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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婉雯老師（左）和何力生
校長在創辦「科學研究科」上
不遺餘力。

—「造星」校長何力生談STEM教育
    近年，不少香港學生在地區、國家以至國際科學競賽中屢獲殊榮。在全球最大規模的中學生科學大賽—
「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Intel ISEF）中，香港在11年間便成就了15名「星之子」和「星之女」，成績驕人。

    縱然不乏科研種子，香港鮮有青年晉身科學家行列。政府忽略科研，以致人才外流，一直為人所詬病。眼見全球各地為
搶佔科學發展先機，紛紛推動STEM（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教育，香港一所「造星」學校也決意在本學年開拓「科學研
究科」，銳意培養尖子，希望能夠為香港的科學發展帶來突破。　  本報記者  張秋霞

    陶婉雯於科學論
壇上分享三名「星之
子」的誕生經過。

年份 學校 學生
2004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陳易希
2007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陳嘉鍵
2008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劉德誠、劉德健
2012 中華基金中學 黃耀德、潘駿生、崔雍健
2012 英皇書院 衛晉穅、雷逸文、袁健康
2014 英皇書院 陳帝羲、方爾海
2014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 簡泳怡
2015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李鍵邦、黃深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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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8月，香港舉辦了「第30屆全國青少年科技創
新大賽」，是繼1998年後再次主辦這場盛事。大會
邀請的眾多講者之中，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的陶婉
雯老師是唯一的中學教師，其他全都是大學教授和
商界領袖。

由「摘星」走向科研
　　瑪利諾神父教會學校先後在2008年及2014年造
就了兩名「星之子」及一名「星之女」。校長何力
生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學校有此佳績絕非僥倖，
除了學生的努力外，還有賴優秀的教師團隊和校內
悠久的科研氣氛。

　　何校長更銳意把握現有的優勢，將科學研究由
課餘活動提升至學科層次，一方面將學生過往的成
功經驗有系統性地傳承下去，另一方面，藉此栽培
有潛質的學生，啟發他們由「摘星」開始，踏上科
研之路。

STEM熱潮席捲歐美
　　在外國，於中學培育科研尖子並非新鮮事。一
些著重創新科技的先進國家，幾年前已掀起STEM教
育熱潮，部分更設立獎學金和學術選拔，甚至提供

一條龍式的升學及就業支援。

　　反觀香港，政府對大學科研的支援尚且不足，
更遑論中學！何力生慨嘆道：「即使香港學生接受
世界級數理教育，掌握勝人一籌的科學知識，於比
賽場上發光發亮，畢竟他們仍是幼苗，若欠缺適當
的土壤和氣候，也不能茁壯成長、綠葉成蔭」。

大學應開方便之門
　　政府在本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提出強化
STEM的其中三個科目：科學、科技和數學。何校
長坦言這是遲來的喜訊，並建議政府進一步發揮牽
頭作用，撥款資助辦學團體，鼓勵社會各界積極參
與，在營造科研學習氛圍、栽培科研尖子上凝聚
力量。

　　他以升讀大學為例，指現行的考試制度「一刀
切」淘汰於某個必修科（中、英、數和通識）不達標
的學生，當中不乏理科能力甚強者。相反，外國尖
子會獲大學破格取錄，學生於國際性賽事獲獎亦會
額外加分，提高入讀大學的機率。本港大學又能否
突破框框，為某一科目極為出色的學生打開升讀大
學之門呢？�

燃點「科學引」
　　雖然香港學校向來有進行跨學科學習，但大多
各自為政，因而未能發揮協同效應。何校長建議政
府組識一群種子學校，到成功推行STEM教育的地區
如新加坡、上海等實地考察，再經跨校網絡分享學
習成果；同時，政府應培養更多STEM教育的導師，
以應付日後課程發展的需要。

� � 他相信科研人才需要刻意栽培，例如透過STEM
教育、開辦科學研究科等，才能點燃學生的「科學
引」，長遠解決人才匱乏的現象。「儘管日後他們
成不了科學家，也是一群具科學素養、敢於追求創
新，以及支持科研發展的新時代青年」何校長期
盼道。

� � 作為一門史無前例的學科導師，陶
婉雯由課程設計到揀選學生，可謂費盡
心思。她說，初中生無須應付公開考試，
有較多時間專注於研究，所以學校將「科
學研究科」納入初中選修科之列。她會親
自設計筆試和面試內容，課程着重啟發學
生的好奇心、想像力和探究精神，不設考
試，只須撰寫研究報告。

� �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學與工程大獎賽」始辦於1950
年，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中學生科學競賽，每年吸引超過700
萬名青少年參加，為世界各地培育不少科學人才，可以說
是「青年科學家的搖籃」。賽事共設有17個學科，大約有
1200名科學家、工程學家和企業的專家被聘為評委。每個
參賽項目至少要接受四次評審。每個學科的獎項分為一、
二、三、四等級，如果參賽者奪得頭兩個等級，除豐富獎
金外，還會獲國際天文聯盟頒發「小行星命名」獎以作嘉
許。香港至今便有15名學生取得此等殊榮。詳見下表：

Intel ISEF背景

陶婉雯：「科學研究科」重探究  不考試
　　陶婉雯在大學主修計算數學與運籌學，
卻因帶隊參加科學比賽而累積了不少經驗。
2003年香港爆發非典型肺炎，她要求電腦科
學生在家中編寫電腦程式，建立校內聯網，
設計最終於科學比賽獲勝。自此，她便率領
校內的「創新及科技組」南征北討，兩度見
證學生摘「星」之餘，自己亦榮登「全國十
佳優秀科技教師」之列。 （資料來源：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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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緬懷戴繼志老師 副主席 蔡若蓮

教聯倡中小學校長薪酬看齊
    〔本報訊〕根據10月初幾個教育團
體聯合公布的調查顯示，超過8成半小
學校長認為待遇不合理，接近5成人擬
因工作壓力和健康考慮，計劃提早退
休，同時超過5成半受訪副校長表示無
意升任校長，顯示小學管理層恐現斷
層情況。

　　教聯會認為上述問題值得關注，
並同意小學的教學工作已日趨繁重，
校長的薪酬結構卻多年未變，小學校
長的薪酬，還低於中學副校長的水
平，此待遇並不合理。

　　教聯會指出，小學校長需要履行
的職責和所負的責任，跟中學校長不
遑多讓。除了日常校務和行政工作
外，校長還須協調員工之間的關係，
部分家長甚至因家庭或管教問題而向
學校發洩，亦有員工因壓力太大而情
緒失控，這些都需要校長額外花費心
神去調解。

    教聯會建議當局應提高小學校長
的薪酬至與中學校長看齊，並促請當
局增強支援校長的專業培訓，特別是
處理調解糾紛的技巧，以提升正面情
緒，應付壓力。

戴繼志老師是我們尊敬的同道，也是可親的同
事。他不單是一位熱心教育的園丁，更是一位屢獲
殊榮的藝術家。退休前，是福建中學(小西灣)的副校
長、視藝科主任。終其一生，默默耕耘，獻身教育
事業。
 

在一次訪校的偶遇，我認識了戴老師。當時，
我還在教育局工作，訪校時與校長見面，他把戴老
師描繪學校的作品印成的名信片送給我。那一張張
繪畫學校不同角落、不同時間、不同角度的景緻的
水彩小品，不單讓人看到「小福」(編者註：即福建
中學(小西灣))的美，更讓我這個陌生人強烈感到畫
者對學校的愛。自此，對戴老師留下深刻印象。
 

多年後，我加入「小福」成為其中一位新成
員。當時，戴老師已經退休多年，但他還是不時帶
著水果來探訪大家，對我的工作是無條件的支持與
信任，教畫雖然忙碌，但他還是抽空出席校友會、
職工會的活動，為同事加油。這位令人可親可敬的
長者，讓我能在短短的日子融入「小福」的大家
庭。

我知道戴繼志老師是學校的創校功臣，師生們
對他都懷著十分的感恩與崇敬。偶爾聽戴老師談創
校的日子，資源匱乏，艱苦奮鬥的過程歷歷在目。
他自己，更是身體力行，以非凡的努力，在專業追
求上孜孜不倦。
 

退休以後，戴老師仍然十年如一日的愛護我
們、關心學校的發展、支持同事的工作，給大家力
量與勇氣，為我們勞心勞力。去年，澳洲的姊妹學
校特別邀請戴老師為他們的師生主持工作坊，雖然
他正忙於準備畫展，但是他依然毫不猶疑就答應，
還認真地為他們準備了大量的材料。即使在與病
魔鬥爭的日子，仍牽掛著我們，親筆寫短箋、名信
片，向我們展示積極面對逆境、坦然無懼的精神，
激勵我們要積極。
 

戴老師一生致力美育。作為美術老師，他熱
愛教學工作，自十八歲起，教書育人逾半個世紀。
他不僅善於在自然中發現美，也善於發現學生的優
點，鼓勵學生發揮自身的長處和特色。在他的鼓勵
下，不少同學愛上了美術創作，也有不少同學在他

引領下找到自己人生的發展方向，終身成為師友。

戴老師退休之後，仍然誨人不倦。他創立畫
會，專注教水彩畫，以一己對美的追求及對教育的
熱誠感染他人。畫會定期組織畫展、學員聚會，推
廣藝術教育、分享畫畫之樂。無論走到哪裡寫生，
戴老師身邊總圍著一群熱愛藝術的弟子，老師總是
耐心地分享、指導他們創作。
 

戴老師也是個心懷大愛的人，除了帶領同學
勇奪佳績，身體力行，以精湛畫藝與用心的教學，
他的教學與畫作都分別多次獲獎。當他知道學校圖
書館翻新工程，他二話不說把自己的作品，送到學
校，給我們豐富圖書館的藝術內涵。最近，他的水
彩畫——黃山美景，更以拾萬港元拍賣，老師悉數
捐給了貧困農村學校。他就是這樣，把自己的一切
都奉獻給有需要的地方。
 

對人真摯、為人善良，熱愛美、追求美，一生
獻身育人，是戴老師的寫照。我們將永遠緬懷這位
可敬可愛的人。

教聯要求港鐵顧及學生學習需要
    〔本報訊〕接連有學生在9月因攜
帶大型樂器而被拒乘搭港鐵，引起社
會關注，質疑港鐵選擇性向學生執
法。教聯會對港鐵的做法深表不滿，
認為此舉對學習音樂的學生構成嚴重
不便，變相影響學生學習，妨礙其體
藝發展。
 
　　教聯會認為，港鐵作為公共事業

機構，應履行社會責任，照顧有學習
需要的學生。為此，本會促請港鐵修
訂條例，將大型樂器列入豁免範圍，
或增設「特定行李車廂」；長遠應設
立機制，透過學校事先提出申請，讓
攜帶大型樂器的學生可乘搭港鐵。政
府作為港鐵最大股東，有責任敦促港
鐵落實上述措施，以免窒礙本地藝術
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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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La/trabjarg, Westfjords, Iceland
簡介： Puffin in  La/trabjarg, the westernmost point in Iceland. 

The puffin sits quietly and peacefully on the 440m cliff, 
overlooking the giant sea, the pathway to Greenland, the 
kingdom of glaciers and ice.

攝影師：Whitewood
拍攝地點：Austria
簡介： Nordkette, a ski paradise in Innsbruck, Austria. This snow-capped 

landscape is a gift for professional ski-lovers who "disappear" in a second 
from the tip of the mountain. Meanwhile, it offers a perfect viewing deck 
where people can get a breathtaking panoramic view of the alpine city 
Innsbruck layered with fairy-tale-like blue & white haze.

攝影師：Lai Yun Yan

專業分享

 讓自閉症學生真的活躍起來
  陳靖逸老師（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這個學生，他有時好似很活
躍，但有時又很懶惰，明明「活躍」和「懶惰」是相
反的意思，但卻同時存在於一個自閉症學生身上。在
別人眼中，他會無緣無故大叫、亂跑、彈跳、咬手，
但有時他又會躲在一角，不肯起來。印象中，他喜歡
用英語不停詢問你的名字。

為了拉近我和他之間的距離，打破彼此之間的隔
膜，第一堂我用英語問他。"Steve, what sports do you 
like?"他好像沒有聽到我的提問，沒有任何回應，正
當我準備吹響哨子上課時，他開口說話了。他這樣回
答我"Sitting."雖然哨子已經響起，但我覺得當刻所有
事情都彷彿停頓着，心中有點兒自責，我深呼吸一口
氣。"Steve, you like running. I like running too. Run. 
Run. Run." 

我一邊拖着他的手，一邊重複剛才的說話，雖然
我們只是跑了幾個圈，我聽到他急促的呼吸聲，步伐
漸漸緩慢，沉重的身軀使我感到疲累。第一堂完了，
Steve果然是坐多過動，我不期然反問自己，Steve究
竟是體適能差還是缺乏動機呢？他的體適能狀況是怎
樣的呢？

研究顯示，智障人士因認知及發展遲緩而影響他
們運動技能的表現，甚至會影響他們的生活習慣。而
他們的體適能，包括：心肺耐力、肌力及肌耐力亦遠
遜於一般人。就我們的觀察及體適能測試所得，我們

的學生在體適能方面確實有不足的地方。有時看到學
生在體育堂、小息及課餘時表現被動，有部分學生寧
願坐在一旁，對遊戲活動完全不感興趣。當時，在心
底裏反問自己一句：「是不是智障人士就是這樣？他
們是不是不會做運動呢？」這林林總總的問題驅使我
們啟動了體適能的研究，務求更全面地了解他們的體
適能狀況。

經 過 多 番 的 嘗 試 、 搜 證 及 研 究 ， 並 得 到
《Brockport Fitness Test Manual》的作者Joseph, 
P.W.專業的意見，本校透過具系統及科學化的測試
(當中收集了共2,280個數據)，並以SPSS進行分析，制
定一套較適合中度智障學童的能力及有信度的體適能
測試，同時亦提供一套體適能測試的指引，讓同工更
能了解測試的程序。

收集了體適能測試的數據後，讓我們從多角度了
解學生的體適能狀況，隨之是安排多元化的體適能活
動予學生，從而改善他們的體適能。

翻查體適能數據，讓我能客觀地及全面地了解
Steve的體適能狀況，亦讓我明白到首要的是提升
他對運動的動機。有一次上課，我進行循環訓練，
Steve如常地勉強跟著大伙兒活動，但念念有詞，不
太投入。"Coconut. Coconut. Coconut." Steve反覆唸
着。當時大家都拿着豆袋，準備做拋接的練習，我靈
機一觸。"Steve, imagine the bean bag is the coconut. 

Throw it upward and then catch it. Don't let it fall on 
the ground, ok?" Steve突然變得很雀躍，跟着同學拋
接豆袋，享受運動的樂趣。

 
教導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有時難免會遇到各種

的問題及挑戰，亦令我們感到氣餒，甚至會碰到焦頭
爛額。記得若干年前的研究，本校為自閉症學生進行
一系列被動式下肢關節伸展訓練，目的是分析不同時
數的伸展運動如何改善他們的下肢活動的成效。過程
中，學生由早期表現異常抗拒，每次同工幫學生伸展
後都筋疲力竭，我們有一刻感到沮喪，但後來學生慢
慢適應過來，而柔軟度亦有顯著的改善，這次的經驗
讓我們明白到自閉症學生的學習模式，是必須由小步
子開始，一點一滴將學習的成果儲存起來。

不知道第幾堂，我又如常地問Steve:"Steve, What 
sports do you like?" "I like running sports." 他說，那一
刻我被感動了。作為特殊學校的體育老師，只要我們
堅持信念，相信我們的學生是可以的，他們的潛能定
能綻放出來。

我已經不需要像以前一樣拖着他的手跑，只是間
中拍手鼓勵，拍拍他的肩，喚他與我Give me five。
我望着他的身影，迎着海邊的風，我明白持續通過客
觀的分析及有系統的研究，我們定可改變學生；同時
亦深信運動可以提升他們的體適能，運動可以改變他
們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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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登陸Facebook
個人臉書

鄧
飛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會－教師體育節

優秀教師選舉

教聯會－
華夏園丁大聯歡

西部開發人才支援計劃－
英語教師義工隊

香港旅遊與款待
教師協作網絡

教聯健步網絡

蔡
若
蓮

黃
均
瑜

王
惠
成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師疑難共解

http://www.facebook.
com/wongkwanyu

https://www.facebook.
com/feitanghk

http://www.facebook.
com/cylchoi

http://www.facebook.
com/vincent.hkfew

專頁

    HONG KONG FEEL（http://hk-feel.net）網上電台成立於2014年3
月，以教育議題為主，面向教師、學生和家長三大群體，深入教育、社會
和消閒等方面，務求做到有Sense、有眼界、有觀點。今期推介項目有：

想入飛飛 

    《想入飛飛》載譽歸來，由錄音
轉為影片，繼續有Nigel做主持。Nigel
曾為港龍機師，後來創辦飛行學校
「Aero  Institute」，現有約50名學生
經由見習機師培訓計劃(Cadet    Pilot  
Programme)成為民航機師，成績斐
然。

　　本輯將由Nigel擔任顧問，輔導以
「飛機師」為夢想的年輕人，仔細分
析投考飛機師的應試通病與秘訣。今
集首位同學Yorston，17歲，來年將會
投考公開試，矢志成為飛機師。同有
飛翔夢的你，萬勿錯過！

連結：https://youtu.be/
pXhvGuIWogc 

感恩天地 

    本集拜訪靈糧堂幼稚園陳曾建樂
總校長（Sophia   Chan），聽她分享
辦學經驗。曾校長從事幼兒教育工作
42年，以「享受快樂的童年，是孩子
的權利；活在音樂的童年，是孩子的

福氣」為辦學使命，現在就一起探索
靈糧堂如何為孩子創造快樂童年吧！ 

連結：https://youtu.be/
ob9zaPJqBLY

                 
尊重生命，尊重個性，尊重心理。尊重，應體現在教育的每個細節，每

個環節，並貫串教育的整個過程。我們做老師的要經常撫心自問，把檢點與反
思作為職業的習慣：教育教學中，我們是否把每個學生真正作為一個獨立的、
個性的、成長的、發展的、有着不可預測潛力的形象？而最關鍵的是，他是否
是作為人的形象出現在你老師的眼前？還是隨意地、簡單地，甚至粗暴地隨着
你老師思想認知的深淺、情感的親疏、情緒的起伏，來決定今天這節課上學生
的喜怒哀樂，來左右一個學期甚至整個中學階段這個學生的興趣愛好、思想情
感的發展？

在傳統的教育中，似乎只有學生對老師單邊的尊重，所謂「師道尊
嚴」，而非師生間真正意義上的平等和尊重。教育者，你是否知道與理解被教
育者真正需要的是甚麽、他在思考些甚麽、他的人生設計又是怎樣、他的個性
特點是甚麽？面對這些，我們做教師的，是居高臨下地俯視，是倚老賣老地藐
視，是目中無人地無視，還是讓學生如沐春風，做學生迷惘彷徨時的「雪中送
炭」者，成長發展時的「錦上添花」者？

教育既是科學，又是藝術。科學的力量在於他的共性，藝術的魅力在於
他的個性。教育，是在運用教育哲學、教育學、心理學等科學原理或規律性的
前提和背景下，對人進行教育、指導、引導、薰陶、感染等作用，激發其個性
的成長、發展、完善和優化。教育，就是在充分尊重共性的同時，充分尊重學
生的個性，使學生真正成為一個符合時代發展，社會需要，人格獨立的「藝術
品」，是「這一個」。

因為尊重，所以責任。尊重人的教育理念，符合時代發展的需求和探究
人身心全面而可持續發展的教育方法，這大概就是現代教育思想的核心。這也
是成為一個有教育思想教師出發的原點。

 做一個有教育思想的教師（下）
  浙江省海寧市教育局教研室 劉培良

教有所 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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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走香港抗日遺跡」導賞團
走訪烏蛟騰烈士紀念碑、魔鬼山炮台、黃泥涌峽聖約翰紀念碑、斬竹

灣烈士碑園、蓮麻坑礦山等香港抗日遺跡。精選五條路線，以供不同年級的
中、小學生參加。

日期：9月至11月
費用：1. 導賞員每位$800。
       2. 旅遊車（50座）每部$1600。
       3. 團體旅遊平安保險每位$10。

詳細路線安排可瀏覽本會網頁。如有查詢，請致電2963 5181與蔡煥林
先生聯絡。

旅遊與款待科應試技巧講座
為凝聚本港高中旅遊與款待科教師，以發揮協作精神，提升教學質

素和促進專業發展，「香港旅遊與款待教師協作網絡」（THE）召集人葉
勁柏老師，聯同遵理學校旅款科名師Mr. Colon Tang，向旅遊與款待科
教師及學生講解應試技巧，以協助學生為公開考試做好部署。講座詳情
如下：

日期：2015年11月6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5時至7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

詳情請參閱本會網頁。如有查詢，請致電2963 5151與留滿馨小姐
聯絡。

家長溝通及處理投訴技巧講座
講座內容分為四個範疇，包括家長與教師的核心衝突、危機急救策

略、預防勝於治療和化敵為友策略。詳情如下：
講者：張笑容
日期：2015年12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1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
費用：會員$600/位；非會員$650/位

妙用MBTI進行生涯規劃講座
講座內容包括MBTI（十六種性格透視）的理論基礎、性別密碼、

十六種性格特質、體驗性格類型自我測評、運用性格類型進行生涯規
劃，以及不同性格類型的成長方向。詳情如下：

講者：張笑容
日期：2015年12月5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至6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
費用：會員$600/位；非會員$650/位

張笑容為資深傳媒人，現職親子教育顧問及僱員培訓顧問，並擁有
註冊社工、國家調解員、香港調解聯盟認可調解員等專業資格。著作有
《直播室裏的媽媽》、《笑容從家開始》。

有興趣的教師，可瀏覽本會網頁報名參加。如有查詢，請致電
2963 5151與留滿馨小姐聯絡。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簡介會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為兩地中、小學提供一個專業交流平

台，以增強溝通與了解、提升學校管理、促進教師專業發展，以及提升
教育素質。計劃自2005年推行以來，粵港已有約300對中、小學締結為
姊妹學校。

為了讓更多學校了解計劃內容及成效，教聯會特意舉辦「粵港姊妹
學校締結計劃」簡介會，由兩所參與計劃的學校，分享交流成果，歡迎
有興趣的學校派員出席。簡介會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5時
地點： 九龍九龍塘沙福道19號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西座

WP01室

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如有查詢，請致電2963 5183與邱麒蔚先生
或2963 5155與劉曉雯小姐聯絡。

「抗日電影欣賞」到校放映服務
提供多套抗日電影如《國歌》、《南京大屠殺》、《葉問》等供學校

選擇，讓學生更立體感受抗日時期英勇軍民的付出，藉此喚起每一個人
對和平的嚮往和追求。

日期：9月至11月
費用：$4000至$4500

有意參加的學校可到本會網頁下載報名表格。如有查詢，請致電
2963 5181與蔡煥林先生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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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組季軍：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做法

菜式介紹
    整道菜的發展是由左至右
的，左方的番茄及麵包糠是前
菜，外形設計像個搖籃，寓意母
親十月懷胎的辛勞；而中間三個
則是主菜，竹葉代表父母，三個
酥皮包代表子女，寓意子女在父
母的庇蔭下能健康地成長，能長
成茁壯的花朵。

民間偏方

空腹十忌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消閒好去處
博斯捷、楊雪霏音樂會

英國男高音博斯捷與北京結他
手楊雪霏攜手舉行音樂會，今次是二
人首次在亞洲巡迴演出。曲目包括道
蘭、布列頓、舒伯特、阿爾真托、高
斯、德布西和法雅的作品，還有中國
民謠。

音樂會將於10月25日晚上8時在
大會堂音樂廳舉行，下午6時45分設
免費音樂會前講座，題為「跨越世紀
的撥弦聲：由道蘭至布列頓的藝術歌
曲」，由胡銘堯以粵語主講。

材料
酥皮5張、油30毫升、水少許、蔥1條

清酒番茄：
番茄1/3個、清酒100毫升、方包粒2
湯匙、水100毫升、砂糖15克

酥皮餡一（芋蓉餡料）：
芋頭30克、砂糖10克、忌廉15毫升

酥皮餡二（炒蔬菜粒）：
紅蘿蔔粒半湯匙、沙葛粒半湯匙、
蘑菇2粒、蘆筍粒半湯匙、玉米半湯
匙、砂糖少許、素蠔油少許、生粉少
許、水3湯匙

酥皮餡三（豆腐紫菜蛋）︰
蛋液20毫升、硬豆腐1片、紫菜絲少
許、鹽少許

電話：（852）2963 5112/（852）2963 5114
傳真：（852）2770 5442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1. 空腹吃糖 
空腹大量吃糖會使血液中的血糖突然增

高，破壞身體的酸鹼平衡與體內各種有益微
生物的平衡，不利於人體健康。
2. 空腹吃柿子 

空腹時，胃中含有大量胃酸，它易與柿
子中所含的柿膠酚、可溶性收斂劑、膠質和
果膠發生化學反應，生成胃柿石症，引起胸
口痛、噁心、嘔吐、胃擴張、胃潰瘍，甚至
胃穿孔、胃出血等疾患。 
3. 空腹吃冷凍品 

運動後或空腹時大量飲用各種冷凍飲
料，會強烈刺激胃腸道，刺激心臟，使這些
器官發生突發性攣縮，久而久之可致內分泌
失調、月經紊亂等病症。 
4. 空腹喝牛奶、豆漿 

牛奶和豆漿裡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只有
在攝入一定份量的澱粉質食品後，才不會作
為熱量被消耗掉，起到滋補身體之作用。
5. 空腹吃番茄 

番茄含有大量的果膠、柿膠酚和可溶性
收斂劑等成分，容易與胃酸發生反應，凝結

成不可溶解的塊狀物，這些硬塊可能將胃的
出口幽門堵塞，使胃內的壓力升高，造成急
性胃擴張而感到胃脹疼痛。 
6. 空腹飲酒 

空腹飲酒容易刺激胃粘膜，引起胃炎和
胃潰瘍等多種病變。 
7. 空腹大量吃香蕉 

香蕉含有大量的鎂元素，如空腹大量
吃香蕉，會使血液中含鎂量驟然升高，造成
鎂、鈣比例失調，對心血管產生抑制作用。 
8. 空腹吃大蒜 

由於大蒜含有強烈辛辣的大蒜素，空腹
吃蒜，會對胃粘膜、腸壁造成刺激，引起胃
痙攣影響胃腸消化功能。 　　
9. 空腹吃橘子 

橘子含有大量糖分和有機酸，空腹時吃
橘子，會刺激胃粘膜，使脾胃滿悶、呃逆泛
酸。 　　
10. 空腹飲茶 

空腹飲茶會稀釋胃液，降低消化功能，
且引起茶醉，導致頭暈、心悸、四肢無力和
心神恍惚等徵狀。

    楊惠儀老師是資深家政科老師，也是「香港科技與生活學
會」（前「香港家政會」）的主席。楊老師會在「楊楊教室」中
與讀者分享「持家」經驗與點滴。以下是「楊楊教室」的第一道
菜，喜歡牛肉的人，一定要試！

清湯崩砂腩

楊
楊
教
室

材料
崩砂腩  3斤（不切） 
蒜頭  2大個（不用去皮）
果皮  1塊
薑  1大塊
花椒  2茶匙
八角  2粒
水  適量

配料
唐芹  1棵
冬菜  2至3湯匙
 
調味
鹽  2茶匙
糖  1.5茶匙
雞粉  2茶匙

方法
1.  將崩砂腩洗淨，不切，出水待用。
2.  將主要材料放入原鍋裏，水要浸過崩
砂腩5厘米，大火煮，再慢煮1小時。

3.  熄火，待冷卻後把湯隔渣，原鍋放入
雪櫃，這樣可使脂肪凝固。

4.  第二日，除去表層白色脂肪，取出崩
砂腩切件。

5. 將湯回鍋煮熱。
6.  洗淨唐芹切粒，冬菜洗淨。
7. 將崩砂腩回鍋煮熱。
8.  加入唐芹和冬菜，調味即成。

備註
1.  可與米粉或河粉同食，亦可製成湯
飯。

2.  可加入白蘿蔔與崩砂腩一起慢煮。

承傳 • 愛

1.   酥皮芋蓉餡料︰芋頭切粒蒸熟，
壓成泥，加入糖和忌廉混合。

2.   酥皮豆腐紫菜蛋餡料︰豆腐切
片，加鹽出水後，隔去水，與蛋
混合，加入鹽和紫菜，煎熟。

3.   酥皮炒蔬餡料︰將紅蘿蔔、蘆
荀、玉米、蘑菇和沙葛一起炒至
半熟，加入調味料炒熟。

4.   每張酥皮之間塗油，切成正方
形，分別包入以上三項餡料，
用蔥固定。放入已預熱150度烤
箱烤8分鐘。

5. 清酒番茄：
．將番茄底部的皮割開6份。
．清酒、水、糖混合，煮沸。
．將番茄放入煮約5分鐘。
．煮熟的番茄需浸8小時入味。
．方包去皮切粒，烤乾。
． 浸好的番茄切成6份，除去中間
的籽，放上方包粒。

電影修復座談會
為配合「電影修復之路」

展覽，電影資料館邀來經驗豐富
的電影修復工作者分享技巧和心
得。首場座談會已於9月舉行，
第二場將於10月24日舉行，題為
「電影修復今與昔：從光影到數
字」，由一級助理館長勞啟明和
政府檔案處檔案保存及修復主任
謝建輝主講。正在該館舉行的
「電影修復之路」展覽，講述電
影修復工作和技術發展，展期至
11月22日。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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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教育界於9月23日舉行國慶聯歡晚宴，
慶祝祖國成立66周年。當晚筵開71席，近千名同工聚首一
堂同賀國慶。中聯辦副主任仇鴻、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副特派員胡建中、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和香港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蒞臨主禮，並由籌委會執行主席蔡國光和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致詞，籌委會秘書長王惠成主持祝酒儀式。

▼ 

 主禮嘉賓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

教育界共賀國慶

▼  

 主禮嘉賓中聯辦副主
任仇鴻。

抽獎助慶。教聯合唱團。風采中學古箏演奏。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及籌委會與同工祝酒。
從香港出發  看「一帶一路」
攝影比賽頒獎禮。全場大合唱《歌唱祖國》。

嘉賓合照（左起：王惠成、吳克儉、
陳嘉琪、韋以建、馮劍騰）。

嘉賓合照（左起：梁兆棠、羅慶琮、
蔡國光、曹啟樂、麥耀光）。

嘉賓合照（左起：王惠成、莫錦強、
蔡若蓮、李魯、蔡國光、黃玉山、王
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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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產品詳情及訂購表格可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www.jetsoedu.com，查詢：29635190、29635191。
優惠產品請到教聯優惠物聯網購買，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01室。

飾物系列
    多款飾物精品包括手鏈、耳環和項
鏈等，優惠價低至$10起。每款一對，
欲購從速。

可刻名迷你八達通匙扣
    迷你八達通匙扣方便攜帶，更可自
訂字母數字組合，串成英文名或生日日
期。底色：黃/白/網底；字色：綠/粉紅
/透明；字型：寶馬字/圓字。
會員價$227/個

團購S-back支撐腰椎坐墊
    根 據人體力學設
計，坐墊按使用者姿勢
而變換調整，時刻保持
正確坐姿，支撐腰椎。
顏色：酒紅色。
$780  會員價$500

北京同仁堂紅罐安宮
牛黃丸（6粒裝）

會員價$3,700/盒

Mr. Luck家居用品

    優惠產品包括10卷裝3層
式卷紙、9吋萬用紙和抹手紙
等，免費送貨。

意大利高級咖啡機 
    保養期2年，免費
送貨。
$2,360  會員價$1,380
免費贈品：奶泡機一
部（價值$980）及咖
啡膠囊一盒（價值
$128）

精裝咖啡膠囊
    每盒16粒裝，
共 6 款 口 味 ， 醇
度、果味以至香氣
各有特色。
$128/盒   會員價
$88/盒（購買5盒
或以上免費送貨）

訂購產品

優惠產品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
即享以下優惠：
-  買滿10張餐券可送2張協奏坊
西餐廳半自助午餐餐券
-  海鮮自助晚餐可享8折優惠，
如8人或以上同行更可享75折
優惠
優惠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1520放題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晚市可享9折優惠。
地址： 香港銅鑼灣怡和街22

號3樓全層
預約電話：27806886

上品火鍋料理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
晚市可享全單9折優惠。
地址：香港天后清風街5-11號地下/
       銅鑼灣告士打道229-230號宇

宙商業大廈2樓
預約電話：23231008 / 26236222

Three Little Meow 貓用品專門店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
會員證，購買貓糧、貓罐
頭、貓小食、保健品、貓
砂、貓尿墊和清潔用品即
可享9折（部份95折）優惠。
    門市購買須於結賬時
出示會員證；網上訂購須
在結帳時表明持有會員
證，滿$500免費送貨。
地址：觀塘開源道55號開聯工業中心A座5樓18室 
營業時間：星期二至日，下午1時至7時 
網站：www.3littlemeow.com糖尿病健康講座

內容：專業分析糖尿病成因及血糖控制等問題
講者：得福膳坊高級健康顧問
日期：10月31日（六）
時間：上午11時至中午12時
費用：全免
查詢：29635190（楊楚恩小姐）/ 
      29635191（羅佩伶小姐）

品嚐葡萄酒工作坊
內容： 介紹葡萄酒種類、理論和禮儀；即場品

嚐紅酒、白酒及甜酒共7種
講者：香港紅酒協會導師葉智陽
日期：10月31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6時
費用：會員$100，非會員$120
查詢：29635190（楊楚恩小姐）/   
      29635191（羅佩伶小姐）

Eminent高密度防水尼龍18吋背包＋ 
18吋公文袋（限量50套）

洋甘菊/橄欖味
會員價$8/支

德國諾高沐浴露（260ML）
教聯白金信用卡迎新優惠
    現凡申請教聯白金信用卡，即
送時尚20吋旅行箱或藍牙揚聲器乙
個。如主卡客戶同時成功申請附屬
卡，每張附屬卡可讓主卡客戶獲贈
25,000簽賬積分（最多可申請達9張
附屬卡）。主卡及附屬卡均可享永久
豁免年費。有興趣人士請於教聯優
惠物聯網下載申請表格。

$1,190  
會員價$290/套

重點推介 
訂購正宗太湖大閘蟹

    訂購半籮或以上免費送貨（離島及偏遠
地區除外），訂購一籮或以上即減$200。專人
電話核實送貨安排，貨到付款。

出示教聯証優惠

會員格仔舖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