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招標書 

(請勿在招標書信封上顯示  貴公司的身份) 

 

日期：2020 年 2月 3 日 

學校檔案： T/SKHSBS/2019/03 

 

 

執事先生： 

  

招標 

承投 「學校小食部供應服務」 

 

1.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付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倘 貴公司不擬接納，請於

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2. 投標者將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各一式三份)分別密封於兩個空白的信封，信封面清楚

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字樣。再一併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遞交，信

封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學校小食部供應服務」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學校買賣業務委員會主席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九龍彩虹邨藍鐘道 11 號 

               標明「學校小食部供應服務投標書」 

 

並須於 2020 年 2月 28日下午 1時正前送達上述地址 。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由上

述截標日期起計，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90天，如在該 90天內仍未接獲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另外亦請注意，貴公司必須填妥投標表格，否則標書概不

受理。 

 

3.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請於空白標書上註明 「不擬投標」，寄回上述地址。 

4.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理人不得向學校僱員、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考慮與本合約相關事

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生代表提供利益(香港法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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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防止

賄路條例》可構成罪行，並可導致合約無效。學校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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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校長 

鄭銘強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2320 0011                                      傳真號碼：2320 4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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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小食部承辦商公開招標章程  
  

 本校招商承辦 2020 至 2023 學年校內小食部，有意競投者，請參閱下列之規則及條件。  

 

A. 有關學校基本資料：  

1. 本校現有學生約 500 人，其中約 190 名初中學生(中一至中二)必須留校午膳，其餘

師生不限。  

2. 上課時間為上午八時十分至下午三時二十五分 , 兩次小息：第一次 20 分鐘、第二

次 15分鐘(這小息只可售賣礦泉水及紙巾)；午膳約 1小時。  

3. 學生午膳情況：中一至中二級學生留校午膳，其餘學生可選擇外出或留校用膳，

小食部只可提供中三至中六級學生的午膳服務。  

  

B. 標書細則：  

1. 在本校指定的範圍內經營小食部，對象主要為本校師生。  

2. 承辦期限：由 2020 年 9月 1日至 2023 年 7 月 31日止。  

3. 營業時間按校方規定：  

3.1 每年 9月至 7 月本校的上課天為基本營業期。  

3.2 營業時間為星期一至五，上午 7時 15 分至下午 5時 30分。  

3.3 學校特別活動時間或經校方同意的學校開放時間。  

4.    裝修及設備  

4.1 承辦商負責策劃並執行小食部的一切裝修及設備供應；並確保此等裝修及

設備獲得學校的批准，符合政府有關條例，並能有效及安全地服務學校學

生的需要。  

4.2 承辦商須在進行任何工程前向校方提交有關圖則，經批准後才可進行。如

校方發現有任何未獲批准的改動，承辦商須完全負責將有關改動恢復原狀。   

4.3 經營合約期滿或終止，校方有權要求承辦商留下或拆除各項裝修及設備。 

5.    按金、租金及經營開支 

5.1 承辦商於開業前須繳交三期租金為按金，合約期滿後在扣除一切應繳費用

後無息退還，倘中途退出承辦則概不發還。  

5.2 承辦商每年須於 9 月至 7 月共 11 個月，每月於 10 號前繳付小食部的租金，

8月則免繳租金。  

5.3 承辦商負責一切經營上的開支，包括水費、電費、差餉、有關的牌照費及

保險費，並須為所有顧客購買足夠的第三者意外保險及員工保險(請說明保

額)。  

5.4 經營地點的清潔由小食部員工負責，於每節售賣時段後即時清理垃圾，並

提供足夠之廢物箱及膠袋，一切費用由承辦商負責。  

6.    員工 

6.1 小食部員工須受本校紀律管轄，並配合學校固有校風與文化。承辦商應確

保小食部員工紀律良好，特別是不得為黑社會會員，不得聚賭、吸煙、粗

言穢語、打架、製造噪音或其他違法或不容於學校環境的行為。  

6.2 小食部員工為承辦商之僱員。承辦商應先為每位小食部員工填寫由校方提

供的登記表格呈交校方，經校方核准始能於學校工作。承辦商須為每一位

小食部員工提交一份包括該員工之香港身份證影印本、地址及電話資料的

紀錄交校方備案，解僱或更換小食部員工時亦須通知校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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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未得校方核准的人士(包括小食部員工之家屬)不得在學校範圍逗留。  

6.4 到校服務的員工須勤奮有禮，樂於助人，其數目必須足以迅速及有效地為

學生服務。(請說明員工數目)  

6.5 承辦商及其員工不得在校內留宿。  

7.    食物種類及衛生  

7.1 承辦商須先領取一切有關的牌照或許可證，送交校方核實後，方可考慮發

售熟食，而牌照的副本交本校存檔。  

7.2 承辦商必須遵守教育局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頒布的有

關食物衛生及小食部服務的一切規定。  

7.3 小食部售賣之食物應符合食物衛生及其他有關條例。食品務須確保衛生清

潔，不潔或不合衛生之食物一概不准發售。  

7.4 小食部所售賣食物之種類及售價必須事先經過校方批准方可售賣。  

7.5 不得在校內飼養動物或禽鳥。  

8.    價目  

8.1 承辦商須事先詳列小食部所有食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校方核准方可出售。  

8.2 承辦商如欲調整小食部食品售價，必須事前向校方書面提出，詳述理由並

附新舊價目對照表，獲校方批准後，始可調整。  

8.3 價目表須經常張貼於小食部當眼之處。  

9.    轉讓 

9.1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小食部業務經營權全部或任何部分轉讓

與別人或委託別人代為經營。另承辦商亦不可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加入任

何股東或以其他形式合伙經營。  

10. 保險  

      10.1   承辦商負責辦理小食部員工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及第三者意外保險。

並須將受保之公司名稱及保單編號、內容及收據等之副本一份送交校方備

案；如因承辦商疏忽而招致校方任何損失，承辦商同意全部負責賠償校方

一切損失。  

      11. 與校方的配合  

          11.1    承辦商存放在校內之物品，校方不負責看管或保護其安全。  

          11.2    承辦商須接受校方之安排，在各方面與校方衷誠合作。  

          11.3    承辦商一切經營業務，均不得影響校方管教措施。  

          11.4    經營合約在雙方同意下可以修改增刪。  

          11.5    中標的承辦商不得用本校名義訂購物品，所有一切貨銀交易均由承辦商負

責，與校方無涉。  

          11.6    如因承辦商利用本校名義交易致令校方受損，承辦商必須負責賠償校方一

切損失。  

          11.7    承辦商倘有任何不當之處而引致校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指責處罰，

損壞學校聲譽，承辦商須負責全部責任及賠償。若校方認為事態嚴重，得

隨時終止經營合約而毋需賠償。  

      12. 停約  

12.1 如經繳交租金並已開始營業，但特殊原因使合約條款不能履行，則校方可

於四個月前單方面以書面通知承辦商停業，而按金於扣除應繳各項費用

後，餘款將發還承辦商。其租金計算辦法以月份計，如當月 15 日或以前停

業者則當月需繳交半個月租金，如當月 16 日或以後停業者，該月份需繳交

全月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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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承辦商受委託後須將食物部辦理妥當，倘承辦商不能履行所訂任務時，校

方可於一個月前以書面形式終止與承辦商的經營合約，而所繳之租金則按

照﹙5.1﹚條辦理。  

12.3 承辦商若想終止與校方的經營合約，必須於停業日前四個月以書面向校方

提出。停業當日承辦商應將食物部清潔妥當，並將全部貨品及工具搬離本

校。 

13.  其他  

13.1 投標者須於投標前已領取營業牌照。  

13.2 投標者若被選中，本校會另行通知。中標者在收到通告後，須草擬合約，並

在指定日期簽署。  

13.3 中標後未能提供標書上所列的小食部服務，須負責賠償校方一切有關損失。  

13.4 校方有絕對權力決定不接納任何投標而不需作任何解釋。  

13.5 校方有絕對權力選取任何承辦商。  

13.6 本校保留對本章程及一切有關文件的解釋權。 

 

C. 注意事項： 

     1.   標書的處理  

1.1 標書必須附有(a)投標表格、(b)填妥的承辦人及商號資料、(c)建議價目表、

(d)商業登記證影印本、(e)計劃書(如適用)及(f)公司簡介(如適用)。  

1.2 上述文件必須放置在無商號識別封密信封。信封必須清楚註明「承辦小食

部投標書」在 2020年 2月 28日(星期五)中午 1時 45分前以掛號郵件或親自

遞交至聖公會聖本德中學(地址：九龍彩虹邨藍鐘路 11號)。逾期標書，概不

受理。  

2. 標書有效期為 90 天，由截標日起計。如在該 90 天內仍未接獲中標通知，則是次投

標可視作落選論。  

3. 投標者若與本校辦學團體、本校現任或前任校董、校長或教職員生有連繫者，須另

附頁明確申報有關資料。  

4. 投標者或其代表若向學校員工提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  

5. 投標者可於辦公時間致電本校 (2320-0011)，與萬小姐及莊小姐聯絡，預約時間視

察場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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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學校小食部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地址  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九龍彩虹邨藍鐘路 11 號  

學校檔號  T/SKHSBS/2019/03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0 年 2月 28日(星期五)下午 1 時正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投標書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校方清楚列於招標書上的所有服

務要求。下方簽署人申明，除提供上述清楚列於招標書上的服務要求外，日後不會提

供任何形式的利益、捐贈、優惠及服務。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租金

最高的投標書。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業登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

公司所提供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簽    署 ：                           ＿ 

簽 署 人 姓 名 ：                           ＿ 

職    銜 ：                           ＿ 

公 司 名 稱 ：                           ＿ 

公 司 地 址 ：                           ＿ 

                             ＿ 

電 話 號 碼 ：                           ＿ 

傳 真 號 碼 ：                           ＿ 

日   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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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投標小食部承辦人及商號資料 

 

投標人姓名： 

(英文)  

(中文)  

身份證號碼：    

地址：    

聯絡電話：   

(公司)  

(手提)  

傳真號碼：    

商業登記公司名稱：  
(英文)  

(中文)  

商業牌照號碼：  
  

公司地址：  
  

  

合伙人姓名： 

(如適用) 

   

  

  

投標租金：  
(全年)        港幣  

  (九月至七月–每月)   港幣  

  

 

簽署：                           ＿ 

 

姓名：                           ＿ 

 

日期：                           ＿ 

 

公司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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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公會聖本德中學 

小食部飲品及食品 

價目表  

請投標者列明下列所能提供之服務及價目，以作本校審批之參考資料  

項目編號  物品說明  

（由投標者填寫）  

單價  

(由投標者填寫） 

備註（如品牌等） 

（由投標者填寫）  

A. 食物類：      

1.  腿蛋治      

2.  芝腿治      

3.  吞拿魚治      

4.  熱狗      

5.  油鷄髀      

6.  鷄翼      

7.  即食麵      

8.  魚蛋      

9.  燒賣      

C. 飲品：      

10.  礦泉水      

11.  蒸餾水      

12.  250ml 飲品      

13.  375ml 飲品      

14.  膠樽裝飲品      

15.  鮮奶（盒裝）      

16.  豆漿      

D. 零食：      

17.  雪糕（杯裝）      

18.  甜筒      

19.  朱古力      

E. 飯盒:      

20.  炒飯      

21.  豬扒蛋飯      

（以上貨品種類，只作參考之用，如空位不足，請另紙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