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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 

承投 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 

現誠邀 貴機構承投提供隨附的投標附表上所列的服務。倘若 貴機構不擬接納部份訂購

服務，請於投標附表上清楚註明。 

 

 投標表格必須填妥一式兩份，並放置信封內密封。請根據回郵信封格式，親自或交由其

他速遞公司把投標書送達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但必須於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下午一時前送抵以上地址。郵寄投標書則以香港郵政局郵戳（即二零二

三年二月二日或之前）為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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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內仍未接獲訂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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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否則標書概不受理。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儘快把投標書內不擬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

擬投標的原因。 

 

 如 貴公司對投標書有任何疑問，請致電 2524 0896 與本校 馮詠然主任、蘇婉貞老師、

黃昊天老師 聯絡。 

 

 

楊冠如校長謹啟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附件︰ 

一、 學校午膳供應服務承諾書 二、 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 

三、 供應商—突發情況應變措施  

備註︰學校網址 http://www.skhkyps.edu.hk 

mailto:info@gmail.com
http://www.skhkyps.edu.hk/information.php?id=14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 投標書 

 

誠邀投標者承辦 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 
 

投標學校資料： 

學 校 名 稱  ：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學 校 地 址  ： 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  

學 校 檔 號  ： KYLUNCH/2022-23/005 

截標日期 / 時間：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下午一時 

電 話 號 碼  ： 2524 0896 

聯 絡 人 ：  馮詠然主任、蘇婉貞老師、黃昊天老師 

 

投標程序注意事項： 

1. 投標書須放入密封之信封內，親自或交由其他速遞公司把投標書送達聖公會基恩小

學法團校董會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109號)，但必須於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下午一時

前送抵以上地址。郵寄投標書則以香港郵政局郵戳（即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或之前）

為憑。封面須清楚註明收件人為「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並標明「2023/24

及2024/25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投標書。（若未能於限期前繳交，將不獲考慮） 

2. 截止當日如遇八號颱風、黑色暴雨警告或紅色暴雨警告，投標書將順延下一個工作

日的下午一時前遞交予學校。 

3. 投標者須於遞交投標書時附上以投標者或以其公司名義登記之有效商業登記證副

本，並於邀請面洽時攜同此正本前往面洽。 

4. 投標者在填寫投標書時，應仔細閱讀「條款須知」，並詳細提供所需的資料，如有

需要可另加紙列明。假如投標者在投標書內填報的資料不詳，或未有提供投標所要

求的資料及數字、或未能連同投標書提交所需的證明文件，有關投標書將不獲受

理。 

5. 投標者所提供的全部資料，只供校方辦理是次投標之用。 

6.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期為90天，由上述截止日期起計。如90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7. 以下投標條款如有未盡之處，在校方與承辦商雙方同意下可作書面修訂，作附帶條

件實施。 

8. 必須詳細填寫「2023/24及2024/25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投標書、投標附表、附件一、

附件二及附件三(一式兩份) 

9. 有關是次承辦「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服務，本校有絕對取捨權。 

10. 倘 貴公司未能或不擬投標，亦請儘快把不擬投標表格寄回上述地址，並列明不擬

投標的原因。 

註：如向學校員工提供任何與他們職責有關的利益均屬違法行為，並會失去投標資格。 



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投標書 

(須填具一式兩份) 
 

學 校 名 稱 ：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學 校 地 址 ： 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  

學 校 檔 號 ： KYLUNCH/2022-23/005 

截標日期 / 時間：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下午一時 

 

第 I 部分 
 

下方簽署人願意按照正式訂單的日期及所列的價格，包括勞工、材料及其他所有費用，

以及校方所提出的細則，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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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須按照該細則的規定提供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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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及僱員補償保險均屬有效，而其公司所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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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始為

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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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III 部份 

1. 根據<防止賄賂條例>，在學校採購過程中，如學校員工接受供應商和承辦商提供

的利益，或供應商和承辦商向學校員工提供利益，均屬違法。 

 

2. 學校員工或供應商和承辦商任何一方或雙方如有干犯上述違法行為，有關投標書

將不考慮；即使已獲委聘，所簽訂的有關合約亦會被宣告無效。 

 

第 IV 部份 

申報利益表 

 

1. 你在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內有沒有與任何人或業務有利益關係? (註譯 1) 

有 / 沒有  

如有的話，請說明。 

                                                                        

                                                                        

 

2. 你的家人或親屬 (註譯 2) 有沒有擔任此學校的現任職位? 

有 / 沒有  

如有的話，請提供姓名及關係。 

                                                                         

                                                                        

 

註譯(1) 個人利益包括你參予經營 / 承包學校的各項服務等。 

註譯(2) 你的家人或你的親屬包括： 

(a) 你的配偶； 

(b) 你的父母； 

(c) 你的配偶父母； 

(d) 你的兄弟姊妹及其配偶；以及 

(e) 你或你配偶的子女及其配偶 

 

 

 

 

 

                                                                                                                                                                                                    

申報人簽署               申報人姓名(職位)             日期 

  



第 V 部份 

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1. 為配合香港警務處於2011年12月推行的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及教育局通函第

179/2011號「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機制」，機構會要求所屬僱員： 

 
(a) 在職位申請表格及／或其他有關文件申報曾否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裁定觸犯任

何刑事罪行，並提供詳細資料；以及 

(b) 向香港警務處申請進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 

機構承諾在徵求其僱員同意的情況下，把上述有關(a)、(b)兩項的資料（包括查

詢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結果的密碼）交予學校，以便學校考慮機構的準僱員是

否適合擔任有關工作。 

2. 機構須承諾已把下列事項告知其僱員： 

(a)僱員必須提供所需資料； 

(b)僱員拒絕披露所需資料或故意提供虛假資料及／或隱瞞任何重要資料，可視為

不適合擔任有關職位； 

(c)本校會根據有關僱員提供的資料，考慮他們是否適合擔任有關職位； 

(d)僱員曾被裁定觸犯刑事罪行，不一定視為不適合擔任有關職位； 

(e)僱員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已提供的資料，他們須以書面形式向本機構提出有關

要求。 

 

第 VI 部份 

防止性騷擾政策 

1. 經修訂的《性別歧視條例》於2008年10月3日生效後，任何人因作出任何涉及性並

造成「有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的行徑而構成的性騷擾，亦適用於教育環境。因

此，學校有責任確保所有人（包括全體學生、教職員、義務工作者、合約員工/服

務供應商/代理人）能夠在一個沒有性騷擾的安全環境下學習、進行課外活動、工

作或提供服務。個別人士要對做出性騷擾的違法行為承擔個人責任，性騷擾是違

法行為，會帶來民事法律責任，有部分行為(例如非禮、跟蹤、電話騷擾等)更會同

時帶來刑事後果。本校之學校管理層有消除及防止性騷擾的決心，不容發生性騷

擾事件，一旦發生，校內任何人都有權投訴。 

2. 請進一步了解《性別歧視條例》及防止性騷擾政策之有關資料，如性騷擾的定義

及例子等，請參考平等機會委員會網頁。 

 

第 VII 部份 

反圍標及有關連公司投標守則 

 

1. 在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以下稱為校方）通知標書結果之前，投標者不得： 

⚫ 向校方以外的任何人士傳達任何有關書上的金額的資料； 

⚫ 透過與任何其他人士的安排調整任何標書報價金額； 

⚫ 與任何其他人士就投標或該其他人士是否應或不應投標訂立任何安排；或 

⚫ 在投標過程中以任何方式與任何其他人士串通。 

 



2. 投標者不得與其有關連公司同時投標於同一採購報價上，致使投標未能達至具競

爭性及合理價格水平。(有關連公司一般為不同公司名字但(1)有共同股東或某股東

有控制性股權或(2)有共同管理層) 

 

3. 本條文的第 VII 1 部分條文不適用於投標者為獲得保險報價以計算投標價格而向

其承保人或經紀人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以及為獲得顧問／分判商協助編制投

標報價而向他們發出受嚴格保密的通訊。 

 

4. 投標者須向校方提交遵守誠信及反圍標條款聲明書的簽署函件。該函件須由獲授

權代表投標者簽署合約的人士簽署。 

 

若投標者違反或不遵守上述條文，投標者與其有關連的公司或人士的投標均屬無

效，而本校亦可將有關公司或人士列入本校及本校辦學團體之黑名單內，不再邀

請投標，投標者並須承擔該等缺失及行為的責任。 

 

第 VIII 部份 

防疫 

1.  服務機構及其提供的被指定人員進入校園前必須符合教育局最新的《學校健康指

引》及衞生防護中心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所載的各項衞

生防疫措施。以上規定會隨衞生防護中心及教育局指引而有所變更，一切以衞生

防護中心及教育局最新指引為依據。 

  



投標附表(須填具一式兩份) 

1. 服務要求 

1.1 所有飯款均需遵循衛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最新版）內建議的營養要求 

1.2 膳食供應模式：課室內進食飯盒 

1.3 每天供應餐款的總數：不少於四款 

1.4 每天供應健康餐款的數目：兩款 

1.5 預計每天供應數量：約 400 份（高小約 220 份 / 低小約 180 份） 

1.6 每星期水果供應的分量和次數：每星期一次水果供應，每次供應一份原隻新鮮水果

或一包水果乾。 

 

2. 營養要求 

每天提供的所有午膳飯款均按衛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最新版)的要求製作。重點

包括以下各點： 

2.1 控制食物分配，提供不同的午膳分量予初小和高小學童，減少浪費 

2.2 芡汁與五榖類食物分開供應 

2.3 供應的五榖類、蔬菜類和肉類(或其代替品)佔飯盒的容量比例是 3:2:1 (即最多是五榖

類，其次是蔬菜類，而肉類佔最少) 

2.4 所有餐款均提供不少於一份蔬菜 

2.5 只採用不經氫化的植物油烹調食物，並只使用最少分量 

2.6 所有可見的動物脂肪(肥肉)及烹調所用的多餘油分在供應前會被去除 

2.7 每天最少一個餐款提供全榖麥或添加蔬菜的五榖類食品(適用於午膳供應商每天供

應多於一款的五榖類) 

2.8 每五個上課天計，最少兩個上課天提供全榖麥或添加蔬菜的五榖類食品(適用於午膳

供應商每天只供應一款的五榖類) 

2.9 每五個上課天供應一次水果，每次供應一份原隻新鮮水果或一包水果乾 

2.10 一星期不多於一天供應以下類別的食物： 

⚫ 添加脂肪、油分的五榖類 

⚫ 脂肪比例較高的肉類及連皮禽肉 

⚫ 全脂奶品類 

⚫ 加工或醃製的肉類、蛋類及蔬菜類食品 

⚫ 高鹽分或高脂醬汁或芡汁 

2.11 不供應油炸的食物 

2.12 不供應添加了動物脂肪或植物性飽和脂肪的食物及芡汁或醬料 

2.13 不供應添加了反式脂肪的食物 

2.14 不供應甜品或「少選為佳」的飲品 

2.15 「學校午膳減鹽」承諾︰ 

2.15.1  致力減低午膳的鈉含量，例如參加衛生署的「學校午膳減鹽計劃」 

2.15.2  承諾為學校供應「減鈉午膳餐款」(例如每月提供減鈉餐款的數目或佔可供    

學校選擇的全部餐款百分比) 

 

 



3. 行政安排 

3.1  服務合約年期：兩年（2023/2024 及 2024/2025 學年）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3.2  服務對象：學童、老師和學校職員於學期內的上課日享用 

3.3  供應商需聘用營養師制訂餐款的營養成分 

3.4  供應商須提供食油及肉類之供應商名稱及來源地，若更換供應商需書面通知校方 

3.5  獲發 HACCP 或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必須提供有關證明的副本） 

3.6  每月餐單能於開始供應日前一個月，先提交予負責老師批核 

3.7  每天提供額外的五穀類（如飯和麵）和蔬菜，供個別有需要的學童食用 

3.8 在每個需全日上課的日子免費提供不少於當日訂餐數目 3%的後備飯餐，以備學生

不時之需 

3.9  餐單需列明所提供餐款，有否含有可能引致學童產生過敏反應的食物（如：花生、   

蠶豆等） 

3.10 設有退飯或退款安排(*列明退款方式) 

3.11 設有跟進食物投訴指引，委派指定人員，定期與專責委員會及負責老師溝通和跟進   

投訴，校方會以電郵或書面形式記錄 

3.12 負責派餐及餐後所有收集和清潔工作 

3.13 負責保持運送車輛、食物貯存設備及午膳地方潔淨 

3.14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指引要利用熱爐、保溫箱等將飯盒保持在攝氏 60 度以上。因此，   

所用的保溫箱，需具高絕緣能力，確保食物在運送途中不受外界天氣影響其溫度， 

至少保持在攝氏 60 度或以上 

3.15 必須設有靈活快捷的訂餐方式(如紙本或電子應用程式等方式)及繳款方法（如同時  

可選用便利店、繳費靈或支票等繳款方式），以便學童訂購午膳。 

3.16 設有緊急應變措施安排，如在送膳途中發生任何意外，以致送膳安排延誤時，有能 

力即時提供後備飯盒予學童而不另收費或安排後備糧食留校供不時之需 

3.17 可免費安排試食 (*疫情下的特別安排) 

3.18 能妥善處理「在校免費午膳」的全額學生午膳費用問題 

3.19 所有服務學校的員工入必須申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並核實無定罪紀錄 

 

4. 保險 

4.1 承辦商必須購買公眾責任保險，保單副本由校方保存 

4.2 承辦商一切經營上之法律責任及盈虧，一概與校方無關 

4.3 承辦商須負責購買食物中毒及意外保險，若有事故，承辦商需承擔一切所致之法律

責任與後果，及負責支付一切法律判決之賠償。承辦商並需承擔及支付一切校方因

之而引起的法律責任 

4.4 承辦商必須負責辦理員工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及第三者意外保險 

4.5 承辦商將所有上述保險之受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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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如因承辦商疏忽而招致校方任何損失，承辦商必須負責賠償校方一切損失 

 

 



5. 健康飲食推廣配套 

5.1 籌辦健康午膳獎勵計劃，以鼓勵學童選購健康午膳 

5.2 安排營養專業人士每年到校舉辦不少於一次營養講座或健康飲食促進活動，以提升

師生和家長的營養知識 

5.3 定期為家長及學童製作營養資訊網站、派發營養季刊等 

5.4 定期加強員工的營養培訓，協助推廣健康飲食 

 

6. 環保減廢方案 

6.1 使用可回收再做的飯盒，並安排飯盒妥善回收處理 

6.2 使用可清洗循環再用的餐具 

 

7. 投標者需要遞交的文件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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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已填妥「學校午膳供應服務承諾書」（附件一） 

7.3 已填妥「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附件二） 

7.4 已填妥「供應商—突發情況應變措施」（附件三） 

7.5 遞交 2022/23 學年中一個月的學童餐單以供參考 

(*如未能遞交 2022/23 學年中一個月的學童餐單，則提交最近一學期之一個月餐單) 

7.6 營運資料 

● 商業登記證副本 

● 其他校方指定文件(按附件二要求) 

 

8. 價格及其他安排 

8.1 就以上所列提供的服務，清楚詳列各項明細報價，包括每個飯盒的淨價(連／不連所

要求每星期水果供應分量及次數） 

8.2 提交投標書時，必須把價格資料獨立封存於信封內 

8.3 除非投標者清楚註明，否則投標價格將成為整個合約期內的唯一有效報價。除非投

標者呈交有條件的報價，夾附價格變動條款報價，否則及後的價格變動將不獲考慮。 

8.4 投標者須將服務資料及價格資料（各一式兩份）分別密封於兩個空白的信封，再一

併封存於另一個空白大信封內遞交，信封面分別清楚註明「服務資料」及「價格資

料」字樣。投標者不可於服務資料中泄露價格或於信封上展示或披露身分，否則有

關投標書將不會被考慮 

8.5 投標者若未能於投標截止日期前清楚提供以上全部資料，其投標將不獲考慮 

8.6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日期為 90 天，由截標日期起計。如 90 天內仍未接獲委聘通知，

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9. 評審程序 

9.1 凡回標的供應商，本校皆會寄出「試食會安排須知」(*疫情下安排，供學生、家長

及教師)邀請參與試食會 

9.2   試食會將於 2023 年約 3 月進行，人數待校方決定 

9.3 投標者必須注意，自行填報的「學校午膳供應商承諾書」將作為日後與本校簽訂商



業合約的基礎部分；本校將依據承諾書中由投標者自行申明的承諾監察午膳供應 

9.4  本校向來重視學童健康飲食，最後總評分將按下列比重計算： 

服務評審得分：價格得分 ＝ ８０：２０ 

（因應校本需要，服務評分包括「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及試食會的得分） 

9.5  學校招募承投學校午膳供應服務時，會以整體形式考慮接受供應商的投標 

 

10. 終止合約 

10.1 倘「公司」疏忽或不遵守本委任書之規定，或拒絕履行委任書內所列任何條款，「學   

校」有權即時終止委任，並保留向「公司」追討因此而招致損失之賠償。 

10.2 任何一方如果要終止合約，需要最少兩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本公司/本人明白，如收到學校訂單後未能提供投標書上所列服務，須負責賠償學校

從另處採購上述服務的差價。 

 

 

 

 

公司印鑑 

 

投標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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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擬投標表格 

致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地址：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  

傳真：2521 7247 

 

    本公司  不擬承投  貴校「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標書。 

 

原因：                                                                           

 

 

公司名稱：  

                                                             
公司印鑑  

 
 
 
獲授權代表的姓名及署名： 

姓名(正楷) ：   

簽署：   

日期：   

   
 



(回郵信封格式) 

請勿填寫有關貴公司之任何資料於信封面上， 

否則投標資格將被取消。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校長 台啟 
 

承投「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服務 

學校檔號： KYLUNCH/2022-23/005  

截標日期及時間：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繳交投標書備忘及清單 

1. 截標日期：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星期四) 

2. 截標時間：下午一時 

投標地址：香港中環荷李活道 109 號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3. 投標項目：2023/24 及 2024/25 學年午膳供應服務 

4. 投標書檔號：KYLUNCH/2022-23/005 

5. 繳交內容： 

□ 商業登記副本 

□ 投標書及投標附表(一式兩份) 

□ 附件一_學校午膳供應服務承諾書 

□ 附件二_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 

□ 附件三_供應商—突發情況應變措施 

 



 

「學校午膳供應服務承諾書」 

 

學校名稱及地址： 
香港中環荷李活道一零九號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學校檔號： KYLUNCH/2022-23/005 

截標日期及時間：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日（星期四）下午一時 

 

注意事項  

⚫  有意入標之供應商均須將填妥的「午膳供應商服務承諾書」（下稱「承諾書」）連同「學

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供應商—突發情況應變措施」與所需投標文件一併遞交。未能

符合此要求者將不獲考慮。 

⚫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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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營養要求」承諾 

每天提供的所有午膳飯款均按衛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最新版）的要求製作。     

重點包括以下各點： 

10.3 控制食物分配，提供不同的午膳分量予初小和高小學童，減少浪費 

10.4 芡汁與五榖類食物分開供應 

10.5 供應的五榖類、蔬菜類和肉類(或其代替品)佔飯盒的容量比例是 3:2:1  

(即最多是五榖類，其次是蔬菜類，而肉類佔最少) 

10.6 所有餐款均提供不少於一份蔬菜 

10.7 只採用不經氫化的植物油烹調食物，並只使用最少分量 

10.8 所有可見的動物脂肪(肥肉)及烹調所用的多餘油分在供應前會被去除 

10.9 每天最少一個餐款提供全榖麥或添加蔬菜的五榖類食品(適用於午膳供應商每天

供應多於一款的五榖類) 

10.10 每五個上課天計，最少兩個上課天提供全榖麥或添加蔬菜的五榖類食品(適用於午

膳供應商每天只供應一款的五榖類) 

10.11 每五個上課天供應一次水果，每次供應一份原個新鮮水果 

10.12 一星期不多於一天供應以下類別的食物： 

⚫ 添加脂肪、油分的五榖類 

⚫ 脂肪比例較高的肉類及連皮禽肉 

⚫ 全脂奶品類 

⚫ 加工或醃製的肉類、蛋類及蔬菜類食品 

⚫ 高鹽分或高脂醬汁或芡汁 

10.13 不供應油炸的食物 

10.14 不供應添加了動物脂肪或植物性飽和脂肪的食物及芡汁或醬料 

10.15 不供應添加了反式脂肪的食物 

附件一 



10.16 不供應甜品或「少選為佳」的飲品 

10.17 「學校午膳減鹽」承諾︰ 

10.17.1  致力減低午膳的鈉含量，例如參加衛生署的「學校午膳減鹽計劃」 

10.17.2  承諾為學校供應「減鈉午膳餐款」(例如每月提供減鈉餐款的數目或

佔可供           

         學校選擇的全部餐款百分比) 

 

2. 「行政安排」承諾 

2.1 服務合約年期：兩年（2023/2024 及 2024/2025 學年） 

2023 年 9 月 1 日至 2025 年 8 月 31 日 

2.2 服務對象：學童、老師和學校職員於學年內的上課日享用 

2.3 供應商需聘用營養師制訂餐款的營養成分 

2.4 供應商須提供食油及肉類之供應商名稱及來源地 

2.5 獲發 HACCP 或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必須提供有關證明的副本） 

2.6 每月餐單能於開始供應日前一個月，先提交予負責老師批核 

2.7 每天提供額外的五穀類（如飯和麵）和蔬菜，供個別有需要的學童食用 

2.8 在每個需全日上課的日子免費提供不少於當日訂餐數目 3%的後備飯餐，以備學生

不時之需。 

2.9 餐單需列明所提供餐款，有否含有可能引致學童產生過敏反應的食物（如：花生、

蠶 豆等） 

2.10 設有退飯或退款安排 

2.11 設有跟進食物投訴指引，委派指定人員，定期與專責委員會及負責老師溝通和跟

進投訴 

2.12 負責派餐及餐後所有收集和清潔工作 

2.13 負責保持運送車輛、食物貯存設備及午膳地方潔淨 

2.14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指引要利用熱爐、保溫箱等將飯盒保持在攝氏 60 度以上。因

此，所用的保溫箱，需具高絕緣能力，確保食物在運送途中不受外界天氣影響其

溫度，至少保持在攝氏 60 度或以上 

2.15 必需設有靈活快捷的繳款方法（如同時可選用便利店、繳費靈或支票等繳款方

式），以便學童訂購午膳 

2.16 設有緊急應變措施安排，如在送膳途中發生任何意外，以致送膳安排延誤時，有

能力即時提供後備飯盒予學童而不另收費 

2.17 可免費安排試食 

2.18 能妥善處理「在校免費午膳」的全額學生午膳費用問題 

2.19 所有服務學校的員工必須申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並核實無定罪紀錄 

2.20 服務機構及其提供的被指定人員進入校園前必須符合教育局不時更新的《學校健

康指引》及衞生防護中心的《預防 2019 冠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指引》所載的

各項衞生防疫措施 

  

 

 



3. 「健康飲食推廣配套」承諾 

3.1  籌辦健康午膳獎勵計劃，以鼓勵學童選購健康午膳 

3.2 安排營養專業人士每年到校舉辦不少於一次營養講座或健康飲食促進活動，以提升

師生和家長的營養知識 

3.3  定期為家長及學童製作營養資訊網站、派發營養季刊等 

3.4  定期加強員工的營養培訓，協助推廣健康飲食 

 

4. 「環保減廢方案」承諾 

4.1. 使用可回收再做的飯盒，並安排飯盒妥善回收處理 

4.2. 使用可清洗循環再用的餐具 

 

入標之午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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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委聘為學校午膳供應商，本「承諾書」

內所有內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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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諾書」監察本公司的服務。 

 

 

 

 

入標公司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__________________ 

 

入標公司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 

使用指引 

⚫ 入標之午膳供應商須先行填寫甲部。 

⚫ 入標之午膳供應商需按以下清單遞交證明文件，並按乙部列出之文件類別清楚顯示其號

碼。 

⚫ 入標之午膳供應商不用填寫「評分(學校專用)」一欄。 

 

甲部：午膳供應商資料 

公司名稱： 成立年份︰ 

午膳製造廠房座落地區： 

負責人姓名： 職銜： 

電話： 傳真： 

 

乙部：文件清單 

文件號碼 文件類型 評分(學校專用) 

1 獲發 HACCP 或 ISO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認證 ( 必須提供有關證明的副本 ) 

 

2 提供食物環境衛生署發出之「獲准供應午膳餐

盒的持牌食物製造廠」有效牌照的副本(包括分

判商，如適用) 

 

3 提供過往十二個月內食物環境衛生署督察的

所有巡查報告副本(連巡查豁免書副本，如適

用) 

 

4 提供營養師資料副本  

5 每月餐單能於開始供應日前一個月先提交予

負責老師批核(設有退飯／退款安排) 

 

6 設有跟進食物投訴指引及流程表  

7 設有突發情況應變措施指引  

8 所有服務學校的員工已申請「性罪行定罪紀錄查

核」並核實無定罪紀錄 (公司證明信) 

 

9 膳食供應商須提供食油及肉類之供應商名稱

及來源地 

 

10 有關營養資訊及全校供膳報告  

11 午膳供應商為員工提供培訓的詳情  

12 處理廚餘及可再造物料的方案  

13 駐校人員人數及工作分配安排  

14 午膳繳款方式 (附有電子繳費模式)  

附件二 



 

本人已細閱上述填表須知，並清楚明白日後若獲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委聘為

學生午膳供應商，此自行填報「學校午膳供應商評估表」內所有內容，將作為簽訂商業合約

的基礎部分，本公司於合約期內必須切實履行。學校可依據「評估表」中申明的承諾，監察

本公司供應的午膳。 

 

 

 

入標公司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__________________ 

 

 

入標公司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供應商—突發情況應變措施 

 

1. 如遇突發情況（如交通事故、熱帶氣旋或暴雨等惡劣天氣，或製造飯餐的廠房發生意外，

導致如停電或煮食爐故障等原因），公司無法如常準備飯餐或按時將膳食送抵本校，公司

會如何處理？ 

 

 

 

 

 

 

 

2. 如學生在進食公司所提供的膳食時，發現有異物／異味，並向公司投訴，公司將如何處

理？ 

 

 

 

 

 

 

 

3. 公司如何處理因進食公司所供應的膳食而引致的集體食物中毒事件？ 

 

 

 

 

 

 

 

4. 如衛生署確認公司所用的任何原材料不符合衛生署標準或屬劣質食物，公司會如何處

理？ 

 

 

 

 

 

 

 



5. 如個別家長或老師因食物敏感等問題向公司提出查詢或特別膳食要求，公司會如何處

理？ 

 

 

 

 

 

 

 

6. 公司如何跟進家長或學生對駐校員工有關服務的投訴？ 

 

 

 

 

 

 

 

7. 如當天個別班別突然停課，公司會如何處理退飯安排？ 

 

 

 

 

 

 

 

本公司清楚明白日後若獲 聖公會基恩小學法團校董會 委聘為學校午膳供應商，

本「承諾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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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回覆監察本公司的服

務。 

 

 

入標公司負責人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蓋印：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入標公司負責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    位：＿＿＿＿＿＿＿＿＿＿＿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