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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基本資料 
 
招標機構︰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下稱本處 ) 屬下之中央行政  
 
索取招標文件︰ 
於本處網頁下載︰http://www.bokss.org.hk 
 
發出招標文件日期︰ 2020 年 5 月 11 日 
截標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下午 1 時正 
開標日期︰ 2020 年 5 月 20 日 下午 3 時正 
 
結果公佈日期： 
招標結果將於 2020 年 5 月 22 日以電郵方式通知中標者。另外，亦會在

本處網頁 http://www.bokss.org.hk 公佈。 
 
郵遞或親自遞交投標文件地址︰ 
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6 樓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總辦事處 
 
標書之合約期︰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B. 投標須知 

1. 投標者必須提交以下文件及資料： 
1.1 投標書 
1.2 公司簡介、公司結構及負責人資料 
1.3 「商業登記證」副本 
1.4 註冊保安公司牌照副本 

2. 投標文件簽署人須為該公司之授權人士。 
3. 如投標文件上有任何刪改，必須由投標文件簽署人加簽、填上日期及公

司蓋印。 
4. 投標文件須以密封的形式郵寄或親身遞交。信封面須註明『投標文件 -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中央行政「提供總部大樓保安員服務」。』 
5. 未完成或資料不齊全的投標文件概不受理。 
6. 逾期遞交的投標文件概不受理，任何原因(如寄失)，本處恕不負責。 
7. 本處保留權利於開標後與任何投標者商議其投標文件之內容。 

https://www.bokss.org.hk/tender-notices
https://www.bokss.org.hk/tender-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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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處不一定要選取最低價格之投標文件，並保留接受整份或任何部份投

標文件之權利，而無須交代原因。 
9. 本處將以書面通知中標者。如發現中標者提供錯誤或虛假資料，本處有

權取消其中標資格，並選擇第二名的中標者，或取消是次投標。 
10. 本處將保存所有投標文件不少於 3 年。 
11. 除了用於是次投標作審批之用，投標文件不會被轉移或使用於其他目

的。但中標的投標文件，其內容及條款，將作為履行合約的一部份。 
12. 投標者簽署本投標文件，將被視為已經細閱並同意本文件之所有內容。 
13. 本處以郵政署蓋印之日期作為截標日期準則。 

 
C. 招標服務內容及要求 

(一)  服務內容 
1. 服務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服務時間：逢星期一至日(包括公眾假期) 

早更時間：早上 8:30 至 晚上 8:30  
晚更時間：晚上 8:30 至 早上 8:30  
*每更為 12 小時，而當值保安員需要於當值崗位用餐。 

2. 中標公司需安排每更(早更及晚更)各一位固定保安員，並適當安排替假或

頂更。  
 

(二)  服務要求 
1. 為本處提供穿著制服及有經驗的固定當值保安員。 
2. 所有固定當值保安員必須完成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所有費用由中標公

司負責。 
3. 中標公司須向本處提供保安員的簡歷及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副本。 
4. 中標公司須每月提供當月保安員更表。 
5. 若既定編排的保安員因各種不同原因，如病假、享用中標公司之年假或

事假等，而不能當值，需要盡快通知本處，並作出替補人員安排。該替

補保安員必須持有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並盡快將副本交予本處備存。 
 

(三)  保安員基本要求 
1. 擁有香港居民資格，合法於香港境內工作。 
2. 早更保安員細心，主動及有禮貌為佳；夜更保安員能獨立處理緊急情況

及危機事件為佳。 
3. 所提供之保安員須健康良好，能應付當值場地之工作。 
4. 保安員最少具有小學六年級程度，能以廣東話溝通，能書寫一定程度的

中文及懂簡單英語為佳。 
5. 沒有不良嗜好，面容精神，有禮貌及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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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安員必須統一穿著中標公司所指定的制服，制服由中標公司提供及包

括在服務費內。 
7. 需要於入職前由中標公司提供適當培訓。 
8. 需要提供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副本予本處作記錄。 
 
(四)  保安員基本職責： 

1. 於大堂站崗，留意出入訪客。 
2. 細心觀察，如發現大樓有異常或特別事情發生，須立即通報本處行政組

或相關部門。 
3. 應對訪客查詢。 
4. 指示訪客到訪樓層。 
5. 大堂升降機人流控制。 
6. 監督搬運工人正確使用升降機，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7. 日常公眾地方職權範圍的巡邏工作及簽巡邏記錄簿。 
8. 每小時消毒升降機按鈕及大門把手。 
9. 檢查和確保大堂自動消毒機運作正常及補充消毒液。 
10. 雨天時，於大堂內放置告示牌、吹風機及指示訪客使用雨傘除水機，確

保大堂地下保持乾爽。 
11. 完成交更工作。 
12. 處理突發事故，如升降機故障、火警鐘鳴響及其他突發事情。 
13. 有需要時執行合理合法的特別指派職務。 
14. 監察本處大樓內、外的公眾地方是否有不尋常事物，或有遺失、毀壞、

火警鐘誤鳴等個案發生。如有，必須將相關內容詳細記錄於工作日誌

內，並通報本處負責職員。 
15. 遇有可能發生危險的事情必須立即通報本處負責職員。 
16. 保持當值場地職責範圍內清潔整齊。 
17. 在能力範圍內，採取適當行動，維持當值場地內治安，看守當值場地財

物。 
18. 不可擅自取走屬於當值場地擁有之物件。 
19. 保安員當值期間不可睡覺、賭博、酗酒、吸毒、吸煙、粗言穢語、衣衫

不整、閱讀報章、收聽收音機、打架、咒罵或行為不檢等。 
20. 保安員需要接受本處所安排之合理工作，除非危及自身安全，不得異

議。 
 
D. 中標公司需承擔的責任 

1. 中標公司安排的當值保安員與本處並不存在任何僱主僱員關係。中標公

司必須負責為其安排每位當值保安員購買勞工保險、按當時有效的法例

支付強積金供款及醫療保險等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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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標公司倘若未能按本處要求安排所需的替假或頂更保安員，需要盡快

通知本處。 
3. 根據《法定最低工資》條例，中標公司必須確保向其安排的保安員支付

不低於法例所規定的最低工資。同時，由於當值保安員不可離開大樓外

出用膳，只能留在當值崗位，因此，中標公司於計算最低工資時，或需

要考慮將用膳時間計劃在內。本處不會於合約期間支付有關中標公司所

額外支付有關因工資上升而帶來的額外支出。 
4. 如因由中標公司所安排的保安員有錯失或疏忽造成本處或第三者有任何

損失，中標公司將需要負上所有責任(包括賠償)。 
 

E. 付款條款 
承辦商以月結形式於每月 5 號前發出上月的發票，本處將於收到發票後 30
日內繳付全數。 

 
F. 終止合約 

1) 雙方如要終止服務協議，須於 1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 
2) 如發現中標公司僱用非法勞工，未能提供合適保安員；所提供的保安員

於在職期間表現欠佳，屢次未能符合本處要求，本處有權終止其合約。 
 
G. 防止賄賂條款 

投標者、投標公司之僱員及代理人不得向本處僱員、董事會、或負責考慮與

本合約相關事宜的有關委員會的任何人士提供利益 (香港法例第 201 章
《防止賄賂條例》所界定的「利益」)。上述的利益輸送，根據《防止賄賂

條例》可構成罪行，並可導致合約無效。本處亦可取消批出的合約，而有關

投標者須為本處所蒙受的任何損失或損害負上法律責任。 
 
H. 查詢 

聯絡人︰ 羅麗娟小姐 
電郵︰ stephanielor@bokss.org.hk 
電話︰ 3413 1611 

  



招標編號：BOKSS2021/01A 
 

Page 5 of 8 
 

Appendix. 1 

承投提供總部大樓保安員服務投標書 

 
機構名稱及地址：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6 樓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總辦事處 
 

截標日期及時間： 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1 時正 
 

 
下方簽署人 願意/不擬* 按照投標書上所列報價，提供由本處清楚列於招標書上

的所有服務要求。 
 
投標書由上述截標日期起計 90 天內有效。下方簽署人明白本處不一定要選取最

低價格之投標文件，並保留接受整份或任何部份投標文件之權利，而無須交代原

因。 
 
* 請刪去不適用者 
 

簽署：  
 
 
 

簽署人姓名(請以正楷填寫) ：  

簽署人職銜 ：  

簽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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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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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2 
 

投標書 
投標公司資料： 
投標公司名稱：  
聯絡人：  
職位：  
電話：  
傳真：  
電郵：  
地址：  
公司成立日期：  
商業登記證號碼：  
商業登記有效日期：  
政府註冊保安公司牌照號：  
持牌人姓名：  

 
（一）招標項目：提供總部大樓保安員服務 
 
（二）標書之合約期：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 
 
（三）服務內容： 

1. 服務地點：香港灣仔愛群道 36 號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服務時間：逢星期一至日(包括公眾假期) 

早更時間：早上 8:30 至 晚上 8:30  
晚更時間：晚上 8:30 至 早上 8:30  
*每更為 12 小時，而當值保安員需要於當值崗位用餐。 

2. 中標公司需安排每更(早更及晚更)各一位固定保安員，並適當安排替假或

頂更。  
 
（四）服務要求： 

1. 為本處提供穿著制服及有經驗的固定當值保安員。 
2. 所有固定當值保安員必須完成查核性罪行定罪紀錄，所有費用由中標公

司負責。 
3. 中標公司須向本處提供保安員的簡歷及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副本。 
4. 中標公司須每月提供當月保安員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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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若既定編排的保安員因各種不同原因，如病假、享用中標公司之年假或

事假等，而不能當值，需要盡快通知本處，並作出替補人員安排。該替

補保安員必須持有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並盡快將副本交予本處備存。 
 
（五）保安員基本要求： 

1. 擁有香港居民資格，合法於香港境內工作。 
2. 早更保安員細心，主動及有禮貌為佳；夜更保安員能獨立處理緊急

情況及危機事件為佳。 
3. 所提供之保安員須健康良好，能應付當值場地之工作。 
4. 保安員最少具有小學六年級程度，能以廣東話溝通，能書寫一定程

度的中文及懂簡單英語為佳。 
5. 沒有不良嗜好，面容精神，有禮貌及主動。 
6. 保安員必須統一穿著中標公司所指定的制服，制服由中標公司提供

及包括在服務費內。 
7. 需要於入職前由中標公司提供適當培訓。 
8. 需要提供有效的保安員許可證副本予本處作記錄。 

 
（六）保安員基本職責： 

1. 於大堂站崗，留意出入訪客。 
2. 細心觀察，如發現大樓有異常或特別事情發生，須立即通報本處

行政組或相關部門。 
3. 應對訪客查詢。 
4. 指示訪客到訪樓層。 
5. 大堂升降機人流控制。 
6. 監督搬運工人正確使用升降機，有需要時提供協助。 
7. 日常公眾地方職權範圍的巡邏工作及簽巡邏記錄簿。 
8. 每小時消毒升降機按鈕及大門把手。 
9. 檢查和確保大堂自動消毒機運作正常及補充消毒液。 
10. 雨天時，於大內放置告示牌、吹風機及指示訪客使用雨傘除水

機，確保大堂地下保持乾爽。 
11. 完成交更工作。 
12. 處理突發事故，如升降機故障、火警鐘鳴響及其他突發事情。 
13. 有需要時執行合理合法的特別指派職務。 
14. 監察本處大樓內、外的公眾地方是否有不尋常事物，或有遺失、

毀壞、火警鐘誤鳴等個案發生。如有，必須將相關內容詳細記錄

於工作日誌內，並通報本處負責職員。 
15. 遇有可能發生危險的事情必須立即通報本處負責職員。 
16. 保持當值場地職責範圍內清潔整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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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能力範圍內，採取適當行動，維持當值場地內治安，看守當值

場地財物。 
18. 不可擅自取走屬於當值場地擁有之物件。 
19. 保安員當值期間不可睡覺、賭博、酗酒、吸毒、吸煙、粗言穢

語、衣衫不整、閱讀報章、收聽收音機、打架、咒罵或行為不檢

等。 
20. 保安員需要接受本處所安排之合理工作，除非危及自身安全，不

得異議。 
 
（七）備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八) 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以附件詳細列名計算方式 
 
 
 
 
 
 
 
 
 

投標者簽署 並附公司蓋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負責人姓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