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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arents, 

 

Arrangements for Ordering Lunchboxes in September, Year 2013-14 

 

Sailing Boat Catering Management Limited will provide lunchbox services to DS4 

to MS4 students in the year 2013-14.  The cost of lunchboxes is HK$18.5 each.  If you 

would like to order lunchboxes for your child through the school, please fill in the 

attached order form and return it with a cheque to the General Office on Campus 2 on 

or before 12 August 2013 (Monday).  The order form and cheque will be forwarded to 

the food caterer for processing.  The cheque should be made payable to “Sailing Boat 

Catering Management Limited” with the school’s name, student’s name, class and 

class number written at the back.  Please indicate student’s class name in the new 

academic year on the order form. 

 

As in previous years, MS2 to MS4 students may have lunch outside.  ALL 

arrangements regarding lunch will remain unchanged, except changing of food caterer.  

For enquiries, please call the General Office (Tel: 2337 2123; address: 1 Kan Hok 

Lane, Tseung Kwan O). 

 

Yours sincerely, 
 
 
 

Paul CHO 
Principal  

 

 

 





 

 

 

FLAT D, 10/F, BLK 2, Tai Ping Industrial Building, No.55 Ting Kong Road, Tai Po, N.T. H.K 

香港新界大埔汀角路 55 號太平工業中心第二座 10 樓 D 室 

Tel : (852) 2470-9033   Fax : (852) 2470-9035 

 

致 :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DS4-MS4)  各家長                      日期 : 2013 年 7 月 19 日 

2013-2014 年度午膳服務事宜 

 

本公司－｢帆船飲食管理有限公司｣ 深感榮幸能為貴子弟提供午膳服務，有關本公司午膳服務之詳情，請

家長細閱以下資料。 

 經驗方面 : 公司成立 30 年，一直致力提供優質、健康及環保的膳食服務，現時正服務百多間中小學， 

是本港最具範模的午膳供應商之一。 

 衞生方面 : 連續 9 年通過 HACCP 及 ISO22000 食品安全認證，每個生產環節都有嚴格監控確保衞生。 

 環保方面 :  首間獲 ISO14001 環境管理認證的供應商，對能源和污染都有管理。學生膳後的廚餘會 

交豬農作飼料。每份午餐都會用<循環再用及再造 >的環保物料飯盒盛載，更以高溫清 

洗消毒，全部通過衛生安全的檢測，既環保又衞生。另外為鼓勵學生減少使用即棄餐具， 

每位訂餐學生均可獲贈環保餐具及餐盤一套。 

 健康方面 :  

 我們的營養師會按照衞生署｢學生午膳營養指引｣編制餐單，以 3 低 1 高為原則。 

 每日提供四款供學生選擇，其中 N 餐更是*營養師推介*，含全穀麥或添加蔬菜的五穀。 

 每份午餐都註明所含的熱量(卡路里)，建議家長陪同學生選餐，鼓勵他們多選有利健康的食物。 

 我們會安排多項健康推廣活動，供學生及家長參加(如講座、工作坊、健康通訊、獎勵計劃等)。 

 服務方面 : 

 每月學生之訂購表會於月中派發，請家長填妥 ｢右邊電腦選餐紙｣ 後連同付款收據，於指定日期交回

學校，而訂購表左邊部份可由家長自行保留參考。< 學生須全月訂購，不設散訂 >  

 午餐售價為十八元五角$18.5，滿 5 個訂餐天，供應一次原個新鮮水果 或 甜品 一份予訂餐學生。 

 家長可使用以下多種的付款方法繳交午膳餐費。 

1. 銀行服務 : 以現金或自動櫃員機，將款項存入帆船之指定賬戶中國銀行戶口 012-600-1-019712-8。 

2. 便利店繳費 : 家長必須帶同印有條碼之餐單前往 OK 便利店、VANGO 便利店及華潤萬家超市以繳費，         

並必須交回收據證明。 

3. 繳費靈 : 致電 18033 或網上繳費靈的服務，本公司商戶編號為 9350。*溫馨提示* 如家長使用繳費

靈交費，請先致電 18013 登記本公司之帳單，貴子弟的學生帳戶編號已印在 <右邊電腦選餐紙>上方。 

4. 支票 : 抬頭 ｢帆船美膳有限公司｣，家長須在支票背面寫上學生姓名、班別及聯絡電話。 

 如欲取消午餐，家長須於當日早上九點半時前致電 24709015 按一字選擇語言後，再按一字錄低學校

名、班別、學生姓名、取消午餐日期及聯絡電話，以便本公司辦理退款，逾時恕未能辦理。 

 取消之午膳費用在隔月的餐費內直接扣減，而第一期退款會於 10 月中派發 11 月訂餐表時開始扣減 。 

 所有餐費的結餘，將在 7 月學期終結前以自動轉賬或支票退回家長。 

 如家長對午膳服務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寫在 < 右邊電腦選餐紙 > 家長留言版一欄內或於辦公

時間內致電 24709015 客戶服務熱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