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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熱
烈

滋補蛇
宴

費用：每位$200  每席$2400 （大小同價）
購票方法： 憑會員證購買，每位會員最多

限購1席
售票地點：教聯會9樓會所
查詢電話： 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2963  5181（蔡煥林先生）

加開201
6年1月2

3日

一場，購
票從速！

4 0位「香港4 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候選者（按姓名筆劃排序）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
即日

開始投票！
    教聯會在1975年成立，至今已有40年歷史。回顧過去40年，

香港教育出現了不少重大轉變，包括先後實施了9年和12年免費教育、推行母
語教學、落實幼稚園學券制、改革高中學制，以及普及高等教育機會等。

    為慶祝40周年會慶，本會特別舉辦「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歡迎同工於40位候選人當中，
投票選出最有影響力的10人。

投票期： 2015年11月20日至12月12日
結果公布：2016年1月
獎項： 共設14個獎項名額，選中最多

候選人的頭4位同工可獲1000元
超市禮券，其餘10位可獲500元
超市禮券；如選中人數多於14
位則以抽籤決定。

40位候選者簡歷：
ht tp : //hk f ew . o r g . h k/ l i s t d e t a i l .
php?cid=221&aid=1843　

網上投票表格連結：
http://goo.gl/forms/UjxowPbZzN

請即網上登記免費入會：
http://www.jetsoedu.com/reg.php 

王賡武 司徒華 田家炳 何國鏇 何漢權 利國偉 吳家瑋 吳康民 吳清輝 李金鐘

李國章 李焯芬 李越挺 李榮安 沈祖堯 狄志遠 邵逸夫 侯傑泰 范徐麗泰 夏永豪

孫明揚 高錕 張文光 張炳良 梁錦松 許振隆 陳嘉琪 陸趙鈞鴻 程介明 黃玉山

黃均瑜 楊耀忠 董建華 鄭慕智 戴希立 謝志偉 謝凌潔貞 謝錫金 鍾期榮 羅范椒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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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近7成教師指全港
性系統評估（下稱TSA）擬題與學生實際能力不符，
8成表示只有通過操練才能應付，過度操練為學生
帶來負面影響。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促請教育局聆
聽教師和家長意見，盡快調整題目深淺程度，優化
機制。

補課操練情況顯見
教聯會於10月底向全港小學發出問卷，了解教

師對TSA的意見，收到逾600份回應。結果顯示，小
學教師廣泛關注TSA過度操練的問題，逾8成半受訪
者表示會在上課時間為學生準備TSA。9成半人認為
TSA增添教學壓力，逾9成人認為TSA影響教學內容
的規劃。

題目過深　學生受壓
約5成半教師表示，學生會因補課和操練減少課

外活動（55%），甚至對學習失去興趣（54%），嚴重
者更會因受壓而衍生情緒問題（45%）。近3成人認為
應改善TSA考核模式及深淺度，表示應取消小三及

小六TSA評估的教師分別有32%及28%，但亦有過半
數教師認為TSA有助了解學生的能力，可見業界對
TSA的存廢和價值存有不同意見。

黃錦良：減少比較 互信為重
身兼小學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表示，

操練與否關乎教育局與學校之間的互信程度。他舉
例，教育局雖然聲稱TSA成績不影響學校排名，但
教育局官員卻在公開場合讚揚某校的TSA表現，為
學校和辦學團體帶來壓力。他指出，極端的操練風
氣甚至促使學校將小三課程壓縮，在小二課堂教授
小三上學期的課程。要緩解問題，首要是減少學校
之間的比較。

胡少偉、蔡若蓮：優化制度不輕言取消
副主席胡少偉直言，政府要解決問題，首先是

坦誠承認問題的存在。教育局轄下檢討TSA的「基
本能力評估及評估素養統籌委員會」職權範圍應加
以擴充，加入更多教育持份者，聆聽各方聲音。
TSA機制亦應保留讓資助和公立學校自行選擇的空

間，包括是否改以抽樣方式進行或隔年考核，來年
應否暫停考核一年等。此外，他建議設立檢舉操練
及投訴機制，杜絕學校過度操練。

副主席蔡若蓮強調操練風氣盛行，教育局責無
旁貸。現今TSA造成不斷催谷學生的惡性循環，大
大偏離政策原意，「基本能力測試」應限於檢測學
生個人能力達標與否，而不應淪為決定學校高下的
工具，促請政府盡化檢討、優化TSA內容及機制。
社會業界亦應先徹底認識和檢討TSA，而非貿貿然
取消本來有助教師因應同學需要而調整教學方式的
有效制度。

第41次會員大會
教聯會將於12月12日召開第41次會員大會，敬請會員攜帶會員

證出席。詳情如下：

日期：2015年12月1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3時正
地點：教聯會「教師俱樂部」（地址：觀塘成業街6號泓富廣場23樓）

會後設有講座，邀請前香港行政會議成員、智庫組織「香港黃
金五十」（HKGolden50）創辦人林奮強先生主講，歡迎有興趣會員
參加。

〔本報訊〕為了解今年66周年國
慶香港學校舉辦慶祝活動的情況，以
及教師對國情教育的看法，教聯會於
10月中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結果顯
示，學校慶祝國慶的活動整體較往年
多，日常與國情教育相關的教學活動
亦見增長。

超過7成受訪教師表示學校有舉
行「國慶節升旗禮」，較往年增加
兩成以上。有「懸掛國旗」和「早會
/周會國情專題活動」的接近5成，同
樣錄得升幅；以「唱國歌」作為慶祝
活動則較去年下跌兩成。整體而言，
接近9成受訪者認為今年學校舉辦的
國慶活動與去年一般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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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教育施政──
100%學校盼「凍班、不殺校、保教席」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胡少
偉、杜家慶。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
所有受訪學校一致支持來年「凍結全
港中一班數，以求不殺校和保全港中
學教師教席」，近9成半人支持「盡
快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設立教師薪
酬架構及加強對融合幼兒支援」，要
求「加快落實中、小學教師全面學位
化，改善教師同工不同酬情況」的亦
達9成。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促請政
府正視同工訴求，於來年施政優化教
育政策。

教聯會於9月底向全港學校發出
問卷，了解同工對2016年度《施政報
告》教育施政的訴求。結果顯示，所
有受訪者皆憂慮學生人數下降所引致
的縮班殺校問題。另外，超過8成受
訪者關注以下教育議題：「促請政府
正視鉛水對學校的影響，資助學校驗
水及添置濾水器」（85%）、「增加資
訊科技教育撥款，改善資訊科技教育
以提升教學效能」（84%），以及「支
持教學語言政策的穩定，要求對英中
和中中一視同仁」（82%）。

副主席王惠成表示，2016年為
香港升中學生人數低谷，牽涉數十間
中學的存亡，影響近400名中學教師
的去留，建議教育局撥出額外資源，
凍結來中一年班級數目作臨時措施，

穩定教學環境。他又促請政府就中、
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訂立明確的時間
表，並為幼師設立薪酬架構，採用實
報實銷方式資助。

副主席杜家慶指出，現時中、小
學校長起薪點差距很大，應逐步收窄
差距，最後達至兩者看齊，以挽留和
吸引教育人才。

副主席胡少偉直言現今不少年
輕合約教師和教學助理淪為「窮忙
族」，薪酬水平與10年前相近，難以
追上通脹，要求政府全面調整相關教
育資助計劃，改善教師的入職環境和
待遇。面對人口波幅問題，政府須高
瞻遠矚，訂立5至7年的中期政策方
向，並增加教育佔政府經常支出的比
例。

95% 教師指TSA增教學壓力 教聯會促優化

學校國情國慶活動錄增幅
國情教育方面，近7成表示學校有

「組織學生到內地參觀訪問」，有「周
會專題講座」和「將國情結合學科教
學」亦超過4成。6成半受訪者認為學校
需要加強歷史教育。問及國情教育需要
納入哪些課題時，超過半數認為是「國
家的歷史與發展」（64%）、「國旗、國
歌、國徽及升旗禮」（60%）、「內地人
民的生活現況」（56%）和「國際社會中
的今日中國」（51%）。

教聯會認為隨着中港關係日益緊
密，政府和學校均須加強國家歷史教
育，讓學生更全面了解國情，培養廣闊
視野和思維，提高對國家的認同感。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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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加強基層學生的學習支援 副主席 蔡若蓮

〔本報訊〕對於接連有港大校委會會議內容被偷錄及外洩，教聯會於11
月2日發表聲明，對此深表遺憾，認為絕不能助長和姑息偷錄行為。本會憂慮
此風一旦蔓延至中小學，校園偷錄行為將無日無之，既影響課堂運作，亦嚴
重破壞師生之間的互信。

政府早前公布本港最新的貧窮狀況，2014年
兒童貧窮率為18.2%，雖較對上一年下跌0.4%，
但相較整體的貧窮率，仍然處於較高水平，情況
值得關注。教育一直被視為脫貧的唯一途徑，可
惜在現時教育制度下，似乎未能真正做到教育公
平，貧富學生的差距反而愈拉愈大。

 
根據中大在2013年一項本港15歲青年教育

及職業期望的調查顯示，富學生和窮學生對升學
就業期望亦出現「貧富懸殊」。86%「富尖子」
期望日後升讀大學，但成績相同的「窮尖子」僅
45%人希望入大學，按比例相差近一倍。上述調
查反映，基層學生或因得不到足夠的學習支援，
即使能力毫不遜色，仍受信心和條件限制，影響
其升學的機會。

基層學生輸在起跑線
事實上，現時社會風氣崇尚競爭，家長均希

望子女贏在起跑線上。加上在新高中學制下，新
增「其他學習經歷」的要求，不少學校提出「一
人一體藝」，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但是，由
於部份學習活動的費用需由學生自付，清貧學生
或失去平等學習機會。直資制度的出現，某程度
亦加劇了教育貧富懸殊的狀況。

對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洩表遺憾「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
為兩地搭建交流橋樑

    林偉才校長（左2）和張麗雯校長（左3）分享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的成果。

〔本報訊〕為了讓更多學校了解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內容及成
效，教聯會於10月28日舉辦簡介會，
由參與計劃的文理書院(香港)和慈雲山
聖文德天主教小學分享與內地姊妹學
校交流的成果和心得，吸引了數十名
學校代表出席。

兩校代表簡介了締結以來所進行
的活動，包括觀課評課、透過互聯網
進行實時授課等。文理書院（香港）校
長張麗雯笑言與浚縣第二實驗中學締
結，猶如嫁入豪門，該校寬闊的校舍
和多樣化的課後活動皆令師生眼界大
開，學生分享交流經驗時，坦言希望

下次停留的時間長些，以了解更多學
科學習的情況。

慈雲山聖文德天主教小學校長
林偉才亦讚揚締結計劃令師生獲益
良多。除了內地，學校更積極發展與
澳門、台灣學校的交流活動，有帶隊
老師直言每一次交流都刺激了新的
思維。

教育局高級教育主任鄺關秀菁
表示，今年是「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
劃」十周年，年底的簽約儀式將會移
師廣州舉行，屆時將有一場盛大的分
享會。

胡少偉籲給港大空間
凝聚智慧 共謀發展

    胡少偉認為保密原則十分重要。

〔本報訊〕香港大學於11月初
取得法院臨時禁制令，禁止任何人披
露校委會會議的錄音內容。教聯會副
主席胡少偉在《城市論壇》上說，法
庭頒發臨時禁制令是基於港大有其理
據。他認為大眾應反思保密原則對學
校運作的重要性，不贊成無限放大
「公眾需要」，因每人的理解和需要
不一。

胡少偉以自己參加教育學院的
保密會議為例，若會議內容有機會外
洩，將令與會者感到憂慮，一些未經
核實的討論內容，例如學生的表現或
教師的投訴，若被公開更屬不當。他
又以中小學校委任校長為例，指校董
會一向不會披露落選原因。

作為港大校友，他希望事件盡快
平息，讓港大按既定的計劃前進，並
寄語社會給予足夠空間，讓港大校委
會凝聚智慧，共謀發展。

再者，現時政府大力推動電子學習，不少基層
學生家中卻仍未有相關設備，需要放學後借用學校電
腦，或到公共圖書館輪候電腦完成功課。此外，港大
研究亦發現，由於父母缺乏相關知識，難以給予足夠
的支援及指導，濫用資訊科技的學生，多來自社經
地位較低的家庭。反之，家庭背景較佳的同學，更
能善用資訊科技學習。如何解決「數碼鴻溝」？值得
深思。

 
有關注基層學童的團體指出，現時政府資助只是

免學費，忽視學生要支付各項新教學方法及學習費用
的負擔。由於基層學童缺乏學習資源，在學習過程中
往往處於弱勢，面對目前高度競爭的制度，無奈被比
下去，獲得高等教育機會亦相對較低。

 
檢討學生資助政策

 過去教育界一直不乏有心人士，幫助基層學童
渡過難關。其中，鮮魚行學校前校長梁紀昌，面對基
層學生的需要，他貫徹有教無類精神，透過獎勵及稱
讚的方式，鼓勵學生勤奮向學，藉以提升自信心。同
時，他將自己月薪的百分之五捐出，協助學生解決不
時之需；又成立「校長基金」，把撰寫報章專欄的稿
費，全數用作支持清貧學生參與境內外學習活動，期
望能拓闊其視野。

然而，單憑教育界的支援，
始終力量薄弱，能夠給予基層學生的幫助非常有
限。要確保基層學生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關鍵
在於政府由上而下的推動。今屆特區政府特別重
視扶貧，推出多項支援基層學生的措施，值得肯
定。然而，政府對基層學生的支援仍欠缺全盤規
劃，以不同津貼支援學生需要，零散而瑣碎；加
上申請各項津貼的過程繁複，令基層家庭無法真
正受惠。

此外，現時的學生資助計劃，亦遠遠落後於
教學政策發展。例如：目前學生資助並未涵蓋幼
稚園，在15年免費教育落實無期的情況下，家長
仍需要自行承擔學費及各項書簿雜費，基層家庭
負擔相當吃力。

總言之，隨著科技進步及教育發展急速，
政府需盡快全面檢視現行學童資助政策，確保有
關津貼能真正幫助到學生的學習需要；整合性質
類近的津貼，簡化申請程序，適時紓緩基層家庭
負擔。與此同時，積極考慮為幼稚園提供書簿津
貼；放寬書簿津貼的申請資格、增加津貼的金額
及涵蓋範疇，以滿足基層學生的學習需要。無論
如何，要努力讓所有孩子得到公平的教育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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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球風情」專門刊登同工拍攝的作品，題材以旅遊風景及各地風土人情為主。歡迎您將
作品電郵至mywoo@hkfew.org.hk，並附姓名、任職學校、手機號碼及電郵，以便聯絡。相片
請附說明，包括作者姓名、相片簡介和拍攝地點。來稿一經採用，薄酬。

環
球
風
情

教
師
作
品
精
選

拍攝地點：瑞士盧塞恩
簡介：�盧塞恩（德語：Luzern），是瑞士中部陸森州的首府，位於

陸森湖（Lake�Lucerne）畔。陸森市有一條於1333年建造的
木橋，叫陸森橋（Kapellbru.. cke），全長204米。橋身是棕色
的，而橋頂髹上紅色。1993年曾發生火災，經重新修復，
回復原來的樣貌。橋由木板建成，上有蓋頂，蜿蜒河上，
有如一條水上長廊。在廊橋的裏面有約120幅於17世紀時
所繪關於陸森歷史的畫。這條廊橋是歐洲現存最古老的木
橋，是陸森的地標，也是瑞士的一大旅遊景點。

攝影師：李芊瑩老師
拍攝地點：聖托里尼島（Santorini）
簡介：�聖托里尼島是所有希臘小島中最有名的一個小島，它也是全世

界十大公認最美的落日景點之一。伊亞（Oia），這個第二大城市
就位於小島的北部尖端，由於位置較高，向西看是一望無際的藍
海，所以被譽為欣賞「日落愛琴海」的最佳地點，黃昏時分總是
擠滿人群。

攝影師：劉鎮國老師

最近在社交網站上不少教師分享各自的時間表。
部分分享提及老師在上午6時起床，7時半到學校，12
時半至12時45分為午飯時間（很多時候忙得更連這段
吃飯時間也沒有），下班時間約8時半，回家還要邊吃
晚飯邊改簿，凌晨1時才能睡覺。

在上班時間當中，要聯絡家長、應付學生、應付
校長、開會、帶領課外活動等等，社交網站充斥着不
少抱怨和負能量。

有另一類老師看到這個情況，亦開始發放自己的
時間表，分享自己上午7時半起床，8時回學校，12時
半至1時午飯，3時半學生下課後，4時放工回家享受
自己的時間，晚上10時睡覺休息。筆者明白到這一類
教師想從中發放行業的正能量，讓討論氣氛不要一面
倒傾向負面，但能有這樣工作時間表的教師其實在現
時是很少數，也是較幸運的一群。畢竟每個人的際遇
並不相同，於同一個行業中，不同人的情況也會不一

樣，覺得辛勞的教師看罷只會認為是幸災樂禍。

所以筆者認為，與其以這一種表達方式去發放正
能量，倒不如讓各位教師在其他的角度互相勉勵。

沒錯，現時不少教師的工作量也很多，除了日常
教學工作外，亦要兼顧家長、會議、行政等工作。不
少老師都抱怨現時當教師都十分艱辛。但回想一下，
我們當初入行前不是早就知道這一行業的艱辛？在就
讀師訓課程時，已聽說過教授提及到現時當教師並不
容易。或許你曾經在選擇這一條路之前無懼地說過：
「不要緊，我不怕工作艱辛，我能克服的」、「只要
我抱着教育的熱誠，我相信我能成為一位很好的教
師」、「肯用心去做必定可以戰勝所有的難關」……
這一類的說話和想法，相信每一位教師也曾經想過，
可是這一種熱誠與想法只會隨着時間的過去而磨滅和
淡忘。

其實在這幾年當中，細心觀察一下自己所教授
的學生的改變，每一個學生都漸漸地進步，從自己身
上學到不少知識，這一切都是我們努力的成果。我們
的每一次備課，都希望能讓學生更有效地學習；我們
批改作業，都希望學生能明白並修正錯誤；我們與家
長聯繫，都希望能達到家校合作，出發點都是關心學
生，讓學生更好地成長；我們進行會議，都希望能集
眾人之力去商討出更好的教學方法。不少老師甚至能
正面地影響到學生的德行和習慣，繼而影響他們的人
生觀，以一人的力量去影響着無數的學生，看着學
生成為更好的人。對老師來說，所有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教育是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如果自己
的心不夠強壯的話，難以有效地影響到他人的生命。
期望各位教師別忘了初衷，別忘了當初充滿動力的自
己，重燃那一團熱心教育的火，努力堅持地走下去。

風珝凝熱誠　
教師疑難共解

校園動態
柏立基教育學院校友會將於2015年12月11日（星期五）下午4時半在該

會會址舉行2015年會員大會暨2016年及2017年常務委員改選。如有查詢請

致電2429� 0452黎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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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分享

對新高中歷史科課程的幾個迷思（中）
朱志明老師 （培僑書院）

對地域的迷思
2003年後的會考世界歷史科及

新高中課程加入了四個新地區的歷
史——東南亞（非殖民運動）、巴爾幹
半島（種族衝突）、中東（以阿衝突）與
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有別於香港、
中國與日本那種總述性歷史發展的內
容模式，也有別於歐洲史中以兩次大
戰及冷戰為中軸貫串起各個主要國家
發展的模式，涉及這幾個地域的歷史
是以主題形式，相對較為獨立。

2003年以前的會考世界歷史科並
不需要學習這四個主題，相反俄國的
歷史無論在會考及高考的重要性都很
大，而新高中課程取消了俄國歷史發
展作為獨立單元的部份，這很大程度
上是由於課程結構上的改變，歐洲國
家的歷史都以兩次大戰及冷戰為切入
點去理解。新高中課程強調培養學生
的世界視野，因而在時間上收窄為僅
100年的歷史論述，而擴闊其空間，即
加入更多地區、國家的歷史發展，這

不期然讓我們反思，在空間上，怎
樣才算是一個較為完整的「世界」
歷史。剛才提及那幾個新主題當然
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讓人更了解
現今世界局勢的形成，然而刪減俄
國歷史是否一個合適的調整仍有爭
論空間，尤其俄國的十月革命導致
後來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與冷戰的
出現，而現今的學生可能連尼古拉
二世也不知是誰的時候，更遑論甚
麼Bolsheviks與Mensheviks了。

這是否能讓學生理解「世
界」的歷史？當然，從假想的角
度，一個能包含所有國家與地區的
歷史的課程才稱得上是世界歷史，
但這顯然是空想而不設實際的。現
在世界歷史科取消了校本評核，會
否重新加插俄國歷史，或考慮一下
不同的可能性，能讓學生更了解現
今世界的形成？亦能讓世界歷史科
變得更為「世界」？這是另外一個
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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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組冠軍：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民間偏方

一根香蕉，沒想到竟然會這麼厲害！
可惜很少人知道……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消閒好去處
青年交響樂團周年音樂會

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於11月28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行「周年
音樂會暨俄羅斯之旅匯報音樂會」，主題為《柴可夫斯基與
梁祝》，演奏的樂曲包括香港管弦樂團的《管弦樂序曲》、
《雲南音詩》終曲《火把節》、《梁祝》小提琴協奏曲及柴
可夫斯基經典作《E小調第五交響曲》等。

俄國舞團12月舞出東歐風情
俄羅斯四季舞團於12月12日和13日在屯門大會堂演出

《俄羅斯舞蹈假期》，節目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俄羅
斯組曲》、《烏克蘭戈帕克舞》、《紅裙子》、《塞爾維亞
組曲》和《頓河組曲》等；第二部分包括《流動小販》、
《俄羅斯踏步舞》、《鄉村樂隊》、《馬車伕》和《俄羅斯
靴子》等。

材料
南瓜1斤半
糯米粉1斤
粟米半條
白芝麻適量

電話：（852）2963 5112/2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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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顯示，兩根香蕉，可以提供足夠能量維
持90分鐘劇烈的運動。但是，香蕉不單只提供能
量，還可以幫我們緩解很多身體不適的狀況：

1、抑鬱症：患抑鬱症的人，在吃過香蕉後，感
覺好多了。因為香蕉含胺基酸，會轉化成血清促
進素，令人鬆弛，提升情緒。

2、貧血：香蕉鐵質含量高，能刺激血液內的血
色素。

3、血壓高：香蕉含極大量的鉀，但鹽分低，最
理想是降血壓。

4、腦力不足：含豐富鉀質的香蕉，能提高學生
的專注力，有益於學習。

5、便秘：香蕉的纖維質很高，可幫助回復腸胃
正常活動，毋須服用輕瀉劑。

6、宿醉：香蕉奶昔加蜜糖可以實時解酒。

7、心絞痛：香蕉對身體有一種天然的製酸性，
有鎮痛作用。

8、早上沒精打采：早餐後午飯前，吃少量香蕉
可保持血糖水平。

9、胃潰瘍：香蕉是調理腸胃失調的食方，因為
香蕉有柔軟的纖維。對於長期病患者來說，香蕉
是唯一可以進食的未煮熟食物，而不會有不良反
應。香蕉還可以中和胃酸和減少疼痛。

10、體溫控制：在不同國家、地區和文化中，都
有把香蕉作為一種「降溫」的果物，可以用作降
低身、心的熱度。在泰國，孕婦為了使嬰兒出生
時有較為涼快的環境，臨盆時就會吃香蕉。

11、舒緩壓力：當受到壓力緊張時，我們的新陳
代謝就會加快，因而使鉀的水平下降。鉀含量高
的香蕉，正好作補充。

12、中風：據醫學雜誌指出，長期吃香蕉，中風
死亡的機會率大大降低40%。如果跟蘋果比較，
香蕉多4倍蛋白質、多兩倍碳水化合物、多3倍磷
質、多5倍維生素A和鐵質、多兩倍其他維生素和
礦物質。所以，應該把那句老句子改為：一日一
香蕉，醫生遠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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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二道
菜，她形容這是一道「簡單、一定成功、一定好味」的菜式！

數字雞翼

楊
楊
教
室

材料
雞中翼 1斤
醋 1湯匙
酒 2湯匙
糖 3湯匙
豉油 4湯匙
水 5湯匙

方法
1. 將雞翼洗淨，抹乾水份。
2. 混合汁料，放入雞翼。
3. 大火煮，攪勻，慢火煮至汁乾。

建議
1. 想吃得健康，可剪去雞翼厚皮。
2.  豉油可以是3湯匙生抽加1湯匙老抽，顏色更濃。
3. 可切半個洋蔥成絲同煮，增加味道。
4. 可用肋排代替雞中翼成數字骨。

愛心南瓜餅

調味料

白糖適量

做法
1.  南瓜去皮切片，粟米起粒，蒸熟。
2.  南瓜叉碎，加入白糖，粟米粒備

用。
3.  南瓜放涼，加入糯米粉至不黏手。
4.  把南瓜分成兩份，其中一份加入粟

米。 
5.  取少許南瓜用手心按壓成餅，沒有

粟米的，在芝麻上碌幾下。 
6.  用小至中火煎至金黃色。

菜式介紹
  南瓜、粟米和芝麻的營養價
值都很高。南瓜補中益氣，粟米
容易消化，芝麻滑腸通便，這些
都是非常適合任何年齡，尤其是
老人家食用的。為長輩準備一道
營養價值高的菜式，使家人得到
健康，這就是「孝」之道。以此
道菜式表達對長輩的孝心，真是
適合不過。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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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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  5190、2963  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01室。

食肆優惠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
會員證即享以下優
惠：
．�以淨價$98/位，享
用半自助午餐

．�海鮮自助晚餐可享
7折優惠，如30人
或以上同行更可享
6折優惠

優惠期至12月31日。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唐宮中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
員證，午/晚市可享85折
優惠。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5號九龍維景
酒店2樓�

預約電話：2197� 3519

棕櫚閣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午/晚市可享85折優惠。
地址：�九龍窩打老道75號九

龍維景酒店1樓�
預約電話：2197� 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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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0� 6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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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1008/
� � � � � 2623� 6222

推介限量產品
EMINENT 20及
25吋旅行箱一套
時尚豹紋圖案，外
殼採用德國拜耳廠
物料製造，備有美
國TSA海關鎖。
$1999�會員價$600 

融合「穴位脈衝」和「高能補磁」等多重
功能，對高血壓、頭痛、頸背酸痛、神經
衰弱、失眠、肩周炎等有輔助治療作用。
尺吋：60�x�40�x�12�cm
$1499�會員價$1199
附送贈品：美國有機天然食品

優惠期至12月31日。

訂購磁療記憶枕
會員格仔舖商品
訂購Early Bird電源線

5款高質量音響線材，
會員價低至$1600起。

有機產品
飲用有機茶如野菊
花、玫瑰花等，有
助舒緩不同痛症，
會員價低至$30起。

飾物精品
多款飾物精品包括手
鏈、耳環和項鏈等，會
員價低至$10起。每款一
對，欲購從速。

聖誕禮物
Samsung Gear S2（訂購）

顏色：銀色
$5688�
會員尊享優惠價
訂購及查詢：
2963� 5190/
2963� 5191

卡通精品 
多款卡通精
品，優惠價
低至$9起，
欲購從速。

可刻名迷你八達通匙扣

聖誕旅遊

新加坡/民丹島聖誕節自由行套票

預留機位連2晚住宿$3399起，教聯
會會員可享$200折扣優惠。

聖誕節五星級哥頓酒店【豐盛海鮮美食自助晚餐】美食兩天團
日期：�12月25至26日�

（聖誕節假期）
團費：會員$878　��
� � � �小童$798� �

（9歲以下不佔床位）

查詢及報名：3741� 2912（Peggy）�/�3741� 2913（張小姐）
�
承辦單位：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天數 行程 住宿
第1天 深圳關口集合→南海→【葉問紀念堂】→午餐（八

寶冬瓜盅一品宴）→【嶺南酒文化博物館】→【石灣
美術館】→【公仔陶瓷街】→【馬桶瀑布】→晚餐
【豐盛海鮮美食自助晚餐】

順德5星級哥頓酒店
或同級

第2天 酒店自助早餐→【順德博物館】→【南國絲都工藝
坊】→午餐（鮮美桑拿美食新派菜）�→【黃圃鎮臘味
廠】→深圳關口解散

-

家居系列

保健系列
新型流感疫苗注射服務

蘇浙滬醫療中心
地址：�香港北角英皇道367-373號上潤中

心1樓全層
預約電話：2571� 1336

驗眼服務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
享以下優惠：
．�免費驗眼服務
．�配眼鏡架及鏡片85折優惠
海明視力眼科中心
地址：�九龍觀塘開源道64號源成

中心26樓2603室
電話：2341� 2565

保健服務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惠
顧針灸、艾灸、推拿、經筋治療
和草本美容保健等服務，即享8折
優惠。
康傑（國際）體檢醫療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九龍太子彌敦道780-782號

麗英大廈閣樓
電話：2388� 5263

講者：香港註冊脊醫陳鎰生
內容：��專業分析睡眠質素及各種痛症成因，提供預防和
� � � 改善建議
日期：12月4日（五）
時間：下午6時至8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17樓）
費用：全免
查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提升睡眠質素、預防痛症講座
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
可享以下優惠：
．��免費度尺，免費出圖
（包括平面及效果圖）
．�室內設計及裝修工程
85折優惠

．�裝修工程9折優惠
．�各類裝修物料（磁磚、
潔具、潔紙）特別優惠

鉅潮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電話：3621� 0906

顏色：銀色
$2588�
會員尊享優惠價
訂購及查詢：
2963� 5190/
2963� 5191

Samsung Galaxy Note 5
（訂購） 

可選擇單一匙扣，或套
上迷你八達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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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價單一匙扣$128/
個；匙扣連迷你八達通
$208/個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享優惠價$200/
支（$240）注射以下新型流感疫苗針：
1.��類甲型�/�加利福利亞�/�7�/�2009（H1N1）pdm09
病毒

2.�類甲型�/�瑞士�/�9715293�/�2013�（H3N2）病毒
3.�類乙型�/�布吉�/�3073�/�2013病毒
4.�類乙型�/�布利斯本�/�60�/�2008病毒

29吋Hello Kitty
旅行箱
360度靜音滾輪，100%
聚碳酸酯製，耐用合金
框，備有衣架及毛巾
袋，美國TSA海關鎖。
$2995�會員價$490

預約電話：2127� 8838

山東特產，嚴格挑選，原
木烤製，入口軟糯，微酸
帶甜，防流感，消血脂及
化尿酸。
淨重：500g
$240�/瓶
會員價$150/瓶

皇御牌極品即食獨子黑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