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華中學 2022/2023 學年清潔服務招標通告 

 

培華中學現正招標邀請合適的承辦商為小幼部校舍提供清潔服務，有關詳情列

於隨附的投標內容及相關附件。 

 

承辦商必須參閱投標章程第五節第 3 點之投標文件要求。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

為 2021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正。所有投標文件必須按要求在投標截

止日期及時間前交至培華中學總務處（地址：氹仔海洋花園第二街 90 號）。逾

期報價概不受理。 

 

如貴公司有任何疑問，歡迎致電聯絡 28811020 鄧主任。 

 

 

 

 

             培華中學 

                                             二零二二年六月十三日 

  



培華中學（以下簡稱“本校”）小幼部校舍位於氹仔米尼奧街 93 號。樓高五

層，主要為本校小學及幼稚園課室。本校正邀請合適的清潔服務承辦商就上述

地方，於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7 月 31 日期間提供相關的服務，本校將根

據投標及報價文件進行綜合考慮，選擇承辦商，具體事項如下： 

 

一．項目總體要求 

1. 投標者按本校清潔服務工作及要求，承辦本校小幼部清潔服務。有關本校

是次服務報價詳情，請閱「附件一：工作內容及報價詳情」。 

2. 投標文件必須於投標截止日期及指定時間前送達本校中學部總務處。遲於

截止日期及指定時間提交之標書將不被接納並會視之為無效。繼後本校將

會對各投標書進行綜合評審。 

3. 本校有權因應不同的情況選取所有投標項目中的單一項目，或數個項目，

或最終中標方將承包有關合約中所有項目。 

4. 投標採用承包方式，投標者需就附件一所有項目作報價。 

5. 承辦商負責辦理清潔人員之勞工保險，勞工意外賠償及第三者意外保險；

如提供服務期間因承辦商或承辦商之工作人員故意或疏忽行為，而引起的

訴訟或損失，概由機構及/或機構之工作人員承擔；倘本校因該等行為造成

損失或開支，承辦商將對本校作出彌償。 

6. 承辦商於是次服務項目方面倘有任何處理不當之處，因而引致本校遭受政

府機構、師生家長或其他人士指責、處罰、或損毀本校聲譽，承辦商需負

起全部責任；倘本校因該等行為造成損失或開支，承辦商將對本校作出彌

償。 

 

二．投標者資格 

1. 具有有效的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登記之商業牌照，具有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和履行合同能力，以及健全的財務會計管理制度、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設備

和專業技術能力。 

2. 具有良好的商業信譽和服務記錄，以及沒有任何違法和財務不良記錄。 

3. 在投標截止日前沒有任何經濟糾紛和訴訟或潛在的經濟糾紛和訴訟。 

4. 具有較強的項目管理及組織實施能力，能滿足本校規定要求，具有良好的

履約記錄，能夠提供良好及快速的服務。 

 

三．提供的清潔服務要求 

1. 清潔服務進行的時間，由培華中學與被判給人(即簽約後的承辦商)商議後才

進行，培華中學可因應情況作出調整，被判給人需要作出配合，提供服務

時間以不影響學校運作為原則。 

2. 承辦商對清潔人員的管理要求： 

A. 清潔人員必須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持有在澳門合法居留及工作的證



件，並具有相關工作經驗； 

B. 清潔人員當值時必須穿著整齊制服及保持良好儀態，尤其不得在工作

期間抽煙、喝酒、說粗言穢語； 

C. 提供服務期間，被判給人有責任確保其員工穿著整齊制服及佩戴工作

證； 

D. 提供服務期間，為預防工作上的危險，承辦商應採取必須措施，如屬

高空工作類別，應向清潔人員提供個人保護裝備，此外，亦應維持工

作地點的機械、器械、工具以及其他物料的良好安全條件，以及購買

第三者意外保險； 

E. 按現行的法律為其清潔人員購買工作意外及職業病的保險。 

F. 保證提供服務之清潔人員嚴守職業秘密和內部紀律規則，以及熱心工

作； 

G. 確保清潔人員職安健的知識和培訓。 

3. 如在服務場所內的財產或設備的損毁是可歸責於承辦商，培華中學保留追

究的權利； 

4. 承辦商必須採取清潔、衛生方面的預防措施，負責提供所有清潔用品及清

潔工具，並使用適合相應建築材料或器材材料的清潔用品及用具，清潔不

同的場所及器材； 

5. 培華中學有權要求撤換被其認為不稱職的員工。 

 

四．承辦商的義務 

1. 承辦商應特別聘請或指派經適當培訓的人員來指導、管理和執行為履行清

潔服務合同所需的各項工作； 

2. 必須向所有其委派的清潔人員提供制服、工作證及所需的物料（包括清潔

劑、毛巾、手套、膠桶、地拖及掃把等）以及機器（包括吸塵機、洗地

機、水刮及梯等）； 

3. 必須確保所有其委派的清潔人員在執勤中不得擅自離開崗位； 

4. 在服務過程中從培華中學所獲取的所有資料，負有保密義務，不得向外界

洩露，且須確保所涉工作人員對獲悉資料的保密； 

5. 須以謹慎負責的態度履行合同的義務，且不得透過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方式

侵害培華中學一切權利及受法律保護的利益； 

6. 未經培華中學事先書面同意，承辦商不得將全部或部份義務及責任轉移予

第三者； 

7. 必須與委派的清潔人員保持緊密溝通，以便增加雙方訊息交流和處理突發

事件； 

8. 必須遵守經第 12/2001 號法律、第 6/2015 號法律修改的八月十四日第

40/95/M 號法令及第 90/2010 號行政命令為工作人員購買工作保險，及根

據第 4/2010 號法律的規定辦理社會保障制度供款；被判給人也須遵守其他



的相關修訂； 

9. 必須遵守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的規定，以及其他的相關修訂。 

 

五．投標須知及投標書內容要求 

1. 自行承擔投標費用 

投標者承擔投標的所有費用，包括標書的準備，提交以及其他相關費用。 

2. 招標書的修改 

2.1 在投標截止日前任何時間，本校有權根據實際情況修改招標文件。本

校可根據需要延長報價截止時間，並以網頁公佈及電話方式通知投標

方有關修改。 

3. 投標文件要求 

3.1 投標者被視為已經詳細了解招標文件和招標要求，投標者在投標前須

認真閱讀本文件的說明、條件及規範等所有內容。 

3.2 投標文件的組成 

A. 投標人履歷（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和資料）： 

➢ 本年度繳付商業稅項 M/8(營業稅-徵稅憑單)的證明文件副

本。如屬首年開業則遞交 M/1(營業稅-開業/更改申報表)副

本； 

➢ 公司組織架構及規模資料； 

➢ 負責管理清潔人員工作的管理人員資料，包括其職級、職

務； 

➢ 提交投標人於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期間向

本澳機構提供清潔服務（服務時間必須至少連續 6 個月或以

上）的同類型服務經驗。須列出並附上相關文件，如：判給

通知書或合同等證明文件副本； 

➢ 其他有關清潔、消毒等方面的認證。 

B. 工作內容及報價詳情（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和資料）： 

➢ 對本次服務提供有關工作內容及要求、人手安排、物資等實

質性說明。 

C. 服務承諾 

3.3 投標文件格式及注意事項 

A. 投標者必須把所有投標文件密封於公文袋內，封面須清楚註明

“2022/2023 學年培華中學清潔服務投標書”。 

B. 投標者對本次投標項目的所有相關器材和服務進行報價，不得漏

項，且每個項目只能提出一個不變的價格；報價為最終價格，本

校不對報價之外的任何費用予以支付。 

C. 投標者的投標有效期為 30 天，由截標日期起計 30 天內仍未接獲

委聘通知，則是次投標可視作落選論。 



D. 投標者應用阿拉伯數字準確填寫價格資料，如合計與單價不符，

以單價為準。 

E. 所有報價資料須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權人簽署認可。 

F. 投標書不得有任何擦塗、更改痕跡。若須改正錯漏，須由投標文

件簽發人在更正處加簽。 

4. 評審原則、方法 

4.1 評審小組將根據投標者能否按照本校的要求提供有關服務及企業資料

等多項指標按照綜合計分原則對投標者進行評審。 

A. 價格（50%）：評審小組將根據投標者的報價文件，計算出整體服

務的總價，然後根據該總價由低至高進行評分。 

B. 服務質量（40%）：評審小組將根據投標者所提供的管理制度、清

潔人員數目、清潔工作流程、所提供清潔員的經驗和資歷、使用

的機械設備及器具、服務質量等進行評分。 

C. 服務承諾及企業資歷（10%）：評審小組將根據投標者服務承諾和

信譽度、經營規模進行評分。 

4.2 評審後，評審小組可視情況約見投標者分別進行面談，具體時間由本

校另行通知。 

4.3 評審過程以及投標文件的初審、評估、比較等內容予以保密，不會透

露給任何投標者或其他與評審工作無關的第三者。 

4.4 投標者任何試圖影響公正評審的行為都將導致其報價文件作廢標處

理。 

 

六．付款方式要求 

1. 每月完成服務後，由承辦商呈交發票給本校，如承辦商按照合約適當及妥

為履行其所有責任，本校將於 30 天內向承辦商支付合約價格。 

 

七．投標截止時間 

1. 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為 202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正。所有投

標文件必須在投標截止日期及時間前交至培華中學（中學部）總務處之投

標箱內（地址：氹仔海洋花園第二街 90 號）。 

2. 若在截止日上午 6:30 後發出 8 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黑色暴雨信號，截止日

期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中午 12 時正。 

 

八．查詢及實地視察 

實地視察日期為： 

2022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 

如需實地視察，敬請以電話聯絡鄧主任（電話：28811020）以作安排。 



附件一：工作內容及報價詳情 

 

投標人必須於每一個招標項目作出報價。價格應以澳門元表示，以每月單價形

式列出。 

 

項目一 

1. 每天清潔學校三、四、五樓全部課室、功能室及職員室。清潔內容包括掃

地及以消毒藥水拖地、清理垃圾、清潔及消毒枱椅、清潔門窗玻璃。 

2. 每天清潔學校三、四、五樓全部洗手間。清潔內容包括掃地及以消毒藥水

拖地、清理垃圾、清潔及消毒所有潔具及廁格、清潔門窗玻璃。 

3. 每天清潔學校三、四、五樓走廊。清潔內容包括掃地及以消毒藥水拖地、

清理垃圾、清潔及消毒所有圍欄扶手。 

4. 每週清潔三、四、五樓冷氣及空氣清新機隔塵網。 

 

項目二 

1. 每天清潔學校一、二樓全部課室、功能室及職員室。清潔內容包括掃地及

以消毒藥水拖地、清理垃圾、清潔及消毒枱椅、清潔門窗玻璃。 

2. 每天清潔學校一、二樓全部洗手間。清潔內容包括掃地及以消毒藥水拖

地、清理垃圾、清潔及消毒所有潔具及廁格、清潔門窗玻璃。 

3. 每天清潔學校一、二樓走廊。清潔內容包括掃地及以消毒藥水拖地、清理

垃圾、清潔及消毒所有圍欄扶手。 

4. 每週清潔一、二樓冷氣及空氣清新機隔塵網。 

 

項目三 

1. 每月一次清潔地面大堂，包括以機器洗地；清潔大堂牆身；清潔天花風

扇、天花裝飾；清潔大門外雨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