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 Ting Pong Secondary School
羅 定 邦 中 學

學校檔號：21-22/TEND/STU/0008

羅定邦中學
學 校 小 食 部 營 運 (2022/23 – 2023/24 學 年 )
服務詳情
I.

基本資料
1. 學生及職員人數：約 900 人
2. 上課時間：早上 8:00 至下午 3:50，包括三節 15 分鐘的小息及 70 分鐘的午膳時間
3. 在校午膳安排：中一至中三學生留校午膳，可從午膳供應商訂購或自攜午餐；中四至中六學
生自行安排。
4. 營運要求：根據學校校曆，在上學日（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7:30 至下午 5:00 營運。
5. 提供小食及飲品：所有小食及飲品均需按衛生署《學生小食營養指引》(最新版）內的要求
6. 合約期：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若兩年合約期完結前校方滿意服務商的服務，
而服務商又同意延續合約，合約可增加一年有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31 日。

II.

篩選過程
本校將按投標者所遞交的文件及報價作出評估。如有需要，學校會安排一次試食會。

III.

法律責任
投標者有責任提供所有所需有效的牌照特別是在校煮食的牌照。假若中標者未能提供所需牌照，
或須付上相關的法律責任。

IV. 學校小食部營運守則
1. 本校將租出小食部給予中標者，本校與小食部服務商為合夥關係。
2. 中標者必須擁有自己公司的商業登記證，小食部服務營運商並不是學校的附屬公司或中介
人。有關小食部的任何按揭或欠債，本校並不存在任何法律責任。
V.

營運理念、環保及健康煮食
1. 確保所有供應的食物是熟食及新鮮烹調。
2. 確保所有食物的營養價值合乎學生的健康成長及發展。
3. 推廣健康小食。
4. 禁止售賣任何低營養價值及不健康的高脂、高糖及高鹽食物，不可售賣汽水。
5. 不可售賣任何不適合兒童及青少年飲用的飲料，例如含酒精及咖啡因的飲品。
6. 避免售賣任何容易變壞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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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按金、租金及營運成本
1. 九月至七月份，租金將每月繳付，八月份免租金。
2. 於合約簽妥 10 天內，中標者必須繳交相等於 3 個月租金的按金，未能成功繳付按金的服務商，
合約將視為無效。
3. 於首三個月，每月的租金需以劃線支票繳交，其後的月份可選擇以自動轉脹方式繳付。所有支
票的日期必為每月首三天的其中一天，過期繳交租金將收取 10%的附加費。
4. 服務商需自行負責水費及電費，此兩項費用並不包括在租金內。
5. 服務商有責任確保小食部的整潔及處理學生遺下的垃圾。所有清潔相關的費用需由服務商一力
負擔。
VII. 裝修與維修
1. 假如服務商需要進行裝修、添置器材、更改小食部的間隔而進行裝修或維修，服務商需提交
相關計劃書並取得學校授權方可進行。
2.
3.
4.

服務商有責任檢視及提供小食部範圍的設備，例如室內及室外枱櫈，相關費用由服務商負責。
學校只會提供固定的水喉及電源/電掣。如需添置相關裝置，服務商必須得到學校同意，相關
添置裝置的費用需由服務商負責。
服務商須負責解決任何去水淤塞的問題。

VIII. 食物及飲品售價
1. 小食部售賣的任何食品及飲品必須低於市場的平均價。
2. 所有食品及飲品的售價必須得到學校審批。
3. 服務商如欲提高售價，必須提交一份書面通知學校並提交新舊價格以作比較，並必須得到學
校同意方可更改價格。
4. 所有貨品的價格必須於當眼處展示。
IX. 營運權限及地點
1. 服務商不可以「羅定邦中學」之名進行其他商業活動的借貸、訂購及售賣任何物品。
2. 服務商只可售賣食品及飲品予本校之學生及教職員。
3. 服務商只能按招標書內所述的日期及時間營運。
4. 所有價目表必須中英對照
X.

小食部職員
1. 服務商需提交於學校小食部工作的員工名單給學校。服務商必須通知學校有關任何小食部員
工的轉變，並需提交小食部員工的身分證副本及聯絡電話號碼給予學校。
2. 於小食部工作的員工必須穿着制服及佩戴職員證，亦應該慎言知行，穿着得宜，不可吸煙、
喝酒、賭博或說粗言穢語。
3. 最少有一小食部職員能操簡單英語。
4.
5.

所有烹調及售賣食物的員工必須佩戴口罩、手套及髮帽。
當處理食物時，職員不能在手上配戴任何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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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所有於校內工作的小食部員工必須通過「性罪行紀錄」檢查及合乎最新疫苗氣泡的要求。
任何職員及職員的家屬在沒有得到學校的授權下，不得在校逗留或留宿。
任何有關小食部職員與本校學生的爭拗，必須通知學校處理並調停。
服務商不能聘請本校工友或學生。

XI.

付款方法
所有學生及教職員必須以現金或八達通支付購買食物或飲品，其他付款方法一概不獲接受。

XII.

保險及賠償
1. 服務商有責任購買意外及食物中毒的相關保險。所有保單的保險公司名稱、保單副本及保單
收據必須提交學校作記錄。
2. 服務商必須購買小食部員工的意外保險、勞工保險及第三者保險，並需提交所有保單的副本
了予學校作記錄。
3. 任何因服務商疏忽而引致對學校造成的任何損毀，服務商必須全權負責賠償予學校。
4. 任何對學校財產引致的損失或破壞而服務商沒有按照上述條款給予賠償，服務商所繳交的按
5.

金將被沒收。
小食部內任何因盜竊或意外造成的損毀，學校將不會負責。

XIII. 終止合約
1. 服務商如欲於合約結束前終止合約，必須向學校提交三個月的書面通知。否則，相等於三個
月的租金的代通知將會被收取。
2. 於合約期內，服務商及其員工若進行任何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法律的行為，學校有權立
即終止合約並不作任何賠償。
3. 若服務商於合約期內，發生任何嚴重事故，例如所出售的食物引致食物中毒事件，學校有權
立即終止合約並不作任何賠償。
4. 合約終止時，服務商必須還原學校小食部的原貌。於服務商遷出前，小食部必須全面清潔並
移除所有不屬於學校的設備及設施。
XIV. 權限
1. 學校保留對投標書及其他相關文件的最終解讀及決定權。
2. 營運合約是由學校及服務商雙方同意下簽署。任何於合約上的更改或變動必須由雙方同意下
方能成效。

XV. 提交投標書
1. 有意承投的學校小食部服務商請於 2022 年 6 月 1 日中午 12 時或以前，機密文件形式將標書
投進設於本校辦事處的投標箱內，封面須清楚註明收件人為「羅 定 邦 中 學 膳食專責委員會主
席」，並標明「學校小食部服務營運投標書」。逾期的標書，概不受理。信封面及信封底均不
可展示任何有關公司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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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交投標書地址：
新界大埔馬聰路 8 號
羅定邦中學
膳食專責委員會主席收
「學校小食部服務營運」

XVI. 申訴事宜
上述招標及評審程序按教育局指引行事，並受學校膳食專責委員會監察，以確保審批合約過程公
平妥善。投標者如認為其標書未獲公平處理或在投標過程中未獲公平對待，可向該專責委員會反
映，或與教育局所屬地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聯絡 (http://www.edb.gov.hk/tc/contact-us/reo.html)。
XVII. 意見及查詢
如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685 1210 與區小姐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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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定邦中學
學校小食部營運 (2022/23 – 2023/24 學年)
文件清單
使用指引
●
●

投標者需先行填寫甲部
投標者須按乙部清單遞交證明文件，並註明文件編號

甲部：學校小食部服務商資料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

傳真：

乙部：文件清單

文件編號

文件類別

用途

提交文件
(由投標者填寫)

1

食物環境衞生署發出之「獲
審視牌照之有效性
准供應午餐飯盒的食物製造
商」有效牌照的副本 (包括分
判商，如適用）



2

由認可的認證機構所頒發的
HACCP 或 ISO 22000 食物安
全管理體系認證

審視供應商是否符合食物安全
管理的進階要求



3

商業登記證副本

評估服務商擁有有效的營運牌
照



4

相關保險文件副本

確保服務商符合保險要求



5

小食及飲品餐牌

檢視服務商依照衛生署《學生
小食營養指引》(最新版）的
各項營養要求製作小食的能力
的依據



6

過往 12 個月內食物環境衞生 顯示食物製造之衛生及安全性
署衛生督察的所有巡查報告
副本 (連巡查豁免書副本，如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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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編號

文件類別

用途

提交文件
(由投標者填寫)

7

所有有效的在校煮食牌照的
副本

檢視服務商有否擁有合法的在
校煮食牌照



8

有關自聘/外判營養諮詢服務
之認可營養師/營養學家之專
業證明文件*

檢視服務商提供的專業人員水
平



9

有關營養資訊及在校供膳報
告

檢視服務商提供的營養資訊及
報告、評估相關經驗及水準



10

為患有食物敏感的學童提供
特別食物安排方案

審視服務商的解決方案



11

服務商為學校提供的餐具之
環保物料證明

評估服務商對環保減廢的承諾



12

過往營運經驗及曾提供給服
務之學校名單

評估服務商的相關經驗



* 認可營養師：持有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與英國 University of Ulster 合辦
的人類營養學及營養治療學深造文憑或碩士學位(Postgraduate Diploma / MSc in Huma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或具備以下任何一項專業資格：
●
●
●
●

美國註冊營養師 ［Registered Dietitian (CDR, USA)］
英國註冊營養師 ［State Registered Dietitian (HPC, UK)］
加拿大註冊營養師 ［Registered Dietitian (Canada)］；或
澳洲營養師協會認可執業營養師 ［Accredited Practising Dietitian (DAA, Australia)］

* 認可營養學家：持有由香港營養學會認可的大專院校所頒發的營養學或營養治療學學位 (學
士、碩士或博士）
資料來源： 香港營養學會網頁 https://www.hkna.org.hk/
香港營養師協會網頁 https://www.hkda.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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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定邦中學
學 校 小 食 部 營 運 ( 2022/23 – 2023/24 學 年 )
招 標 表 (一式三份)
學 校 小 食 部 租金 (全年繳交 11 個月租金， 8 月份免租)
每月租金：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年租金：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__
繳交租金方式：支票 / 自動轉脹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服務及設備 (如需可附加紙張列明)
職員人數：全職 __________ 兼職
付款方式：  現金

__________

 八達通

設備：
 有蓋垃圾桶 __________
 桌子 __________

製造物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椅子 __________

製造物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飲品自助售賣機 __________ (以八達通付款)
 小食自助售賣機 __________ (以八達通付款)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供的小食及飲品
請詳列小食部售賣食物及飲品的價格 (如需可附加紙張列明)
小食

價格 (港幣)

飲品

價格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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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食

價格 (港幣)

飲品

價格 (港幣)

本公司 / 本人明白假如本公司 / 本人未能履行合約所列的
服務及設施條件，本公司 / 本人如需第三方協助方能提供合
約所定服務，本公司 / 本人必須全權負責所產生的相關額外
費用。
公司印章
服務商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及簽署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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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表格 (須填一式三份)
學校小食部營運 (2022/23 – 2023/24 學年)
學校名稱及地址：羅定邦中學 新界大埔馬聰路 8 號
標書檔號：21-22/TEND/STU/0008
截標日期及時間：2022 年 6 月 1 日 正午 12 時
第一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投標附表上所列的項目內容及細則，提供校方服務。下方簽署人知悉，所
有未經特別註明的項目，均須按照教育局的規定提供服務。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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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公司所提供服務不會影響學校正常運作。
第二部分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
，下方簽署人及其公司若向學校員工(包括校董會成員)提供任何與他們職
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學校有權宣布合約無效，並保留向下方簽署人及其公司追究任何損
失。
第三部分
再行確認投標有效性
有關本投標書的第一部分，現再確定本公司的投標書有效期 2022 年 6 月 1 日正午 12 時起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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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電話：

傳真：

負責人姓名：
職位：
負責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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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 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確認後未能供應投標書上所列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從另處
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投標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獲授權簽署投標書的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公司印鑑

姓名 (請以正楷填寫)：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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