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reen House I.T 

     Company

Education 
center
P.O.S

部份
客戶
:

英皇娛樂演藝創意學院 NTK Learning Center 第一日語

法援署渠務署香港工程學院

奧林匹克數學Speak & Spell

達韻音樂網中心

政府指定IT承辦商:

Jolly Faith Learning Center

新港城新都城

香港運動專業學院

FREE

*首次登記可免費試用三個月  本公司保留最後決定權利



Go Green! 

日常工作 1 定期工作 2 會計工作 3 行政工作 4 高級行政工作 5

1.報讀課程
2.學生個人記錄
3.首次登記/修改
4.出席(全體/學費單/拍咭點名)
5.事項跟進
6.當天收入紀錄
7.課堂修改
8.工作匯報 / 電郵
9.導師課堂(全體按日/個人7天)
10.課室(全體按日)

1.開班/造堂
2.系統配對課堂
3.欠款提示/催交學費
4.定期評估進度
5.輪候名單
6.倉存(課本)
7.課堂狀況

定期工作

日常工作

多功能學校管理系統

多項功能
Green House IT 系統 圖片

輕觸式操控,簡易方便

日常工作

定期工作

收入紀錄學生繳費 學生課堂月曆表 課堂安排
(圖示)

欠款提示/
催交學費

定期評估
(學業成績，匯報家長)

開班/造堂 課堂狀況

Search in Google.com

GreenHouseit

工作匯報 / 電郵 事項跟進 課堂修改

輪候名單倉存(課本) 系統配對課堂



Goal Great Business! 

日常工作 1 定期工作 2 會計工作 3 行政工作 4 高級行政工作 5

17/2011

2011

1.報表集
2.應收帳分柝
3.導師分柝
4.學員分柝
5.科目分柝
6.收入分柝
7.折扣分柝

會計工作

圖片
輕觸式操控,簡易方便

會計工作

報表集 導師分柝

應收帳分柝 折扣分柝

收入分柝科目分柝



Your Own Style 
Excel Report

Admin

行政工作

1.折扣(按個人依比例)

2.事假審批

3.病假審批

4.範例 / 評估進度

5.評估主題性質

6.評估項目內容

7.評估項目性質

行政工作

1.收入/按月一覽

2.整體參數分析

3.使用權限設定

4.員工資料

5.員工假期

6.員工考勤

7.導師技能

8.級別/收費設定

9.工資管理(粮單)

高級行政工作

基本設定

自行設定相關模組
內容及格式

**現有超過30份不同微細報表
(學費單,收據,導師課堂安排....等等)
**數據可直接輸出E-MAIL交替使用。
**數據可直接輸出EXCEL交替使用。

高級行政工作

收入/按月一覽

整體參數分析

使用權限設定

行政工作

事假審批對沖課堂 折扣(按個人依比例)

Excel Report

課堂分析 學生報讀科目分析



硬件配置:

RF Card Reader Keyboard

Bar Code Sencer infrared rays touch screen資訊亭

本公司採用紅外線輕觸屏，其特點如下:

1 高度的穩定性，不會因環境的變化產生飄移
2 高度的適應性，不受電流、電壓和靜電干擾，
   適宜某些惡劣的環境條件（防爆，防塵）
3 高透光性(無中間雜質)
4 使用壽命長，高度耐久，不怕刮傷
5 使用特性好，觸摸無須力度，
   對輕觸屏無特殊要求

全港首部紅外線輕觸式收銀機

(即插式紅外輕觸屏)



系統化的優點 : 
1. 節省時間 ~ 整合資訊 
- 按照設定方式, 加入及維護紀錄/事項. 透過電腦高速運算, 應付日常工作.( 編班, 收生, 列

印學費通知單,薪金計算, 成績輸入及証書編制等等) 

 

2. 智能咭(RF Card)提升形象 ~ 公司電腦及系統化  
- 所有查察及出席紀錄皆可使用智能咭, 利用高科技產品(智能咭)協助工作的同時. 亦向客户

(學生或家長) 傳遞出正面訊息 - 貴公司是與時併進及不斷革新, 不會墨守成規或固步自閉.  

 

3. 減低出錯 ~ 簡易核查 
- 系統運算中每個環節都是相連及相向的, 不單提高營運效率亦有監察作用. 減低無心之失或

監守自盜的機會.  

亦可透過簡單工序, 核查已衍生紀錄(收費, 出席, 課堂或導師安排…). 

 

4. 提升競爭力 ~ 資源調配 
- 在日常工作中經常出現資源錯配. (導師沒有時間提升課程質素卻忙於整理文件, 負責人不能

集中精力於市塲拓展或策略工作, 卻忙於整理每天埋數及計算薪金).  

系統應用後, 縮短文件處理時間和衍生整合效應, 令公司中各人各司其職, 提升整體競爭力. 

 

5. 加強內外溝通 ~ 課堂紀綠 
對內 - 所有資料及資訊數據化後, 簡易紀錄課堂進度, 學生表現. 每事皆按數據為依歸.  

對外 - 提供相關資料及訊息, 再透過相關方法與外間聯系(報表, 試算表, 電話及電郵等等…) 

 

6. 營造擴展條件 ~ 數據分柝 
- 在弱肉強食的營商環境下,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但如可達至? 
直覺或沒有跟據的資訊, 往往是失敗及浪費金錢的主犯. 透過超强的資料分柝(報讀人數, 收

入比例, 流失率, 宣傳效益, 欠款, 導師衍生能力等..) 使用者可快速獲取最精確的數據, 强化

現有主科及引入高增長項目. 



Green House 系統優勢 : 
1. 百份百合適的系統 ~ Custom Made System 
- 客户基本上很困難尋找到一套, 完全配合現有營運模式又能產生以上功能的系統. (一般問題是

有多少%合用, 又要作出多少%的妥協) 

Green House 會基於現有系統模組作籃本, 經過相向理解, 加添及修改功能, 提供一套百份

百合適的系統, 以供客户使用.  

2. 系統完善 ~ 10 年專業經驗  
- Green House 經過 10 年研發教學營運系統, 其間不斷聆聽客户意見及作出修訂. 完全理解客

户需要及運作.  

3. 價格優惠 ~ 無須一次付款 
- 無須為系統初期開發付出大量金錢及時間, 可參考現有版本, 快速擁有一套個性化的系統. 

Green House 採用創新的客户主導形式經營, 採用月費方法(無須預繳, 無須簽約). 用一個

月, 付一個月費用. 大大減低客户首次投入資金及避免貨不對辦. 

4. 系統延續發展 ~ 免費升級/維護(一勞永逸) 
- 市場迅息萬變, 如系統未能作出相應的配合, 就會减低效率. 但一般軟件供應商, 未必可作出

快速的修訂及可能收取高昂的費用. 客户數年後又要重新面對, 系統升級或加入新系統的時間

與金錢問題. Green House 免費提供升級及修改, 系統可歷久常新, 客户就能一勞永逸. 

5. 服務承諾 ~ 與客户共進退 
- 優質售後服務及高效率上門維護, 都是 Green House 結每個客户的承諾.  

Green House 從事系統研發及相關配套供應已超過 10年, 其間不斷引入新元素及配套硬件, 

已成功為多間中小學, 香港政府, 大型教育中心, 藝術團體, 社區中心及非牟利組織提供系統

或服務. 其間都能得到正面的評價. 

月費形式亦是服務承諾的保證. 

支援持續進修基金(CEF)格式, 協調計算出席率及成績 

客户可提出現有或希望新增的個性化模組及功能. 



地址:九龍青山道501~503號國際工業大12樓B座1207室

電話:2180 6995

E-Mail:info

Website:www.greenhouseit.com.hk

greenhouseit.com.hk

公司簡介
Green House 的團隊

 程式開發隊伍
         超過十年經驗，擁有敏銳的市場觸覺，
專注研發及維護相關之程式及硬件，並且
會定期更新功能 及加入新元素。 Green House 
不單提供快捷及有效率的系統， 同時給客
户最新的資訊。

技術支援隊伍
         為顧客提供全面以及點對點服務，務求
滿足每個客戶要求。

 銷售隊伍
         在銷售策略上，我們會為客戶提供最合理
價錢，以及照顧每個客戶需要。

Green House期待向 貴公司提供一套
易操作、高效益的系統，共拓商機。

Search in Google.com

GreenHouseit

系統收費  (月費可低至980)
每日只需32元，先用後付，按月付款，無需簽約，
歡迎查訊，本公司會有專人跟進。

因應需要，作出首次修訂後，客戶仍可

無限次添加修改功能，或報表不另收費。

系統結構  (可延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