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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傑：
香港體育教育慢一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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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傑表示，不少外國文獻證明，
體育增強年輕一代的心理健康，包括舒緩
學業上的壓力，預防出現情緒病或抑鬱症
等，不僅能鍛鍊青少年堅毅不屈、自律、
團隊合作等精神，亦有助強化體魄，迎接
挑戰。他指出，歐美國家重視推動校園體
育文化，台灣亦將每周體育堂的時數增至
180分鐘，反觀香港，每周體育堂的時數仍
停留在佔總課時的5%，約80分鐘左右！他
認為當局需因應國際趨勢，提升中小學校
對體育的重視。

他指出，由於體育的益處難以量化，
亦不能馬上彰顯成效，於功利為先的社會
較難獲得重視。香港政府雖提倡運動「普
及化」、「精英化」和「盛事化」，可
是，本港體育設施不足，
現有運動設施的開放時間
亦不配合港人工作和上學
模式，造成日間使用率偏
低，夜間卻出現爭場甚至
「炒」場的兩極情況。

樂施會研究指出，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所擁有的財富，已超過其餘99%人的財富。本港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情況持續，除了政府推出的扶貧措施外，社會不同的慈善機構亦出錢
出力，扶助弱勢社群。

近年便有一班體育愛好者成立「凝動香港體育基金」（下稱「凝動」），為基層青少年提
供免費且專業的體育訓練，培養他們的體育精神、領導才能、抗逆能力等素質，提升社會上游
力，即使「輸在起跑線」亦能成就精彩人生。� 本報記者

「凝動」第二任「出爐」主席陳俊傑直言，自
己本身是一個好例子。他出身基層家庭，是名副其實
的屋邨小子，惟一的休閒活動是打球。亦因如此，他
愛上了體育運動，自小學開始參加各類體育競賽如學
際、區際聯賽，獲獎無數，更曾效力港隊青年軍。如
今，他在觀塘一所中學擔任體育科主任，將喜好變
成終身職業。陳俊傑指，體育訓練對個人成長影響深
遠，正如他一樣，無論是昔日訓練時的艱辛，還是比
賽時輸贏的經驗，都令他獲益良多。當中所領略的體
育精神如紀律、堅持、屢敗屢戰、團隊精神等，更是
終生受用。

 體育扶貧  「由頭到腳」全包
為了讓更加多基層青少年受益，他在2012年夥同

多名來自社福、教育、政經等界別的體育愛好者，仿
效外國創立以「體育扶貧」的基金。如今，「凝動」
已是一個具規模的慈善組織，受惠的基層青少年超過

160名，最近更新增了專為基層南亞裔學生而設的游
泳班，及基層學生較難接觸的高爾夫球班。

陳俊傑表示，「凝動」舉辦的體育項目有別於坊
間，不但學費和裝備免費，學員「由頭到腳」的衫褲
鞋襪都是免費的；透過「凝動」，基層學生可接觸曲
棍球、劍擊、高爾夫球這些屬於有錢人的玩意，「這
正正是我們所提倡的Equality（公平教育機會），讓每
個小朋友都享有平等參與各種體育活動的權利」，他
強調道。

 體育、 慈善、師友三管齊下
「凝動」的體育項目均為期兩年，由港隊級數的

運動員擔任教練，通過他們豐富的個人閱歷及運動場
上的成敗得失，教會學生如何以積極、正面的態度面
對人生各項挑戰，因此，在學生眼中，教練不單單是
體育老師，更是處世做人的模範（role model）。

除了體育培訓，「凝動」還設有學習經歷活動和
師友計劃，前者讓學員跳出自身的社區，擴闊視野的
同時參與探訪獨居老人等善心行動，感受助人之樂；
後者則會為每兩名學員配對一名導師，在長期而互信
的基礎上做到以生命影響生命。

 計劃開拓SEN項目
常言道：「知識改變命運」，陳俊傑卻確信態

度亦可改寫人生，每位「凝動」學生的改變正是一個
個實證。作為新一任主席，除了鞏固和發展現有的體
育項目，陳俊傑希望開拓針對SEN學生的項目，以改
善他們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等問題。行有餘力，他
亦想幫助諸如少數族裔這些被社會忽略的小眾。為實
踐這些未來大計，他期望基金由現時依賴商家財團捐
款，逐漸轉為以個人捐款為主，亦希望更多義工加入
「凝動」這個大家庭，壯大這股扶助基層孩子的新力
量。

「凝動」倡教育公平

**如有興趣成為「凝動」的一分子，可電郵
至info@inspiringhk.org與相關人員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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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支援特殊學校 副主席 蔡若蓮

早前，筆者出席特殊教育聚會，應邀探訪多
所特殊學校，對為特殊學生默默付出的同行由衷佩
服，也深入了解特殊教育現況及他們面對的困境，
為特殊教育發聲，責無旁貸。

 
現時全港有60所特殊學校，為肢體、感官或智

能方面有缺陷的學童提供教育機會，讓他們發揮潛
能，準備好融入社會。可惜，儘管特殊學校承擔重
大的教育使命，卻一直被視為本港教育的邊緣，長
期面對資源及人手不足的困境。

 
特殊學校教師編制問題，值得同行關注。跟主

流學校一樣，特殊學校也設有高中課程，但卻未獲
得適當待遇。當年政府推行新高中課程，主流學校
高中每班設有2名教師，但提供普通課程的特殊學校
卻只獲1.9名教師，到2012/13學年才能與主流中學看
齊。加上學校不能主動收生，單靠教育局轉介，學
生人數不穩定，教師人手編制因而經常出現變化。

 
過去多年，當局在中小學推出一些支援教學

的措施，卻經常遺忘特殊學校。其中教育局先後在
中、小學提供外籍英語教師計劃，但特殊學校未
能受惠。後來經業界多番反映，計劃才覆蓋特殊學

校，然而，又以智障學童學校英文科非必要為由，
將其排除在外，對智障生構成不公。

 
至於特殊學校每班學生人數，經過業界過去20

年不斷爭取，當局終於在2009/10將輕度智障學校的
每班人數由20人減至15人，並在2014年施政報告，
宣布把視障兒童學校及群育學校的每班學生人數減
至12人。不過，由於不少智障生伴隨其他障礙，例
如：自閉、過度活躍等，學習差異很大，現時中度
及嚴重智障學校的每班人數仍欠理想，必須予以優
化，以減輕教師壓力，並增加個別學生的關顧。

 
與主流學校相比，專責人員對特殊學校尤其

重要。根據現有安排，各類特殊學校按學生需要而
獲提供各種專責人員，但遠不足以應付需求。以招
收智障生的學校為例，現時只有嚴重智障學校才配
備職業治療師，輕、中度智障學校雖有實際需要，
但現有編制並沒有安排；而以津貼聘請相關人員亦
欠穩定，難以吸引人才。不少學校唯有外購治療
服務，受資源所限，只跟進部分個案，難以維持質
素。

 
除了醫護人員，輔導人手緊張亦是一大挑戰。

特殊學校學生的行為問題較為複雜，
一般教師未必能夠應付。由於教育心理學
家需要同時服務多所學校，根本難有足夠時間逐一
跟進個案，以及照顧學生突發的情緒問題。再者，
隨著政府下調視障兒童學校及群育學校的每班人
數，其社工編制亦遭到削減，令社工不足的問題雪
上加霜。

 
硬件方面，現時特殊學校的情況亦未如理想，

特別是智障生及肢體殘障學生對校內硬件設備有一
定需求。雖然政府數年前向特殊學校提供一筆過撥
款，以購置輔助器材及外購服務，但長遠未能解決
學校的教學需要。為了改善學習環境，不少特殊學
校只有申請坊間不同的基金，但過程繁複，增添大
量的行政工作，令教師甚為吃力。再者，不少特殊
學校面對校舍老化問題，加上宿位短缺，以上種種
均需要當局加以關注，及早規劃。

 
簡言之，特殊教育與融合教育相輔相成，互補

不足。要讓每個孩子得到最適切的照顧，當局必須
重新肯定特殊學校的存在價值，提供足夠的支援，
並制定長遠的政策，才能讓特殊教育發揮最佳的教
育效果，無負生命。

〔本報訊〕未來數年，
中學仍面對嚴峻的收生危
機；加上在自願優化班級結
構計劃下，學校需要陸續交
還教席，令教師人心惶惶。
為此，教聯會於4月初發起聯
署，要求政府將未來兩年中
一班級數目，凍結在2015/16
學年的水平，以穩定教師團
隊，有效達至「保學校」、
「保教師」、「保實力」的
目標。同時，學校亦不需要
因中一學生班數升降，而產
生不必要的解聘和再聘的人
事程序。截至4月底，已收到
逾1,700個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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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襲港學童受困 
教聯會促教育局和天文台加強協調

    （網上資料圖片）

〔本報訊〕4月13日上學時
間，香港廣泛地區出現暴雨，
路面水浸，各區交通受到嚴重
影響。教聯會發聲明批評天文
台沒有因應實際情況改發紅色
暴雨警告信號，要求檢討。

鄧飛：暴雨警告應具前瞻性
〔又訊〕教聯會主席鄧飛於4月14日

在港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前一天某
些地區一小時雨量超過50毫米，對幼稚園
和小學生可能構成危險，認為天文台發出
暴雨警告的機制應具前瞻性，若預計雨量
可能達標，就應調節，並促請教育局和天
文台共同協調和檢討現有機制。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
在4月11日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上，指出小學教師面對的困境，希望
當局制定政策時能夠更人性化，並建
議當局改善小學班師比例、全面檢討
融合教育、增設特教統籌主任常額職
位、落實小學教師全面學位化，以及
解決合約教師問題。

蔡若蓮
冀政策「人性化」

蔡若蓮：
「一帶一路」助青年擴濶視野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4月20日出席NOW「時事
全方位」節目，鼓勵年輕人配合時代與國家發展，多認識、多思考
「一帶一路」試行計劃。

公民教育委員會推出「一帶一
路」交流資助計劃，鼓勵15至29歲青
年參與。蔡若蓮指出，該計劃在操作
層面仍有一些疑問，包括如何選擇交
流地點、如何與當地聯繫，以及如何
設計交流內容等，但讓年青人有機會
走出去，擴濶視野，畢竟是好事。

鄧飛呼籲
全面檢討教育方向

〔本報訊〕鄧飛於4月7日在港台節目
「左右紅藍綠」指出，教改的其中一個重
要理念，是減低學生的應試學習負擔，從
而達至愉快學習。但時至今日，師生仍覺
得學與教壓力巨大，不少資深老師都認為
壓力更甚於舊學制。鄧飛認為應趁特區政
府換屆在即，全面檢討教育何去何從。

他分析說，隨著全球化競爭壓力的加
劇和社會的變遷，僱主和家長對教育質素
的期望比以往高，統一的學科筆試之外的
教育元素，如體藝興趣活動、校本評估、
專題研習、生涯規劃以及其他學習經歷等
教育改革項目，可謂接踵而來。多元教育
的元素與愉快學習的期望，取代了以往單
純講求應試的教育，成為應試之外新的教
育內容，變成教師和學生新的壓力源頭，
而同一時間應試壓力並無真正降低，只不
過轉變成全港性系統評估、新高中文憑試
之類新面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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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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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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Tiger's�Nest�Monastery,�Bhutan
簡介：A�spiritual�place�at�over�3000m.

攝影師：Jimmy�Pong
拍攝地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白玉縣亞青寺
簡介：�始建於1985年，以女性修行者為多。憑着對宗教的熱誠，信眾

們積極經營，40年間把一片荒地建設為藏傳佛教的新聖地，堪
稱奇蹟！這裏大部分修行者的房屋都建在高原濕地上，河流環
繞，於莊嚴之外，更添一分柔美。

攝影師：古樂老師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之五

世界變了，教育非變不可—訪梁錦松
撰文：「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委員會

梁錦松於上世紀90年代擔任大學教
育資助委員會主席8年，帶領香港高等院
校於回歸前後平穩過渡和持續發展。其
後，他出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任內大
力主張教育改革、優化派位制度及取消學
能測驗，使香港教育制度經歷翻天覆地的
變化，以迎合全球一體化的挑戰。很多人
批評說梁錦松將商界思維引入教育體系，
他回應：「這非商業思維，而是世界趨
勢。」

教改於2014年大致完成，各相關措
施也塵埃落定，身為其中一個牽頭人，梁
錦松回顧了當初推行教改的原因：「當時
教統會文件裏有一句說話：『世界變了，
教育非變不可』。」他的「變」是指世界
經濟轉型及全球化。當時知識型經濟崛
起，互聯網迅速發展，要求每個人都要掌
握大量知識，即「一工多能」，不再像工
業社會般只求降低成本，著重分工、層層
篩選及專職專責，而是講求協作、個性化
及創新思維：「所以教育制度仍像工業社
會般分工分科是不可行的。」全球化下亦
不能再滿足於固有知識：「當時教改的理
念是：一，以學生為本，二，永不放棄，
因為放棄了就不能再重投社會。然後是終

身學習，因為新的知識不斷湧現，最終達
至全方位學習。」他補充：「要擴闊學生
的知識面，及動員全社會學習。」所以高
中學制改成「334」，「背後的理念是希
望學生學得闊一點，特別是在大學，多了
一年是想學生體驗更多。」當然學制改變
只是教改的其一：「現在回看，其實是挺
大膽的，因為我們真的改了很多。」

教改得失
梁錦松說，教改不應以「成功」或

「不成功」去論述，而應說有哪些做得
好，有哪些有待改進。到現時為止，他認
為有四方面做得較好：一，香港學生在國
際學生評估計劃(PISA)的評分很高；二，
香港的教改十分全面及周全，且持續時間
長，受國際稱譽；三，教改後，局方將大
部分權力下放至學校，學校亦能以學生為
本，鼓勵創新及多元；最後是香港教師對
教學十分積極及盡忠職守，這是放諸世界
難以找到的。

那不足之處呢？「橫向來說，學生
的知識面的確是闊了，思辨及發問能力
都高了，但『短了樁』。創新型社會要
求『T型』發展，即是——橫向：要求闊

的知識面及社交能力；縱向：至少對一門
學科或技能有深入的認識，即是既要學得
闊，也要學得深，特別是在科學方面。」
他認為現時新高中學制的深度不足，但不
難補救，需各方思考。然而，橫向亦有所
缺—缺了中史。

梁錦松強調：「問題在於學生對自
己國家無認識，某程度上缺少了對國家的
認同感。我們這輩年紀大的都知道國家曾
有困難，縱使看到現有不足，但比以前已
有進步。現時的年青人因為無讀歷史，又
無親身經歷，只見到今天中國的缺失，因
而難以對國家產生認同感。」

更重要的事
時至今天，梁錦松仍未退身香港教

育，原因是還有重要的事想完成。「除了
學識，我認為教育更需要培養的是能力、
素養及價值觀。」他解釋，能力是指學習
能力及社交能力等。素養指創造力和創
意—是知識型經濟裏最需要具備的能
力；同時是團隊精神，因為與人合作是社
會常態；最後是領導及「會贏會輸」的接
受能力，因為未來的社會是一個動盪、複
雜及不確定的世界，人在其中要懂得跌，

並知道如何爬起，
要做到勝不驕、敗
不餒。價值觀，簡
而言之是不能有財
無德，要行公義，
好憐憫。「能力大
多數可在課堂上學，亦能透過考試去測
試，但素養及價值觀則要透過體驗去培
養及建立，例如透過體藝去培養堅毅的
素養，透過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去建立
正確的價值觀。」梁錦松稱這些教育為
Experiential�Learning(體驗式學習)，他希
望日後能在學校教育以外加強發展，培養
學生多元成長。

不再「空對空」
梁錦松形容他以往孑然一身，談教

育是「空對空」。現已為人父多年，想必
已變為「地對地」了吧？他笑謂：「小朋
友主要是太太在教，不過我們都有一個共
識：不要求他們考高分，不需要考第一，
因為壓力太大了，只要不是『包尾』就可
以了。我們要求子女有正面的價值觀，希
望他們一生有平安喜樂，能互助互愛，那
就可以了。」走過萬紫千紅，梁錦松要求
子女的，僅僅是平安、喜樂及互愛六字。



「香港教師夢想計劃」獲資助的項目
 姓名  學校 計劃名稱

1 羅賢瑞 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 《打開的一扇門》──紀錄片製作、拍攝及影片發佈會
2 李安廸 慈幼學校  STEM四驅小子計劃
3 李浩翔 英華小學  BALLOONS Lit. Journal
4 招祥麒 培僑中學  挽救瀕臨絕響的嶺南傳統文化：粵語吟誦
5 林詠琪 新會商會中學  香港人．非凡事
6 梁詠梅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師生時裝夢飛行
7 龍偉潔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出版《其實我不想跟你對着幹》
8 李志誠 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  吾要潛水
9 李靜宜 路德會救主學校  築夢者──與愛同行藝術體驗計劃
10 元潔心 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憂谷情畫──個人成長、創作、教育的文字圖畫手記
11 許愛琳 匯基書院（東九龍）  出版《玩創童年時》（有關童年時代的遊戲玩意書籍）
12 劉綺敏 浸信會永隆中學  出版《我的BIG FISH爸》
13 吳慧妮 基督書院  柬埔寨義教體驗之旅

14
潘明珠 持續教育學院

「我們香港幼師的繪本夢」計劃
潘金英 香港公開大學

15 施美榕 培僑小學 Children's Wonderland（築夢童園）

16
馬惠儀

八鄉中心小學  愛生命．八鄉愛貓組
杜國權

17 黎金志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圓夢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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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商品化，為人師表亦不得不為「業績」奔
馳，面對排山倒海的教學與行政工作，仍然有一群教
師堅持初衷，勇於追逐夢想，實行以身作則，鼓勵學
生敢於尋夢。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啟航禮於4月10日舉行，
19位教師獲資助圓夢：有任教特殊學校的教師希望將
自閉症兒童成長的歷程拍成紀錄片；有在名校任教的
小學老師計劃出版高質素的英文文學雜誌；亦有在中
學代課的老師打算將父親大半生經歷輯錄成書，藉此
留下時代印記。

 本報記者 麥家羲

   ▲基金主席蔡若蓮、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公開大
學校長黃玉山、基金董事戴希立4位主禮嘉賓，與獲資助
的教師進行啟動儀式，寓意夢想正式啟航。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去年9月成立，目的是為
有志追夢的同工提供資助及意見，並協助他們完成夢
想。基金推出後，反應十分熱烈，短時間內已收到逾
300份申請，大會從中挑選了17個計劃、共19位教師
作首批圓夢者，受資助的教師最高可獲港幣10萬元資
助。啟航禮上，大會評審向教師頒發嘉勉狀及支票，
並讓他們逐一分享夢想背後的意念及故事。

任教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的羅賢瑞老師，計劃
將自閉症兒童成長的心路歷程拍成紀錄片，暫名為
《打開的一扇門》。「閉」字是由「門」字再加上
「才」，羅老師希望通過紀錄片，讓大眾打開偏見之
門，從而展示自閉症兒童不一樣的才華。

 任 教 英 華 小 學 的 李 浩 翔
老師，夢想是出版一本名為
BALLOONS Lit. Journal的國際
英文文學雜誌。BLJ專為青少
年出版，集合了詩歌，散文與
美術作品。雜誌會編選來自不
同國家的投稿，藉以鼓勵各地
的年輕作者，讓下一代更重視
寫作。

在 浸 信 會 永 隆 中 學 代 課
的劉綺敏老師，打算將父親大
半生的經歷輯錄成書，暫名為
《我的BIG FISH爸》。意念
是來自電影《大魚奇緣》（BIG 
FISH），劉老師指父親雖然是

一個平凡的香港人，但其大半生的經歷也是組成香港
史的重要部件之一，但願透過出書，提醒大眾多聆聽
上一輩的故事，並藉此留下時代印記。

基金主席蔡若蓮在歡迎辭中說：「要鼓勵學生勇
於追求夢想，教師首先要有夢想。」因此由社會熱心
人士成立基金，以實際行動支持，期望教師能跳出教
育框框，成為學生的榜樣。蔡若蓮又表示，日後將會
為受資助的教師舉行分享會，同時盼望各方繼續支持
基金，讓教學夢飛翔。最後，包括教育局副局長楊潤
雄、香港公開大學校長黃玉山在內的一眾主禮嘉賓，
與獲資助的教師進行簡單而隆重的夢想啟動儀式，寓
意夢想正式啟航。

夢想啟航
19教師獲資助圓夢

    羅賢瑞老師希望通過紀錄片，展示
自閉症兒童不一樣的才華。

    劉綺敏老師打算將父親大半生的經
歷輯錄成書，藉此留下時代印記。

    李浩翔老師夢想出版英文文學雜
誌，藉以鼓勵下一代更重視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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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秋馨
聖士提反堂中學愛蓮說（剪紙）

周日，我總會陪奶奶上茶館品茗。每一
次，奶奶一定和她打招呼。她是誰？她是這家
「潮汕茶館」的一個小小服務員──蘭姐。

蘭姐，方方的臉龐，眼睛小小的，眉毛彎
彎似月牙，桃紅的嘴唇邊一顆圓滿的小黑痣，
平凡得很。

「黃老太太，老地方吧。小心點兒，這邊
走。」蘭姐走在前面，護著奶奶，手熟練地往
四十八號桌子引去。

那邊廂老板吆喝：「快把四十五號桌子收
拾好！趕緊的！」蘭姐忙不過來，邊走邊發牢
騷：「神經病呀！我剛捧了菜，送了鹹粥、點
心，現在要下單呢，你當我是千手觀音呀！」
我們捂著嘴偷笑，蘭姐卻氣沖沖走了。

我們沏著鐵觀音，眼見蘭姐忙前忙後，忙
東忙西，沒有一刻躲懶。額頭那些豆大的汗珠
簌簌滾落到衣領口，她根本來不及擦拭。我們
調侃說：「茶館沒了你就真不行了。」蘭姐笑
著回了一句：「我真的快不行了。」

記得一次，奶奶不小心落下了一把摺疊

傘，蘭姐知道是我們的，便替我們存放起來。
等到我們再來的時候，她才把傘拿出來，她真
是一個體貼的服務員。

還有一回，那差點兒把奶奶嚇壞了。我們
喝過茶，吃過點心，結了賬，坐了一會兒，聊
了一陣子，就離開茶館。走到車站，正要準備
付車資的時候，奶奶發現錢包不翼而飛。我安
定奶奶，再她細心想想，先別緊張。奶奶思前
想後，猜測大概在茶館掉了吧，我們只好往回
走。

我們扶搖直上，再踏進茶館。此時，奶
奶的手提電話響起了《大長今》的主題歌：希
望。我卻見蘭姐向我們揮著手，左手剛要放下
話筒，右手握著一個小錢包。

「我就知道你們會回來，看來你們是想
留在這裡吃中飯。」蘭姐邊說邊笑。蘭姐叫奶
奶仔細看看錢包，我們拿了就走。難道我們還
信不過她嗎？她就是這麼一個老老實實的善良
人。

蘭姐，她堅守本分，任勞任怨，體貼入
微，善良老實，實在是可愛可敬。

� 李俊樂（中二）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

創作坊
學生

蘭姐

誠徵佳作

    誠徵中小學生作品，包括中文詩詞散文（600
字以內）、攝影、書法、繪畫和剪紙等文學及藝
術作品。請將來稿電郵至mywoo@hkfew.org.hk，
並附姓名、就讀學校及年級、作品題目和電話號
碼，以便聯絡。來稿一經採用，將獲贈書券50元
正及嘉許狀乙張。

2016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賽
〔本報訊〕2016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

大賽已於4月中順利完成。今年共有接近500
位幼稚園及初小學生競逐粵語獨誦組、普通
話獨誦組、英語獨誦組，以及講故事組的冠
亞季軍。各組別得獎者如下：

粵語獨誦
幼稚園K1&K2
第一場：冠軍：馮泓熹 亞軍：黃詩嵐季軍：葉匡碩
第二場：冠軍：黃玥臻 亞軍：陳穎鋒季軍：李祉澄
幼稚園K3
冠軍：符慧妍 亞軍：鄒奕祺季軍：張子銳
小學P1&P2
冠軍：黃寶輝 亞軍：李欣桐季軍：區悅晴

普通話獨誦
幼稚園K1&K2 
第一場：冠軍：尤思雅 亞軍：陳思淇 季軍：鄧菲菲
第二場：冠軍：杜昕蕎 亞軍：劉峻亨 季軍：余茵蕎
第三場：冠軍：黎汶慧 亞軍：谷世馨 季軍：方柏喬
第四場：冠軍：余欣澄 亞軍：郭安盈 季軍：莫琇晴
第五場：冠軍：王希如 亞軍：李樂怡 季軍：陳栢維
幼稚園K3 
第一場：冠軍：麥清嵐 亞軍：何瑞朗 季軍：康詠虹
第二場：冠軍：李欣悅 亞軍：羅雅詩 季軍：林焯
第三場：冠軍：馮瑤瑤 亞軍：梁馨悅 季軍：邱子翹
小學P1&P2 
第一場：冠軍：陳澤軒 亞軍：姚凱橦 季軍：何苡心
第二場：冠軍：黃婧翹 亞軍：李欣桐 季軍：黎皓文
第三場：冠軍：姚詠橦 亞軍：藍麗榕 季軍：黃靜倪

英語獨誦
幼稚園K1&K2 
第一場：冠軍：周卓琪 亞軍：范宇嫣季軍：葉鎧銘
第二場：冠軍：張梓軒 亞軍：陳嘉攸季軍：黃臻美
第三場：冠軍：梁晨風 亞軍：馮泓熹季軍：余欣澄
第四場：冠軍：潘恩桐 亞軍：華思遠季軍：陸蔚淳
幼稚園K3
第一場：冠軍：李樂賢 亞軍：葉羿賢季軍：馮愉殷 

楊欣蕎*
第二場：冠軍：林倚祈 亞軍：陳浩謙季軍：蘇詠瑤 

劉詠恩*
小學P1&P2 
第一場：冠軍：黃寶輝 亞軍：梁如風季軍：吳永鏗
第二場：冠軍：馬慧宜 亞軍：余證滔季軍：謝天恩 

張詠芝*

講故事
幼稚園K1&K2 
冠軍：李凱晴 亞軍：鍾晴 季軍：劉思恩

（比賽花絮已上載本會網頁，歡迎瀏覽）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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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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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六道
菜，很適合愛吃辣的讀者！

冬陰公湯

楊
楊
教
室

材料
中蝦  10-12隻 
香茅  2條
蔥頭碎  1粒
草菇  10粒
蒜茸  1粒 
南薑  4片 
紅辣椒  2隻 
乾紅辣椒  2隻 
檸檬葉  4-6塊
辣椒膏  1-2茶匙
水  4碗

方法
1. 將中蝦去頭，去殼，去腸，留尾。
2.  將水放入鍋裏煮沸，放入蝦頭煮兩分鐘，盛起
蝦湯。

3.  用刀背拍鬆香茅，切段，用擂缽搗碎辣椒備
用。

4.  燒熱一湯匙油，炒香蒜茸、乾蔥、辣椒膏及乾
辣椒，大約2分鐘至有香味，加入蝦湯和其他
香料，煮滾後轉慢火煮5分鐘。

5.  加入中蝦和草菇，慢火煮3分鐘，加入調味，
即成。熱吃。

温馨提示
． 香茅、南薑和檸檬葉可在越南或泰式食物材料店購買，一份三樣
都有，約15至20元。

． 如怕辣，可減少1隻乾紅辣椒。
． 可隨意加入你喜愛的海鮮，如魚、魷魚、青口。
． 可用清雞湯代替蝦湯。

心「絲」沙律
材料

粉絲  40克
杞子  15克
鮮茶樹菇  40克
鮮金菇  40克
鴻喜菇  40克

甘筍絲  40克
青瓜絲  40克
芽菜  80克
香草  少許

調味料
鹽  1/2茶匙
糖  1/2茶匙
醬油  2湯匙
麻油  2茶匙
鮮檸檬汁  半杯
紅椒  少許

做法
1.  粉絲浸軟，煮稔，用凍水過冷。 
2.  菇類、芽菜及杞子洗淨，煮熟，
用凍水過冷。 

3. 青瓜及甘筍切絲，用凍水沖洗。 
4. 將調製醬汁的調味料拌勻備用。 
5. 香草切碎。 
6.  將以上材料依心形放在碟上，淋
上醬汁及加上香草。

菜式介紹
　　「心形」沙律，寓意子女對父
母的愛。沙律中加入了鮮茶樹菇、
鮮金菇及鴻喜菇。食用菇菌不單美
味可口，而且其熱量及膽固醇特
低，還含有多種維他命和礦物質，
其蛋白質及水溶性纖維比一般蔬果
更高出數倍，有助強化免疫系統，
降低膽固醇及血糖，防治高血壓、
心血管病等；加上杞子滋補肝腎，
益精明目，為父母一天辛勞工作後
的保健之選，以此菜式祝願父母長
壽健康。

（特殊學校組優異獎：
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學校）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民間偏方

哪裏不舒服，就吃哪種瓜果！建議保存！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貧血 葡萄、桔子、番茄、蘋果、草莓、櫻桃
膽固醇過高 山竹
高血壓 香蕉、西瓜、葡萄、番茄、柿子、桃子
動脈硬化 蘋果、牛油果、番茄、香蕉
中風 蘋果、柿子、鳳梨、奇異果
心臟病 蘋果、奇異果、梨子、西瓜、鳳梨、香蕉
呼吸系統毛病 葡萄、蘋果、櫻桃、梨子、柿子
哮喘 葡萄、桃子
腹瀉 蘋果、楊梅
胃痛 木瓜
消化不良 梨子、草莓
痔瘡 蘋果、柿子、桃子、香蕉、無花果
膀胱炎 西瓜、桃子
尿道結石 西瓜、奇異果
內分泌失調 牛油果、蘋果、奇異果、葡萄、桃子、蜜瓜、木瓜
聲音嘶啞 葡萄、枇杷
夜盲症 木瓜
骨骼、關節 葡萄、枇杷
手術快愈合 草莓
背痛 奇異果、西瓜、梨子、柑橘
關節炎 葡萄、枇杷
口腔發炎 梨子、橘子、李子
感冒 草莓、芒果、鳳梨、枇杷、檸檬
孕婦止吐 梨子、蘋果、柿子
增加體力 蘋果、香蕉
胃口不佳 葡萄

調味
魚露  1-2 湯匙
糖  1-2茶匙
青檸汁  2-3湯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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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消閒好去處
胡晉僖嗩吶演奏會

年輕嗩吶和管演奏家胡晉僖於5月22日在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辦演奏
會，演出曲目包括《空谷流水》、《Lunedi》、《泥老板》、《City  of 
Night》和《氣樂》等。

《羅密歐與茱麗葉》歌劇
由香港歌劇院及法國五月藝術節聯合主辦，5月27日（五）至29日（日）

晚上7:30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

「娛樂智多星—新藝城的光輝歲月」展覽
展覽於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行，介紹80年代在香港影壇舉足輕重的新

藝城影業有限公司，免費入場，展期至6月19日。另為配合上述展覽，資
料館選播新藝城80年代出品的28部電影，並舉行4場免費座談會。

    最近從網路上看見這則資訊，建議人若感不適，可以試吃一些水果，雖然療效
未經科學驗證，但始終多吃生果有益，故節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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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教聯會免費為學校及同工提
供招聘及求職中介服務，如有興
趣使用此項服務，請掃描以下連
結，進行網上登記便可。

招聘申請 求職申請

求職 服務
香港榮華端午糉券

截止日期：2016年5月31日。
換領方法：憑券於券背面之指定門市換領。
換領日期： 2016年5月28日至2016年6月4日

（所有門市可以換領），機場門市
除外。

           2016年6月5日至2016年6月7日（指
定15間門市換領）。

產品 會員價
榮華極品瑤柱鮑魚翅糉皇券
**指定8間門市換領

$221 / 張

糉靚茶香券
包括：風味蛋黃咸肉糉一隻
      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一隻
      精選茶葉一罐30克

$82.5 / 張

八福裹蒸糉券 $86 / 張
風味蛋黃咸肉糉（兩隻裝）券 $64.5 / 張
清香豆沙及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券
包括：清香豆沙梘水糉一隻
      清香嫩滑蓮蓉梘水糉一隻

$49.5 / 張

榮華加瘦招牌臘腸券 $166 / 張

鴻福堂尊貴糉禮券

產品 會員價
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糉（370g） $72 / 張
原粒瑤柱海鮮紅米糉（250g） $65 / 張
紫米百合粒粒紅豆芋蓉梘水糉（250g） $47 / 張
桂圓杞子棗蓉梘水糉（250g） $47 / 張
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糉（250g） $65 / 張
購買任何尊貴糉禮券3張，即送$20禮券1張，
多買多送。
優惠價有效期至2016年5月28日
禮券換領日期請瀏覽www.jetsoedu.com

Panasonic行車記錄器CY-VRP150W3
• 高清2.31吋彩色屏幕
•147.7゜超廣角鏡頭
•內置錄音咪
價格查詢請致電：2963  5191
一年保養，免費送貨（只限學校地址）
會員價$1380 + 超市禮券$250

JVC智能電話耳機HA-FR15

會員價$148

JVC藍牙無線耳機HA-SBT5-A
•藍牙3.0無線傳輸
• 對應HSP ,HFP ,A2DP   & 
AVRCP藍牙介面

• 內置智能控制鍵及收音咪連
接智能電話（可支援iPhone/
AndroidTM）

•重低音增強功能
會員價$598

• 含鋅、鉻酵母、燕麥纖
維、菊糖

•無蔗糖、高鈣
• 適合關注血糖人士服用
• 100%澳洲奶源
會員價$149

家寶素產品系列

• 添加β─葡聚糖及粗纖
維、無蔗糖、高鈣

• 適合關注血壓、血糖、
血脂 / 膽固醇的人士服
用

• 100%澳洲奶源
會員價$149

• 滋潤無皂配方
•含羊奶和水解蛋白，可
保濕及滋潤
• 含甘草、積雪草及蘆薈
精華，美白、緊緻及滋
潤肌膚

會員價$36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與香港開心心理學院合辦
「如何了解學生心理需要？OH Cards圖像心理應用技術」工作坊
日期：2016年6月11日（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名額：30人（教聯會員優先報名）
費用：全免
講者：香港開心心理學院院長倪飛虹
內容：1. 了解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2. 認識具心理及藝術元素的OH Cards
      3. 應用OH Cards迅速與學生打開話匣子，建立互信關係
      4. 透過圖像卡引發學生自由聯想，直接反映其心理狀況
      5. 掌握聆聽及整理學生心理需要的專業技巧
查詢電話：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OH Cards同工關愛互助工作坊之「想助學生，先愛自己」
日期：2016年6月4日（六）
時間：下午2時至5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名額：30人（教聯會員優先報名）
費用：全免
講者：香港開心心理學院院長倪飛虹
內容：1. 認識OH Cards及Open Heart理念
      2. 透過圖像卡引發自由聯想，探索及表達自身潛意識的想法
      3. 以輕鬆好玩的團體活動與同工互相聆聽及分享感受
      4. 了解自己心理狀態、個性和行為模式
      5. 學習接納及欣賞自己
查詢電話：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OH Cards簡介及網上報名可瀏覽本會網頁

OH Cards應用工作坊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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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o

Mini Cooper（include led lights）

Ferrari F40

會員價$1045/盒

Wall E

會員價$627 / 盒會員價$1126/盒

UMF 5+  
用作優質營養補充劑
會員價$220（500g）

UMF 10+　
用作舒緩腸胃，口腔及喉嚨不適 
會員價$420（500g） / $240（250g）

UMF 15+
含高效抗菌功能，有助提升免疫力及整體健康 
會員價$590（500g） / $360（250g）

    TAKU麥蘆卡蜂蜜產自紐西蘭北島，產
品含獨特非脫氧性抗菌功能，UMF 愈高，代
表其抗菌能力愈高。

100%純天然紐西蘭麥蘆卡蜂蜜（500g）

手作製品

每款一件，售完即止
$10起

教師專用咪頭
•購買前請致電查詢貨量
•顏色：銀色 / 黑色
會員價$188

•不含咖啡因及人造色素
•每盒有15個金字塔形茶包
•4種味道供選擇：
1.   黃金菊（改善睡眠質素、安定心神、緩解
焦慮）

2. 薄荷葉（減輕頭痛、鬆馳身心）
3. 草本茶（調理腸胃、對抗感冒）
4. 香橙花（提升免疫力、修護細胞組織）  
會員價$38 / 盒

ALPHA 斯里蘭卡天然花茶

教聯會牙科保健計劃
詳情請致電2963  5190
楊楚恩小姐

會員可於生日月份親臨
教聯會並出示有效會員
證和身份證明文件，免
費領取生日禮物。本月
的生日禮物為鴻福堂現
金禮券一張或聖安娜餅
券一張。

會員生日獻禮

Temple of Airjitzu
 

會員價$1853 / 盒
柏沛樂蘋果果膠（30包裝）

會員價$1350 / 盒
（買一送一）
優惠期至2016年5月30日
每位會員限買3套，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紐西蘭蜂膠糖
原味 / 檸檬味 / 加強薄荷味

Organic Life
摩洛哥堅果油潤唇膏（5g）

會員價$38

Organic Life
全天然檸檬草膏（15g）

會員價$33

會員價$178
（250克，約有100粒）

家寶素安糖樂營養素（900克 / 罐）

家寶素三高營養素（800克 / 罐）

家寶素羊奶滋潤沐浴露（1200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