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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2770 3918
網址：www.hkfew.org.hk

蔡若蓮 與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你

起航尋夢

創立「香港教師夢想基金」的蔡若蓮博士相信
達成夢想的教師，能以身作則鼓勵學生敢於尋夢。

古語有云：「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教育所重固
在言教，更在於身教。惟現今教師教務繁重，既須兼及諸多行政
工作，又要面對教席不足和縮班殺校等危機，加上不少「怪獸家
長」動輒投訴，皆令教師心身俱疲，甚至忘記了入行的初衷。
有見及此，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博士與一眾有心人
最近創立了「香港教師夢想基金」，支持教師實現夢想，突破自
我，一方面藉此重燃教學熱誠，另一方面以身作則，激勵學生敢
於尋夢，擁抱未來。

本報記者 姚文龍 張秋霞

    提 出 「 只 要 有 一 個 意
念，夢想就能起飛」的「香
港教師夢想基金」
（下稱「基金」）
創辦人兼主席蔡若蓮表示，夢想予人無比的推動力，
能令人於艱苦中奮進，實踐自我。教師缺乏的往往不
是夢想，而是能實踐夢想的空間和支援。她解釋說，
全港過萬名教師，多數出自普通家庭，在養家活兒的
擔子下，又何來閒錢去圓夢呢？何況日常教學已經排
到密密麻麻，私人時間也被佔用，更談何追尋個人夢
想？故此，「基金」不止為教師提供金錢上的支援，
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創造空間和平台去實踐夢想。

鼓動師生 以夢燃夢
「基金」在協助教師達成夢想的同時，亦希望他
們能夠以身傳教，為學生打下強心針，激勵他們敢於
追夢。蔡若蓮以一位科學老師為例，指他的身子本來
較孱弱，但為了向由他帶隊比賽的學員證明努力可達
至目標，便決心苦練不擅長的乒乓球，現在已是所向
披靡，更代表香港教師出戰內地比賽，學生因而大受
鼓舞。退休校長梁偉明亦如是，他為了改善內地偏遠

鄉村學生的學習情況，以個人儲蓄加上募捐所得創立
「閱讀．夢飛翔」文化關懷慈善基金，為他們興建圖
書館、設立完善的圖書館制度和培訓老師，築夢旅程
運行八年，至今逾十萬名學生受惠，夢想種子廣播飛
揚。

多元評審 導航同行
有別於一般教育資助基金，「香港教師夢想基
金」的申請程序及行政工作都盡量簡化，務求讓教師
集中心力和時間實踐夢想。蔡若蓮強調，夢想計劃的
評審準則彈性，教師只需有一簡明可行的理念即獲考
慮。評審包括各界專業人士，如教育界、體育界、藝
術界和商界等，將來會按教師不同的計劃範疇擴充評
審團隊。她指出，評審不是死硬的打分員，而是教師
夢想的導航員，既會指導教師如何規劃尋夢之路徑，
亦會與他們互信同行直至實現夢想。
「基金」獲得各界踴躍支持，目前已籌得超過
二百萬元的捐款，預計首輪申請可以資助十多名教師
啟程圓夢。蔡若蓮寄望此刻播下的基金種子，日後能

（左起）
  
基金評審梁紀昌、基金創辦人
蔡若蓮、百仁基金主席李文俊和基金秘書
連文嘗，在發佈會上講解基金內容。

茁壯成長為參天大樹，吸引更多的
義工前來共襄善舉，而尋夢成功的教師亦
能分享經驗，回饋社會，讓夢想的花火傳延開
去，照亮教育界。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小檔案
宗

旨

協助教育工作者實現夢想，向社會各階層發放正能量，彰
顯教育意義。
第一階段：申 請人須於2015年11月21日前遞交申請意向
表，扼要講解意念；

申請流程

第二階段：2015年11月22日至12月18日，評審將邀約入選
申請人面談；
第三階段：候選者須於2016年1月4日前遞交詳細計劃書；

第四階段：2016年1月25至30日公佈評審結果。
現職或曾任職本地大學、中學、小學、特殊教育學校和幼
申請資格 稚園的教師，包括退休教師，以及現正就讀本地教育局認
可專上教育課程的學生。
申請次數 每年度一次，落選者可於下年度再申請。
資助額

一般情況下，每項撥款上限為10萬元。

遴選準則 具意義及大致可行，不限於與教學有關。
其他支援 如申請者有需要，評審會視乎情況，提供專業意見支援。
下載申請意向表及詳情：
申請方法 http://www.teachersdreamfund.hk/，
填妥後電郵至info@teachersdf.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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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師日大抽獎 與會員共賀40周年
〔本報訊〕為慶祝成立40周年，
教聯會於8月推出會員幸運大抽獎，
並在9月5日抽出首輪40位入圍幸運
兒，他們均獲邀出席9月10日敬師日
當晚的終極大抽獎，抽出各人所獲
的獎品，頭獎為惠州悠山美地單位
乙個，由梁廸家老師奪得，其餘39
份獎品包括手機及平板電腦等（得
獎名單及花絮詳見本會網頁）。

訪梁廸家老師
   大抽獎過後，小記訪問了超級幸運兒梁廸家老
師。說他超級幸運，實不為過，因為他在多輪抽獎
中，一直氣勢如虹：在9月5日首輪40名入圍者當中，
第一位獲抽出來的就是他！在9月10日大抽獎綵排環
節當天，隨機抽出來示範的頭獎幸
運兒又是他！命裡有時終須有，結
果在正式抽獎當晚，獲得頭獎的竟
又是他！
梁老師是教聯會的永久會員，
執教十年。他說自己從小到大很少

參加抽獎，但近期卻甚具抽獎運，早前亦在一次運動
用品抽獎中獲獎！梁老師表示，當初登記了教聯會的
大抽獎後，都沒有跟同事談起，但中獎消息很快便不
逕而走，方發覺身邊不少同事都參加了大抽獎，只有
他獨領風騷，眾人都嚷著要他請吃飯，就連學生都為
他高興！
回顧過去十年的教學生涯，最令他欣慰的同樣來
自學生的祝福，記得有一次全班學生在課室敬禮後，
一起為他合唱生日歌，難忘至今。

教學靠堅持非運氣

近年教學風氣轉變，「怪獸家長」動輒投訴；加

幼師薪酬關注組爭取薪級表
〔本報訊〕幼師薪酬關注組與前
線幼師在9月中與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舉行對談會，再次促請當局為幼師設
立薪級表，並按教學經驗及學歷給予
合理薪酬，讓同工得到應有的尊重和

認同。關注組召集人蔡若蓮表示，面
對廣大幼師的訴求，當局依然置若罔
聞，無動於衷，令人失望，但會繼續
敦促局方正視幼師薪酬問題，爭取改
善幼師待遇和工作環境。

上須兼及大量行政輔導和帶隊參賽的工作，確實令他
感到身心俱疲。然而，他笑說：「學生懂得區分教師
是否關心他們，『衰』與『不衰』，並不純以責罰來
界定」，本着教學熱忱，陪伴學生自初中到高中成長
蛻變，是使命，更是享受。能與不少畢業學生在社會
偶然相遇，談笑風生，甚至獲得「特別優待」，皆令
他感到莫大的肯定和滿足感。
展望將來，他冀望繼續秉持教學使命，將愛心傳
揚到貧窮山區，實現到內地或非洲落後地區做義工和
參與義教的夢想。他強調，人應該敢於突破追夢，不
能只靠運氣。小記趁此機會向他推介「香港教師夢想
基金」，他笑說會考慮。
本報記者 姚文龍

蔡若蓮評教局處理鉛水事件官僚化
〔本報訊〕教聯會副
主席蔡若蓮在9月與傳媒討
論校園鉛水事件。她批評教
育局未能急家長所急，只以
官員行政角度出發，漠視學
生的健康和安全；以學校資
助模式劃分政府驗水範圍，

更是欠缺應有的承擔。她引
述教聯會調查表示，目前學
校仍然面對訊息混亂、支援
不足的問題，當局應盡快
提供驗水準則和相關跟進指
引，一切以學童健康作為首
要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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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手黨

悼念戴繼志老師
本會水彩畫班資深導師戴繼
志於2015年9月16日辭世。
戴老師生前熱心推廣水彩畫
教育，為教聯會水彩畫班資深導
師，又創立香港教師水彩畫研究
會，深得學員愛戴；並於2011年
獲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教
育獎」，以表揚他對水彩畫藝術
教育的貢獻和成就。對於戴老師
的離世，本會深表哀悼。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敬輓

林翠玲促增人手
跟進虐兒個案
〔本報訊〕近日接連揭發數宗懷疑家
長虐兒的倫常慘劇，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出
席《城市論壇》時表示，前線幼稚園老師一
旦發現學童身上有傷痕，會主動以電話聯絡
家長了解情況。限於幼師人手不足，難以親
自上門深入探問，只能視乎問題嚴重程度轉
介社署跟進。惟學童一旦退學，被父母送回
內地或不予上學，
將難以追尋。她促
請社署和教育局增
撥人手到校專責處
理相關個案。(相關
文章見第5版)

   著名創業家呂泉華(Harry)生於廣
西柳州，小時候隨父來港，讀書成績
普通，家住「板間房」，曾經做過很
多不同兼職，例如地盤和茶樓侍應
等。第一次出糧想到中環買一件禮物
送給自己，怎知去到才發現原來一份
禮物已經差不多等於他幾日勞力，令
他大為感觸！
   他考了兩次「A-Level」才夠分
感恩天地
   尊子是香港漫畫家，並以政治諷
刺漫畫聞名，作品多見於《明報》、
《蘋果日報》及《壹週刊》。談起感
恩，尊子生平挫折不算多，但能夠在

入大學，期間他在青年中心兼職電腦
支援，當時中心主任舉辦了歷奇訓練
並邀請Harry參加，雖然Harry不太情
願，但參加了一整年之後，獲益良
多，例如學懂「團隊建立」和「有效
溝通」等。之後他又怎樣創立科技公
司，並且製作「營商易」系統呢？歡
迎大家收聽今集節目！
連結：https://youtu.be/
NelT8UlEVLw
日常之中學會感恩則更難能可貴，大
家齊來聽聽尊子的生活點滴！
連結：https://youtu.be/
aKg6sZHm_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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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教好抗戰史責無旁貸
在香港，把這件份內的、本來
就應該做的工作做好，看來責無旁
貸— 我指的是抗戰知識教育。有部
份老師認為抗戰知識難教，教材難
編，真的嗎？基於各種原因，也許是
真的。可是再難也得教，只要肯迎難
而上，辦法及材料多的是。
明白部份年輕教師本身來自缺乏
抗戰史的中學系統，如果大學或教育
學院階段沒有充份的知識補充，教起
來會有小小困難。但這難，是可以通
過努力多讀來解決的。因材、因智（年
級）施教，材料來自多方，教法也相當
靈活。
以下這教材對象是初中生，效果
不俗，跟大家分享。

我請同學細讀季羨林《留德十
年》之「四．滿洲車上」選段。閱
讀，然後引導思考。
「車到了山海關，要進入「滿洲國」了。車
停了下來，我們都下車辦理入「國」的手續。無非
是填幾張表格，這對我們並無困難。但是每人必須
交手續費三塊大洋。這三塊大洋是一個人半月的飯
費，我們真有點捨不得。既要入境，就必需繳納，
這個「買路錢」是省不得的。我們萬般無奈，掏出
三塊大洋，遞了上去，臉上盡量不流露出任何不滿
的表情，說話更是特別小心謹慎，前去是一佈滿了
荊棘的火坑，這一點我們比誰都清楚。
我們睡下以後，車廂裏寂靜下來，只聽到火
車奔馳聲音。車外是滿洲大平原，我們甚麼也看不
到，甚麼也不想去看，一任「火車擒住軌，在黑夜
裏直奔，過山，過水，過陳死人的墳」。我正朦朧
欲睡，忽然上鋪發出了聲音：
「你是幹甚麼的？」
「學生。」
「你從甚麼地方來的？」
「北平。」
「現在到哪裡去？」
「德國。」
「去幹嘛？」

講者簡介

「留學。」
一陣沉默。我以為天下大定了。頭頂上忽
然又響起了聲音。而且一個滿頭黑髮的年輕的頭從
上鋪垂了下來。
「你覺得滿國怎麼樣？」
「我初來乍到，說不出甚麼意見。」
又一陣沉默。
「你看我是哪一國人？」
「看不出來。」
「你聽我說話像哪一國人？」
「你的中國話說得蠻好，只能是中國人。」
「你沒聽出我說話中有甚麼口音嗎？」
「聽不出來。」
「是否有點朝鮮味？」
「不知道。」
「我的國籍在今天這個地方無法告訴。」
「那沒有關係。」
「你大概已經知道我的國籍了，同時也就知
道了我同日本人和滿洲國的關係了。」
我立刻警惕起來。
「我不知道。」
「你談談對滿洲國的印象，好嗎？」
「我初來乍到，實在說不出來。」
又是一陣沉默。只聽到車下輪聲震耳。
第二天（9月2日）早晨到了哈爾濱，我們都下
了車。那個年輕人也下了車，臨行時還對我點頭微
笑。但是，等我們辦完了手續，要離開車站時，我
抬頭瞥見他穿著筆挺的警服，從警察局裏走了出

來，仍然是那一雙長筒馬靴。我不由得一下子出了
一身冷汗。回憶夜裏車廂裏的那一幕，我真不寒而
慄，心裏充滿了害怕。如果我不夠警惕順嘴發表了
甚麼意見，其結果將會是怎樣？我不敢想下去了。
啊，「滿洲國」！這就是「滿洲國」！」

讀後我引導初中生感受及思考
「亡國」、「國土淪喪」是甚麼一回
事；那就是自己在自己國土上穿行，
也要付上半個月飯錢的「買路錢」！
而且平平常常的一趟車，也有被特務
加害的凶險。
現場引導不是寫文章的三言兩
語，同學都對上文讀得很投入，我設
計了很多小問題引導他們進入我想教
授的處境及內容。下課前，知道同學
已被挑起興趣，我乘機推介了一些
書，鼓勵他們多讀抗戰史。

鄧飛倡加強了解當代中國發展

「優秀教師課堂分享系列」講座
日期及時間

副主席 蔡若蓮

主題

2015年10月15日（四） 張澤民，文理書院（香港）中學物理及綜合科學老師 於初中科學推行自主學習的
下午6時至８時
2013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教學策略
探討如何有效利用Web 2.0
陳耀明，荃灣官立中學副校長
2015年10月22日（四）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建構知
2011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育管理組）
下午6時至８時
識（以通識科、英文科、地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研究組）
理科及綜合科學科為例）
2015年10月29日（四） 孫福晉，胡素貞博士紀念學校主任
校本粵語音樂劇課程暨填詞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工作坊
2015年11月5日（四） 溫紹武，五旬節林漢光中學主任
語文課中的移動學堂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2015年11月12日（四） 蕭廷峰，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老師
合作學習下的英文課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梁少芝、 林竹芬、謝嘉鳳、祁淑如
2015年11月19日（四）
透過環境創設以提升幼兒語
保良局田家炳兆康幼稚園老師
下午6時至８時
文能力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2015年11月26日（四） 何志明，保良局馮晴紀念小學主任
教師專業發展與家長教育
下午6時至８時
2013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育管理組）
2015年12月3日（四） 賴德輝，香港專業教育學院（沙田）講師
樹葉吹奏藝術工作坊
下午6時至８時
優秀教師選舉評審
鄭韻兒、袁振邦、侯肇鑫
如何成功開展「體學並重，
2015年12月10日（四）
荃灣官立中學主任及老師
激發學生學習動力，突破個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育管理組）
人極限」（以體育科為例）
2015年12月17日（四） 伍海華，屯門官立小學老師
全體參與的思維為本課堂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2016年3月3日（四）
林築雅，北角協同中學老師
如何有效地提升學生的學習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動機和興趣
2016年3月10日（四） 黃耀坤，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老師
在小學推行科技探究及學習
下午6時至８時
2007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關愛組）
活動工作坊
2016年3月17日（四） 黃奕喬，香港四邑商工總會陳南昌紀念學校老師
特殊教育學生學習英文的學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
與教策略
2016年3月24日（四） 董文珊，荃灣官立中學主任
實踐「螺旋式深化」——
下午6時至８時
2015優秀教師選舉得獎者（教學組、教學研究組） 以語言描寫為例

地點：教聯會會所
費用：全免
報名：登入https://goo.gl/NwZcC5或掃描右邊的QR Code直接於網上報名
詳情：http://goo.gl/sj41a0
查詢：2963 5152（梅琳小姐）
備註：1.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已獲接納的報名會以電郵通知。
    2. 本會可為參與講座的教師提供進修時數證明。

廣州市政協到訪教聯會。

〔本報訊〕廣州市政協一行18位成
員於9月中到訪教聯會，與主席鄧飛、
副主席林翠玲及杜家慶等交流，雙方希
望加強合作，推動穗港師生交流。

國發展為主，譬如考察工業企業和電子
企業等。另外，加入比賽元素的活動也
能吸引香港學生參加。

鄧飛表示，香港自經歷國教風波
後，學生北上交流被視為洗腦，加上去
年的「佔中」事件，本土主義抬頭，學
校對組織兩地學生交流顯得避忌。他建
議日後穗港學生的交流活動應一改過往
以歷史文化為重的形式，轉為以當代中

廣州市政協港澳臺僑外事委主任李
建蘭對此十分認同，認為可透過文化、
體育和藝術活動推進穗港澳一體化。另
外，林翠玲希望加強幼稚園教師的交流
和培訓，杜家慶則建議擴大學校交流的
層面。

家國一體 陳佐洱籲港青放眼祖國
〔本報訊〕由全國港澳研究會主
辦的「香港青少年的生涯規劃」分享
會在9月底舉行，會長陳佐洱致辭時表
示，青少年發展關係到國家的未來，
香港要在國家新一輪戰略發展如「一
帶一路」和成立亞投行等再創輝煌，
便需要把希望寄託在青少年身上。他
說，青少年階段是人生的黃金時期，
也是學習知識最豐富的年代，希望學
生能夠好好規劃，又勸勉他們放眼祖
國，把握發展機遇。
分享會的嘉賓包括大中華青年在
線召集人劉迺強、教聯會主席鄧飛、

香港產學研合作促進會會長譚偉豪、
派亞普（香港）有限公司董事蔡智文、
騁志發展基金創辦人兼主席葉少康、
Unicorn Vision行政總裁漢智恆，以及
91金融網創辦人許澤瑋。

左起：許澤瑋、漢智恆、葉少康、陳
佐洱、劉迺強、蔡智文、譚偉豪、鄧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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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輯
2015年10月5日

星期一

敬師日送花 弘揚尊師重教精神
「優秀教師選舉」召集人蔡若蓮於9月10日敬師日向本年度的得獎教師贈送鮮花及果籃，以
表達衷心感謝和敬意，並藉此宣揚尊師重教的良好風氣。一眾得獎教師收到本會的小小心意後，
均與其他老師一起分享敬師日的喜悅，並對教聯會表示感謝。

副刊
2015年10月5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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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廖卓榮老師

▼

攝影師：Helsa

Chan

▼

拍攝地點：新疆阿爾泰山
簡介：一個居住在蒙古包的四歲哈薩克族小孩，
隨地拾起一隻羊的頭骨把玩。

拍攝地點：埃塞俄比亞
簡介：Omerate是埃塞俄比亞其中一個鎮。住在這個半乾旱
地區的Dassanech女士們很喜歡用汽水蓋廢料作頭飾，
可說是環保部族，也成為旅遊必賞的景點之一。

稚子無辜 守護孩童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 林翠玲

近日接連揭發虐兒個案，情況令人震驚。我腦海多次浮現一個問題：現
今社會那麼多溺愛子女的「怪獸家長」，衣食住行只要力所能及，都給予最好
的，哪會「虐兒」？然而，勞工及福利局的資料顯示，2015年上半年全港18區
虐兒數字高達385宗，當中以元朗、屯門、葵青及觀塘四區數字最高，值得社會
和教育界深思。
要保護兒童免受虐待，首先應從源頭着手。不少父母或者負責照顧兒童
的人，處理子女功課、紀律以至情緒問題時苦無良策，往往錯誤以暴力解決問
題，場面是控制了，卻忽略了兒童的需要和感受。一些過度活躍、有學習障礙
甚至弱能的兒童，他們需要的專業支援更常被忽略。要正視問題，家長與社福
機構必須雙向溝通，前者遇有管教疑難時應主動尋求協助，切忌把自身於婚
姻、工作或生活上的負面情緒發洩在孩子身上。
虐兒事件中，很多兒童都是有特殊需要的，年齡介乎3-7歲，亦即幼稚園學
習階段，因此，幼師的角色更形重要，可惜現時教育局給予的特殊教育培訓和
人手支援根本不足。目前的做法是，當老師發現學童身上有不明傷痕，會致電
家長了解情況，若懷疑或發現兒童被虐，校方會立即通知社署甚至報警。社署
亦應與學校緊密聯繫，馬上派出社工跟進。筆者明白社工目前人手嚴重不足，
這亦正是政府必須認真正視的問題。
虐兒不單是個別家庭問題，更關乎社會的發展，常言小孩子就像一張白
紙，家長和老師的教導與言行，往往成為他們日後做人的模階。今日的孩子將
來能夠成為一個對社會有貢獻、奉公守法、有愛心和禮貌的良好市民，還是一
個對社會一切事物都存有敵意，動輒違法的激進青年，其童年成長環境實有莫
大影響。
我衷心希望每一位關心兒童成長的朋友，都能夠對身邊的虐兒問題提高警
覺，正視事件深遠的影響；政府當局更應認清問題的嚴重性，加強支援，各界
攜手，守護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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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邀佳作
「學生創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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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酬。

「校園動態」

歡迎學校於「校園動態」
刊登活動訊息，來稿需於600字
以內，可附加圖片。請將來稿
電郵至mywoo@hkfew.org.hk，
並附姓名、學校名稱、負責老
師和手機號碼，以便聯絡。

以上欄目稿件刊登與否，
《教聯報》有最終決定權，
《教聯報》亦有權刪減來稿內
容，敬希垂注。

心靈品書齋

內疚也是病？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人難免會做錯事。各位身為老師的，常常要教導學生，知錯能
改，善莫大焉。只要能每日「三省吾身」，了解自己哪裡做得不夠，
再決心改善，那就可以防止更大的過錯。基督教也提倡要「認罪悔
改」，上帝才會赦免人的過犯，令人重生得救。
但當人面對過去所做過的錯事而後悔，「覺今是而昨非」，往往
也會引發心理上的罪疚感(Guilt)和自責(Self-blame)，如果無緣無故想起
一些瑣碎的往事(例如小學時借了同學的擦膠忘了歸還)也覺得內疚，
甚至有強烈的自責，出現過度內疚(Excessive guiltiness)的徵狀，那就可
能是患了情緒病。
     情緒病，其實不止影響情緒，往往也連帶影響思維。當心情抑
鬱，就會覺得萬事萬物都是負面的──包括自己。過去自己曾做過的
事，事無大小，統統覺得錯了、搞壞了、失敗了、連累別人了，總之
就是：錯！錯！錯！當自己做了自己的審判官，抑鬱的人就在內心天
天上演法庭判決的戲碼，自己就坐在被告席，被判悲傷痛悔的無期徒
刑。即使身邊的人苦苦相勸，不要將所有的責任往身上扛，病人也聽
不入耳，彷彿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罪人，無可救藥。
過分內疚和自責的人，本身在平時多是超級一等一的好人，常常
關懷別人的需要，幫別人也是盡心盡力，但有時就是對自己太苛刻，
甚麼都自己負責，讓自己的心理承受了太多太多的委曲和壓力，最後
就得了情緒病。醫生面對這些可敬的病人，唯有多加提醒，要對自己
公平一點，不要成為內疚感的奴隸。

副刊
2015年10月5日

美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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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豆沙小南瓜

英廚神快閃香江

看過Jamie Oliver烹飪節
目的人都知道，這位名廚的
煮食風格有趣、好玩：他會
把蔬菜和調味料等放入密實
袋之內，封口之後便360度
地轉動手臂，以調勻沙拉；
要朱古力碎嘛，他會把一大塊朱古力磚用
力敲打料理枱，不拘小節之餘，也讓觀眾
感受到入廚之樂。

材料
南瓜200克
糯米粉120克
澄麵2湯匙
豆沙100克
丁香(裝飾)

他還鼓吹健康飲食，十年前四出游說英
國的學校取消向學童提供致肥的廉價人工

調味料

這位英國型男廚神於5月曾經快閃香
江，臨走前才在社交網站上載一幀香港的
相片，令粉絲如夢初醒！原來他快閃落戶
尖沙咀開設第2所餐廳。愛麗斯雖然不愛朝
聖，但也忍不住到了去年才空降銅鑼灣的
Jamie’
s Italian大快朵頤！
  1. Jamie Oliver最愛將食物連砧
板一起上桌。圖為meat plank
和vegetable plank，配以羊奶
芝士、醃菜及橄欖、紅蘿蔔和
紅菜頭沙律佐食。
  2. 烤栗子蘑菇，融化了的芝士令
人無法抗拒。
  3. 意式漢堡，一共有10層材料，
加上連皮粗薯條和以3種材料
混合而成的自家製茄醬，將漢
堡包提升至全新境界。
  4. 蜆肉意粉，這裏的意大利麵都
是自家出品。
  5. 餐 單以外的菜式— 海鮮意
大利飯，還加了薏米一起煮。
   6. 又 是餐單以外的推介— 薄
薄的麵包配以風乾火腿和片片
梨子，最特別是兩者之間塗上
了檸檬忌廉，令人驚喜。
   7. 這 是 一 款 餐 單 上 沒 有 的 菜
式— 焗鱸魚。先把爐魚略
煎，然後放進焗爐內，再配以
小番茄和酸酸甜甜的醬汁，十
分醒胃。
   8. 檸檬馬令批，蛋白表層烘得略
焦，外脆內軟，口感豐富。
   9. 3 款味道不錯的雪糕球：海鹽
焦糖、黑朱古力和雲呢拿。
10. 餐廳的裝潢極富特色，彷彿走
進外國人自家的廚房裏去。

菜式介紹
   這款甜品名為「豆沙小南
瓜」，它造形吸引，無論大人
或小孩見它必定食指大動。南
瓜含豐富的水溶性纖維，有助
排便暢通。此外，它的其他材
料有糯米粉、澄麵、少量糖及
豆沙，完全是低脂、低糖及沒
有鹽分的食品，相對市場售賣
的甜品，它非常健康。

（中學組亞軍：曾璧山中學）

消閒好去處

２
1

4

3

6

5

7

維也納兒童合唱團重臨獻藝

   奧地利文化標誌維也納兒童合唱團將於10月10日和11日重臨香
港，演出兩場音樂會。合唱團由香港指揮家曾智斌帶領，與香港兒童
交響樂團攜手演繹史特勞斯、莫扎特及孟德爾遜的作品。

   新加坡華樂團於10月17日和18日來港演出，曲目包括沃森的《牌
友》、譚盾的《火祭》、由男高音莫華倫及女高音吳碧霞擔任獨唱的
交響詩《馬可波羅與卜魯罕
公主》選段等。新加坡華樂
團是新加坡的旗艦藝術團體
之一，以氣勢激昂的演奏與
《教聯報》廣告專綫
多元化的節目著稱。

電話：（852）2963 5112
    （852）2963 5114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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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只供參考）

民間偏方

新加坡華樂團首度來港

教育機構、團體及
商戶，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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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斯

速食，並以健康有營養的新鮮食物代替，
又建議增加蔬果量，以減少學童癡肥現
象，惟這場飲食革命以失敗告終，原因是
吃得健康被認為是中產的行為！

糖1湯匙
做法
1. 把 南瓜切片蒸約10分鐘至
熟，壓成泥。
2. 加 入所有乾材料，搓成粉
糰。
3. 將 豆 沙 及 粉 糰 各 分 成 8 等
份。
4. 將 豆沙包入粉糰內，輕輕
搓成南瓜形。用刀弄出南
瓜紋，放上一顆丁香。
5. 將 小南瓜放在已鋪上紙的
蒸籠內，大火蒸7分鐘。待
涼，即可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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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打粵劇10月上演

   康文署「梨園威武」系
列10月呈獻兩齣武打粵劇，
由艷陽天粵劇坊演出，包括
《錦衣儒將保江山》及《梁
紅玉擊鼓退金兵》，分別於
牛池灣文娛中心和高山劇場
上演。

飯後宜忌
飯後宜

飯後不宜

   柔和輕快的音樂，乃至賞心悅目的環
境，都可以作為良性刺激，調節人體的消
化吸收功能。

   茶中大量鞣酸可與食物中的鐵和鋅等
結合成難以溶解的物質，使食物中的鐵質
丟失。

摩腹
   飯 後 以 熱 手 輕 輕 摩 腹 ， 手 法 從 上 至
下，從左到右，或以順時針方向，用手掌
環轉推摩，均能促進腹部血液循環，加強
消化功能。

洗澡
   飯後洗澡，身體表面血流量會增加，
胃腸的血流量便相對減少，從而削弱腸胃
的消化功能。

緩行
   飯後散步對養生有利，反而急行會損
害健康，引起疾病。

   餐 後 即 食 水 果 ， 食 物 會 被 阻 滯 在 胃
中，長遠會導致消化功能紊亂。

欣賞音樂

喝茶

吃水果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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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電器展銷會
   踏入新學年，為回饋會員，教聯會將一連兩日舉辦展銷
會，歡迎同工蒞臨選購！
日期：2015年10月16日（五）至17日（六）
時間：10月16日 - 中午12時至下午7時
    10月17日 - 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自然養生機 - 白鑽石專業高
速型PRO 10A（杏色）
- 超高速摩打徹底攪拌
- 獨家首創蔬果變速程式
$3,950 展銷價$3,000

贈品：KSC-170不 鋼日式
廚師刀

八寶鍋DFC-515（黑、紅、啡色）

香港電訊電子產品系列
   香港電訊特別為教聯會會員提供一系列精選智能
家居產品以供選購。凡於電器展銷會購買指定型號之
電視、流動平板或個人電腦產品即可享高達7折優惠。

全能電飯煲URC-14（紅色）

- 8 合1功能，火鍋、油炸、
慢燉、煮、煎、蒸、烤
焗、炒樣樣皆能
- 自 動 變 頻 技 術 ， 防 止 滾
瀉，省電節能
$1,080 展銷價$890

光波萬能煮食爐CKY-288

-多
 項智能高速烹調功能，
火候準確
- 4公升內鍋容量
$1,180 展銷價$980

-智
 能電子控制面板，
功能多樣
- 小巧省位，易拆易用
$1,220 展銷價$800

贈品：DIS-112氣壓水壺

贈品：DIS-112氣壓
水壺

贈品：DIS-112氣壓水壺

電蒸鍋FST-K8

手提式電磁爐GIS-GS20P
- 三 層 透 明 蒸 籠 連 鎖 扣 裝
置，作餐盒用攜帶方便
- 60分鐘定時烹調功能
$430 展銷價$350

空氣清新機PUT-35W

-適
 合火鍋、中式小炒、煎
炸和煲湯用途
- 最 高火力2000W，5段火
力控制
$820 展銷價$700

贈品：KSC-170不 鋼
日式廚師刀

贈品：DIS-112氣壓水壺

空氣清新機PUT-40S

- 4段風速，3種時間模式
- 掛牆省位設計
$1,480 展銷價$820

- 手提設計，攜帶方便
- 4段風速，3種時間模式
$1,680 展銷價$930

贈品：KSC-170不
鋼日式廚師刀

贈品：KSC-170不
鋼日式廚師刀

所有產品屬原廠行貨，保用一年。免費送貨（東涌及離島除外）。贈品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負離子空氣清新機WAF-366
（黑色 / 銀灰色）

負離子空氣清新機WAF-368
（黑色 / 銀灰色）

- 歐式風格，設計時尚

- 帶 水 過 濾 裝 置 ， 備 小
夜燈功能
$398 展銷價$180

- 平行式雙向放電技術，除塵

除味殺菌
- 不 鋼除塵片取代隔塵網，
清洗方便
$1,388 展銷價$688

- 專利設計，無摩打及扇葉

裝置，零噪音
- 不 鋼 除 塵 片 取 代 隔 塵
網，清洗方便
$1,688 展銷價$888

贈品：空氣加濕機乙部

贈品：空氣加濕機乙部

空氣加濕器LB-F

空氣加濕器LB-B

- 造型纖細；斜噴式陶

瓷化片，超低噪音
- 缺水自動保護裝置，
電子營養鍋WFC-50C
安全節能
$238 展銷價$110
- 白 瓷 內 膽 ， 煲 湯 、
煲粥、炆、燉皆宜
- 容 量：5公升；高、
低及自動檔設定
$438 展銷價$299

萬用光波爐WCR-803
電子營養鍋WFC-10C
- 白瓷內膽，水晶玻璃蓋

- 容量：1公升；高、低
及自動檔設定
$228 展銷價$159

鐵板燒連火鍋套裝GSK-150B
- 優質不銹鋼煲，燒烤盤經不黏層處理
- 拆卸清洗方便，容量：2.5公升
$598 展銷價$399

電燉鍋WSP-07C
（白色/粉紅色）
- 白瓷內膽；適合烹煮

幼兒食物
- 容量：0.7公升
$148 展銷價$99

智能快速鍋WPC-815（黑鋼色）
- 特大洩壓閥及防堵塞罩，安全易用
- 容量：8公升；1300W
$998 展銷價$769

贈品：額外8L內膽套裝乙套

- 專利設計，採用碳纖

維發熱，節省30%烹
煮時間
- 集煎煮蒸燉、焗烘炸
烤功能於一身；容
量：12公升
$1,088 展銷價$539

智能電蒸籠WES-01D

分體式保健壺WJG-F32

- 專利設計獨有燉品功能，防乾燒
- 防串味導水槽，避免味道混雜
$888 展銷價$539

-天
 然陶瓷製品，保持藥性
- 煎 熬 過 程 智 能 控 制 ； 容
量：3.2公升
$238 展銷價$199

產品眾多，未能盡錄。查詢請電29635195、29635191。

智能隔水電燉盅WDZ-25B
- 微電腦操作8項功能選擇，10小時預

設時間
- 特設防乾燒保護功能；容量：2.5公升
$448 展銷價$339

分體式保健壺WJG-F42
- 天然陶瓷製品，優質不銹鋼發熱體
- 煎熬過程智能控制；容量：4.2公升
$298 展銷價$2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