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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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會議紀錄 

 
日期︰二零一七年一月十三(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G03 室 
 
出席 :  李秀儀、張美珠、張文娟、鄭秋煌、梁家欣、李煥敏、李柏同、胡敏華、黎雪儀、曾

銀鳳、陳淑儀 
 

缺席者 : 鄒聰慧、周利英、楊潔瑩、黃洪安、楊德威 
 

列席 :  鄧振強校長、梁國基副校長、馮廣泰 
 

紀錄：黎雪儀 
 

1. 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工作匯報︰ 
 主席報告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運作良好，故暫不需邀請供應商到校進行匯報。 
 各執委對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未有其他意見。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第 5 項其他事項作出以下修改: 
 
 (c)   鄭秋煌(Ivy)報告有關商戶優惠跟進事項。現有 14 間商戶初步答應向本校家教會會

 員提供優惠(附件一)。 
 
 胡副校會跟進給商戶的信件、會員証樣本及榮譽會員証安排，由 Ivy 作為聯絡人，並繼續

 跟進正式商戶協議書的簽訂事宜。 
 
 作出修改後，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3. 財政報告 
 由上次開會直至今次開會為止，沒有任何收入及支出。 
 現時銀行戶口結存 $92,996.23 
 
 胡敏華副校長報告已向警務處發信通知新一屆家教會執委名單，已正等候回覆確認。待確

 認後便可到銀行進行轉名手續。 
 
4.  商討春茗安排 
    感謝張文娟(Sophie)和李煥敏(Sharon)搜集盆菜到會服務的供應商資料，包括食物材料、報

價及承包的其他項目，最後獲三間供應商(萬里緣有限公司、四季盆菜及輝記盆菜)報價。

經投票後(萬里緣有限公司 - 0 票、四季盆菜 - 11 票及輝記盆菜 - 0 票)，最終通過轉用四

季盆菜為今年春茗聚餐的盆菜供應商，並鐵定於 3 月 5 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在本校禮堂

舉行。 
  



 其他詳情如下： 
    a.  每席十二人； 
    b.  每位收費 80 元； 
  c. 春茗聚餐名稱 : 待定 (稍後會有胡副校擬定名稱) 
  d. 物資安排 : 
 

 所需物資 負責人 

1.  1.  參加者名單 
2. 參加者入場券  
3. 汽球 (待定-約 300 個) 及 汽球內紙條 
4. 枱號紙 
5. 場地枱號分佈圖 
6. 貼禮物 label 紙 
7. A 4 紙箱三個、三張標明「問卷回收箱」紙樣（放在兩邊側

門及一邊正門入口以收回問卷之用） 
8. 飲品 (類別多元化及每席提供三樽蒸餾水) 
9. 水杯 12 隻（嘉賓席用） 
10. 電子磅一個 
11. 黑色大垃圾袋 25 個 

校務處同工 Jenny 

2. 1. 兩種不同款式的利是封 
2. 不同面額的紙幣︰ 
3. $ 50 x 12（抽獎用） 
4. $ 20 x 32（猜燈謎及枱獎用） 
5. 抽獎箱 
6. 2 套文具 （佈置場地用） 
7. 估金元寶規則及單位字條  
8. 金元寶競猜紙條數集箱 
9. 筆（估金元寶重量及猜燈謎用） 
10. 筆數枝及短間尺兩把（reception 用） 
11. 魚絲（吊花燈用） 
12. 盆菜宴問卷 及 筆（填問卷用） 

曾銀鳳老師 
 

3 台前春聯安排 楊德威老師 

4 燈謎 10 張 及 答案紙 胡副校 

5 
 

1. 金元寶一個 
2. 元寶內的錢幣（$300） 

 

 胡副校 
 曾銀鳳老師 
 

6 1. 家用禮物 ($ 1000 約 12 - 14 份) 
2. 海味 ($ 1500 約 6 至 8 份) 
3. 布置擺放禮物的桌子(2 塊紅枱布)及安排禮物送出的次序 

 柏同 + Yanmi + 
Sharon 

7 校監及梁啟雄校董贊助的禮物(不少於 20 份) 
 

 柏同 + Yanmi + 
Sharon  

 



8 1. 音響設備、攝影 
2. 新年用的音樂 

鄧校長安排 

9 1. 接待處布置 
2. 接待工作 

Rhys 
Tai + Rhys + Grace + 
May 

10 1. 接待處的布置裝飾物（綠枱布、利是封及手工孔雀） 
（請預早一日交予曾銀鳳老師） 

2. 預早請家長義工製作花燈 10 個 
3. 請預早安排一兩天前將紙條塞好在汽球內 

Anna 

11 糖果盒、糖、保鮮袋(袋柑用)及後備食物膠盒(約 60 個) Ivy 

12 柑* (請安排一天前送貨) 
 

Rhys + Anna 

13 汽球及預備每枱 12 個汽球 Tai + 老師 

14 盆菜跟進工作、set 枱、放枱獎、問卷及筆 Sophie + Ivy + Grace 
+      
Sharon + May 

 
  *經投票後(讚成 :10 票，反對:0 票)通過繼續在盆菜宴中提供生果。 
 
  其他安排如下: - 

 事項 負責委員 
1 司儀 Jennifer 及 Yanmi 

2 致辭 Rhys 
3. 表演項目 

 唱歌表演 (Tommy + Rhys) 
 魔術表演(魔術學會) 
 唱歌表演 (舊生溫詠雯及其拍檔一名) 

---- 

4. 送贈馬校監、校董禮物 
(製作布書衣共 4 份，校長會稍後通知書衣

內的書本及出席校監、校董的男女人數，

以便製作合適的書衣。) 

Anna 及眾義工 

5. 學生通告 
將會在 23/1(星期一)派發予學生。 

黎雪儀老師 

6. 委員當日報到時間 : 早上 10:00 May 
 

 
5.  其他事項 

 曾銀鳳老師報告將會使用特別津貼於 24/1/2017(星期三)舉辦「為同學打打氣」活動的

詳情。委員同意若活動完結後仍有餘款會購買文具送給同學。 
 



6.  下次會議日期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GO3 室 
 

7. 結束會議 
  會議於晚上九時四十分結束。 

 
 
 
主席：__________________ 

       李秀儀 
 



附件一：商戶優惠名單 

商戶名稱 地址 優惠 電話 

資科電腦限公

司 

天水圍天耀商場地

下 L035 號鋪 

天水圍天盛商場一

樓 103 號鋪 

天水圍天澤商場二

樓 210 號 

正價貨品九五折 

3152 3915 

2254 3257 

3169 3141 

千年史文具精

品店 

天水圍天耀商場 

天水圍天瑞商場 

購物滿$50，可獲九折優惠

(特價品除外) 

2445 0030 

2448 1802 

新雅書局 
新界元朗壽富街 71

號元發樓 1 座 
購物滿$100，可獲九折優

惠 
2442 0915 

光明書局 
元朗壽富街 5 號地

下 

購買交具滿$50，可獲九折

優惠 

(特價品除外) 

2478 7369 

金蘋果餅店 
元朗元朗安寧路 84

號地下 
購買生日蛋糕有八折優惠 24776087 

大四喜公司(蔬
菜店) 

天水圍天富街市 36
號 

九折優惠 6737 1340 

銀龍粉麵茶餐

廳 

天水圍天慈村天慈

商場地下 9 號舖 

天水圍天恩村天恩

商場 106 號舖 

堂食惠顧滿$30，可獲九五

折優惠 
2405 6628 

香港太和堂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

456號安昌大廈閣樓
八折優惠 9086 6326 

雅琳洗衣乾衣

公司 
元朗鳳琴街好順景

大廈 45 號地下 
九折優惠 2476 9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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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會議 

 

日期：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七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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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討春茗詳細安排 

5. 其他事項 

6. 下次開會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