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十七屆家長教師會  
2015-2016 年度  
第十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七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教員休息室 
 
出席 ： 李秀儀、馮廣泰、張文娟、鄒聰慧、梁家欣、張美珠、鄭秋煌、楊潔瑩、胡敏華、 

鍾嘉倩、曾銀鳳、陳淑儀、曾兆基 
 

缺席者 ：陳曉欣、李煥敏、黃洪安 
 
列席 ：梁國基副校長、周利英、李柏同 
 

 
紀錄：鍾嘉倩 
 
1. 小食部及午膳承辦商工作匯報 

 

小食部匯報及跟進 : 

 連先生表示由於負責小食部外牆設計的同事已請辭，設計要再覓人選負責。 

 麵包及腸粉供應穩定，暫無缺貨問題。 

 學生問卷會連同 11 月份餐單派發予學生，於下一次會面時滙報調查結果。 

 連先生承諾於燒烤晚會(10 月 22 日)及學校畢業禮(11 月 19 日)的前一天清洗小食部地板，

讓家長及嘉賓對學校留有良好印象。 

 已邀請連先生安排小食部於燒烤晚會(10 月 22 日) 期間開放。 

 

午膳匯報及跟進： 

 連先生與主廚正商討新餐款，期望十月底推出，給大碗飯以後多一個選擇，價錢暫未能落實。 

 現時大碗飯的 A、B 餐，會改為差異價格，B 餐會選用較豐富的食材，但價錢會相對較貴。十

月底新餐單完成後再交學校審批。 

 連先生歡迎家長及學生因特殊原因(例如身體不適)致電飯商要求更改餐款為清怡餐。由於電

話設錄音服務，在非上班時間亦可來電，員工會稍後作跟進及處理。這項服務會印在餐單上，

讓所有家長知道。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並無更改。 

 

3. 財政報告 

曾兆基老師匯報此段時間的收入及開支，詳情如下 : 
項目  $ 

2016-2017 年度家教會會費 22,440 

新生家長迎新 (飲品及西餅) (143.5) 



AGM 物資  (1,020) 

訂閱報紙費用(3 份) (734) 

 

 

4. 商討會員大會/中一新生燒烤晚會活動事宜  

經討論後，決定安排如下： 

 

(1) 選取丹尼為燒烤包供應商，價錢為一份$56，與目標價錢$55 相約。除燒烤包外，其他燒

烤物料例如炭、蜜糖、膠枱布及礦泉水(或蒸餾水)等則由學校負責代購。 

(2) 每爐燒烤物資 : 

蜜糖(1.5 樽)、紙巾(1 包)、即棄膠手套(5 對)、燒烤义(跟燒烤包數量)及炭 

(3) 已在通告提醒學生及家長自備環保餐具(餐盒、叉、匙及筷子)，但學校亦會預備少量膠

餐具以備不時之需。 

(4) 向所有參與人士一律收取 $70。 

(5) 家長義工及家教會委員享半價優惠，每位只收$35 (先交原價 $70，出席活動後可退回

$35) 
(6) 童軍當日為活動提供支援，負責老師須提醒童軍當日加緊為各燒烤爐加炭。而童軍的燒

烤包費用由學校資助。 

(7) 預備 20 封 $20 ($400)現金利是。為了增加氣氛，當中 10 封現金利是建議以搶答形式派

發，題目由 Rhys 負責。而另外 10 封會直接抽籤。 

(8) 現在沒有訂燒烤包的參加者可以自行帶額外燒烤食物，但沒有收取費用，隨著物價上漲，

這樣預計會增加購買蜜糖及炭等物資的開支壓力，此點留待下屆委員會商討是否需要向

不購買燒烤包的家庭收取一點基本費用，以平衡相關的額外開支。 

(9) 當日會依照頒獎嘉賓與得獎者分組合照，約五至六組。 

(10) 提醒小食部供應商須於一天前清潔小食部地板。 

(11) 所有燒烤包會於當日 5:00 p.m.送到學校。 

(12) 小食部當日會於 6:00 p.m.至 8:30 p.m.開放。 

(13) 汽水機要補充足夠的飲料。 

(14) 當日音樂獲 Angel(前家教會主席) 自薦負責，委員均歡迎此安排。 

(15) 問卷方面，活動完結後的上學日子由中一班主任派發予出席學生，家長可按意願填寫及

交回學校。其他參加者歡迎經家教會網誌填寫。 

(16) 家教會壁報由 Anna 及 Rhys 負責跟進。 

(17) 家教會委員 Ivy,Sophie,Jennifer 及 Yanmi 於 6:00 p.m. AGM 完結後協助分派燒烤用品

及檢查各爐的物資是否齊備，由當晚主持在開始時通知所有參加者每爐基本的物資安排。

 

十月廿二日流程安排： 

時間 程序 時間 程序 

3:30-5:00 中一班主任 / 家長面談

3:45 委員報到 

4:00-5:00

家長校董選舉點票會 

(家長義工約 8 人負責點票) / 

  茶點 

5:00-5:25 

第十七屆家教會主席致工作報告 

通過會章修訂 

頒發感謝狀與去屆家教會委員及家長義工 

頒發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嘉許狀 



5:25-5:45 候任家長執委自我介紹 

5:45-6:00 校長頒發委任狀 

6:00-9:30 中一燒烤晚會 8:45-9:15 第十八屆委員互選及職務移交。

 

5. 商討參觀午膳承辦商事宜 

  暫定於 11 月 14 日(星期一) 或 11 月 25 日(星期五)到工場參觀，胡副校長會與林小姐聯 

  絡，並於 10 月 11 日落實日子。 

  供應商會於當日 10:30 a.m.到校接載老師及家長，回校時間約 1:00 p.m.。 

  當日預定到工場參觀的人數約 10 至 20 人。歡迎各委員出席。 

 

6. 流感疫苗注射活動事宜匯報 

關於疫苗注射活動，由於委員認為疫苗注射存在一定的風險，所以經投票後以 11 票反對，3

票無意見及 2 票棄權下決定停辦。同時由於已停辨三年，所以在未來日子也暫時不會舉辦，但

不排除將來如有家長及學生訴求後再考慮復辨。這項決定會於十一月份校務通告通知家長。 

 

7. 其他事項 : 

 主席邀請眾委員參加聯校家長講座，詳情如下 : - 

  

日期 題目 講者 地點 費用 

28.10.2016 

(星期五) 

19:30-21:30 

如何培養正面積極敢夢敢

想的陽光少年 

陳嘉璐醫生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禮堂 個人 : $20

家庭 : $30

18.11.2016 

(星期五) 

19:30-21:30 

如何營造和諧融洽親密友

愛的家庭關係 

曾繁光醫生 

02.12.2016 

(星期五) 

19:30-21:30 

提升學生自主學習的能力

(腦基礎家長講座) 

陳惠良先生 個人 : $20

家庭 : $30

委員可在 whatsapp 群組報名參加以上講座及之後交換對講座的意見，如認為值得推介，學校可邀請

講者到本校提供服務，讓更多家長對課題有所了解。 

 

8.  下次會議日期及主持人選 

 2016-2017 年度第一次家教會會議會在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晚上八時四十五 

 分在 G03 室舉行，由胡副校長主持，當日會選出新一任的正、副主席。 

 

9.  結束會議 

會議於晚上九時三十五分結束。 

 

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 

    李秀儀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十八屆家長教師會  

2016-2017 年度  

第一次會議 

 

日期：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八時四十五分 

地點：G03 室 

 

1. 委員自我介紹 

2. 成立工作小組及釐訂工作範圍 

3. 其他事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