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供保安服務招標 

保安服務 

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現正就所提供物業管理服務的場地進行招標，招聘合適的服務承辦商提供

保安人員服務。各合資格的服務承辦商均可參與是項投標，服務合約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起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為期 2 年。 

1. 合約編號： 

2. 招標項目：提供保安人員服務 

3. 索取標書時段：2019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2 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早上 9 時至下午 12

時 30 分 及 下午 2 時至下午 5 時 30 分) 

4. 索取標書地點：香港灣仔駱克道 333 號中國網絡中心 3501 室 

5. 聯絡電話：2598 8990 (行政部- 楊小姐)方法：  

6. 標書收集地點：香港灣仔駱克道 333 號中國網絡中心 3501 室 

7. 投標截止時間：2019 年 4 月 12 日 (星期五) 下午 5 時正。 

 

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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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方法 

1) 發出的投標文件包括： 

(a) 投標方法 

(b) 投標表格 

(c) 合約條款 

(d) 報價單 

(e) 保安員工作崗位職責 

 

2) 交回的投標文件須包括以下資料： 

(a) 上述 1)項所指的文件，其下列部份須按指示填妥、簽署及註明填寫日期。 

填妥投標文件後，投標公司須於文件 1) (a) 至 1) (e) 右下方蓋上公司印章及加簽作確認。

而投標文件須由投標公司負責人簽名，並附有見證人簽註，蓋上公司印章及填上日期，而

投標價格總計上的總額必須與投標表格內的投標金額一致。) 

(b) 公司簡介、公司結構及負責人資料； 

(c) 政府註冊之有效牌照副本，包括： 

(i) 公司商業登記證； 

(ii) 註冊保安公司牌照； 

(d) 公司近 1 年的保安服務合約記錄，包括現正服務的機構； 

(e) 公司近 1 年的財務狀況資料； 

(f) 公司員工總人數； 

(g) 制服樣本的彩色照片。 

若投標公司所提交的文件不齊全，將影響投標資格。 

投標公司須於 2019 年 4 月 8 日 (星期一) 下午 5 時前，將上列文件以不透明的公文袋或信封密封，

於該公文袋或信封面註明是次投標項目，並交回香港灣仔駱克道 333 號中國網絡中心 3501 室，

逾期標書將不作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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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標報價單內的服務工作數量、回標價格及投標表格必須以不脫色之墨水筆或黑色原子筆填

寫，總數與總細數的總和須一致，並須於文件每頁右下方蓋上公司印章及加簽作確認。如有

錯漏，將影響投標資格。 

4) 投標文件須以不透明的公文袋或信封密封，並於封口位置以火漆密封或蓋上公司印章，於該

公文袋或信封面註明是次投標項目及編號，於截標限期前，即 2019 年 4 月 8 日(星期一) 下午

5 時前，交回上述地點。 

5) 投標文件不可作未經授權之改動。 

6) 投標公司人員應自行檢查招標文件是否齊，全若有頁數遺漏、重覆或文件內容模糊，須立刻

通知招標人予以修正。 

7) 若投標者對招標文件內任何項目有不明白的地，方應在截標限期前，應盡快以書面形式向招

標人提出，以便招標人可在截止投標前能予以解答。 

8) 倘若招標文件所填寫之內容有任何錯誤，亦可按上述方法予以修正。若投標者沒有作出更正

要求，其導致錯誤投標的責任，招標人將不會承擔。 

9) 投標公司須按招標文件的要求報價。交回之投標文件若含有與招標文件要求不符合的地方，

投標將不會獲得接納。如果有任何其他建議，可在投標時另外列明該等建議及標價的影響。

投標公司須注意，其所提交的建議，招標人不一定會採納。履行合約所需要的任何相關項目

若未有另外表明價款，有關費用將視作已包括在投標報價單內其他有價款的項目的單價內或

價款內。 

10) 投標公司須確保所報之數量 (如適用) 及投標價格無誤。投標公司必須清楚招標人之服務要求，

如有錯漏，招標人將不會承擔有關責任。 

11) 所有投標報價單內項目應盡量列出項目單價。投標公司若將數個項目以單一總額標價，將可

能另被要求將每項分別表示，若未能符合有關要求或將影響投標資格。 

12) 如投標公司在招標文件或投標報價內有任何更改，投標公司必須於改動地方蓋上公司印章及

簽署，否則其投標資格可能被取消。 

13) 若投標公司在交回投標後發覺有錯誤，可以書面形式提出修正要求，該書面更正必須在截止

投標前交回方獲接納。 

14) 招標人若於審核投標時發現投標者的報價內有算術上的計算錯誤，從而引致所列出投標總價

較正確計算為少，投標總價亦不會因此算術錯誤而調整。 



第 3 頁，共 16 頁 

15) 招標人若於審核投標時發現投標公司有嚴重錯誤，認為可使投標公司蒙受嚴重損失，招標人

將會將發現的錯誤通知有關投標公司，並要求相關投標公司確認是否維持原有投標價目。若

投標公司因此而要求作出修正，其投標文件將會可能喪失獲得考慮的機會。 

16) 招標人不保證及且並無責任一定接納最低的投標價目或所收到的任何一份標書，同時亦不會

就日後所作出的選擇或否決任何標書而向參與投標公司作出任何解釋。 

17) 所有投標金額均以港幣為計算單位，並且不會因應合約期內或會出現的人工、材料、匯率價

格的波動而作出任何調整。 

18) 當招標人決定將服務判予其中一投標者時，投標文件內所列出的章程及資訊將會成為合約的

一部份。投標公司對其投標時所作出的承諾或對招標文件內條款的影響應在投標有效期內，

即截標日期後 120 日內，不可撤銷或更改。 

19) 投標公司如被發現有作出虛假陳述，招標人將會取消其投標資格或中標資格，投標公司不得

異議。 

20) 投標文件中若有下列情況出現，招標人將不予受理投標人的投標申請： 

- 逾期送達或未有將投標書送達所指定地點； 

- 未有按招標文件要求，密封送達的投標書； 

21) 投標公司或投標文件中有下列情況出現，將可能被列作廢標處理： 

- 不符合所要求的基本條件或對招標文件不件明確實質響應的投標公司或投標文件； 

- 出現影響招標公正的懷疑弄虛作假等違法違規行為； 

- 投標人遞交兩份或以上內容不同的投標文件，或在同一份投標文件中對同一招標項目報

有兩個或以上的報價； 

- 投標的有效期未達招標文件中的要求； 

- 聯合投標但未附上有效的聯合各方共同投標協議 (如適用)； 

22) 招標人在開標前有權因特定原因或特殊情況下決定取消是次整個招標的服務合約，並只須通

知各投標公司而不需要給予任何補償。 

 

 

 

23) 招標人在知會投標公司的情況下，保留一切權利於投標截止時間前澄清、修改、補充招標文

件或延期開標。如出現多個投標公司報價相近或報價偏離招標人的合理期望時，招標人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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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所有投標人或經過對投標公司作初步評審後，選擇對招標人較為有利的部份給予有關的投

標公司再次作出報價後，方作第 2 次評審。 

24) 投標公司在投標時所作出的承諾或對招標文件條款的確認，於投標有效期內不可撤銷或更改。

除招標結果不被招標人所接受，否則中標投標商必須按其承諾及招標文件條款及內容簽署服

務合約。 

25) 當投標人違反對標書內容的承諾或合約內容，包括未達到服務承諾、指定的技術、所提供的

服務質量、特定期限等要求時，投標公司將須補償及承擔招標人 (即簽訂合約後所指的僱主) 

一切的經濟損失及相關引致的法律責任。 

26) 投標公司於簽訂合約時，若對其投標時所承諾的條款要求不利於招標人的更改、修訂或拒絕

於合約中確認其承擔，即視為其主動放棄中標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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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表格 

 

致：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1. 經審核標書內容、合約條款及細則，本公司願意按前述文件內容以港幣  

 (HK$    ) 的代價，執行及完成安排有關替假保安服務。 

2. 如本公司投標獲得接納，我們保證於合約期內，執行及完成上述服務。 

3. 我們同意本標書的有效期為截標日期後 120 日，而期內本標書對本公司有法律約束力。招標

人可在有效期內接納本投標書。 

4. 直至簽署正式合約為止，本投標書於招標人接納後，將成為有效合約的一部份，並對雙方均

具有約束力。 

5. 投標公司願意呈交的公司資料如下： 

 

(A) 商業登記證號碼 ：  

(B) 公司所有董事、股東 / 合夥人姓名 ：  

(C) 商業登記有效日期 ：  

(D) 政府註冊保安公司牌照號 ：  

(E) 持牌人姓名 ：  

 

6. 本公司明白招標人不一定要接受最低價格的投標或所收到的任何投標文件，會就否決任何投

標文件而作書面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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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者詳細資料 

投標公司註冊名稱 ：  

公司註冊地址 ：  

公司電話號碼 ：  

公司傳真號碼 ：  

公司蓋章 ：  

聯絡人姓名 ：  

聯絡人職位 ：  

公司成立日期 ：  

公司類別 (有限公司/合伙/其他) ：  

註冊資本 ：  

見證人簽署 ：  

見證人姓名 ：  

見證人職位 ：  

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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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約條款 

1. 地點 

替假當日所指定的樓宇地點，大概位置分別為： 

 

新界東及西 ： 荃灣工業區、大埔鄉事會路 

新界 (西貢) ： 西貢 

九龍西 ： 長沙灣、深水埗、太子、旺角、油麻地、九龍塘、何文田 

九龍東 ： 九龍城、觀塘 

港島半山區 ： 中半山區 及 西半山區 

港島中西、灣仔及東區 ： 西區、中上環、中半山區、灣仔、炮台山、北角、柴灣 

港島南 ： 香港仔、鴨脷洲 

港島 (大潭及赤柱) ： 大潭、舂坎角、淺水灣 

 

2. 當值時間 

為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穿著所指定的制服和有經驗的保安員工提供日班及夜班「替假」

或「頂更」服務，包括但不只限於星期日及所有公眾假期，當值時間大概如下： 

a) 早上 07:00 至 晚上 19:00 或 早上 08:00 至 晚上 20:00 

b) 晚上 19:00 至 早上 07:00 或 晚上 20:00 至 早上 08:00 

每更為 12 小時，實際當值時間或會按個別地點而有所偏差。食飯時間按個別地點不同需要作

出安排，當值員工或會需要於當值崗位用餐。 

 

3. 保安人員要求： 

- 可為中國籍人員 或 外籍人員 (按個別地點要求) 

- 擁有香港居民身份，能合法於香港境內工作； 

- 男女保安員工均可接受； 

- 所提供之替假員工須健康情況良好，能應付當值場地之工作； 

- 保安人員最少具有小學六年級程度，按地點需要，最少能以簡單廣東話溝通、或懂

得簡單英語，能書寫一定程度的中文為佳； 

- 沒有不良啫好，時刻保持基本禮貌； 

- 所提供的保安員工需要形象一致，統一穿著投標公司所指定的制服，制服由中標公

司提供及包括在服務收費內，面容精神，懂得與各地點的大廈主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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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於入職前由中標公司提供適當培訓予其所提供之保安員工； 

- 需要提供有效的保安人員許可證副本予僱主作記錄； 

- 所提供的有關員工須按場地實際不同需要，持有有效保安人員許可證，並獲准執行

1) 甲類別保安工作；或 2) 甲及乙類別保安工作。 

4. 合約生效期間，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保留挑選適合保安人員之權利，如出現以下情況，僱

主有權要求更換合適人選，或與中標公司終止合約： 

a) 如發現中標公司僱用非法勞工； 

b) 如中標公司未能提供合適保安人員； 

c) 中標公司所提供的保安人員於在職期間表現欠佳，未能符合僱主要求； 

d) 中標公司須按照僱主於每月 20 日前所提供的下月替假日期，安排保安人員當值。若既定

編排的員工因各類不同問題，如病假、享用中標公司之年假或事假等，而不能當值，需

要盡快通知僱主，並作出替補人員安排。該替補員工必須持有效的保安人員許可證，並

盡快將副本交予僱主備存。 

5. 保安人員需要接受僱主所安排的合理工作指派，除非危及自身安全，否則不得異議。 

6. 中標公司將需要按僱主要求，每月一次與僱主召開一次保安會議，討論及匯報有關替假保安

人員的工作事頂。 

7. 於當值期間，如出現突發情況或特殊事故，中標公司負責人須直接與相關場地主管聯絡，以

便跟進。詳細各場地的主管或負責人聯絡方法將於合約生效前，由僱主交予中標公司。 

8. 中標公司於正常情況下，毋須預備巡邏簿及大廈日誌。 

9. 中標公司須指示已安排當值之員工於上班及下班時間，以該當值場地的固網電話向僱主報告

出勤。 

10. 服務合約為期 2 年，由 2019 年 5 月 1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合約期屆滿後將不會自動續

約。如在特殊情況下雙方於合約屆滿前提前解約，中標公司必須於 2 個月或以前，以書面通

知對方；而僱主須於 1 個月或以前，以書面通知中標公司。 

11. 此合約之服務費用是屬於固定總包報價，已包含一切費用，在合約期內不能調整價格。 

12. 替假或頂更之員工可按場地主管安排及編配用膳時間，並有機會須於當值崗位用膳。 

13. 中標公司安排的當值員工，與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並不存在任何僱主僱員關係。中標人士

必須負責為其安排每位當值員工的購買勞工保險、按當時有效的法例支付強積金供款及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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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等福利。中標公司需要向僱主提交有效之勞工保險副本及每兩個曆月向僱主呈交上期之

強積金供款記錄。 

14. 於合約期間，僱主不能保證中標公司可獲安排的替假或頂更數目多寡，並會視乎僱主自身的

人力資源實際作出安排，並於每月 20 日 (若為星期日或公眾假期將順延至下一工作天) 通知中

公司下月的替假或頂更人手安排。僱主並會根據由中標公司安排實際當值的人手，支付相關

費用。 

15. 中標公司若未能按僱主編配需要，安排人手作替假或頂更人手，中標公司需要盡快通知僱主

以作安排 (報價單一為最少 7 天前通知，報價單二為最少 3 天前通知，報價單三為須於收到替

假請求後即日通知)。 

16. 由《法定最低工資》條例生效開始，中標公司必須確保向其安排的保安員工支付不低於適用

於當時法例所要求的最低工資薪金。同時，由於部份崗位不可離外出用膳，只能留在當值崗

位，因此，中標公司於計算最低工資時，或需要考將用膳時間計算在內。僱主並不會於合約

期間由於有關法例修訂，不論增加或調低，而對中標公司額外支付有關因工資上升而帶來的

額外支出。 

17. 中標公司不得拖欠其員工薪金。若發現中標公司拖欠其僱員薪金，並經勞工處長認為該項欠

薪為僱員可追討之欠薪，保得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將保留權利在中標公司未能繳付該欠薪時，

由中標公司應收而未收之服務費用內扣除該項欠薪，並繳交勞工處辦理。凡出現所有代繳此

類之欠薪之款項，須視為已根據本合約而支付予中標公司該筆服務費之其中部份或之全部。 

18. 付款安排 

由中標公司按僱主上月實際需要所安排的替假或頂更當值人手，經與僱主核實後，再由中標

公司發「出付款通知」，僱主將於收到付款通知 30 日內，向中標公司支付「付款通知」上的

實際服務費用。 

19. 如因由中標公司所安排的保安人員錯失或疏忽造成僱主或該場地或第三者有任何損失，中標

公司將需要負上該彌償責任。 

20. 中標公司須向僱主提供保安人員的簡歷及有效的保安人員許可證副本。 

  



第 10 頁，共 16 頁 

報價單 (一) 

每月 20 日 (若為星期日或公眾假期將順延至下一工作天) 通知安排下月替假或頂更人手安排： 

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1.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荃灣及大埔)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2.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西貢區)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3.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九龍西 及 九龍東 

(長沙灣、深水埗、太

子、旺角、油麻地、九

龍塘、何文田、九龍

城、觀塘)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4.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半山 

(中半山、西半山)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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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5.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中西、灣仔及東區 

(西區、中上環、灣仔、

炮台山、北角、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6.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南 

(香港仔、鴨脷洲)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7.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 

(大潭、赤柱及淺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會否於特別節日或日子，需要額外收費：是 / 否 

上述若為「是」，請詳細列明該特別日子為： 

1.   2.   3.  

4.   5.   6.  

7.   8.   9.  

 

除已上表已列明的費用，該類特別日子將需要額外多收取的服務費用： 

每更每名保安員將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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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單 (二) (選擇性) 

半突發通知安排替假或頂更人手安排 (需要安排當值日前 7 天)： 

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1.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荃灣及大埔)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2.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西貢區)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3.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九龍西 及 九龍東 

(長沙灣、深水埗、太

子、旺角、油麻地、九

龍塘、何文田、九龍

城、觀塘)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4.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半山 

(中半山、西半山)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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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5.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中西、灣仔及東區 

(西環、中上環、灣仔、

炮台山、北角、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6.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南 

(香港仔、鴨脷洲)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7.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 

(大潭、赤柱及淺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會否於特別節日或日子，需要額外收費：是 / 否 

上述若為「是」，請詳細列明該特別日子為： 

1.   2.   3.  

4.   5.   6.  

7.   8.   9.  

 

除已上表已列明的費用，該類特別日子將需要額外多收取的服務費用： 

每更每名保安員將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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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價單 (三) (選擇性) 

突發通知安排替假或頂更人手安排 (需要安排當值日前計少於 3 天通知)： 

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1.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荃灣及大埔)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2.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新界 

(西貢區)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3.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九龍西 及 九龍東 

(長沙灣、深水埗、太

子、旺角、油麻地、九

龍塘、何文田、九龍

城、觀塘)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4.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半山 

(中半山、西半山)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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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內容 地點 
每更每名保安員價格 

(HK$) 

5.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中西、灣仔及東區 

(西環、中上環、灣仔、

炮台山、北角、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6.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南 

(香港仔、鴨脷洲)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7. 日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港島 

(大潭、赤柱及淺水灣) 

 

 夜班保安員 (中國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外籍員工)  

 日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夜班保安員 (尼泊爾籍員工)  

 

會否於特別節日或日子，需要額外收費：是 / 否 

上述若為「是」，請詳細列明該特別日子為： 

1.   2.   3.  

4.   5.   6.  

7.   8.   9.  

 

除已上表已列明的費用，該類特別日子將需要額外多收取的服務費用： 

每更每名保安員將額外增加港幣 ___________________ 元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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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工崗位基本職責 

 

1. 保安常務工作。 

2. 按照場地實際工作流程安排，定時向中央控制室或分區管理處報平安更。 

3. 保持所當值場地治安良好。 

4. 向大廈業戶提供適當協助。 

5. 執行當值場地設定的保安措施，預防意外、遺失、損壞及防火工作。 

6. 監察當值場地內、外的公眾地方及內部的不尋常事物，詳細寫進大廈工作日誌內，並對不尋

常事項需要採取適當行動。 

7. 向當值場地主管匯報可能發生危險的事物。 

8. 如有需要時，要調查遺失、毀壞、火警鐘誤鳴等個案，並詳細寫進大廈工作日誌冊內。 

9. 監控當值場地範圍；留意當值場地閉路電視，監察不尋常事物，並向上級匯報。 

10. 如發現任何保安的系統、設備及設施有所損壞或損毀，必須即時通知當值場地主管。 

11. 日、夜間保安員需根據當值場地編訂時間進行保安職責範圍的巡邏工作及簽巡邏記錄簿。 

12. 移走保安範圍內的阻塞物品，或向當值場地主管匯報。 

13. 保持當值場地職責範圍內清潔整齊。 

14. 保持當值場地用具功能良好，例如當值場地的個人裝備、招牌、燈箱、燈膽等。 

15. 與有關政府部門保持良好關係。 

16. 依照當值場地的工作流程，把職責範圍內的設施房門、當值場地大門、捲閘(如有)、車埸大閘

(如有) 等適時適當地關上或開啟。 

17. 在能力範圍內，保持正門出入口、車埸 (如有)、車輛通道 (如有) 交通暢順。 

18. 在能力範圍內，保持後巷 (如有)、各出入口範圍暢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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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根據一般訪客登記程序，給外判商、供應商、送貨員、探訪者等進行出入登記。 

21. 根據訪客登記程序、核對訪客資料及進行登記。 

22. 不可擅自取走屬於當值場地擁有之物件。 

23. 保安員工當值期間不可睡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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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執行上級指派之合理合法工作。 

25. 基於各場地種類、需要或有所不同，保安人員基本職責或未能完全詳錄於此，並會按場地實

際情況作出合理合法之增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