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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ID/2020 號公開招標  

「體育局管轄露天泳池的保安及售票服務」  

 

1.  適用法律及規範  

1.1  被判給人須遵守招標案卷及合同的規定。  

1.2  如上款所述的文件有任何遺漏之處，均應遵守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

法令及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他現行適用的法律。  

1.3  被判給人須切實遵守其他現行及與服務相關的規範，如：經第 12/2001

號法律、第 48/2006 號行政命令、第 6/2007 號法律及第 89/2010 號行

政命令修改的八月十四日第 40/95/M 號法令、經第 2/2015 號法律修改

的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七月二十七日第 4/98/M 號法律

《就業政策及勞工權利綱要法》、第 17/2004 號行政法規《禁止非法

工作規章》、經第 4/2013 號法律修改的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

僱員法》及第 4/2007 號法律《私人保安業務法》。  

 

2.  合同地位  

倘獲任一方事前書面許可，則另一方可把本合同的全部或部份義務及責任轉

讓給第三者。   

 

3.  罰款  

3.1  如被判給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所提供的服務質量、條件與合同規定

不符，體育局有權向被判給人按日科處 MOP 10,000.00〈澳門元壹萬

圓正〉的罰款，直至完全履行合同義務為止，科處罰款的日數最多為

十四 (14)日。  

3.2  經由體育局繕立罰款筆錄並通知被判給人後，方可對被判給人科處上

述罰款，並根據《行政程序法典》第二條第六款、第七十四條及第九

十四條以及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被

判給人可自通知日起計連續十日 (10)內作出書面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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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述罰款不適用於第 5 條所指的不可抗力情況。  

 

4.  單方解除及協定解除合同  

4.1  單方解除合同：  

在不影響判給實體就所受損害向法院追討賠償的情況下，判給實體可因下列

任何一種情況下單方解除合同及沒收被判給人已提交的確定保證金：  

a)  被判給人不履行體育局書面提供的指引；  

b)  被判給人不履行全部或部分合同的義務；  

c)  不遵守與本招標服務有關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現行法律和規章的規定；  

d)  未經體育局許可，被判給人把全部或部份合同地位轉讓給第三者；  

e)  被判給人被科處罰款超出所定十四 (14)日上限的金額。  

4.2  單方解除合同在七月六日第 63/85/M 號法令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七條

至第五十九條有所規定。  

4.3  協定解除合同：  

雙方可透過協議隨時解除合同，而透過協定解除合同之效果應在同一協議內

定出。提出解除合同的一方必須自解除合同生效之日起計最少提前三十 (30)

個連續日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  

 

5.  不可抗力之情況  

5.1  如任一方因不可抗力之情況而未履行合同、履行合同中有缺陷或延遲

履行合同以致未能履行合同責任時，則無須承擔有關責任。  

5.2  不可抗力之情況，僅指不可預見、不可抵抗且後果之產生不取決於雙

方的意願或個人情況之自然事實或狀況，如戰爭行為、叛亂行為、疫

症、颱風、地震、雷擊、水災、總罷工、部門罷工以及影響履行合同

的其他不可預見事件。  

5.3  當發生應視作不可抗力之情況，欲以此情況為由的一方，須自知悉有

關事實之日起計的連續五 (5)日內，以書面方式向另一方確認該事實，

並說明預計可履行合同的期限。  

5.4  未能及時提出上款所指解釋的一方，必須承擔未履行合同、履行合同

中有缺陷而產生的責任及引致另一方受損害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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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安及售票服務的基本要求  

6.1  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V-技術規範第 2 條表內所述的工作時間和崗位數

量將視乎各露天泳池的實際開放時間及租場情況而作出調整，因此投

標人必須在其投標書內詳細列明額外增加每名保安員及額外增加每名

售票員每小時的報酬，倘不另加說明，則表示每日二十四 (24)小時統

一收費。  

6.2  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V-技術規範第 3 條至第 4 條所述的工作內容僅為

基本規定，工作人員必須以保障露天泳池的安全及售票運作暢順條件

之前提下配合駐場工作人員的要求完成所有工作，務求令體育局滿

意。  

6.3  在任何泳季高峰期或活動舉行期間，被判給人應加強保安工作以確保

公共安全。  

6.4  若被判給人因不當使用及疏忽而導致設施及設備損壞時，須負責將其

還原或向體育局作出賠償。  

 

7.  被判給人的責任  

7.1  通知義務：  

a)  若被判給人知悉任何可能干預獲判給的保安及售票服務之正常運

作的事件 (例如人身意外、使用者的投訴、設施之損壞等等 )時，

應在獲悉事件後立即以口頭通知有關露天泳池的負責人，及於獲

悉事件後兩 (2)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體育局。  

b)  當發生可歸責於第三者的延誤，被判給人應在獲悉事件後立即以

口頭通知有關露天泳池的負責人，及於獲悉事件後兩 (2)個工作天

內以書面通知體育局；  

c)  倘在露天泳池內執行保安及售票服務時可能損害或干擾某一公共

利益時，被判給人當知悉或被通知時，應在開始相關工作前向該

露天泳池負責人告知這個事實，以便體育局能採取適當措施以減

低或阻礙市民的公共利益受損害；  

d)  若發生突發事件時，被判給人應立即通知體育局及在事實發生之

日起計四十八 (48)小時內將事故書面報告遞交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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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指派兩 (2)名代表以便有需要時與體育局聯繫及負責執行監督計

劃；  

f)  如未有遵守上述各項義務，而又證實被判給人故意或過失時，由

此錯誤或缺漏引致的後果皆由被判給人負責。  

7.2  執行技術規範：  

a)  被判給人是唯一對執行技術規範出現的錯誤或缺漏承擔責任的

人；  

b)  在認識到規範執行工作之技術規範、露天泳池負責人的指令、通

告及通知上出現錯漏時，被判給人應以口頭通知露天泳池負責人，

並於兩 (2)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通知體育局；  

c)  如未有遵守上述各項義務，而又證實被判給人故意或過失時，由

此錯誤或缺漏引致的後果皆由被判給人負責。  

7.3  實施保安及售票服務之準備及設備要求：  

a)  被判給人應為保安員及售票員提供工作證、制服及反光背心，以

及確保保安員及售票員在上班時佩帶工作證及穿著整齊制服；  

b)  被判給人須提供及安裝保安及售票所需的一切有質量保證的用品

及設備 (包括：記錄巡視工作儀器、哨子、指揮棒及計算機等 )；  

c)  被判給人須為其工作人員提供所有合適的個人保護工具（如手電

筒、反光衣、雨衣及雨鞋）。另外，須提供適當措施保護露天泳

池內現有設施，以免因保安及售票工作而受到損壞。如有任何設

施因被判給人疏忽而導致損壞，被判給人須負責將該設施維修或

按實際維修金額賠償；  

d)  根據經第 2/2015 號法律修改的第 7/2008 號法律《勞動關係法》

第 33 條及續後數條的規定以及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V-技術規範

第 2 條的要求，安排足夠保安員及售票員於露天泳池值班；  

e)  如保安員或售票員有任何改動，被判給人必須按照第 12.6 條第

12.7 條的規定進行；  

f)  被判給人須設置二十四（ 24）小時監控中心及報更熱線；  

g)  確保即時頂替因任何理由缺勤的保安員或售票員；  

h)  確保保安員及售票員不能在未有人員頂替的情況下離開工作崗

位。  



招標案卷  

                 

附件 III - 承投規則  

 

第 5/10 頁 

7.4  露天泳池內的紀律：  

a)  訂定保安員及售票員遵守的紀律規則，尤其是尊重、禮貌及保密

等義務；  

b)  被判給人負責保持露天泳池內的良好秩序，如工作人員不尊重體

育局的代表、不遵守紀律又或履行義務時欠缺忠誠，被判給人須

在接到命令後使該等保安員或售票員離開該露天泳池及安排另一

名工作人員接替有關工作；  

c)  被判給人及其工作人員必須盡力維護各露天泳池及各露天泳池人

員的財產與物資，在未經有關露天泳池的負責人或財產擁有人事

先同意下，嚴禁使用或擅取相關財產與物資；  

d)  被判給人須對其僱用以提供本服務的保安員及售票員的專業技能

及紀律方面負責；  

e)  如出現上述 b)項或 c)項的情況，體育局將向被判給人發出警告信，

並特別註明情節的嚴重性、財產的金錢損失、倘有之重覆違反，

並要求被判給人按事件在短期內作出評估及為解決事件而採取的

具體措施；  

f)  倘重覆違反證實為上述 b)項或 c)項的義務時，破壞紀律或不當使

用或擅取者將被即時中止工作，且不影響就所受損害向法院追討

賠償。  

7.5  購置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民事責任保險：  

a)  在服務完結前，因工作的方式，被判給人的工作人員或其分包商

及包工的行為，不當的行為或服務、元件及設備欠缺安全措施而

導致第三者造成損害，而損害的原因可歸罪於被判給人，並非服

務本身的性質引致，被判給人應負責維修及賠償；  

b)  被判給人須以投保人名義為本服務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之

保險公司購置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保險，有關保險必須在接獲判

給通知後連續十五 (15)天內完成購買程序，以及將有關保單副本

送交體育局存檔；  

c)  該保險之有效期由合同生效首天開始，直至履行合同的最後一天

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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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保險對第三者造成損害的最高賠償金額，包括人及財產之損害，

每次意外賠償不得少於 MOP 10,000,000.00〈澳門元壹仟萬圓正〉，

而全期之總賠償金額則不應設有任何上限。  

7.6  購買工作意外、職業病及人員安全的保險：  

a)  按照經第 12/2001 號法律、第 48/2006 號行政命令、第 6/2007 號

法律及第 89/2010 號行政命令修訂的八月十四日第 40/95/M 號法

令的規定，被判給人要遵守關於工作中所僱用人員的工作意外及

職業病的現行法律及法規，並承擔由此引起的責任；  

b)  被判給人須對其僱用人員的工作意外及職業病負責，並將此責任

轉移到一家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認可之保險公司，被判給人於接

獲判給通知日起計連續十五 (15)天內向體育局提交相應保險單副

本；  

c)  保險單中必須註明保險公司承諾就是次判給所簽訂之保險單維持

有效直至即將簽署判給合同完結為止的條款。  

7.7  被判給人與分包商及包工的合同：  

a)  經體育局的預先同意下，被判給人可將是次招標的服務分包予其

他公司或聘請包工工作人員進行本招標的服務；  

b)  倘分包商或所聘請的包工工作人員在提供服務時出現問題，則由

被判給人承擔有關責任。  

7.8  向體育局作出賠償：  

在提供是次服務期間，被判給人須就保安員及售票員的作為或不作為，故意

或疏忽，而導致的任何損毀向體育局作出彌補或賠償。  

7.9  記錄報告：  

被判給人需每月提交一份完整記錄報告，如：保安員及售票員出勤記錄、每

一露天泳池的巡邏記錄及監測內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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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保安員及售票員的責任  

8.1  在執勤時須佩戴工作證及穿著整齊制服。  

8.2  遵守及督促使用者遵守“體育設施的使用總則”及每個露天泳池的內

部規章。  

8.3  嚴格遵守相關工作時間及嚴守崗位，但因工作原因及其有權享受的休

息期間除外。若遇到不可預見的保安員或售票員不適或突然生病的情

況，在有保安員及售票員頂替的情況下才可離開工作崗位，否則缺勤

可被視為不合理缺勤。  

8.4  遵守被判給人訂定的紀律規則，尤其是尊重、禮貌及保密等義務。  

8.5  確保不會對露天泳池的正常運作、工作人員及使用者造成不便。  

8.6  確保在工作及當值期間，不抽煙、不飲用含酒精成份的飲料及不煮食。  

8.7  交班時只能在接班工作人員抵達工作崗位並確實没有意外後，方可離

開。  

 

9.  保安員及售票員的資格  

9.1  每名售票員須：  

a)  具備兩 (2)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b)  懂中文 (粵語 )，懂葡語、英語或普通話者更佳；  

c)  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

證持有人必須合法受被判給人聘用在澳門工作 )；  

d)  持有由政府註冊醫生發出的年度健康證明。  

9.2  每名保安員須：  

a)  具備兩 (2)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b)  懂中文 (粵語 )，懂葡語、英語或普通話者更佳；  

c)  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或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 (外地僱員身份認別

證持有人必須合法受被判給人聘用在澳門工作 )；  

d)  持有由政府註冊醫生發出的年度健康證明；  

e)  具備保安培訓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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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持有由治安警察局發出的工作證。  

 

10.  支付被判給人  

10.1  服務總金額為載於被判給人提交的投標書中的金額，但當工作出現增

加或減少時，該金額得在實際提供服務後修訂。  

10.2  被判給人完成每月服務及向體育局遞交發票後，須經體育局核實無誤

後才獲支付。  

10.3  被判給人未有執行第 7.5 條 b)項、第 7.6 條 b)項、第 12.1 條 b)項或第

12.1 條 c)項的規定時，體育局有權暫緩支付服務費用，直至被判給人

執行有關規定為止。  

10.4  倘體育局延遲向被判給人付款，體育局必須向被判給人支付法定利息，

但上款除外。  

 

11.  付款中的扣除  

體育局可在支付予被判給人的月費中扣除其拖欠工作人員的報酬。  

 

12.   提交報告及資料  

12.1  在接獲判給通知日起計連續十五 (15)日內，被判給人必須向體育局提

交以下文件：  

a)  載有至少一個辦事處的聯絡地址、電話 (固定及手提 )及圖文傳真

的文件，而該辦事處必須於體育局辦公時間內由被判給人的代表

人員駐守，並提交兩 (2)名代表被判給人的人員名單，該等人員為

被判給人與體育局的溝通代表及負責執行監督計劃。倘相關文件

有任何改動，必須提前兩 (2)個工作日以書面形式通知體育局；  

b)  載有下列保安員資料的清單；  

i)  每個露天泳池第一 (1)個月的保安員名單；  

i i)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i ii)  具備兩 (2)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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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證明保安員的健康狀況並由澳門註冊醫生簽署的健康證明

副本；  

v)  有效的保安培訓課程證書副本；  

vi)  有效的由治安警察局發出的工作證副本；  

c)  載有下列售票員資料的清單；  

i)  每個露天泳池第一 (1)個月的售票員名單；  

i i)  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i ii)  具兩 (2)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資料；  

iv)  證明售票員的健康狀況並由澳門註冊醫生簽署的健康證明副

本。  

d)  每個露天泳池第一 (1)個月的保安員及售票員輪值更表，其後須於

每月二十 (20)號前提交翌月的輪值更表；  

e)  遞交保安員及售票員的制服和工作證件式樣圖。  

12.2  因設備故障或其他原因而影響露天泳池保安及售票運作的有關資訊，

且不影響即時口頭通知體育局相關負責人。  

12.3  關於露天泳池保安及售票服務的任何其他重要情況的資訊。  

12.4  第 7.5 條 b)項所指的對第三人造成損害的民事責任保險保險單副本。  

12.5  第 7.6 條 b)項所指的工作意外、職業病及人員安全保險單副本。  

12.6  如必須聘請新保安員或售票員或更換第 12.1 條 b)項 i )分項及 c)項 i )

分項名單內的保安員或售票員，被判給人應提前兩 (2)個工作日以書面

形式通知體育局有關事實及同時遞交更新保安員及售票員名單並附上

第 12.1 條 b)項及 c)項所指的新文件，但屬不可抗力的情況除外。在得

到體育局許可後方可安排更新名單內新聘請的保安員及售票員執勤。  

12.7  如被判給人須另派第 12.1 條 b)項 i )分項及 c)項 i)分項保安員及售票員

名單內的工作人員代班，必須提前兩 (2)個工作日以書面形式通知體育

局。如無法遵循上述所指的期限，當知悉有關事實時，應即時及以口

頭方式通知體育局的負責人及於翌日以書面方式將替換原因連同更新

名單及輪值更表遞交體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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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合同生效期間，被判給人必須以書面方式向體育局提供以下資料：  

a)  須於每月二十 (20)號前提交翌月每個露天泳池保安員及售票員的

名單、輪值更表；  

b)  須於翌月十 (10)號前提交上月的工作報告，報告需包括以下內

容：  

i)  各露天泳池的每月工作記錄，包括每日天氣情況、保安員及

售票員出勤記錄、設施巡邏記錄、游池使用人數的記錄及統

計資料、在設施內發生的事件、設備使用狀況等；  

i i)  每月監督報告 (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V-技術規範第 5.3 條 c)

項及第 5.4 條 )；  

i ii)  使用者的投訴及所採取的措施；  

iv)  在露天泳池發生的任何其他重要情況。  

c)  倘體育局接獲公眾對有關露天泳池保安及售票服務之投訴時，被

判給人須在接獲體育局書面通知有關事實之日起計兩 (2)個工作

日內向體育局提交書面解釋及提供解決方案。  

 

13.  監察機制  

13.1  體育局保留為監察被判給人是否履行合同而採取措施之權利，並有權

隨時調查其提供之資料及報告是否屬實及準確。  

13.2  被判給人有義務向體育局提供所有與本服務有關的澄清資料，以配合

上條所述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