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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食部及午膳供應商工作匯報︰ 

就第三次會議時，委員對小食部給與意見後的一些跟進匯報。 
- 就魚蛋顏色較深，質感太軟或太乾，負責人已跟進並指示員工在烹調時要多加留意，

並在保溫櫃中加上保鮮紙。 
- 已加強員工的衛生意識，對於任何跌在地上的食物(包括包裝食物)都不能再發售。 
 
在 12 月時同學對小食部及午膳供應的問卷調查的結果，詳情可見附表一。供應商就以下

各點作出回應。 
 
小食部方面 
學生對於食物品種是否足夠的不滿意百分比為 23.2%，是各項中 高。供應商表示已就這

點作出了相關的回應，並已即時增加不同的食物種類，如增加手卷及飯糰的種類。現也正

跟某代理商洽商出售一些來自紐西蘭的健康甜品。供應商也考慮增加碗仔翅，也以較低價

錢重售高鈣低脂奶，其他熱飲包括朱古力奶、麥精及維他奶等。 
 
另一項學生表示不滿意的是服務速度(18.1%)，供應商表示現時員工已有一定的經驗，服

務速度已有所提升了。 
 
委員提出有學生希望能有更多的糖果可出售，供應商回應會向校方再次提出可售賣的糖果

種類，讓校方選擇後便可出售。 
 
另就食物溫度恰當中，委員提出有 27.4%的學生認為仍需改善，供應商回應主要是在 5 樓

出售的魚蛋及燒賣的保溫方面不足，已積極尋找保溫器皿盛載食物或轉變出售的方法，如

將魚蛋及燒賣先在大鍋中保溫，學生購買時才盛載在小碗中。 
 
供應商表示由於代理商未能提供腸粉，因此直至現在也未能出售腸粉，但已積極尋找其他

代理商跟進。 
 
 
午膳供應方面 



訂午飯的學生對於肉類與蔬菜比例 為不滿意有約 12.8% 
 
供應商表示參加了衛生署的減鈉計劃，所以飯盒的味道會較淡及少汁，另飯盒中的肉類及

蔬菜比例亦需跟衞生署的比例，會出現蔬菜較多的情況，這點希望家長明白。 
另為了配合學生的口味，咖哩汁及沙嗲汁也不會太濃。 
供應商表示每天回收的廚餘不多，惟蔬菜是佔比例 高的。 
學生訂飯的數量每月也平均。 
 
 

2.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沒有任何修改，一致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3. 財政報告 
 5/1/2018 銀行戶口實際結存 $70654.17 
 
 16/12/2018 家教會旅行收支 
    收入：$7,710 
           -家庭合作活動津貼 $5,000  
           -參加者收費 $2,710 

會員 82 人 X $20 =$1640 
非會員 19 人 X $50 = $950 
教職員 6 人 X $20 = $120 

    支出：$7,440.6 
          -保險     $490.00 
          -租用旅遊巴 2 輛  $6,000 

   -蛋糕 110 個  $440 
          -禮物           $510.6 

盈餘 : $269.4 
 
4. 檢討旅行安排 

有關旅行的問卷可參考附件二。 
整體來說，參加者對是此旅行安排大致滿意，但有參加者表示在早上參觀鶴咀的時間不足，

也有參加者表示午膳時間太短，自行前往參觀滅火輪的路徑也不清楚，未有足夠時間參觀。

另旅遊巴司機也對太古城的路況不熟悉，上落車地點未能清晰交代。 
 
委員建議來年可先行前往旅行地點了解，製作地圖指引給參加者；又或可以將參加者分成

小隊，由不同的小領隊帶領到參觀地點。 
 
主席表示在鶴咀近海邊參觀時有參加者滑倒及受傷，校方有替是次旅行購買保險，可跟進。 

 
5. 商討春茗安排 
    感謝 Grace 和柏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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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獲四間供應商(萬里緣有限公司、四季盆菜、興記及南苑盆菜)報價，詳情見下表。

經投票後(萬里緣有限公司 - 12 票贊成、0 票反對及 4 票棄權)，最終通過採用萬里緣有限

公司為今年春茗聚餐的盆菜供應商，並鐵定於 3 月 4 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在本校禮堂舉

行。 
 



四季 興記 南苑 輝記 萬里緣 
$1188 $1150 $1088 無期 $1160 

12 種食品 10 種食品 12 種食品  12 種食品 
12 人 10 人 12 人  12 人 

送水，轉飲品加$50  可選飲品 
由開爐計，限時

2.5 小時，無枱腳

套 

 無飲品 

 
 本年度盤菜宴將會與校友會合辦，校友會方面會捐出禮物作抽奬之用，並會派出宴會當天

的司儀及邀請校友表演。 
 

 所需物資 負責人 

1. 參加者名單 
2. 參加者入場券 (抽獎及填寫估金元寶重量) 
3. 汽球 (待定-約 400 個) 及 汽球內紙條 
4. 枱號紙(點名用) 
5. 場地枱號分佈圖 
6. 貼禮物 label 紙 
7. 張貼 QR code 讓參加者可填寫問卷 (譚翠玲老師製備 QR code) 
8. 飲品 (類別多元化及每席提供 12 枝蒸餾水) 
 *飲品去年為支裝 CC Lemon, Coke, 烏龍茶, 綠茶, 柑桔檸檬及菊花茶 
 PTA 已有 96 枝礦泉水在禮堂。 

9. 水杯 12 隻（嘉賓席用） 
10. 電子磅一個 
11. 黑色大垃圾袋 (數量依 後圍數而決定) 
12. 1 塊綠枱布(接待處)、2 塊紅枱布(擺放禮物的桌子)  
13. 電泵(泵氣球用) 

校務處同工

Jenny 
 
預備紙條

後通知委
員阿蓉 

1. 兩種不同款式的利是封及不同面額的紙幣︰ 
$ 50（抽獎用）$ 20（猜燈謎及枱獎用）數量視乎圍數後才決定 

2. 台前春聯安排(通知工友 TOMMY 掛) 
3. 燈謎 10 張 (曾銀鳳老師主持) 

曾銀鳳老師

1. 金元寶一個 
2. 元寶內的錢幣（$300） 
3. 估金元寶規則 

胡敏華副校

新年用的音樂、音響設備、攝影 鄧振強校長

安排 

1. 抽獎箱 
2. 金元寶競猜紙條收集箱 
3. 文具及短間尺兩把(佈置場地用/reception 用） 
4. 筆（估金元寶重量、填問卷及猜燈謎用） 
5. 紅繩（吊花燈用）(ANNA 已準備) 
6. 預早請家長義工製作花燈 10 個及手工孔雀(義工 GRACE) 
7. 預早安排一兩天前將紙條塞好在汽球內(家長義工) 
8. 糖果盒、糖、紅色背心袋(袋柑用)及後備食物膠盒(已有方型及圓型膠盒約 60 個) 

阿蓉 + 
曾銀鳳老師



1. 購買家用禮物 ($ 1000 約 12 - 14 份) 
2. 購買海味 ($ 1500 約 6 至 8 份) 

Grace 及 
柏同 

柑* (請安排一天前或當日上午送貨，由學校當值工友收貨)。 
(因去年在天慈惠康購買柑時未能清楚檢查柑有沒有發霉，故今年改到其他地方購買

如天盛街市) 

Anna 

學生通告將會在 23/1/2018 派發予學生。 黎雪儀老師 

預備盆菜宴問卷 (google 問卷) 譚翠玲老師 
預備禮物列表及頒獎嘉賓名單 Anna + 阿蓉

其他安排如下: - 
 事項 負責委員 
1 司儀 Yanmi 及 校友會 1 人 

2 表演項目 
 校友表演 2 項 
 學生表演 

 
校友會主席邀請校友 

3 送贈馬校監、校董禮物 
(皮革用品) 

Anna 及眾義工 

4 學生通告 
將會在 23/1(星期二)派發予學生。 

黎雪儀老師 

 
 

6.  下次會議日期 
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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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 

       張美珠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羅桂祥中學  
第十九屆家長教師會  

2017-2018 年度 
 第五次會議 

 

日期：二零一八年二月二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八時正 

地點：G03 室 

 

議程： 

1. 通過上次會議紀錄 

2. 財政報告 

3. 商討春茗詳細安排 

4. 其他事項 

5. 下次開會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