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協和二中) 

Delia Memorial School (Hip Wo No.2 College) 
Tel. : 2389 6299   Fax: 2797 3618    Email: hw2@deliagroup.edu.hk 

Address: 223, Hip Wo Street, Kwun Tong, Kowloon 

 

日期 :2022 年 5 月 12 日   

學校檔號： HWII_10_2021-2022 

 

 

  

                   掛號郵件  

執事先生：   

邀請招標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  

 

現誠邀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倘貴公司不擬接納部分合約

款，請於投標表格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具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封密 (不可在信封面上顯示貴公司的身

份 )。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地址  

九龍觀塘協和街 223號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 (協和二中 )校長收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投標書  

學校檔號：  

截標的日期  : 2022年 6月 2日  

截標的時間  : 中午 12 時正  

 

並須於 2022年 6月 2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理。  

 

貴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為 9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90天內仍未接獲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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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II部分，否則標書

概不受理。   

 

如有任何查詢，請致電 23896299與鍾小姐聯絡。  

 

倘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盡快把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註明「不擬投標」，

並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但

不接受分判或轉讓合約。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俊賢  校長  

2022年 5月 12日  

 

重要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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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競投人、其僱員或代理人向有關人士提供任何利益，根據《防止
賄賂條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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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投標表格  

學校地址：九龍觀塘協和街 223 號  截標日期 : 2022 年 6 月 2 日  

學校檔號： HWII_10_2021-2022  截標時間 : 中午 12 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

物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提供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

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如已在英國標準規格內有所

訂明，則須符合該等規格，並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  投標書由上述截

止日期後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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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

供應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 部分  

再行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2年 6月

2日翌日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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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____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職位，例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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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重要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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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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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賄賂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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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得把此 服務  / 採購 合約 分判、轉 讓或出 讓予第 三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供內部使用 

 

本書投標書由 _________________(行政人員姓名 )於 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核對  

□ 本人證實本書投標書為真確   

□ 本人建議須作進一步審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人員簽署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投標附表 
 

本校招商承辦二零二二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八月校內小賣部，有意競投者，請參閱下列之

規則及條件。 

 

甲、 有關學校基本資料： 

 

1.  校址 :  九龍觀塘協和街 223 號 

2.  規模 :  現有學生及教職員約320人 (其中包括華語及非華語學生)。 

3.  學校上課時間 : 上午8時10分至下午3時35分 

   (2次小息分別為20分鐘及10分鐘;午膳為60分鐘)。 

4.  學生午膳情況 :  初中學生留校用膳，而高中學生及教職員可選擇外出。 

 

乙、 標書細則： 

 

1  在本校指定的範圍內經營小食售賣服務，對象主要為本校學生及教職員。 

 

2  承辦期限：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3  營業時間按校方規定： 

 

 3.1  二零二二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八月本校的上課天及活動日為基本營業期。 

3.2  基本營業期之營業時間: 上課日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及星期六上午8時正

至下午1時正。(於上課時間內不得向學生售賣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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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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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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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中途退出承辦而未能提供三個月或以上之書面通知期，按金則不獲發還。 

5.2  承辦商每年須於九月至翌年八月共12個月，每月於1號前繳付小賣部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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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操場及經營地點之清潔，由小賣部員工負責於每節售賣時段後即時清理垃

圾，並提供足夠之廢紙箱及膠袋，一切費用由承辦商負責。 

 



 

6  員工 

 

6.1  小賣部員工須受本校紀律管轄，並配合學校固有校風與文化。承辦商應確保小賣

部員工紀律良好及儀容端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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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部員工為承辦商之僱員。承辦商需為每一位小賣部員工提交一份包括該員工

之姓名、地址及電話資料的紀錄交校方備案，解僱或更換小賣部員工時亦須通知

校方。 

6.3  未得校方核准的人士(包括小賣部員工之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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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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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政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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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及小賣部服務的一切規定。 

7.3  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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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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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部售賣之食物應包括可供不同宗教的南亞裔學生選擇的食物 (例如不同肉

類，素食等)。 

7.6  小賣部須盡量提供健康食品。 

 

8  價目 

 

8.1  承辦商須事先詳列小賣部所有食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校方核准方可出售。 

8.2  承辦商如欲調整小賣部食品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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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部當眼之處。 

 

9  轉讓 

 

9.1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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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商負責辦理小賣部員工之勞工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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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合約 

 

12.1  承辦商受委託後須將小賣部辦理妥當，倘承辦商不能履行所訂任務或違反上述條

文時，校方可於一個月前以書面形式終止與承辦商的經營合約，而所繳之租金也

不獲發還。 

12.2   若承辦商或校方想終止與對方的經營合約，必須於停業日前三個月以書面向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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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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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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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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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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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至八月–每月)港幣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私隱聲明： 

以上資料只作投標經營食物部及有關工作之用。 

 

公司印鑑  

 



 

小賣部飲品及食品 

價目表 

飲品/食品 價目($) 飲品/食品 價目($)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合約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服務，本公司  

/  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                      

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鑑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投標表格  

學校地址：九龍觀塘協和街 223 號  截標日期 : 2022 年 6 月 2 日  

學校檔號： HWII_10_2021-2022  截標時間 : 中午 12 時正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上訂明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

物料及其他所有費用，以及校方提供的細則，提供投標附表上所列項目的服

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如已在英國標準規格內有所

訂明，則須符合該等規格，並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  投標書由上述截

止日期後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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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

供應的服務不會損壞學校的校舍。  

 

第 II 部分  

再行確定投標書的有效期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 I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由 2022年 6月

2日翌日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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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____________ 年  ____ 月  ____ 日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人  ： ____________________ 

職銜  ： ________________(請註明職位，例如董事、經理、秘書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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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 
 
重要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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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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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賄賂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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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得把此 服務  / 採購 合約 分判、轉 讓或出 讓予第 三者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供內部使用 

 

本書投標書由 _________________(行政人員姓名 )於 ___________________(日期 )核對  

□ 本人證實本書投標書為真確   

□ 本人建議須作進一步審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行政人員簽署  



 

承投提供小賣部服務投標附表 
 

本校招商承辦二零二二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八月校內小賣部，有意競投者，請參閱下列之

規則及條件。 

 

甲、 有關學校基本資料： 

 

1.  校址 :  九龍觀塘協和街 223 號 

2.  規模 :  現有學生及教職員約320人 (其中包括華語及非華語學生)。 

3.  學校上課時間 : 上午8時10分至下午3時35分 

   (2次小息分別為20分鐘及10分鐘;午膳為60分鐘)。 

4.  學生午膳情況 :  初中學生留校用膳，而高中學生及教職員可選擇外出。 

 

乙、 標書細則： 

 

1  在本校指定的範圍內經營小食售賣服務，對象主要為本校學生及教職員。 

 

2  承辦期限：由二零二二年九月一日至二零二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3  營業時間按校方規定： 

 

 3.1  二零二二年九月至二零二五年八月本校的上課天及活動日為基本營業期。 

3.2  基本營業期之營業時間: 上課日上午7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及星期六上午8時正

至下午1時正。(於上課時間內不得向學生售賣任何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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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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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生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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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中途退出承辦而未能提供三個月或以上之書面通知期，按金則不獲發還。 

5.2  承辦商每年須於九月至翌年八月共12個月，每月於1號前繳付小賣部的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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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天操場及經營地點之清潔，由小賣部員工負責於每節售賣時段後即時清理垃

圾，並提供足夠之廢紙箱及膠袋，一切費用由承辦商負責。 

 



 

6  員工 

 

6.1  小賣部員工須受本校紀律管轄，並配合學校固有校風與文化。承辦商應確保小賣

部員工紀律良好及儀容端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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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部員工為承辦商之僱員。承辦商需為每一位小賣部員工提交一份包括該員工

之姓名、地址及電話資料的紀錄交校方備案，解僱或更換小賣部員工時亦須通知

校方。 

6.3  未得校方核准的人士(包括小賣部員工之家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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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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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照政府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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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及小賣部服務的一切規定。 

7.3  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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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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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賣部售賣之食物應包括可供不同宗教的南亞裔學生選擇的食物 (例如不同肉

類，素食等)。 

7.6  小賣部須盡量提供健康食品。 

 

8  價目 

 

8.1  承辦商須事先詳列小賣部所有食品名稱及售價送交校方核准方可出售。 

8.2  承辦商如欲調整小賣部食品售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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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部當眼之處。 

 

9  轉讓 

 

9.1  承辦商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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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辦商負責辦理小賣部員工之勞工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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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止合約 

 

12.1  承辦商受委託後須將小賣部辦理妥當，倘承辦商不能履行所訂任務或違反上述條

文時，校方可於一個月前以書面形式終止與承辦商的經營合約，而所繳之租金也

不獲發還。 

12.2  若承辦商或校方想終止與對方的經營合約，必須於停業日前三個月以書面向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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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部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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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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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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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標小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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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至八月–每月)港幣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私隱聲明： 

以上資料只作投標經營食物部及有關工作之用。 

 

公司印鑑  

 



 

小賣部飲品及食品 

價目表 

飲品/食品 價目($) 飲品/食品 價目($)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合約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服務，本公司  

/  本人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供應商名稱  :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 ) :                      

簽署：                 

日期：             
 

 

公司印鑑

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