品的合約供應期為三年，約在 2021 年 6 月開始，2024 年 3 月 31

日完結。 

10. 貨物會分批分期訂購。 

11. 貴公司之報價一經中標後，貨物價格不能於供應期內再作更改。 

12. 如收到訂單未能供應報價表上所列明的物料或服務，原中標公司須負責賠償本會從

另處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13. 如更改標書中所指定的用料，必需先得到立約人的同意。 

14. 如有需要，供應商必須提供各項供應貨品樣本給本會作評標用途。當完成評標後本

會將退還有關物料或樣本給各投標公司。 

 

mailto:info@vba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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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貴公司中標後，本會將與貴公司簽訂一年死約和兩年生約，在第一年死約期過後，

本會將檢討及評核 貴公司在過往一年的表現，決定是否繼續兩年生約。 

16. 截標日期為 2021 年 5 月 3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 (香港時間)。請於截止日期前將標

書放於本會辦公室指定標書收集箱內，逾期、電郵或傳真的投標概不受理。本會辦

公室地址：香港銅鑼灣掃桿埔大球場徑一號奧運大樓 1007 室。 

17. 投標者不得向本會的任何代理人或僱員給予或提供《防止賄賂條例》所界定的任何

利益，並須確保其代理人及僱員不會向本會的任何代理人或僱員給予或提供該等利

益。投標者亦不得以任何形式 (如操控價格) 在是次招標工作中與其他競投者串通。

如投標者違反或不遵守此等條款，在不影響投標者因而須承擔法律責任的情況下，

其標書將會失效。 

18. 如供應商或其任何僱員或代理人被發現就投標或合約觸犯《防止賄賂條例》所訂罪

行，本會可終止合約而無須向供應商作出賠償。供應商有法律責任支付因合約終止

而必然招致的所有損失和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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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 招標項目內容及預計數量                                     

項   目 1： 運動服 (外套連長褲) 

數    量 :  約 550 套 

備    註 : 前面: 印香港章、總會章 (可放衣袖) 

後面: 印字「Hong Kong China」 

面料: 高密度纖維-100%polyester  

內料: 網布-100%polyester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出

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2： 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數    量 :  約 860 套  

備    註 : 每套有 3 款不同顏色 

前後印號碼 

前印香港章及「HKG」 

每件球衣背後必須印上球員英文正楷姓名 

採用: 熱昇華設計 (Unique Sublimation Design) 

用料: dry-fit 快乾料 或者 熱昇華物料  

供應商商標只可於上衣及褲各顯示一個 

 字體及圖案尺寸要求請見附件二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 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

出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5 
 

項   目 3： POLO 恤 

數    量 :  約 550 件 

備    註 : 前面: 印香港章、總會章 (可放衣袖) 

後面: 印字「Hong Kong China」 

用料: dry-fit 快乾料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出

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4： 圓領 T-shirt 

數    量 :  約 1640 件 

備    註 : 前面: 印香港章、總會章 (可放衣袖) 

後面: 印字「Hong Kong China」 

用料: 100%棉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出

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5： 

數    量 :  

男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110 套 

備    註 : 男子: 背心短褲 

前後印號碼 

前印字「HKG」 

每件球衣背後必須印上球員英文正楷姓名 

採用: 熱昇華設計 (Unique Sublimation Design) 

用料: dry-fit 快乾料 

供應商商標只可於衫及褲各顯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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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體及圖案尺寸要求請見附件二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 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

出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6： 

數    量 :  

 

女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110 套 

備    註 : 女子: 比基尼 

前後印號碼 

前後印字「HKG」 

每件球衣背後必須印上球員英文正楷姓名 

採用: 熱昇華設計 (Unique Sublimation Design) 

用料: dry-fit 快乾料 

供應商商標只可於衫及褲各顯示一個 

字體及圖案尺寸要求請見附件二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必須提供最少 3 個不同設計圖供本會選擇，設計必須只限於

本會於 2021-2024 年度供香港排球及沙灘排球代表隊使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 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

出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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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8： 襪 [非必要項目] 

數    量 : 約 1350 對 

備    註 : 三種顏色 

用料: 透氣，有足夠厚度，減緩落地衝擊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 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

出調整 

 必須提供尺寸表 

 

 

 

  

項   目 7： 中褲 

數    量 :  約 1640 件 

備    註 : 純黑色 

 訂單確實後 30 天內交貨 

 本會將分階段採購, 採購數量將按訂購時的實際需要以作

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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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 單價及明細表 

 

以下為是次投標單價及明細表，此格式只供參考之用，投標者可使用自己的報價格式。 

 

# 項目 單價 (HKD) 數量 金額 (HKD) 

1. 運動服 (外套連長褲)  550 套  

2. 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860 套  

3. POLO 恤  550 件  

4. 圓領 T-shirt  1640 件  

5. 男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110 套  

6. 女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110 套  

7. 中褲  1640 件  

8. 襪 [非必要項目]  1350 對  

   總金額  

 

 

 

備註:  

標書上的物品供應數量只供參考及投標之用，供應數量會按實際需求作出調整。 

貨物會分批分期訂購。 

如收到訂單未能供應報價表上所列明的物料或服務，原中標公司須負責賠償本會從另處

採購上述物料或服務的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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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贊助細則 

 

1. 為何贊助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 

排球及沙灘排球運動深受香港市民喜愛，每年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

隊披甲上陣出戰的比賽均會備受關注；隊內球員以在職人士及學生為主，但仍然持

續參與訓練及比賽，並保持積極進取的心態備戰，為本地排球運動建立了相當健康

及正面的形象，得到不少市民的贊同及支持；而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近年更於各大

賽事中，屢獲佳績，令社會各界不同人士增加對沙灘排球的關注。香港排球總會希

望為企業提供一個平台鼓勵各排球運動員繼續追求突破、讓喜愛他們的群眾繼續支

持排球運動，同時為企業帶來市場推廣價值及機會。 

有關 2021-2024 年度香港代表隊參加之賽事，可參考附件一。 

 

2. 贊助機會 

本會提供不同類別的商業贊助機會，企業可以透過贊助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

排球代表隊來提高知名度、建立健康活力及良好的企業品牌形象、配合運動員進行

產品推廣或促銷；同時亦可履行社會責任，關懷社會及推進香港排球運動發展。我

們會在本會的網頁及社交媒體專頁等，提高贊助商的曝光率。贊助計劃及水平會視

乎企業的計劃而配合調整，以盡力切合企業之目標。 

 

3. 贊助項目及要求 

3.1. 全數贊助本標書中所列之服飾及運動裝備；或 

3.2. 提供贊助折扣；或 

3.3. 其他 (由投標公司提出) 



 

10 
 

4. 品牌曝光／鳴謝項目 

(下列為全數贊助可享之品牌曝光項目。) 

(僅供參考，本會保留修改或增減任何項目之權利。) 

4.1 贊助商可以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指定服裝贊助商之名推出

廣告及舉辦推廣活動 (贊助稱號有待商議；任何宣傳項目需由本會批核，並須

展示本會商標及全稱)。 

4.2 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有義務出席贊助商安排之宣傳活動，並

須於出席期間穿著和使用贊助商名稱品牌運動裝備。 

4.3 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將於上述賽事及相關活動中，穿著和使

用贊助商品牌之運動裝備，相關活動包括但不限於：新聞發佈會、訓練、出入

場、新聞採訪等。 

4.4 贊助商可獲邀出席香港排球代表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所參與之比賽 (按

個別比賽而定，並須得到賽事主辦方允許)。 

4.5 贊助商可於其官方網站及宣傳渠道中，使用香港排球總會商標和香港排球代表

隊及香港沙灘排球代表隊運動員肖像 (須先由本會批核及須以運動員意願為

準)。 

4.6 香港排球總會網站內展示贊助商之商標。 

4.7 香港排球總會社交媒體專頁鳴謝貼文一則 (Facebook, Instagram)。 

4.8 香港代表隊社交媒體專頁鳴謝貼文一則 (Facebook, Instagram)。 

4.9 訓練期間，將提供香港代表隊訓練相片或錄影予贊助商不少於3次作紀錄之用。 

4.10 比賽期間，將提供比賽及/或活動相片 10 張、錄影 1 則，或依贊助商要求執行

指定攝影或錄影 (須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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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 2021-2024 年度香港代表隊賽事一覽表 

 

# 日期 種類 香港代表 活動 地點 

1.  06/2021 沙灘排球 成年 
2021 亞排聯沙灘排球洲際盃準
決賽 

中國 

2.  29/08-05/09/2021 排球 女子成年 第 21 屆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 中國江門 

3.  12-19/09/2021 排球 男子成年 第 21 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 日本千葉 

4.  05-06/2021 沙灘排球 
成年及 17 歲
或以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
會沙灘排球預賽 

中國 

5.  09/2021 沙灘排球 
成年及 17 歲
或以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四屆運動
會沙灘排球決賽 

中國 

6.  04/2021-03/2022 排球 男子少年 
2021 全國青少年 U16 男子排球
錦標賽 

中國 

7.  04/2021-03/2022 排球 女子少年 
2021 全國青少年 U16 女子排球
錦標賽 

中國 

8.  04/2021-03/2022 沙灘排球 成年 2021 亞洲沙灘排球錦標賽 中國 

9.  2021 排球 女子成年 2021 亞洲東區女子排球錦標賽 
中國張家
港 

10.  08/2022 排球 女子成年 第 3 屆亞洲女子排球挑戰盃 中國香港 

11.  2022 排球 男子青年 亞洲 U20 男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2.  2022 排球 女子青年 亞洲 U19 女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3.  2022 排球 男子少年 亞洲 U18 男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4.  2022 排球 女子少年 亞洲 U17 女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5.  08/2023 排球 女子成年 2023 亞洲東區女子排球錦標賽 中國香港 

16.  2023 排球 男子成年 第 22 屆亞洲男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7.  2023 排球 女子成年 第 22 屆亞洲女子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18.  2023 沙灘排球 青年 第 3 屆全國青年運動會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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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亞洲 U17 沙灘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20.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亞洲 U19 沙灘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21.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亞洲 U21 沙灘排球錦標賽 待確定 

22.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全國青年 U21 沙灘排球錦標賽 中國 

23.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全國青年 U18 沙灘排球錦標賽 中國 

24.  2022-2024 沙灘排球 青年 
FIVB U21 World Beach Volleyball 
Championships  
 

待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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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排球及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要求 

 

1. 男子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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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女子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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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男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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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子沙灘排球球員球衣及球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