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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上次會議紀錄並無更改，一致通過。 
 

2. 小食部及午膳工作匯報 
 
午膳供應方面 

 主席指出除了在上一次會議上向供應商提出低年級飯盒質素下降外，「大

碗飯」的質素也未如理想，味道淡而無味，例如：鰻魚又乾又硬，感覺像

「橡筋」；排骨及雞肉沒有味道，感覺像完全未經醃製，只是白烚一樣。 

 午膳供應商負責人連先生回應會作出調查，稍後時間到校親嚐低年級飯盒

及「大碗飯」，以找出質素下降的原因。 

 午膳供應商提出為了配合衛生署的指引，將會於 5 月份的飯單中列出低鈉

餐，以供同學選擇。 

 主席提出由於本學期學生及家長對午膳的意見較過往 2 年多，請午膳供應

商提前進行問卷調查，並於下次開會時討論有關調查結果。 

 胡敏華副校長提出在商業活動監管委員會會議中曾討論有關 4-6 月低年級

飯單的安排，要求午膳供應商分開 2 次繳付以上所提及的 3 個月的飯單，

結果午膳供應商應校方要求 4 月的飯單會與 5-6 月的飯單分開處理。 

 

小食部方面 

 胡敏華副校長向各委員報告有關小食部電費安排上的問題。 

 小食部負責人連先生就電費問題上向校方致歉，並報告現時電力供應的安

排，解釋電費安排上的細節，胡敏華副校長指出校方聆聽相關報告後，稍

後會由鄧振強校長再跟小食部跟進。 

 

  



3. 財政報告 

 楊德威報告於 16/3/2016 銀行戶口實際結存為$60178.17 ，其中在 5/3/2017

盤菜宴中的收支如下： 

 收入：$15200.00 

    支出：$8464.06 

    虧蝕 : $13264.06  

 
4. 春茗活動檢討 

本年春茗獲得來賓極高的滿意度，眾委員一致認為春茗流程暢順，氣氛溫

情，尤其邀請舊生回校作表演嘉賓及分享，很溫馨。 

主席對各委員、義工、老師工作人員及表演者的付出及來賓的鼎力支持表

示萬分感謝。即使盤菜供應商到校時間有所延誤，各委員也能在 20 分鐘內

協助完成準備宴會，非常有效率。現檢討如下： 

 
 問卷調查結果，盤菜宴中合共收到 146 份意見，在膳食、表演、時間安排、

費用及整體的滿意及極滿意度喜達 94 至 99%，本會將繼續努力做好，詳細

分析見於附件一。 

 食物方面，來年建議負責委員可提示供應商蘿蔔要切成較小件，份量方面

可以在報價時要求報正常及加大份量或加菜價錢以供委員會選擇。 

 本年度掛花燈改用紅繩後較容易掛上及較美觀。 

 有少量的桔發霉，在派發前要再三檢查，來年建議多加人手去揀柑及可以考

慮改找其他生果店以改善情況。 

 抽奬流程順利，本年度在抽奬不同時段也抽出大奬，增加氣氛，另在每奬品

上貼上編號，方便派發，減少出錯，來年可以繼續此方式。 

 委員提出若來年學校聖誕才藝表演高級組勝出隊伍表演精彩可邀請擔任表

演嘉賓。 

 
5. 商討旅行活動安排 

 曾銀鳳報告有關 4 月 23 日家教會旅行安排，詳情可見附件二，委員就一些

細節上投票作出議決如下。 

景點安排： 

1 山頂+元創方+動漫基地 13 票讚成 

2 山頂+動漫基 1 票讚成 

最終決定景點為 山頂+元創方+動漫基地。 

 

收費安排 

1 車費 - 會員價$20，非會員價$50 14 票讚成(通過) 

2 車費及蠟像館門券會員價(優惠)$80，成人$100 14 票讚成(通過) 

3 車費及蠟像館門券非會員價(優惠)$130，成人$150 2 票讚成(否決) 

4 車費及蠟像館門券非會員價(優惠)$140，成人$160 11 票讚成(通過) 

 最終決定收費安排，其中第 1 及 2 項一致通過，第 3 項否決，第 4 項通過 

 3 月 23 日(星期四)派發通告。 



 為了活動時間更充裕，當天集合時間調整至 8:45am，在香港山頂活動時間

為 10:00am - 12:15pm，元創方及午膳時間為 12:30pm - 2:30pm，動漫基地為 

3:00pm - 4:30pm。 

 主席建議曾銀鳳嘗試聯絡動漫天地負責人可否將導賞時間再稍為延後，讓

元創方參觀時間可更充裕。 

 由於活動中包括蠟像館參觀，其中代訂的優惠門券只可於當天使用，委員

提出要向蠟像館查詢門券因天氣而取消的退票安排。 

 每一輛旅遊巴士由兩位委員負責，一人負責點名，另一人負責派發溫馨提

示紙，提示內容包括旅遊巴士車牌、集合時間及聯絡家長的電話號碼。 

 
6. 其他事項 

 

 主席報告家長委員就講座安排的問卷調查結果，認為可推薦陳惠良先生及

陳嘉露醫生作為講者，作為將來舉辦講座的參考。 

 

7. 下次會議日期 

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G03 室 
 

8. 結束會議 
  會議於晚上九時五十五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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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次會議 

 

日期：二零一七年四月六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八時正 

地點：G03 室 

 

議程： 
1. 午膳及小食部工作匯報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3. 財政報告 
4. 商討家教會旅行安排 
5. 商討體藝獎學金事宜 
6. 其他事項     
7. 下次會議日期 
 

 
 



2017年3月5日盆菜宴問卷調查統計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總數 同意/極同意

1. 我滿意盆菜宴的時間安排。 52 83 5 0 140 96%

2. 我滿意盆菜宴的表演安排。 46 87 4 1 138 96%

3. 我滿意盆菜宴安排的膳食。 43 88 9 0 140 94%

4. 我認為盆菜宴收取的費用合理。 49 80 2 0 131 98%

5. 整體來說，我滿意今次盆菜宴的安排。 52 92 2 0 146 99%

6. 其他意見撮要：

份量不足夠(13)

蘿蔔太多或太大(5)

表演不夠精彩/太長/太少(5)

味道不夠濃或OK(2)

安排同班家長同枱(1)

兒童收費要便宜(1)

33%

63%

3% 1%

2) 我滿意燒烤包的食物味道和質素。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31%

63%

6%

0%

3. 我滿意盆菜宴安排的膳食。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37%

61%

2% 0%

4. 我認為盆菜宴收取的費用合理。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36%

63%

1%
0…

5) 整體來說，我滿意今次的盆菜宴活動安

排。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37%

59%

4% 0…

1) 我滿意盆菜宴的時間安排。

極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極不同意


	2016-17第六次會議紀錄(1732017)
	附件一_2017春茗 問券統計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