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TA 通告編號 01/003/2014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家長教師會 

 

 

有關本年度會務及活動事宜 

敬啟者： 

經幹事會第一次及第二次會議後，本會將於本年度舉辦及提供不同活動及服務，有關全

年活動及服務安排如下： 

(甲) 全年活動計劃:  

活動 日期 內容 備註 

(一) 耀道十周年對聯設計比賽 十二月份 設計祝賀耀道中

學十周年的恭賀

對聯 

費用全免 

(二) 午膳監察 

(三) 開放家長資源室 

一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五日 

四月二十九日 

五月二十七日 

時間:12:30-13:30 

1. 午膳試食及評

分 

2. 借閱圖書 

費用全免 

(四) 水仙花切割班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 切割賀年水仙花 按所需水仙花球

收費 

(五) 新春盤菜宴 三月六日晚上 盤菜、表演、抽獎 有待公佈 

(六) 參觀飛行總會 四月十八日或 

四月二十五日 

時間: 14:30 – 

16:00 

參觀香港飛行總

會，由飛機師介紹

有關飛機運作的

知識。 

費用全免 

活動詳情有待公

佈 

 

(乙) 會員卡及會員優惠 

根據會章，所有本校之家長均為本會之當然會員，每位會員均需履行義務，在學期之始

繳交會費港幣伍拾圓正。本會已確認收到 貴家長之會費，本會已於十月二十四日之會員大會

派發收據及本年度之會員卡乙張，煩請貴家長檢收保存為荷。 

 本會同時已為各會員向元朗區部份商戶申請會員優惠，煩請各會員參閱附錄之「提供優

惠商戶名單」。貴家長如欲在附錄名單商戶獲取消費優惠，請於惠顧時出示本會之會員卡。請 

貴家長妥為保存會員卡，如有遺失，需向本會以書面申請補發，並繳交補領費港幣貳拾圓正。 

 

(丙) 耀道十周年對聯創作比賽 

 為慶祝耀道中學十周年校慶，現誠邀 閣下參加「耀道十周年對聯創作比賽」。本比賽設

冠、亞、季軍各一名，有關比賽詳情如下: 

(一) 參賽資格:會員以家庭名義參加，即學生與家長組成一隊。 

(二) 對聯內容要求: 參賽者須創作一對對聯，每聯七字，一對對聯共十四字。內容必須

以恭賀耀道中學十周年為主題，對聯內亦必須包括「耀道」二字。 

(三) 截止日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四) 評審: 校長及本會幹事 

(五) 獎品: 冠軍五百元書券，亞軍四百元書券，季軍三百元書券。冠軍作品將印刷成巨

型直額送贈學校。 

(六) 繳交方法: 1. 在下列回條填上對聯內容。 

           2. 電郵至 PTA@cpcydss.edu.hk , 請附上參賽者資料。 

           3. 親身遞交: 把對聯及參賽者資料交本校校務處。 

 



 

 

(丁) 午膳監察及借閱圖書服務 

為監察本校午膳供應商之質素，現誠邀 閣下親臨本校擔任午膳監察員，屆時將由本會幹

事陪同，為當日午膳的味道、份量、溫度等各項目進行測試及評分，以便本會向午膳供應商

提供回饋，提升午膳之質素。 

另外，在進行午膳監察當日，本會將開放家長資源室，歡迎家長蒞臨，並憑本會會員卡

借閱圖書，圖書借閱期為四星期，會員可於家長資源室開放時段進行借還手續。 

有關午膳監察及家長資源室開放時段，詳情如下： 

日期 時間 負責幹事及老師 

2015年 1 月 28日(星期三) 12:30 分至 13:30 分 何智雄先生、何國豪老師 

2015年 3 月 25日(星期三) 12:30 分至 13:30 分 羅燕芬女士、余銓豐老師 

2015年 4 月 29日(星期三) 12:30 分至 13:30 分 馮嘉輝先生、陳惠文老師 

2015年 5月 27日(星期三) 12:30 分至 13:30 分 洪間清女士、梁彩燕女士、馬潔老師 

 

如  閣下有意參加(丙)及(丁)項活動，請填妥下列回條，並於十二月九日前交回班主任。

如有任何查詢，請與雷穎嫺老師聯絡 (24730777) 。 

 

此致 

貴家長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 

家長教師會主席 

 

 

____________________ 

何智雄先生  謹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四日



附錄一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家長教師會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家長教師會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家長教師會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家長教師會 

提供會員優惠商號名單提供會員優惠商號名單提供會員優惠商號名單提供會員優惠商號名單 

 

優惠期優惠期優惠期優惠期：：：：2015 年年年年 1 月月月月 1 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2015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31 日日日日 

1. 衣履鞋襪 

商號名稱 地址 優惠詳情 

民強皮鞋公司 

(電話: 2474 7380) 

 

元朗裕景坊 32B號祥發大廈地下 購買前出示會員證可獲以下優惠： 

全黑/白皮鞋、白運動鞋 

(正價 85折、公價貨品 9折) 

(特價貨品除外，本公司保留最終權利) 

 

2. 眼鏡 

商號名稱 地址 優惠詳情 

名視眼鏡中心 

(辦公室 

電話: 2469 8263) 

請參閱不同分店的地址 200元優惠券乙張， 

條款請參閱優惠券背頁 

 

3. 飲食及食材 

商號名稱 地址 優惠詳情 

金蘋果餅店 

(電話: 2477 6087) 

元朗安寧路 84號 購買前出示會員證可獲九折優惠 

樂焙 

(電話: 2443 3440) 

元朗東堤街 20號地下 購買前出示會員證可獲九五折優惠 

諾丁山 

烘培材料專門店 

(電話: 2671 8483) 

元朗建業街 78號地下 購買前出示會員證可獲以下優惠： 

購物滿 100元可獲九五折優惠 

(不包括電器產品) 

 



4. 體育用品 

商號名稱 地址 優惠詳情 

乒乓家園 

(電話: 2470 1998) 

元朗大馬路 69號 2樓 出示會員證可享以下優惠： 

正常貨品一律八八折 

 

5. 電腦及通訊 

商號名稱 地址 優惠詳情 

佳域多媒體有限公司 

(電話: 2545 6867) 

元朗康景街 3-19號利景樓地下 A2 出示會員證可享以下優惠： 

1. 電腦維修或上門維修(元朗、屯門、天水圍)可

獲九折。 

2. 購買電腦有九五折。 

飛天流動 1. 元朗康樂路 27-31 號嘉好大廈地

下 B2-3號舖 

(電話: 24789818) 

2. 天水圍天華路 30號頌富商場 1期

2樓 L203號舖 

(電話: 2392 1600) 

3. 天水圍嘉湖銀座 2期 G37B號舖 

(電話: 2448 8834) 

4. 天水圍嘉湖銀座 2 期 G22A 號舖 

(電話: 2403 9000) 

5. 屯門石排頭路卓爾廣場 123 號舖 

(電話: 2456 9456) 

 

出示會員證可享以下優惠： 

1. 正價手機配件可獲 9折優惠 

- 優惠不可與其他優惠同時使用 

- 優惠不適用於購買電話卡/記憶卡/電話充值

卡 

- 如有爭議，飛天流動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2. 憑學生證亦可享以上優惠 

 

 

 

 



 

 
回  條               PTA 通告編號 01/003/2014 

 

敬覆者： 

 

 頃接來函，本人已知悉有關「本年度會務及活動」事宜，本人： 

□  未克參與上述活動。 

 

樂意參與有關活動，意向表達如下:  

□  午膳監察或圖書借閱 (1 月 28 日) 

□  午膳監察或圖書借閱 (3 月 25 日) 

□  午膳監察或圖書借閱 (4 月 29 日) 

□  午膳監察或圖書借閱 (5 月 27 日) 

□  耀道十周年對聯創作比賽 

 

參賽對聯:  

 

 

 

      

 

 

 

      

 

 

此覆 

金巴崙長老會耀道中學家長教師會主席 

 

家長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家長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姓名：                 (    ) 

班別：                        

*請在適當方格內加上� 號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