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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食物部服務 

 (投標商不可在投標文件封面上顯示  貴公司的身份 ) 

 

學校檔號： TUCKSHOP2019-21-1 日期： 17/12/2018 

執事先生： 

 

承投食物部服務 

 

    現誠邀  貴公司承投提供隨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物料或服務。倘  貴

公司不擬接納部分訂貨或服務，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1. 投標表格及其他交回之附件必須正本一式兩份，否則投標資格會被取

消，並放置信封內封密。信封面應清楚註明：   

 

承投食物部服務項目投標書 

投標書應寄往青衣牙鷹洲街 12號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校務處，並須於

2019 年  1 月  10 日中午十二時前送達上述地址，逾期的投標，概不受

理。若截標當天上午九時至中午十二時期間，天文台發出黑色暴雨警告或

八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截標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 (星期六、星期日

和公眾假期除外 )中午十二時。並請注意投標信封面不得寫上投標者的身

分。投標者如在密封信封上披露身份，投標資格會被取消。投標書有效期

為 180天，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如在該 180天內仍未接獲訂單，則是次投

標可視作落選論。另請注意，每位投標者只可對本項目遞交一次及一式之

標書，而投標者亦必須填妥投標表格第 II部分及投標附表內容，否則標書

概不受理。  

2. 各投標表格及附件內容，如需修改，必須用原子筆畫線刪去錯處，並

在旁更正，及加上負責人簽名與公司印章，茲證明投標者核實修改內容。

並請留意同一內容不能多於一次修改，如有需要，請投標者於標期內登入

本校網頁： www.yenching.edu.hk 下載相關的標書文件及表格重新填寫。

投標者不可使用塗改液或改錯帶覆蓋內文，如有違規，投標書將被作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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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明不擬投標的原因。   

4. 學校邀請招標承投所需物品 /服務時，會以「整批」或「部份」形式考

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本校有權選取任何一份標書，而不限於最低價格者。 

 

http://www.yenching.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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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為確保服務質素，請注意下列各項：  

(a)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分判、轉讓或出讓

或處置合約或其任何部分或下述任何權利及義務。  

(b)  若事先未獲法團校董會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就履行合約的任何

部分，與任何人訂立任何分判合約。如承辦商認為有需要分判部分

工作或服務，承辦商便必須提交建議的分判合約予法團校董會審

批。法團校董會保留權利批准分判，以及決定合約的條款及條件。  

(c)  若承辦商即使就履行合約的任何部分訂立分判合約，仍須承擔全

部責任，不可免除下述任何義務，並須就次承辦商、其僱員及代理

人的作為、失責或疏忽行為負責。  

6. 投標者付予受其僱用以執行合約的本地工人的每月工資如低於香港政

府所訂的最低工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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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承辦商若因服務所需安排工作人員提供服務，須為其工作購買合適保

險。  

8. 競投人、其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學校僱員、法團校董會成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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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根據本校政策，屬下教職員在未獲得學校法團校董會之特別批准前，

不得在執行校務時索取或收受任何禮物、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如有違

反，會遭受紀律處分，而本校亦會考慮向廉署舉報，假若   貴公司遇有本

校教職員索取利益，請盡促通知本人。  

10. 有關承投 2019-21學年師生之食物部服務事宜，投標者需持有由食物

環境衞生署簽發「持牌食物製造廠」有效牌照。  

 

11. 投標者須注意以下各項要求：  

I. 服務對象：本校學生、教師和學校職員  

II. 經營地點：只准在本校食物部經營範圍內經營。  

III. 服務合約年期：三年（ 2019年 8月 16日 -2021年 8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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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投遞標書方式：  

I.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所列服務要求所提供各項服務的

詳情。  

II. 投標書必須清楚列明根據以上所列服務要求所提供各項服務的

詳情。投標者將各附件正本一式兩份遞交，兩份正本均需有公司

正本印鑑及簽名，亦必須把「承投學校食物部服務投標表格」(附

件一 )、「投標附表」(附件二 )及「食物部服務承諾書」(附件四 )、

附件五所列的文件入於一信封內；另將「物品價格及租金」 (附

件三 )入於另一信封內，兩信封一併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

遞交，信封面清楚註明「承投服務資料」。除附件三外，投標者

不可在其他附件中泄露（各項）價格，否則有關投標書將不會被

考慮。  

III. 封面須清楚註明收件人為「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商業活動監管

委員會主席」，並標明「食物部服務投標書」。其格式如下﹕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 12號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主席收  

(「食物部服務投標書」 ) 

 

IV. 投標者必須遞交「文件清單」 (附件五 )列明之文件，如有缺漏，

該標書將被取消資格。投標者應將各文件依上述次序一併釘製，

不准附在其他參考資料內。  

V. 報價資料  

   i.就以上所列提供的服務，清楚列明報價（見附件三，即建議售  

    賣貨品之售價）。  

ii.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將成為首年服務的唯一有  

效報價。  

   iii.將來調整價格須先向本校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申請，獲得批  

    准方可實施。而加價幅度不可高於政府官方公布之通脹率。  

13. 評審程序：  

I. 本校將根據所提交投標書的內容及由投標者自行填報的「投標附

表」、「食物部服務承諾書」，對所有投標者進行評審；評審得分

最高的五位投標者將獲邀參與食物部試食會，以便進行全面評

審。試食會日期請參閱下列第 III點。  

II. 投標者必須注意本招標書、「投標附表」、「物品價格及租金」及

「食物部服務承諾書」，將成為日後校方與中標者所簽訂之商業

合約的基礎部分。合約一經簽署，校方可按承諾書的條文對食

物部的服務作出監察，以評核該服務水平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

提早終止合約的理據。  

III. 最後總評分將按下列比重計算：  

投標書、試食會、價格、租金各評分比為 10 : 30 : 40 : 20 

總分為 100分。（參閱附件六）  

其中投標書評分最高 5間供應商將會收到個別邀請參與試食會，

試食會日期為 2019年 2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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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停約：  

在合約期間，本校可因應實際需要，有權在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承辦

商終止合約，承辦商不可要求任何形式的賠償。承辦商若想終止合

約，亦必須在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校方。  

 

15. 其他：  

I. 禁止提供或售賣違禁品、煙、酒、含酒精飲品、打火機及危害安  

      全之物品。  

II. 禁止提供或售賣膠樽裝飲品 (樽裝水除外 )、咖啡飲品，以及煎炸  

       類食物。  

16. 意見及查詢：  

食物部服務供應商如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致電 2387 9988與譚小姐

聯絡。  

 

 

 

 

 

 

 

 

2018 年  12 月  17 日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校長                     謹啟  

 

 

           夏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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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附文件一覽：  

附件一 「承投學校食物部服務投標表格」 

附件二 「投標附表」 

附件三 「物品價格及租金」  

附件四  「食物部服務承諾書」 

附件五 文件清單 

附件六 評審項目 

附件七 地下食物部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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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投學校食物部服務投標表格(須具一式兩份)                附件一 

 

服務學校名稱及地址 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 

新界青衣牙鷹洲街 12 號 

學校檔案 TUCKSHOP2019-21-1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19 年 1 月 10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正 

 

  下方簽署人明白校方不一定採納報價最低的投標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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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舍。如因承辦商

疏忽而招致校方任何損失，承辦商同意合部負責賠償校方一切損失。 

 

入標公司負責人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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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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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須具一式兩份)                附件二 

 

甲. 提供服務： 

項目 詳情 

清潔全部食物部範圍 

（包括桌椅及垃圾桶） 

 是 □      否 □ 

自設垃圾桶  是 □      否 □ 

三、 增值服務：  

   提供健康講座  是 □      否 □ 

   提供健康教育及宣傳品  是 □      否 □ 

   現金付款服務  是 □      否 □ 

   八達通付款服務  是 □      否 □ 

   八達通增值服務  是 □      否 □ 

( 請註明 ) ：                        

自動售賣機數量  共有______部， 

自動售賣機種類  有飲品 □     零食 □     其他：____________ 

甲、 食物部人手 一般 一般時段：駐店員工_______人、兼職員工_______人 

繁忙 繁忙時段：（小息、午膳時間）_______人 

     非繁忙時段：（放學時間／學校活動日）_______人 

 

乙. 請詳列有關承辦食物部的經驗及經營方針： 

 

 

 

 

   （如空間不足，請另紙詳列）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委聘為學校食物部承辦

商，本「投標附表」（附件二）、「物品價格及租金」(附件三)及「承諾書」（附件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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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及「承

諾書」監察本公司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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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公司 / 本人承諾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

呈交的投標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

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負責人公

司名稱：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身份證號碼： 

公司電話號碼： 

手提電話號碼： 

公司商業

登記 
公司英文名稱： 

公司中文名稱： 

商業牌照號碼： 

公司地址 英文地址： 

中文地址： 

合伙人 

(如有)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投票人 

簽署： 

 

 

 

 

 

 

公司蓋印： 

 

註： 

1. 本校師生人數：全校約 800 名 

2. 必需填上食物部承辦人及商號資料，否則標書無效。 

3. 有關食物部投標，本校有絶對取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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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價格及租金(須具一式兩份)              附件三 

 

甲. 本校建議售賣之貨品售價簡表 (其他可供應的貨品請另紙詳列)：   

*建議以下食品／飲品全部可提供，如能提供其他健康食品能獲得加分。 

 

小食食品 價目＄及重量 

 魚肉燒賣(5 粒，重量>70g)  

 魚蛋(5 粒/8 粒，重量>75g)  

 腸仔(1 條，重量>30g)  

 腸粉(3 條，重量>100g)  

 鹵水蛋(1 隻)  

 雞肶(重量>180g)  

 雞中翼(非油炸)(1隻，重量>30g)  

 粟米杯(重量>110g)  

     

包類食品 價目＄及重量 

 菜肉包  

 焗蒜蓉包(兩片)  

 單料三文治  

 雙料三文治  

 

     麵食及蔬菜 價目＄及重量 

 淨湯麵／通粉／米粉／意粉 

 (淨粉麵重量>160g) 

 

 加麵料（蛋、竹輪、火腿、腸等）  

 撈麵 (重量>150g)  

 焗雜菜/菌 (重量>200g)  

 雜果沙律 (重量>140g)  

      

零食類 價目＄ 

 時時食夾心餅  

 OREO 餅乾(137g)  

 麥提莎(37g)  

 M & M’s(4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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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品類 價目＄ 

 支裝蒸餾／礦泉水約 500ml  

 支裝蒸餾／礦泉水約 800ml  

 玻璃樽飲品(請注明名稱：_________)  

 維他 250ml 盒裝飲品  

 維他 375ml 盒裝飲品  

 陽光 250ml 盒裝飲品  

 陽光 375ml 盒裝飲品  

 罐裝汽水(≥330ml)  

 牛奶公司高鈣鮮奶 *屋仔裝  

 牛奶公司朱古力奶 *屋仔裝  

 維記高鈣鮮奶 *屋仔裝  

 

食物部租金(每月)  $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委聘為食物部承辦商，本

「物品價格」（附件三）、「投標附表」（附件二）及「承諾書」（附件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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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本公司 / 本人承諾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

呈交的投標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

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公司名稱：  

入標公司負

責人簽署： 
 

公司蓋

印： 
 

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  

日期：  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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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部服務承諾書                           附件四  

 
 
注意事項  

本「食物部服務承諾書」（下稱「承諾書」）將成為日後校方與中標者所簽訂之

商業合約的基礎部分。合約一經簽署，校方可按承諾書的條文對午膳供應商的

服務作出監察，以評核該供應商服務水平是否達標及可能作為提早終止合約的

理據。 

 

 

（以下簡稱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法團校董會為「甲方」、承辦商為「乙方」） 

1. 承辦期限 

   承辦期限由 2019 年 8 月 16 日至 2021 年 8 月 15 日。 

2. 經營地點 

乙方只准在本校指定範圍（以下稱為食物部經營範圍）內經營，不得任意在校內其

他地方以任何形式經營。 

3. 按金 

3.1 乙方在簽署經營合約時必須繳交予甲方相等於兩個月租金之按金及一個月之

上期租金，約滿時如乙方完全履行本合約的各項條款及清繳妥當各項費用，得

憑收據領回按金，如乙方中途不依手續終止經營合約，或破壞經營合約，該項

按金於扣除應付各項費用後，餘款得歸甲方。不敷之數，甲方有權向乙方追討。 

3.2 存於甲方之按金，乙方將不獲得利息。 

4. 租金 

乙方承諾在每月一日或以前用劃線支票將上期租金交與甲方。每年七月及八月免租。 

5. 停約 

5.1 甲方若想終止與乙方的經營合約，甲方可於三個月前單方面以書面通知乙方停

業，而按金於扣除應繳各項費用後，餘款將發還乙方。其租金計算辦法以月份

計，如在該月十五日或以前停業者則該月需繳交半個月租金，如在該月十六日

或以後停業者，則該月份需繳交全月租金。 

5.2 乙方須將食物部妥當經營，倘乙方不能履行所訂任務時，甲方可於一個月前以

書面形式終止與乙方的經營合約，如終止合約時間在該月十五日或以前者，則

乙方需繳交半個月該月租金予甲方，如終止合約時間在該月十六日或以後者，

則乙方需繳交該月全月租金予甲方。 

5.3 乙方若想終止與甲方的經營合約，必須於停業日前三個月書面向甲提出。停業

當日乙方將食物部清潔妥當，並將全部貨品及工具搬離本校。 

6. 雜費之承擔 

6.1 食物部之差餉、地租、水費、電費、安裝電話及電話費、食物部之「TUCK 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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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圍內(參考附件七)之一般維修費用由乙方負責，並不包括在租金之內。所

有按金及費用均由乙方自負。 

6.2 乙方需負責支付食物部之清理垃圾費用。 

7. 裝修 

7.1 乙方於經營合約有效日期的首十天內，須在食物部之「TUCK SHOP」的範圍(參

考附件七)自資進行先經甲方批准的修葺及裝修。 

7.2 乙方須在進行任何工程前向甲方提交有關圖則及有關保險（如第三者責任保險

等）證明文件等，經批准後才可進行。裝修期間，所有工人必須遵守學校規則。 

7.3 經營合約期滿或終止後乙方不得擅自將各項裝修及設備等拆除。如甲方發現有

任何未獲批准的改動，乙方須完全負責將有關改動恢復原狀。但若甲方認為必

須拆去者，乙方必須在指定日期內拆除及恢復未裝修前之原狀。 

7.4 食物部內各項裝修、設備等均需符合教育局、消防處、機電署或其他有關政府

部門所訂立的條例。 

8. 轉讓 

乙方不得在經營合約有效期內將食物部或任何部分以任何形式轉讓與別人或委託別

人代為經營。另乙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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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員工 

9.1 食物部員工為乙方之僱員。乙方需存有每一位食物部員工之個人資料（如香港

身份證影印本、地址及電話等）。乙方亦應將店長之香港身份證影印本、地址

及電話等資料紀錄交甲方保存。 

9.2 未得甲方核准之人士（包括食物部員工之家屬）不得在食物部及學校範圍逗留。 

9.3 食物部員工對待顧客須有禮貌。乙方有責任保證食物部員工有良好之紀律，特

別是不得為黑社會會員，不得聚賭、吸煙、粗言穢語、打架及製造噪音。 

9.4 乙方之員工不得在校內留宿。 

9.5 乙方不得僱用非法勞工。 

9.6 食物部員工必須有健康之身體及良好之個人衛生習慣。在處理食物時必須穿戴

頭套、口罩及手套。 

10. 監管 

10.1 食物部之日常運作必須接受甲方所成立之「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監管。 

10.2 於必要時，「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可授權教職員、家長、學生或其他人員對

食物部進行突擊檢查。食物部之員工在突擊檢查期間必須要與該等人員合作。 

10.3 食物部承辦商必須考慮甲方對食物部的經營所提出的建議。 

11. 貨品種類及衛生 

11.1 乙方須先領取所有有關之牌照或許可證，送往甲方核實後，方可發售食品，而

牌照之副本須存檔於學校。 

11.2 食物部售賣之小食及飲品需遵循衞生防護中心 2014 年修訂的「學生小食營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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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內建議的營養要求。 

11.3 禁止提供或售賣膠樽裝飲品(樽裝水除外)、咖啡飲品，以及煎炸類食品，並禁

止於食物部範圍煎炸食品。禁止提供或售賣違禁品、煙、酒、含酒精飲品及危

害安全之物品。 

11.4 食物部售賣之物品應盡可能使用可循環使用之包裝及容器，並盡量遵從環保原

則。不可售賣非原水膠樽裝飲品。 

11.5 食物部售賣之食物應符合食物衛生及其他有關條例，務須確保衛生清潔。不

潔、不合衛生或過期之食物一概不准發售。 

11.6 食物部不應只售賣一種牌子之貨品。必要時，「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可要求

食物部售賣某種貨品或某種牌子之貨品。 

11.7 售賣湯粉麵不可以使用即棄器皿盛載。 

11.8 所有出售貨品必須要放在當眼之處，並要避免有缺貨之情況出現。 

11.9 非透明包裝之貨品必須在包裝上列明內容、製造日期及食用日期。 

11.10 不得在校內明火烹煮食物，熟食物品須在校外煮熟後，才可在校內發售。 

11.11 不得在校內飼養寵物。 

11.12 乙方承諾可為甲方代售如書簿、紙張、文具、校章、校呔等之學生用品。 

11.13 乙方如希望出售飲品、食品以外之貨品，應按 12.1 之程序向甲方提出申請。 

12. 價目 

12.1 所有貨品應以不超過公價的價目出售，並須事先詳列品名及售價送交「商業活

動監管委員會」，獲得其書面核准方可出售。 

12.2 不同牌子之同類品之價錢不應相差太大。 

12.3 乙方每年最多只可調整價格一次。乙方如想在未來一學年調整價格，必須在本

學年七月一日之前向甲方提出申請，並附詳細之新舊價錢對照表，獲得甲方批

准後，始可實行。 

12.4 食物部必須要在當眼之地方用清晰之字體列明所有出售物品之價格。 

13. 提供設施 

13.1 乙方應提供令人滿意的服務，所有學生及甲方之教職員工可在食物部經營範

圍之內午膳及飲食（自帶或由外間購來均可）。 

13.2 乙方承諾承擔食物部「TUCK SHOP」的範圍(參考附件七)之維修、保養之責

任及費用。 

13.3 乙方免費提供可供 200 名學生同時使用之檯椅，檯椅需擺放於食物部範圍內。 

14. 經營時間 

14.1 食物部之經營時間為星期一至五每日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下午五時，最長可經營

至下午五時三十分。另依學校時間表所列，預備鐘響起後及上課時段內禁止向

學生售賣飲食或其他貨物，由本校職員陪同的學生或得甲方書面批准除外。午

膳時間除午膳供應商外不能售賣飯盒，乙方必須遵從甲方通知的午膳時段售賣

食品的細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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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甲方亦可因應需要，要求乙方在上述時間之外（例如暑假）開放服務。 

15. 清潔 

15.1 食物部要保持清潔，符合衛生法例。甲方可隨時查察食物部之清潔情況，如有

違例者，甲方得向乙方提出書面警告。如書面警告三次後仍有犯者，甲方得即

時解除經營合約而無須向乙方賠償。 

15.2 乙方須每日早上、小息及午膳時間後必須清掃食物部經營範圍，每週清潔食物

部經營範圍（包括光管、風扇及電視屏罩）一次。 

15.3 乙方應妥善處理如垃圾、渣滓、油脂等廢物。 

16. 保險 

乙方負責辦理食物部員工之勞工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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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備案；如因乙方疏忽

而招致甲方任何損失，乙方同意全部負責賠償甲方一切損失。 

17. 經營生意性質之限制 

17.1 乙方不得在校內經營校外人士之飲食生意。 

17.2 乙方所租用之校舍範圍除用作經營食物部外，不得移作別種用途。 

18. 信用保證 

18.1 為保證乙方能履行本經營合約及財政健全，若在甲方要求時，乙方須出示銀行

擔保書或其他可為甲方接納之保證。 

18.2 乙方不得用本校校名訂購物品，所有一切貨銀交易均由乙方負責，與甲方無涉。 

18.3 如因乙方利用本校名義交易、對外發出文件或簽訂契約等招致甲方損失者，乙

方同意全部負責賠償甲方一切損失。 

19. 其他安排 

19.1 乙方存於校內之物品，甲方不負責看管或保證其安全。 

19.2 乙方須接受甲方之安排，於各方面與甲方衷誠合作。 

19.3 乙方一切經營業務，須配合甲方管教學生之措施。 

19.4 乙方倘有任何不當之處而引致甲方遭受政府機構或其他人仕指責或處罰，損壞

甲方聲譽，乙方須負責全部責任及賠償。若甲方認為事態嚴重，得隨時終止經

營合約而無須向乙方作出賠償。 

19.5 乙方公司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需屬真確無誤，如被發現呈交的投標文

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己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並須為

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20. 合約之修訂及解釋 

20.1 本經營合約在雙方同意下可以修改增刪。 

20.2 本合約之最後解釋權在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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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標之食物部承辦商及負責人資料（請以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委聘為食物部承辦商，本

「承諾書」（附件三）、「投標附表」（附件二）及「物品價格及租金」(附件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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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附表」及「承諾書」

監察本公司的服務。 

另本公司 / 本人承諾所呈交投標文件的所有內容均屬真確無誤，如被發

現呈交的投標文件有失實及錯誤，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

無效，並須為學校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律責任。 

 

負責人簽署：  

日期： 

 

 

 

公司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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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清單                                             附件五 

 

文件號碼 文件類別 用途 

1.  
HACCP 或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審視午膳供應商是否符合食
品安全管理的進階要求 

2.  
承辦商為學校提供的食
物容器及餐具之環保物
料證明 

 評估午膳供應商對環保減廢
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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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書評審項目                                         附件六 

  
標書評分 項目分數 

標書比重 10% 

試食會評分比重 30% 

物品價格評分比重 40% 

租金評分比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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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食物部平面圖                                     附件七 

粗實線內為本校 「TUCK SHOP」範圍，粗虛線內為本校食物部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