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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圣衣辶术葑勐龟:KMS/TUCKSH0P/2018— 2020

投棵承瓣光明孛校⒛18-2020年度缦营睾校小食部服膀

本校琨诫邀 青公司按 「光明荸校小食部服膀投棵承瓣及营遵章

程(2018年 )」 投棵本校小夤部服磅 °倘 黄公司不掇接纳部分 「小食

部服旃投棵承瓣及营遵章程(2018年 )」 内的要求 ,薷於投棵蓄内以附

表清楚拄明 。

l。 投棵表格 、小食部服旃投棵承瓣及营遵章程(2018年 )必须填窝一式

雨份 ,血放置於封密之信封内 °信封面不可有任何公司裁刖血瘾清

楚拄明 :

招帮罴掏钿虢 :KMs/TUCKSH0P/2018-2020
「201⒏⒛⒛度怨营小食部服膀投棵害」 。

2.投棵蓄愿直接投入投置於本校的尊用棵蓄收集箱 °

本校地址 :新界元朗水透圊邮 光明荸校邢校畏

3.投棵蓄必须於zO17年 10月 6日 中午12峙正前送连本校地址 °逾期的

投棵 ,概不受理 °

4.音公司的投棵蓄有效期舄90天 9由 上逋截棵 日期起针 °如在该90天

内仍未接到接纳通知 ,只刂是坎投棵可祝作落遐揄 。另外亦锖注意 9

青公司必须填妥投棵表格第I舆 第H部分 9及小食部服膀投棵承瓣
及营遵章程(2018年)9否 剡棵害概不受理 °

5.倘  青公司未能或不掇投棵 ,亦烦锖在截棵 日期前盍快回覆本校不

掇投棵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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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防止贿赂倏例》 ∶

6.1根璩 《防止贿赂僚例》 ,在荸校抹耩遇程中 ,如 孛校景工 、有

份参舆甄遵工作的法圊校董舍成员及家畏 9接受小食部承瓣商

提供的利益 ,或小食部承瓣商向孛校景工 、有份寥舆甄遐工作

的法圊校董畲成员及家畏提供利益 9均属遣法 °孛校不容静小

食部承瓣商透遇任何形式的利益 (包括捐赠 )影 辔孛校的遵

掸 。

6.2睾校景工 、有份寥舆甄遵工作的法圄校董畲成景及家畏或小食

部承瓣商任何一方或筻方如有干犯上逋遣法行舄 9有 嗣投棵蓄

将不镬考虑 ;即使已镬委聘 9所蓊钉的有翮合的亦畲被宣告羝

效
。

申拆事宜 :

上迹招棵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 ,血受孛校膳食尊夤委员畲益察 9

以碓保客批合的遇程公平妥善 ° 青公司如懿舄其棵蓄未镬公平庭
理或在投棵遇程中未镬公平封待 9可 向该尊青委员畲反映 9或舆教

育局所属地匾高级孛校飧展主任辚络
(http∶ 〃讷ηW.edb。 gov。 hk/hdex。aspx?nodeID=234&langno=2)

意旯及查拘 :

小食部承瓣商如有任何疑 Fo3或建巍 ,锖致鼋叫%“ 16舆鄱颖欣主

任辚络 °

谨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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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部承辦及營運章程 

 

光明學校小食部服務投標承辦及營運章程(2018年) 

(下文提及承辦商包括：承辦者、承辦者僱員及其代理人) 

 

(一) 承辦資格: 

承辦商須有良好信譽，並持有有效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商業登記證，或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商業機構。 

 

(二) 承辦期限: 

由2018年9月1日至2020年7月31日止，或直至本章程第五項承辦條款內

第21或22點終止為止。 

 

(三) 承辦按金: 

承辦商在簽約時必須繳交相等於三個月租金之按金，約滿時如各項費用

繳交妥當，得憑收據於一個月內領回按金(但不獲計利息)；若約滿後承

辦商未能將獲授權使用的地方恢復原狀，本校會另行委托工程人員進行

修理工作，一切費用在按金內扣除，不敷之數，仍得依法追討。如承辦

商破壞合約或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本校有權隨時終止承辦商之經

營權，而按金則由本校沒收。若因承辦商破壞合約所招致一切損失，本

校保留追討賠償之權利。 

 

(四) 承辦服務宗旨及食物要求: 

1.  必須尊重本校之教育立場，不得有違。 

2.  必須與本校合作，共同遵守教育局「學校膳食安排指引」及衛生署

編制的「學生小食營養指引」(最新版)，按「小食分類指引」、「小

食建議供應分量」「小食分類營養準則」提供健康的小食及飲料，

以協助鞏固學童的正面飲食行為。 

3.  在採購小食時，應 

3.1 經常參閱衛生署的指引，評估食物的營養價值和出售數量，選

擇健康的小食，避免購入「少選為佳」的小食。 

3.2 選擇方便攜帶、儲存和保質期較長的食物種類，例如：獨立包

裝的餅乾條、梳打餅、經超高溫處理的紙盒裝牛奶和紙包裝的

乾果(提子乾、西梅乾、杏脯)。這些食品的包裝通常較小，因

此更適合學生食用。 

3.3 仔細閱讀食物標籤(營養標籤、成分、保質期和儲存方法)，可

參考衛生署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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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留意學童飲食喜好的轉變，並嘗詴以多元化的健康小食吸引學

童。 

4.  在出售小食時，應 

4.1 僅在午膳時間以外供應小食，避免學童以小食代替午餐。 

4.2 確保所提供小食的分量不足以代替正餐，以免影響學童進食下

一正餐的胃口，小食建議食用分量可參考衛生署網頁。 

4.3 若小食的分量足以取代午餐，應遵守衛生署的《學童午膳營養

指引》。 

4.4 參考相關的食物處理指引來準備、儲藏或出售自製食物。 

5.  在部署營銷和推廣方法時，應 

5.1 多吸引學童購買健康小食。例如為「適宜選擇」小食訂出低於

其他小食的價格，或用臨時折扣刺激學童嘗詴新的健康食品。 

5.2 為消費者，即學校教職員、家長和學童，提供有關出售食品和

飲料的營養價值最新資訊(至少需提供衛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

引附件二中所提供的食品和飲料分類資料)。 

5.3 於顯眼位置或利用標語推廣「適宜選擇」小食，或使用不同容

器/貼紙來區分「適宜選擇」和「限量選擇」的小食。 

5.4 舉辨詴食環節，讓學童嘗詴不同口味的健康小食，作出多元化

的選擇。 

5.5 定期與學校教職員、家長(家長教師會)和學童溝通，共同促進

學童健康。 

 

(五) 承辦服務行政要求： 

1.  承辦商須每月上期繳交租金，在每月首五日內用劃線支票交予本校

會計部。 

2.  合約期內，小食部的差餉費、水費、電費、電話費、保險費、利得

稅、商業登記費、牌照費及清理垃圾費用等，全由承辦商負責繳付，

不包括在租金之內。若承辦商未能依期繳付上述費用，倘有任何額

外附加費或罰款，概由承辦商負責支付。 

3.  承辦商如使用本校之電源或水源，須向本校繳納費用。費用計算方

法由雙方共同訂定，承辦商須於每月五號之前繳交有關費用。 

4.  承辦商所租用之校舍指定範圍內經營小食部，不得任意在校內各地

方擺賣，更不得移作別種用途，亦不得作為製造熟食工場。小賣部

所需各項裝修，全由承辦商負責有關費用及工程，並應先行畫妥圖

則，交由本校書面核對，並聘用合格工程承辦商/合格技工，始得

進行開工裝修。所交圖則一經批准，承辦商不能擅自修改。合約期

滿，承辦商不得擅自將各項裝修拆除。若本校認為必須拆去者，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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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商必須拆除，恢復未裝修前原狀，並全數負責有關清拆及清理費

用。 

5.  校方員工、教師、學童、家長等有權自攜食品到校，承辦商不得禁

止，亦不得索償。 

6.  所有食物、汽水、飲品均應以不超過公價出售。承辦商必須於價格

生效日期前至少壹個月，詳列貨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法團校董會書面

核准，方可出售。同時於當眼地方清楚標明每項物品價目。合約期

間若需調整售價，必須先得到法團校董會書面批准。 

7.  小食部營業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由上午7時正至下午5時正 

星期六(學藝班)： 由上午7時正至下午1時正 

 (上課時間內不得售賣任何物品予學童，上課前、小息、午息及放

學後除外) 

學生活動日、考詴日、星期六、日及學校假期另議。 

8.  承辦商須為小食部員工先填具登記表及性罪行定罪記錄查核結果

送交校長書面核准始得在校工作；員工數目必須與本校磋商後決

定。非核准人員、包括員工家屬，均不得在小食部及校內逗留。員

工不得在校內留宿，並須受本校紀律管轄，不得喧嘩、聚賭、吸煙、

飲酒、粗言穢語、影響學童上課或有其他違法行為。 

9.  小食部之員工不得在校內開放收音機、唱機、電視等(用耳筒收音

聽則屬例外) ，及不得在校內飼養寵物與攜帶寵物進入校內。 

10. 承辦商不得僱用學校全職員工或學童為僱員。 

11. 小食部員工須與本校教職員及學童和睦相處。遇有糾紛，承辦商須

立刻將事件交由本校處理，承辦商不得自行處理有關糾紛，亦無權

處罰學童。 

12. 小食部由本校委任之「膳食專責委員會」負責監管，以確保承辦商

履行本章程之規定，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水平，及售賣健康食物與

飲料。該委員會成員可隨時抽查小食部售賣之物品及檢查食物部之

衛生情況，及有權邀請承辦商參加會議及解答有關的詢問，在此情

況下，承辦商必須列席會議。 

13. 承辦商必須將小食部門鎖之鎖匙全套交與本校，以便本校獲授權人

員可以隨時進入小食部的範圍視察。 

14. 承辦商不得以學校名義對外發出文件、借貸、買賣及簽訂任何合約

等；又未獲得本校許可，不得與任何人士簽約或協議或收受酬勞，

及不得將校內任何物品或地方轉租或轉借或轉讓。 

15. 承辦商不得將此合約之權益轉讓、抵押或轉租與別人。 

16. 承辦商須負責購買必須的意外及食物中毒保險，另亦須購買第三者

責任保險。所有此等保單必須列明本校為其中之受保人。承辦商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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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保單副本壹份送交本校存案。倘因承辦商之疏忽而引致意外，導

致本校蒙受任何損失，承辦商須負責全數賠償。 

17. 小食部之失竊與任何損毀均與本校無涉，本校不負任何責任，也 

不作任何賠償。 

18. 承辦商在小食部經營業務應恪守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包括衛生、

僱傭保障、勞工賠償、強制性公積金、防止賄賂、食物及環境衛生

等條例或持有其他必須之牌照。如有觸犯任何法例，概與本校無

涉，承辦商須負全責及承擔一切賠償。 

19. 承辦商必須領取獨立之商業牌照，承辦商並非本校之附屬單位或代

理人，本校不負責承辦商之任何商務轇轕或債務。 

20. 本章程不構成本校將其部份地方權益租與承辦商，本章程亦非股東

合夥契約。 

21. 如承辦商有意提前終止合約，須預先三個月前通知本校，否則按金

不予發還。另本校會選擇是次學校小食部服務投標供應商中得分第

二高的供應商為本校提供小食部承辦服務，直至本承辦服務合約期

完結為止。 

22. 如承辦商之服務未能達到應有之水準，本校給予兩次書面警告，倘

若仍未能作出改善，本校有權在合約期內給予三個月書面通知期限

而終止此服務合約及無須賠償予承辦商，並選擇是次學校小食部服

務投標供應商中得分第二高的供應商為本校提供小食部承辦服務， 

直至本承辦服務合約期完結為止。 

23. 承辦商倘有任何不當之處，因而引致本校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士

指責或處罰，損壞學校聲譽，承辦商須負完全責任及賠償，若本校

認為事態嚴重，得隨時終止合約而毋須賠償，按金亦不予發還。 

24. 如遇有天災或疾病或不可抗拒的暴亂等，及教育局宣佈停課安排，

影響小食部營業額或做成破壞，雙方不得向對方索取費用。 

25. 承辦商不得在校園內售賣含酒精物品、香煙及刊物。 

26. 承辦商須申報與法團校董會成員、校長及學校僱員關係。 

 

(六) 防止賄賂條例： 

承辦商不得向本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或負責處理本承辦事宜的有

關委員會的任何家長或學童代表提供利益(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例第

201章《防止賄賂條例》所界定的「利益」)。假如承辦商在履行承辦合

約時觸犯《防止賄賂條例》所訂明的任何罪行，本校有權立即終止承辦

商的營辦權，而承辦商須為本校因此而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賠償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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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標之小食部供應商及負責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  傳真：  

電郵：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 光明學校 委聘為學校小食部供應

商，本「承辦及營運章程」內所載所有內容，將成為貴校及本公司

雙方簽訂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本公司於合約期內必定切實履行。

學校亦可依據敝公司遞交的「承辦及營運章程」監察本公司的服務。 

 

 

 

 

入標公司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 

 

 

 

 

 

附註： 

1. 本校為全日制上課學校，截至本年 9月 13日止，本校學童人數共有

781人，教職員人數共有 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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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承辦光明學校2018-2020年度經營學校小食部服務投標表格 

 

學校名稱及經營地址： 光明學校  新界元朗水邊圍邨 
 

標書編號：KMS/TUCKSHOP/2018-2020 
 

截標日期/時間:2017年10月6日中午12時正 

 

 

第I部分 

 

本人/本公司現擬按貴校--光明學校小食部服務投標承辦及營運章程

(2018年)，及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校方所提出的細則的規

定提供服務，並以下開列條件及所須文件，投標承辦貴校小食部服務： 

 

1. 承租租金(全年十二個月計算，分10期繳付)：每期 _______港元，全年

___________港元 

2. 售賣食物種類及飲料清單，按衛生署小食分類指引分三種類別列出售賣

物品的品牌名稱及零售定價，若承辦商售賣自製或散裝的小食時，亦須

參考衛生署「小食建議供應分量」內容，另紙列出食物類別、供應分量

及零售定價。 

3. 為小食部內部進行裝修及添置以下設備(附設計圖或相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其他設施及計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若有附加資料請在右側方格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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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本公司知悉，投標書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90天內仍屬有效；校方

不一定採納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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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簽署人亦保證其公司的商

業登記及僱員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沒有侵犯任何專利權

及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II部分 

 

再行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表格的第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17年10月6日起計為90天。 

下方簽署人亦同意，投標書的有效期一經再行確定，其公司就該事項註明

於投標表格內的預印條文，即不再適用。 

 

 

簽署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姓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註明職位，例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公司印鑑 

 

 

上方簽署人已獲授權，代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簽署投標書， 

 

該公司在香港註冊的辦事處地址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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