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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承投招標承投招標承投招標承投安老服務安老服務安老服務安老服務  

 

於於於於元朗擴業街元朗擴業街元朗擴業街元朗擴業街 10 號的合約院舍號的合約院舍號的合約院舍號的合約院舍  

（（（（服務招標文件編號服務招標文件編號服務招標文件編號服務招標文件編號：：：：SWD1/5AB/872/2018））））  

 

2018 年年年年 8 月月月月 1 日簡報會日簡報會日簡報會日簡報會  

提問和答覆提問和答覆提問和答覆提問和答覆  

1. 出席招標承投合約院舍的簡報會是否須事先報名出席招標承投合約院舍的簡報會是否須事先報名出席招標承投合約院舍的簡報會是否須事先報名出席招標承投合約院舍的簡報會是否須事先報名？？？？  

是。為確保出席簡報會（及 /或實地參觀，如適用）的人士均屬
有意承投合約院舍的業界相關人士，機構如欲委派代表出席簡
報會（及 /或實地參觀，如適用），須在截止報名日期或以前，
以電郵提交包括機構名稱、出席代表的姓名及職位、欲參加項
目（簡報會及／或實地參觀），以及聯絡人的姓名、職位、電
郵地址、電話號碼及傳真號碼等資料至 cmenq@swd.gov.hk 以
作安排。本署不接受現場登記出席簡報會。  

若機構不被接納出席簡報會，本署會於簡報會舉行前的兩個工
作天通知該機構。  

2. 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是否可以個人名義提交投標書是否可以個人名義提交投標書是否可以個人名義提交投標書是否可以個人名義提交投標書？？？？  

投標者須為有能力與政府訂立《合約》的法人。投標者若以個個個個
人名義人名義人名義人名義提交投標書，亦必須符合《招標條款》第 3.1 條內的所
有必要規定，即 (a)正在香港營辦最少一所持牌安老院、護養院
或醫院； (b)不可以在截標日期前的 60 個月內曾因觸犯《安老
院條例》（第 459 章）或《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
（第 165 章）所訂任何罪行而被定罪 ;以及 (c)必須具備與政府簽
訂合約的法律行為能力，詳情可參閱《招標條款》第 1.4 條及
第 3 條。  

3. 合約院舍合約院舍合約院舍合約院舍可否可否可否可否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由於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並非《合約》內的要求，經
營者如欲參與該計劃，需在事前向社會福利署合約管理組申
請。即使經營者已獲取政府事先的書面批准，經營者仍必須確
保院舍服務質素不受影響，以及時刻遵守及符合《合約》所有
相關的要求，包括為服務使用者清晰列出合約院舍所提供的服
務及相關計劃的費用。如經營者獲批使用院舍的非資助安老宿
位參與院舍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經營者亦只可收取不多於《合
約》中《經營者技術建議書》B(II)部 (a)項所載的非資助安老宿
位的收費，又或其後根據相關合約條款已獲本署批准調整的收
費 (不屬於《合約》所指明的服務範疇的其他額外服務費用除
外 )。  

4. 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是否是否是否是否須使用指定須使用指定須使用指定須使用指定格式格式格式格式提交提交提交提交《《《《技術建議書技術建議書技術建議書技術建議書》？》？》？》？如如如如《《《《技術建技術建技術建技術建
議書議書議書議書》》》》的的的的附件附件附件附件頁數太多頁數太多頁數太多頁數太多，，，，會會會會否否否否被扣分被扣分被扣分被扣分? 

投標者必須使用附錄 1 所載格式擬備《技術建議書》，並因應
每個特定項目（例如 A1，B2，C1 項等）的規定及要求提供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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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資料及建議。投標者須根據《招標條款》第 9 條的要求提交
所有相關項目的資料，如有遺漏，將會影響得分。直接由《招
標文件》抄錄過來的資料，如沒有詳加闡釋，將不會獲得分數。
投標者亦可在《技術建議書》的指定地方提交良好建議（如有）。 

投標者所提交的《技術建議書》A 部及 B 部不得超過 100 頁
A4 紙的文字（字元字體大小不得小於 12）。政府可全權酌情
決定不考慮未能符合指明格式的頁面。超出指定頁數限制的頁
面將不予理會，其內容在投標評審中也將不獲考慮。如投標者
單憑以附件及 /或附錄來提供建議或資料，有關項目的分數將被
扣減一半。  

投標者亦須確保在提交《技術建議書》時符合《競爭條例》(第
619 章 )。詳情可參閱《招標條款》第 28 條。  

5. 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如何如何如何如何獲得獲得獲得獲得擴業街擴業街擴業街擴業街處所處所處所處所的的的的繪繪繪繪圖圖圖圖圖圖圖圖則則則則？？？？  

投標者可致電 2116 3544或電郵至 sto@swd.gov.hk 與社會福利
署建築組聯絡索取處所圖則的繪圖電子檔案。  
 
“平面圖”須是以 A3 大小的紙張及清楚列明按大小的紙張及清楚列明按大小的紙張及清楚列明按大小的紙張及清楚列明按 1：：：：200 比例比例比例比例繪
製的樓宇平面圖則。不符合規定的《平面圖》或沒有提交《平
面圖》將會於相關項目的評估不獲分數。 

6. 裝修工程有何服務規定裝修工程有何服務規定裝修工程有何服務規定裝修工程有何服務規定？？？？處所的現有間隔及窗戶是否可以更處所的現有間隔及窗戶是否可以更處所的現有間隔及窗戶是否可以更處所的現有間隔及窗戶是否可以更
改改改改？？？？  

經營者須提供一個安全及支援性、而又近似家居而又近似家居而又近似家居而又近似家居及舒適的環境
給服務使用者。如透過環境的重新配置、色彩配合（即顏色對
比度）或其他裝置，以滿足服務使用者的特殊需要及於共用地
方／走廊／房間做出適當的佈置來提升服務使用者的社交活動
和私隱。  

 
《招標文件》附有“概念平面圖” (附錄 6)，“概念平面圖”只
供參考之用，投標者可因應其營運理念而進行平面圖設計，但
有關設計須符合《招標文件》第 VI 部所載的全部要求。投標
者可以更改現有間隔以符合《招標文件》第 VI 部所載的全部
要求及其營運理念。  
 
處所現有的結構牆及窗戶，已獲屋宇署審核。如經營者需更改，
必須取得相關政府部門的批准及須留意會否影響完工的日期。  

7. 洗手間的位置洗手間的位置洗手間的位置洗手間的位置、、、、大小及形狀是否可以更改大小及形狀是否可以更改大小及形狀是否可以更改大小及形狀是否可以更改？？？？  

投標者可因應其營運理念及創意而進行處所的設計，但有關設
計必須符合《招標文件》第 VI 部所載的全部要求。投標者應
善用現時洗手間所有已鋪設的渠水管道及其位置，以避免不必
要的工程及可能的工程延誤。洗手間的數量須符合《設施明細
表》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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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處所處所處所處所有沒有指定升降機給安老院舍專用有沒有指定升降機給安老院舍專用有沒有指定升降機給安老院舍專用有沒有指定升降機給安老院舍專用？？？？  

擴業街處所內設有院舍的專用升降機一部，供院友、家屬及職
員使用，升降機可容納醫院床／輪椅使用。在一般情況下，專
用升降機已足夠院舍使用。此外，於院舍大樓地面的院車及救
傷車上落客區 (進入屋苑車輛閘口後 )，另設有一部日間護理中
心及院舍共用的升降機，方便院舍因專用升降機定期檢查或緊
急維修而暫時停止運作時使用。   

9. 處所處所處所處所是是是是否附設可供小巴停泊之車位否附設可供小巴停泊之車位否附設可供小巴停泊之車位否附設可供小巴停泊之車位？？？？若有若有若有若有，，，，車位每月租金為多車位每月租金為多車位每月租金為多車位每月租金為多
少少少少？？？？  

擴業街處所附設一個指定車位 (位於地庫 )，處所的車位無需繳
付租金。詳情可參閱《招標條款》第 13 條。  

10. 處所有沒有灑水系統及充足的空氣流通量處所有沒有灑水系統及充足的空氣流通量處所有沒有灑水系統及充足的空氣流通量處所有沒有灑水系統及充足的空氣流通量？？？？  

處所已設有全新的灑水系統。處所現時亦備有足夠風扇及風喉
設備，確保空氣流通。  

11. 經營者可否使用處所的天台範圍經營者可否使用處所的天台範圍經營者可否使用處所的天台範圍經營者可否使用處所的天台範圍？？？？天台的維修責任如何天台的維修責任如何天台的維修責任如何天台的維修責任如何？？？？  

只有《樓宇平面圖》－天台 (部分 )標示的地方 (即：通往天台的
樓梯及升降機頂 )屬於處所範圍及由經營者管理及維修。其他天
台範圍均不屬於處所範圍，不建議經營者使用。有關處所範圍
的詳情，請參閱《樓宇平面圖及裝修工程的技術規定》－附件
A。  

12. 通往一樓的升降機是否屬於處所範圍通往一樓的升降機是否屬於處所範圍通往一樓的升降機是否屬於處所範圍通往一樓的升降機是否屬於處所範圍？？？？日後的維修責任如日後的維修責任如日後的維修責任如日後的維修責任如
何何何何？？？？  

處所的大樓有部分地方納入為公用地方，而一樓乃由另一服務
單位使用，故一樓的升降機不需由經營者負責維修。  

13. 處所的日間護理單位是否位於大樓的一樓處所的日間護理單位是否位於大樓的一樓處所的日間護理單位是否位於大樓的一樓處所的日間護理單位是否位於大樓的一樓 ?或是處所內的其他或是處所內的其他或是處所內的其他或是處所內的其他
樓層樓層樓層樓層？？？？  

處所大樓的一樓乃由另一服務單位使用，並非屬於擴業街合約
院舍的處所範圍。合約院舍附設的日間護理單位須設於處所範
圍內的樓層。經營者可參考《招標文件》－附件 6 的“概念平
面圖”。  

14. 經營者應如何安排員工放假時的人手安排經營者應如何安排員工放假時的人手安排經營者應如何安排員工放假時的人手安排經營者應如何安排員工放假時的人手安排？？？？  

在整個全面運作階段，經營者須遵照《服務規格說明》第 4.1.13
條所載的必要最低人手要必要最低人手要必要最低人手要必要最低人手要求求求求以提供服務，包括有員工放假時的
替假安排。同時亦必須符合適用於提供服務事宜的所有法例和
規例，包括但不限於《安老院條例》（第 459 章）及《醫院、護
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所訂明的各類人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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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經營者是否需要繳交管理費用經營者是否需要繳交管理費用經營者是否需要繳交管理費用經營者是否需要繳交管理費用？？？？  

經營者需與屋苑的管理公司商討合作方式，以繳付與處所相關
的管理費用，例如地面停車路、升降機、垃圾及公用地方清潔
費等。政府會向經營者發還有關日間照顧服務所佔處所部分及
按 75/125 的比例計算院舍照顧服務所佔處所部分的管理費
用。經營者需全權負責根據相關管理公司所提供的服務及收費
水平，揀選其認為最合適的公司提供服務。  

16. 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提交甚麼文件以提交甚麼文件以提交甚麼文件以提交甚麼文件以證證證證明明明明護理總監在香港取得全職督護理總監在香港取得全職督護理總監在香港取得全職督護理總監在香港取得全職督
導員工的經驗導員工的經驗導員工的經驗導員工的經驗？？？？  

投標者須提交可以證明所有報稱的全職督導經驗總計年期的證
明文件，例如：由現任僱主或前任僱主發出的聘書／僱傭合約；
及／或建議人選的自我聲明、簡歷；及／或相關的組織架構圖、
職務表；或任何其他可以證明全職督導經驗的相關文件。  
 
所提交的證明文件須涵蓋所有報稱的全職督導經驗總計年期，
並清楚指明有關督導經驗均為：(i)在緊接原定的截標日期前 10
年內在香港取得；(ii)在獲得註冊護士的資格後獲全職聘用而取
得；以及 (iii)涉及在本港持牌安老院／護養院／醫院（私營或
公立）日常運作中督導員工的工作，並須列明該建議人選的職
位所負責的實際職務。詳情可參閱《招標條款》第 9(a)(iii)條。 

17. 投標者需提交預計收支報表投標者需提交預計收支報表投標者需提交預計收支報表投標者需提交預計收支報表，，，，其涵蓋時段應為多少其涵蓋時段應為多少其涵蓋時段應為多少其涵蓋時段應為多少？？？？  

投標者應提交整段合約期（即五年十一個月）內每財政年度的
預計收支報表。投標者應分別提交兩份獨立的預計收支報表，
一份是關於投標書所指的安老服務，另一份則是關於投標者的
整體狀況 (包括所指的安老服務的預計收支 )。  

投標者在擬備預計收支時，須有全面的估算，包括按年綜合消
費物價指數 (CCPI)的調整，以及政府有權依據《合約》條文，
在原有合約期或最後經延長合約期屆滿前，延長合約期至最多
總計達五年。  

18. 投標者在提交投標者在提交投標者在提交投標者在提交《《《《臨床實務指引臨床實務指引臨床實務指引臨床實務指引》》》》的制定及檢討計劃的制定及檢討計劃的制定及檢討計劃的制定及檢討計劃應注意甚應注意甚應注意甚應注意甚
麼麼麼麼？？？？  

《臨床實務指引》應由多專業人員參與制定及檢討，並且須放
置在容易取閱的地方，供有關人士隨時索閱。經營者亦須安排
指定人員定期於指定的時段進行實地查核，以監察員工執行服
務使用者的護理程序時有否遵守《臨床實務指引》。詳情可參閱
《服務規格說明》 4.1 條的相關說明。  

19. 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投標者在在在在提交管理計劃提交管理計劃提交管理計劃提交管理計劃，，，，如如如如處理服務中斷時維持運作的程序或處理服務中斷時維持運作的程序或處理服務中斷時維持運作的程序或處理服務中斷時維持運作的程序或
服服服服務使用者緊急情況的程序時應注意務使用者緊急情況的程序時應注意務使用者緊急情況的程序時應注意務使用者緊急情況的程序時應注意甚麼甚麼甚麼甚麼？？？？   

投標者應列明指定人士士士士負責統籌相關的處理程序 (須包括《招標
條款》9(c)(i)條提及的所有緊急情況 );而有關的管理計劃亦必須
符合《合約》的要求。詳情可參閱《服務規格說明》 4.7 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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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說明。  

20. 是否設有調整是否設有調整是否設有調整是否設有調整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的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的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的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的機制機制機制機制？？？？  

根據《服務規格說明》第 2.4.2 條，經營者可在得到政府代表
事先的書面批准下，調整非資助安老宿位收費。經營者可於第
二個合約年度起，每合約年度申請調整非資助安老宿位月費一
次，調整幅度與提出申請月份前的 12 個月內任何一個月份之
前 12 個月期間政府發表的每月平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與緊接
該段期間之前 12 個月的每月平均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比較所得
出的升幅（如有的話）為依據。  

21. 發放服務費的安排是怎樣的發放服務費的安排是怎樣的發放服務費的安排是怎樣的發放服務費的安排是怎樣的？？？？  

經營者在每月提供服務後，須向政府代表提交發票，發票須備
有一份詳列計算發票款額的結算表作為證明文件。在政府代表
滿意發票款額為準確的情況下，政府會於收到發票後 30 個公曆
日向經營者支付款項。詳情請參閱《合約條件》第 4.3 條。  

22. 合約生效日期合約生效日期合約生效日期合約生效日期為何時為何時為何時為何時？？？？  

《合約條件》第 2.1 條有訂明合約生效日期。根據《招標條款》
第 7.1 條，投標書須在截標日期後 365 天內維持有效和可被接
納。  

23. 怎樣安排續約怎樣安排續約怎樣安排續約怎樣安排續約？？？？   

根據《合約條件》第 1.2 條，政府有權在原有合約期或最後經
延長合約期屆滿前，給予經營者不少於六個月的書面通知，藉
以延長合約期至最多總計達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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