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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招標  

「南灣‧雅文湖畔水上單車設施的管理服務」  

管理服務要求  

1.  服務名稱、服務期間、工作期間和工作團隊人數  

服務名稱  服務期間  工作期間  
工作團隊  

人數  

南 灣 ‧ 雅 文 湖

畔 水 上 單 車 設

施的管理服務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  

平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最少 4 人  

暑假平日  

(每年 6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星

期一至星期五 )  

最少 5 人  

假日  

(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  
最少 6 人  

 

備註 1：上表內的工作團隊人數中須包括一名主管，可由當值的工作人員出任。  

備註 2：上表內的工作團隊必須按照本技術規範第 3 條的要求，安排相關的工作

人員及數量。  

 

2.  工作範圍及基本要求  

2.1  本公開招標所指的服務包括南灣‧雅文湖畔水上單車之各項設施、設備、

浮台碼頭及南灣湖浮波範圍內之湖面的運作管理以及水上單車設備的維

修及保養工作。  

2.2  在管理及維修保養方面，為確保水上單車設施的良好運作，獲判給者須

在設施對外開放時間常設一隊工作團隊於現場，當中包括 1名 24小時專職

保安員，必須穿著保安員制服以作識別，其他工作人員亦需穿著統一制

服，負責執行下列職務：  

a)  確保所有使用者使用該設施及設備之安全；  

b)  保持設施範圍內區域及設備有良好的整潔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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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養及維修水上單車的所有設備，使之運作正常，必要時進行維

修或更換損壞的零件或設備；  

d)  尊重使用者，並禮貌地為其解決問題；  

e)  根據體育局指定的售票方式出售水上單車門票；  

f)  確保所有設備，尤其是監察攝錄系統設備操作正常，並進行每日

檢查。若設備出現異常，需立即通知相關外判公司及體育局負責

人員；  

g)  管理售票處、救生衣提取處及浮台碼頭的物品和設備；  

h)  確保設施運作的耗水量及耗電量合理，若耗量過高而無合理解釋，

則有關超出部份的水費及電費須由獲判給者負擔；  

i)  禁止獲判給者在設施範圍內進行不屬本公開招標內的一切活動，

包括：租賃或出售所有設備、飲料、食品或物品、進行各項商業

及 /或非商業活動及 /或宣傳等；  

j)  於設施內提供必須的救生設備、急救用品和急救藥物。  

 

2.3  在清潔方面，獲判給者必須採取以下的預防措施：  

a)  每日在對外開放前必須檢查、清理設施範圍內的垃圾及清理水上

單車內部積水；  

b)  定期清洗水上單車及救生衣，並使用冷氣或抽濕機保持救生衣儲

存區環境乾爽；  

c)  定期分批清理水上單車底部附著物 (蚵殼 )；  

d)  每日公眾開放時段結束後，必須清潔所有設施，以便設施在翌日

具備良好及整潔條件運作；  

e)  收集當天垃圾，並在下班後將之投進公共垃圾箱內。  

 

2.4  在安全方面，獲判給者必須採取以下的預防措施：  

a)  防止使用者作出危險的行為、遊戲或違反水上單車既定的守則；  

b)  確保水上單車活動在白色浮波圍封之範圍內進行；  

c)  在對公眾開放時，必須由合資格的救生員不斷在湖邊或駕駛救生

艇在湖中執行看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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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對公眾開放時，必須有 2 名救生員當值，任何時間最少有 1 名

救生員於湖邊或駕駛救生艇在湖中執行工作；若沒有救生員當值，

設施則不能對外開放；  

e)  救生員輪值時間不可多於連續工作超過 4 小時，每日總工作時間

不宜超過 8 小時，建議安排救生員在最多連續工作時間不多於 4

小時後休息 30 分鐘；  

f)  確保設施內有 1 名專職保安員負責水上單車設施的保安服務。於

非對公眾開放時間負責看守有關設施，以防止公眾進入設施及防

止蓄意破壞或其他不法行為，由上述行為引致的損害概由獲判給

者負責。  

 

2.5  獲判給者必須派員每日記錄以下資料並將之交予體育局：  

a)  雙人、四人水上單車的收入及兩者之總收入；  

b)  雙人、四人水上單車分別的使用人次數及兩者之總使用人次數；  

c)  雙人、四人水上單車輪候登記的時間；  

d)  因天氣惡劣而暫停運作的時間；  

e)  水電錶讀數；  

f)  每日透過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WhatsApp)報告營業情況。  

 

2.6  獲判給者必須以書面方式向體育局提供以下的記錄及報告：  

a)  因惡劣天氣、設備故障或其他原因導致設施暫停運作，又或管理

上出現任何其他重要的異常情況，如出現上述的異常情況時應即

時通知體育局相關的人員；  

b)  按體育局的要求，記錄及統計使用人數的資料；  

c)  記錄對設備進行的每項檢查及提交相關報告。  

 

2.7  水上單車開放時間：  

a)  一般開放時間：每天早上十一時至下午六時。  

b)  夏季開放時間：每年 6月 1日至 9月 30日，每天早上十一時至下午七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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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工作人員之上班及下班時間：  

a)  最少一名工作人員需於每天早上十時前到達現場為開放設施作預

備工作。每天必須完成一切清潔工作，並於晚上七時後方可離開

現場，而夏季時間則延後至八時；  

b)  其他的工作人員及救生員需於每天早上十一時前到達現場，並於

晚上六時十五分及確保所有使用者離開水上設施後方可離開現場，

而夏季時間則延後一小時至晚上七時十五分及確保所有使用者離

開水上設施後方可離開現場；  

c)  其中 1名保安員必須 24小時留守於水上單車設施範圍內。  

 

2.9  售票工作：  

2.9.1  提取門票：  

水上單車的門票是以電子系統售票，又或以一本五十張且附有存

根的本裝門票兩種方式出售，對於該體育設施現行之售票方式，

體育局可因需要而改變，獲判給者同時也要作出配合：  

a)  使用電子系統售票時，將獲配給定額的卷裝門票，由當值工

作人員負責收存，並進行卷裝門票的安裝工作；  

b)  當電子售票出現故障，又或有需要存備本裝門票作為應急方

式售票時，該體育設施將獲配給定額的本裝門票 (一本為五

十張 )。獲判給者需派員到體育局提取門票，並交回已售門

票的存根。工作人員負責接收並保存門票，於門票日記帳內

登記門票數量、取票日期和門票編號。每次提取門票的數量

等同於交回門票存根的數量。未全數售出門票的單本存根可

暫由工作人員保存，待售罄後收集再交回體育局。  

2.9.2  售票工作：  

a)  當使用電子系統售票時，工作人員須熟悉電子售票系統的操

作及按指定程序進行售票工作 (所有找贖金額及存根全由獲

判給者負責 )；  

b)  當使用本裝門票進行售票時，工作人員須按指定程序進行售

票工作 (所有找贖金額、本裝門票及存根全由獲判給者負

責 )；  

c)  工作人員須確保門票及金額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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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結算：  

a)  獲判給者須於每個銀行辦公日上午十一時正前，派員把前一

天的門票收入全數存入體育局指定的帳戶，並於當天中午一

時正前把入帳憑單傳真至體育局；  

b)  獲判給者須在入帳憑單上列明體育設施的名稱及活動項

目；  

c)  獲判給者派員把入帳憑單影印本交回有關該體育設施的負

責人，以及把入帳憑單編號登記於門票日記帳內，以完成該

次結算；  

d)  若遇銀行假日，獲判給者必須把該日門票售賣情況登記於日

記帳內，自行保管售票金額，並於隨後的首個銀行辦公日上

午十一時正前將之存入體育局指定的帳戶，並於當天中午一

時正前把入帳憑單傳真至體育局；  

e)  每逢週一 (若遇假期則順延至下一工作日 )獲判給者須將所

有入帳憑單和相應的門票存根送交體育局，為此，獲判給者

須在入帳憑單上列明體育設施的名稱、活動項目及票種，並

以存根本數為單位計算總金額。  

2.9.4  交回入帳憑單 /續取門票：  

獲判給者須於每週一 (若遇假期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日 )將售票機

已售門票的數量或按交回門票存根的本數，續取相同數量的門票

並送至該體育設施。  

2.9.5  設施之水費、電費、電話費及救生艇汽油費用等經常性開支則由

體育局負責。  

 

 

 

 

 

 

 

 



招標案卷  

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 V - 技術規範  
 

第 6/9 頁 

3.  工作團隊  

3.1  工作團隊應輪值提供服務，並在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以及暑假平

日加強服務。為確保服務質素，獲判給者須按下表所規定的人數安排工

作團隊人員：  

工作團隊人員分配  

工作期間  工作人員  救生員  保安員  合共人數  

平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最少 1 最少 2 最少 1 最少 4 

暑假平日 (每年 6月 1日至 8月 31日 )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最少 2 最少 2 最少 1 最少 5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最少 3 最少 2 最少 1 最少 6 

3.2  工作團隊內必須包括 1名主管人員，可由當值的工作人員兼任 (不建議由

救生員或保安員兼任 )，負責的工作如下：  

a)  設施對公眾開放時，主管須駐守於設施內以便統籌管理水上單車

的運作，並確保與體育局相關負責人保持聯繫；  

b)  當出現突發事故時，主管人員須立即通知體育局相關負責人；  

c)  填寫由體育局提供的監控表及檢查表，以及在聽取體育局的意見

後，採取可提升服務素質的措施；  

d)  按照本技術規範第 5點的規定監督管理服務的各項工作；  

e)  監管售票處及有關收入，編製每週及每月報告，以記錄載明該週 /

月內體育設施每週及每月所發生的事項；並向體育局財政財產處

遞交全數的門票收入及有關報告；  

f)  每天檢查閉路電視，確保系統能拍攝現場的影像並保存約三十日， 

其後可將錄影儲存設備環再用；  

g)  監督工作人員、救生員及保安員的工作，以及向體育局提交監督

報告；  

h)  注意水上單車設施是否具備良好運作條件，並保持設施內整潔及

運作秩序，防止蓄意破壞或其他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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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按照第 3.1條表內所規定的人數安排工作人員執行下列工作：  

a)  接待及使用體育局提供的售票系統售賣門票，以及維持入場秩

序；  

b)  為使用者記錄積分及登記輪候人士的資料並妥善保存；  

c)  回應公眾查詢、監察及指導市民正確使用水上單車；  

d)  派發合身的救生衣，並確保使用者在落船前正確穿著救生衣；  

e)  協助使用者上落船隻；  

f)  每天清潔設施及水上單車設備；  

g)  如水上單車出現突發性故障，工作人員須立即進行緊急維修工作，

並通知體育局的相關負責人。  

 

3.4  在設施對外開放時安排最少 2名救生員在湖岸邊或不斷駕駛救生艇在湖

中央監督水上單車使用者的安全。如有使用者遇溺或處於危險狀況，立

即進行拯救工作。  

救生員資格：  

a)  須具兩 (2)年或以上相關工作的經驗；  

b)  必須持有有效澳門居民身分證或外地僱員證件；  

c)  必須持有“救生專業證書”及通過  “中國國家職業資格游泳救

生員考試”；  

d)  必須已修畢急救課程及持有合格急救證書；  

e)  須持有由政府註冊醫生發出的年度健康證明；  

f)  其中一名救生員，必須持有合資格之水手牌照。  

 

3.5  保安員 1名，該名保安員所屬之保安公司必須持有由治安警察局發出的

“私人保安業務執照”，負責的工作如下：   

a)  24小時駐守於設施內；  

b)  維持日間設施範圍內使用者的秩序；  

c)  於晚間關門後至翌日早上十時期間進行巡邏及看守 (包括：設施及

其他附屬區域範圍，執行保安工作，以確保設施的安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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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員資格：  

a)  保安員須具兩年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b)  保安員需懂中文 (粵語、普通話 )，懂葡語及英語者更佳；  

c)  必須持有有效澳門居民身分證或外地僱員證件；  

d)  保安員須接受專業保安培訓課程；  

e)  須持有由政府註冊醫生發出的年度健康證明。  

3.6  在合同期限內，如獲判給者擬安排新聘請的保安員或救生員提供是次服

務時，必須向體育局提交保安員或救生員的名單、其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相關的資格證明及健康證明書等文件，以便更新現有的保安員或救生員

名單 (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III-承投規則第 7.1條 b項的工作團隊名單 )，並

須待體育局同意後方可安排相關人員提供是次服務。  

3.7  如獲判給者擬更換保安員或救生員時，有關保安員或救生員必須為已載於

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III-承投規則第 7.1條 b項的工作團隊名單內。獲判給者

必須提前兩 (2)個工作天將代補保安員或救生員名單以書面方式提交體育

局，待體育局同意後方可更換保安員或救生員，但經證實屬不可抗力的情

況除外。  

3.8  不論保安員或救生員因任何理由缺勤，獲判給者均須另派合資格保安員或

救生員代班，有關保安員或救生員必須為已載於招標案卷總目錄附件 III-

承投規則第 7.1條 b項的工作團隊名單內。獲判給者必須提前兩 (2)個工作天

將代班保安員或救生員的名單以書面方式提交體育局，待體育局同意後方

可更換保安員或救生員，但經證實屬不可抗力的情況除外。  

 

4.  維修及保養  

獲判給者須在收到判給通知後及開始管理服務前簽收是次管理服務的所有器材、

設備及設施。服務期間獲判給者需自費為所有器材、設備及設施進行小型維修

工作及提供材料 /零件 (包括：小五金維修、油漆及燈具等等 )，範圍包括：碼頭、

船隻、售票處及儲物室等。管理服務期屆滿後，獲判給者須向體育局交還各項

運作良好的完整器材、設備及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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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監督機制  

5.1  競投者必須向體育局遞交監督機制並同時遣派一名主管人員負責執行監

督工作，定時巡察有關體育設施。  

5.2  主管人員必須按照獲判給者所建議的監督機制，監督所有工作。主管人

員必須確保工作人員、保安員及救生員已完全按照體育局的要求執行所

有日常的工作。主管人員完成監督工作後，必須於翌月十號前向體育局

遞交監督報告，當中必須包括本技術規範第 2 條及第 3 條所述的工作內

容。  

5.3  監督報告，應考慮以下要點：  

a)  制定巡察工作內容記錄表格，該表格應用於主管人員作現場巡察後

填寫；  

b)  列明主管人員作現場巡察的形式及時間表。  

5.4  除上述兩條外，競投者亦可另行提交“提升監督機制管理方案”。沒有

提交“提升監督機制管理方案”者，相關部份只會獲得基本評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