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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用供應商資料庫 

申請表 

請以“X”作標示。  此欄由本局填寫 

□ 首次申請  供應商編號： 

□ 資料更新（供應商編號：           ）  資料輸入員簡簽： 

□ 註銷  日期： 

 

第一部份：供應商資料 

□ 法人/商業企業主申請者資料 

法人/商業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申請登記的場所/商號中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申請登記的場所/商號外文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網址（倘有）：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人：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個人申請者資料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外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澳門特別行政區居民身份證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指載於財政局《開業／更改申報表（M/1格式，財政局格式223）》的“中文商號名稱”及“葡文

商號名稱”。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根據第8/2005號法律《個人資料保護法》的規定： 

1. 申請表及其他相關文件內的個人資料僅作為《備用供應商資料庫》的用途，並保密處

理，載有個人資料的文件不另發還； 

2. 申請人有權依法申請查閱、更正或更新存於本局的個人資料； 

3. 本局在處理申請者的個人資料時，會採取保密及妥善保管措施，直至該等資料使用完

畢及保存期結束，屆時有關資料將按規定銷毀或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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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供應財貨/勞務範圍 

請在經營類別前□內打“X”，可多選 

可供應財貨範圍： 

□電腦硬件# □電腦軟件# 
□電腦相關設備及配

件# 
□電話及通訊設備 

□電話系統 □辦公室文儀器材 □影印機 □辦公室用品/文具 

□家居傢俱 □辦公室傢俱 □影音設備 □攝影器材 

□醫療設備/用品 □治療評估工具 □藥物 □測試劑 

□教學用品 □樂器 □玩具及益智遊戲 □遊戲軟件/硬件 

□電器 □冷氣設備及系統 □照明設備 □招牌/識別牌 

□書刊 □紙箱 □原子印章 □地毯 

□食品及飲品 □西餅麵包 □飲水設備/桶裝水 □窗簾 

□超級市場 □清潔衛生用品 □瓷具廚房用品 □床上用品百貨 

□體育用品/健身器

材 
□運動服裝 □制服及裁縫 □花卉/植物 

□印刷（不含設計） □印刷品設計/排版 □紀念品設計和製作 □紀念品銷售 

□保安及監控系統 □消防設備 □電梯 □五金材料 

□木工用材料 □電工用材料 □燃油 □環保設備 
 

可供應勞務範圍： 

□租車服務 
□租用影音/視聽器

材 
□保險 □旅行社 

□本地酒店住宿連餐

飲 
□本地酒店住宿 □場地租借 □餐飲 

□齋宴 □到會 
□中英即時傳譯/ 

文字翻譯 

□中葡即時傳譯/ 

文字翻譯 

□通渠/沙井/隔油池

清洗服務 
□搬運服務 □清潔服務 □滅蟲服務 

□護衛/保安 □設施管理 □保養電話系統 
□保養防火設備/系

統 

□保養及清洗飲水設

備 
□保養電梯 

□清洗/保養冷氣設

備 
□保養醫療設備 

□物理治療顧問服務 □醫療及衛生護理 □多媒體(動畫)製作 □活動製作 

□節目/廣告/設計製

作 
□會議展覽服務 

□軟件開發/方案/服

務# 
□電腦網絡工程# 

□車輛零件及維修 □物料回收 □代購服務 □園林服務 

□派送服務 
□調查/研究/顧問服

務* 
□專業認證* □培訓課程* 

□自由/專門職業* □其他*   
 

#請在“第三部份：供應資訊類財貨及勞務細項說明”相關經營類別前□內打 X。 

*請在“第四部份：供應財貨及勞務補充說明”具體說明相關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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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供應資訊類財貨及勞務細項說明 

請在經營類別前□內打“X”，可多選 

電腦硬件 

□桌上型電腦 □筆記型電腦 □平板電腦 □伺服器 

□儲存裝置-SAN □儲存裝置-NAS □磁帶備份裝置 
□不斷電系統(UPS) -數

據中心 

□不斷電系統(UPS)-一

般電腦房 
□Core Network Switch □Edge Network Switch □Network Firewall 

□WIFI AP / Controller 
□一般打印機 (鐳射/

噴墨/MFP) 

□企業級打印機 (鐳射

/噴墨/MFP) 
□商用繪圖機 / 曬圖機 

□磁咭打印機 □條碼打印機 □Scanner - Flatbed □Scanner - Document 

□消磁機 □考勤系統設備 □監控系統設備 □網絡傳真系統設備 

□投影機 □其他電腦硬件設備   

電腦軟件 

□個人電腦作業系統 □伺服器作業系統 □虛擬伺服器作業系統 □應用伺服器系統平台 

□SSL應用伺服器證書 □數據備份/回復軟件 
□資料庫系統 / 管理

軟件 
□防電腦病毒軟件 

□集成開發環境(IDE)

軟件 
□文書處理軟件 □繪圖軟件 □PDF 制作軟件 

□報表設計軟件    

電腦相關設備及配件 

□一般周邊設備 

(Mouse,Keyboard, 

Cables 等) 
□KVM SWITCH □NAS Harddisk □Printer Jetdirect 

□小型集線器 □小型網絡交換器 □Network Cable □網絡 RJ45 插頭 

□備份磁帶 □Barcode Reader □IP CAM  

電腦網絡工程服務 

□Network 

Implementation 

□端點網絡安全防禦

系統 
□網絡保安防禦系統 

□一般資訊設備保養服

務 

□伺服器 / SAN 

Storage (Hewlett- 

Packard)原廠保養服

務 

□網絡設備保養維護

服務 

□網絡突發事故支援服

務 
 

軟件開發方案服務 

□User Definied System  □Mobile Apps 
□資訊安全評估顧問服

務 
□客戶輪候服務系統 

□網頁設計開發服務  
□資訊亭或訊息發佈

開發服務 
□電郵系統 □防止垃圾電郵系統 

□系統安全認證登入

系統 
   

□其他(請在本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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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供應財貨及勞務補充說明 

 

 

 

 

 

資料補充（例如公司簡介、專門技術及人員、產品介紹等） 

 

 

 

 

 

 

本法人代表 / 本人聲明，有能力提供上述選取的財貨或勞務，在稅務或准照方面符

合相關法規要求，並已細閱《備用供應商資料庫章程》及申請表內《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的內容。 

 
 

法人代表/自然人姓名（正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 

法人印章及/或申請人簽署(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若為法人，須由法人代表簽名及蓋上印章；若為自然人，則須由本人按身份證式樣簽署。 

※ 填妥本申請表連同相關文件副本（請參閱章程 “四”），以下列任一方式提交： 

1. 親臨澳門西墳馬路 6 號社會工作局總部； 

2. 親臨澳門黑沙環新街 52 號政府綜合服務大樓； 

3. 郵寄至澳門西墳馬路 6 號社會工作局（信封面註明“申請加入備用供應商資料

庫”）。 

※ 如有查詢，請以下列任一方式，與本局財務及財產管理處聯絡： 

1. 電話：(853) 2836 7878； 

2. 傳真：(853) 2835 7934（註明“查詢加入備用供應商資料庫”）； 

3. 電郵：dfp@ias.gov.mo（主旨註明“查詢加入備用供應商資料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