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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工場」七大措施 助創業者起步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於2010年8月成立，位
處深圳西部前海灣畔、蛇口西側、珠江伶仃洋東岸一
帶，為深港經濟合作先導區。當地政府力倡「大眾創
業，萬眾創新」，掀起多元創意產業的發展熱潮，由此
催生多個扶助創業青年的平台，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即
為當中的佼佼者。自去年12月啟動以來，吸引近百創業
團隊入駐，當中三分之一以上來自香港。「夢工場」集
「苗圃、孵化器、加速器」於一身，為創業者提供一條
龍式支援服務，當中的優惠措施如下：

北漂前海—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是為青年度身訂造的創業基地。
（資料圖片）

場租減免 首年免租，次年租金減半
稅務優惠 入駐前海而符合資格的企業稅率為15%
區域優惠 入駐者可享受前海所有優惠政策
一站式創業 多個服務平台機構為創業者提供各階段服務，包

括會計及法律意見諮詢、創業培訓、融資及推廣
服務等

入駐配套 配套服務包括免費接駁巴士、保安與廣播系統、
酒店式服務管理的人才驛站和餐飲等

免費Wi-Fi 免費網絡覆蓋整個園區
移動通訊服務 受香港通訊信號範圍覆蓋，電話費與在港時相同

「前海厚德創業孵化器」簡介

      「前海厚德創業孵化器」是「夢工場」八大創業孵
化器之一，強調深港合作，主力幫助香港年輕人創業，
提供地方、資金、創業教育、公關策略、技術和人才等
支援，包括6個月的早期項目投資孵化時間，以及往後2
年支援初創公司的加速孵化服務。

以外的選擇

    慕容志輝

（資料來源：前海深港夢工場網頁）

    青少年由學校過渡到工作世界，需要面
對很多人生抉擇。升學也好，就業也好，皆無
分對錯，但有否為個人的生涯及早作出規劃，了
解自己的專長、興趣和抱負，認清未來的發展路向，
卻可以帶來不一樣的人生。

　　HKFeel嶄新節目《北漂前海》，走訪深港青年夢工場（下稱「夢工場」），探尋讓
年輕創業家築夢、圓夢的新方向。

　　首集節目請來前海厚德創業孵化器（下稱「厚德」） 董事長助理兼深港聯絡專員
慕容志輝，講述個人北上發展的經歷、創業者應有的準備，以及他對年輕人的寄語。 
  資料整理  姚文龍  張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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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嘉許狀乙張。

「校園動態」
　　歡迎學校投稿刊登活動訊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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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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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升學

慕容志輝在1989年出生，勉強可以稱為「80
後」，是典型的「香港仔」。2012年大學畢業
後，他跟一般年輕人一樣，投入社會的生產力大
軍，在布廠裏工作，眼見香港和內地的訂單數量
差距，深感內地市場之龐大，在機緣巧合下，便
到深圳發展。

他指出，香港年輕人出路狹窄，除非在大學
修讀專科例如法律和醫科，否則畢業後找工作不
外乎公務員、紀律部隊，或在一些大型企業裏當
見習經理。他認同這些工作相當有意義，非常適
合一部分人，但也有部分人礙於沒有其他選擇，
勉強從事而已。

他回想昔日在大學的日子，曾經遇過一些不
乏創意的同學，他們努力嘗試去把意念變成產
品，四出叩門尋求人力和金錢上的支援，但過程
相當困難；也有人被勸喻不要多想，最好還是找

份穩穩定定的工作。

他慨嘆在創新、
創業路上，香港較缺
乏發展的平台，機會
相對不足。雖然政府
正在改善這個情況，
但深圳的前海已相對
成熟，讓有心創業的

香港人得到各方面的支援，助其產品打進龐大的
中國市場。

創業者的特質
「來前海是另一個發展事業的選擇，但我不

鼓勵所有人都創業。」他解釋說，成功的創業者
要有獨特的素質：須具備絕佳的創意和敏銳的市
場觸覺，更重要的是堅毅不拔的精神。

他舉例說，「這裏有一些創業者，朝七晚
十一，中間可能只吃一餐；一些研製機械人和
硬件項目的創業者，往往通宵達旦，每日不停測
試、重複改良他們的產品，他們可能連續一星期
都在辦公室裏睡，攤開帆布床小睡片刻又復工作
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些都是成功創業者的基本態
度。」

他寄語年輕人在創業前須仔細衡量家庭負
擔，個人的專業知識和具有相同理念的朋輩，肯
和你一起去堅持，都非常重要，但這些人往往只
屬少數。他更寄語年輕人勿以創業為逃避社會工
作的藉口，一旦投入便不能半途而廢，否則浪費
光陰。

HKFeel《北漂前海》
節目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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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知識型經濟，資訊科技發展
一日千里，推行電子學習，以資訊科
技提升教學效能，已成大勢所趨。面
對如此潮流，香港推動電子學習又面
對怎樣的問題？

由1998年至今，教育當局已先後
提出三個資訊科技教育計劃。迄今學
年，教育局推出第四個資訊科技教育
策略，透過以資訊科技促進教與學。
我雖然認同政府推行電子教學政策的
方向，但綜觀現時學界在有關方面仍
面對不少困難，當局的資源和配套支
援並不足夠。香港要廣泛推行電子學
習，道路依然漫長。

資訊科技設備落後
現時學校的資訊科技設備落後，

根據電子學習聯盟2013年的調查發
現，全港僅有2成學校設有覆蓋所有
課室的無線網絡，亦只有1成半學校
能成功「一人一機」教學。硬件配套
不足，無疑打擊學校推行電子教學的
意欲。

教育熱點

電子學習 其路漫長 副主席 蔡若蓮

嶺大學生衝擊校董會 

〔本報訊〕嶺南大學一批學生不滿
行政長官委任的校董人選，於10月19日趁
校董開會圍堵會議室門外，衝入時受保安
阻止。學生又叫口號，要校董出來接受他
們質詢。校董會會議最終取消，20多名校
董席地而坐與學生對話。

學生又要求校董即時表態成立專責
小組，探討廢除由行政長官出任校監，以
及行政長官委任校董的問題。身兼嶺南大

學校董的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表示，「你用
鏡頭、用脅迫的方法，好像公審的方法，
這個時刻我一定說不贊成。」

黃均瑜在開會前接受香港電台《千
禧年代》節目訪問時，已明言樂意與學生
溝通，但不接受脅迫，亦質疑學生憑甚麼
質詢他，批評「以壓力、以人多，去迫令
就範，不是社會應該做的事情，更加不是
嶺南大學提倡博雅教育的宗旨」，並強調
不會「卑躬屈膝」，認為溝通需要在互相
尊重的基礎上展開。

黃均瑜：學聯再領學生走進「死胡同」
〔又訊〕對於學聯聯同八間院校

的學生會計劃發起學界公投，要求修改
大學條例，廢除特首必然擔任校監的制
度，黃均瑜在10月14日出席DBC數碼電
台《早晨八達通》節目時表示，學聯正
重蹈覆轍，帶領學生走進「死胡同」，
因廢除特首為大學的必然校監，並非學

生公投所能做到。學聯不應為運動而運
動，即使有任何變更，應先有明確的方
案而非先毀後想。

他又說，增加學生於校委會的參與
成分亦不能減少爭議或疑慮，以嶺大學
生代表為例，現正面臨學生會代表代表
不了學生的困局。他寄語學生必須有清
晰目標而非「窩裏鬥」。

黃均瑜：不應因人廢制

〔又訊〕黃均瑜在10月13日出席Now新聞台《大
鳴大放》節目時表示，廢除動議感覺上衝着特首梁振英
而來，認為不應因人廢制。他又說，8間大學受政府資
助，由特首代表監察做法合理。

黃均瑜：不接受脅迫

回顧過去40年，香港教育先後實施了九年和十二年免費教育、推行
和微調母語教學、推行幼稚園學券制、改革高中學制和普及高等教育機
會等措施，無不標誌著本地教育的發展及進步。

是次選舉由工作小組選出40位40年來對香港教育界較有影響力的人
物，供每位同工選出當中10位。藉著是次活動，以各候選人對本地教育
界的貢獻及影響勾勒香港教育發展的輪廓，從而讓同工回顧本地教育發
展及這些有影響力教育人物對香港教育的貢獻。本會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和參與，是次活動詳情如下：

開始日期：2015年11月2日
截止日期：2015年12月12日
結果公布：2016年1月
選舉形式：�在40位候選人當中選出較有影響力的10位，獲認同百分比最

多的10位候選人將當選為「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十大教育人
物*」。

選舉獎項：�為鼓勵同工積極參與，是次活動設14個獎項名額，選中最多
當選人的頭4位同工可獲1000元超市禮券，其餘10位亦可獲
500元超市禮券，以資獎勵；如選中人數多於14位則以抽籤
決定（本會屆時將通知相關同工現場監督抽籤及核實工作）。

*40位「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候選者的簡歷可瀏覽本會網頁�
註：�適逢本會成立40周年，凡於本年度入會者均可免費獲贈一年會籍至2016年12月

31日及豐富禮品，請即網上登記入會：http://www.jetsoedu.com/reg.php

教聯會成立
四十周年
系列活動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
選舉 

教育局每年提供的「資訊科技綜
合津貼」，不足以應付學校需求。學
校既要用作聘請資訊科技技術員，又
要支付學校網絡費用、電腦軟硬件維
修保養等，根本不敷應用。隨著「第
四個資訊科技教育策略」的推行，當
局將津貼增加至7萬元，並提供10萬
元予學校購買流動電腦裝置。不過，
要整間學校落實推行電子教學，有關
津貼似杯水車薪。

資訊科技技術員待遇欠佳
由於津貼不足，不少學校僅能夠

聘請一位資訊科技技術員，但卻要負
責校內所有電腦相關的支援。由於資
訊科技技術員不屬於常額編制，亦沒
有晉升前景，故流失率一直偏高。去
年政府提出鼓勵學校租賃無線網絡服
務，以舒緩學校缺乏資訊科技技術員
的問題。然而，外購服務的弊端，在
於當教師在課堂上遇到技術問題時，
未能得到及時的支援，有關建議似乎
治標不治本。

當務之急，當局應改善資訊科技
技術員的待遇，包括開設常額職位，
以及設立晉升階梯，從而吸引相關人
才在學校任職。當局亦應考慮增設經
常撥款，專門用作聘請資訊科技技術
員，讓學校可以增聘人手，支援教師
推行電子教學，提升他們在課堂上運
用資訊科技的信心。

教師思維轉變是最大挑戰
推動電子學習，硬件配套固然重

要，但關鍵還是在於教師。根據「國
際電腦與資訊素養水平研究2013」，
本港教師最常採用的電子教學方法是
直授式展示資訊，其餘的電子教學活
動則較少，比國際平均值都要低。調
查發現，本港中學教師在教學上使用
資訊科技所遇到的困難主要為教師備
課時間不足（87%）、進行電子學習的
誘因不足（77%），以及欠缺有效的專
業學習資源（73%）。

由此可見，現時教師在運用資訊
科技教學仍存有不少困難，特別是電

子教學以學生為中心，
無論是教學方法，抑或在思維方面，都
面對重大的轉變。教師如何透過資訊科
技，促進學生自主學習，仍在摸索之
中。惟現時前線教師相關培訓不足，亦
沒有足夠的空間作出新嘗試。觀乎現時
教育制度以公開試為主導，教師面對緊
迫的課程，課擔沉重，試問又如何有空
間反思課堂教學呢？

要讓電子學習植根萌芽，教育局
的配合和支援至為重要。如政府有決心
全面推行電子學習，應在政策上進行整
體規劃。例如，當局應從減少教師課節
著手，為教師改善課堂教學創造空間；
並邀請推行電子教學的學校與學界分享
交流，以及加強教師相關培訓。當局亦
應推出更多免費網上教材及資源套，以
減輕教師設計電子學習教材的壓力。

只有政府由上而下牽頭，並給予
學校足夠的支援，電子學習才能有望在
本港成功推行，否則，漫漫長路，無所
終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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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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海道富良野
簡介：�田園阡陌交錯，是人與自然合作繪成的圖畫。

攝影師：梁廣煒老師
拍攝地點：日本北海道富良野富田農場
簡介：�夏日富良野生機處處，色彩絢麗。燦爛薰衣草花海，繽紛花田，

蝶兒不停徘徊花叢中。如斯景物，怎教人不沉醉於當中？

攝影師：李巧燕老師

古語有云：「勤有功，戲無益」。但我卻認為，遊戲對人的精神
健康，相當有益。

今時今日的現代人，好像只懂得電腦遊戲。古人沒有高科技，
文人雅士的琴棋書畫，禮樂射御，其實就是遊戲。孔子說，君子的交
往會互相禮讓，即使要競爭，也只會在射箭場上──大家穿戴整齊，
先來個互相敬禮，然後拿起弓箭，立正、引弓、瞄準，盡全力認真競
技，一點也不馬虎。到分出勝負，贏的贏得光彩，輸的則自罰飲酒，
大家相視而笑，沒有妒恨，只有遊戲的快樂，這就是君子之爭。

好玩的遊戲，多數要找同伴。羽毛球和網球，玩的是對戰競賽，
足球和籃球，體現的就是團隊精神。當心靈充滿壓力，去換上短褲汗
衫，落場拿起球拍，心裏面的負能量，就隨着羽毛球的飛起，飄散到
九霄雲外。當勝負已分，與隊友高興拍掌，和對手握手言歡，再大家
一起去喝杯冰涼的汽水，立時滿身舒暢，悶氣全消。

做老師的，平日工作忙碌，備課、教書、改卷，人生就消耗在沉
重的書簿中，放工也只有躲在家裏一個人悶着，多可惜！不如為自己
找點玩意兒──舞蹈、羽毛球、乒乓球、話劇、唱歌、結他、烹飪、
美甲、化妝、耕作、繪畫、縫紉、茶道、健身、攝影，甚麼都好，只
要找到屬於自己的遊戲，找到志趣相投的玩伴，你就會知道，何謂
「戲有益」。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心靈品書齋

勤有功，戲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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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5年是我任教的第六個
年頭。最初新高中學制剛剛開
展，不同科目的教師都從新的課
程綱要中揣摩教學重點，好讓莘
莘學子能在公開考試獲取佳績。
自2012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後，
至今歷四屆，這四年間除了從公
開考試中印證對課程重點的理解
外，另一方面作為歷史教師，也
從歷史學習的角度去反思新課程
的特點。四年過去了，不期然產
生了不少對課程的迷思。

對時間的迷思
新高中課程的內容特點是

集中於二十世紀的歷史，主題甲
的「二十世紀亞洲的現代化與蛻
變」與「二十世紀世界的衝突與
合作」構成了內容的時間設定。
課程涵蓋了多個國家及地域的歷
史，亞洲有中國、香港、日本及
東南亞，而歐洲各個主要國家的
歷史發展以兩次大戰及冷戰貫串
起來，加上中東及南非，構成了
課程的空間設定。

不難發現的是，新高中課程相比
起2003年以前的舊會考課程，在縱軸
（時間）上有所收窄，卻在橫軸上（空
間）上加以擴闊，可以理解為期望學
生能對身處的世界有更全面的了解，
正如課程文件中提到的課程理念—
培養學生的全球視野。這個時間與空
間的設定形成了新高中歷史科的課程
框架，在空間的處理上暫且不談，在
時間上以1900年為切割點，使學生對
十九世紀的歷史了解甚微，只作為基
本的背景資料去理解。

十九世紀的歷史對理解二十世紀
的歷史有何作用？要了解辛亥革命，
不能不了解中國對改革的嘗試與努
力；要了解日本二十世紀初的面貌，
不能不了解明治維新，要了解第一次
世界大戰，不能不了解民族主義及自
由主義的興起，與德國、意大利統一
後的歐洲新格局。十九與二十世紀的
歷史無論在哪個地域、國家以至整個
世界，都是一個龐大的因果關係構成
圖，要抽空了解二十世紀世界的歷史
發展，會使學生對歷史的掌握欠完

整，也培養不了他們從宏觀角度檢視
二十世紀歷史發展的結果，這個時間
設定的課程框架在歷史科教師間爭議
已久，有聲音認為應就着不同國家、
地域的歷史實況作適當的時間調整，
而不是「一刀切」式劃一以二十世紀
為開端。

同工們都認同既然要顧及世界
視野，包含世界主要國家的歷史發
展，在時間軸上的處理自然有所限
制，不能與2003年以前的會考課程相
提並論；而且若談到十九世紀作為理
解二十世紀發展的因素，那十八世紀
同樣是理解十九世紀的源頭，這樣無
限往前推，也確是不切實際。若能就
着不同國家的實際歷史發展作出合適
的因果論述、演變與延續，是否能令
學生學習以及考評的設計有更大的空
間？而且課程涵蓋整個二十世紀，
二十世紀末距今少於二十載，不少歷
史檔案尚未公開，史觀也未完整，是
否適合讓學生研習二十世紀末這個部
分？這些疑問是其中一個迷思。

專業分享

 對新高中歷史科課程的幾個迷思（上）
朱志明老師 （培僑書院）

    凡於11月份生日的會員於月內親臨本會並
出示有效會員證及身份證明文件，可免費領取
以下其中1份生日禮物：

 
（ 1 ）40周年頸枕旅行套裝 1 份  

或 
 （ 2 ）鴻福堂現金禮券 1 張

※ 補領限期為生日月後1個月內，逾期者不會補發任何禮物
※ 生日月份以身份證明文件內為準
※ 此活動只限於永久會員及有效基本會員
※ 未續會的會員需要辦理續會手續方可領取禮物
※ 禮品更改將不會作個別通知
※ 本會擁有最終決定權

領取地點：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優惠物聯網

地    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
發展大廈901室（旺
角港鐵站A2出口）

辦公時間： 星期一至六上午
10時至下午7時

電    話：2963  5191

祝願11月份生日會員

生 日 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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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閒好去處
澳洲樂舞團公演

    澳洲室樂團和悉尼舞蹈
團將於11月呈獻三個節目：
（1）「ACO聲幕教室」
    11月11至14日於葵青劇
院黑盒劇場演奏巴赫、葛利
格、史密里和皮亞梭拉等名
家樂曲，並設有聲影展覽。

望住海嘆德國菜 愛麗斯美
食
地
圖鴛鴦愛心卷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材料
腐皮2張
金菇40克
蘑菇20克
靈芝菇20克

豆腐1件
甘筍10克
菠菜40克
紫菜2張

調味料
鹽少許
糖少許
生抽1茶匙

做法
1.   菠菜、金菇切粒，用紫菜和腐
皮包好。用大火蒸熟上碟。

2. 豆腐切件，兩面煎好上碟。
3.   蘑菇、靈芝菇洗淨，用油炒
好，加入調味料，放在豆腐
上。

4.   甘筍切粒，放在菇上作裝飾，
完成。

菜式介紹
    營養豐富，容易消化，外觀
吸引，最適合獻給偉大的母親，
作為母親節的禮物。

（中學組優異獎：明愛馬鞍山中學）

今期愛麗斯帶大家來
到香港西南端一個悠閒的小
島—大嶼山愉景灣，品嚐
一下這裏的德國美食！

　　這裏有一間德國餐廳很有特色，揉合了
18世紀和現代的建築風格，例如獨特的古式
拱門配時尚的枝形吊燈，餐廳的盡頭是酒
窖，外面是向海的露天茶座。

　　德國人愛吃香腸，這裏的香腸款式多，但
偏鹹，配上冰凍啤酒卻天衣無縫。德國咸豬手
也是馳名的菜式，這裏有烤的也有炆的，兩款
烹調方法愛麗斯都吃過，個人偏愛後者，因豬
皮炆得稔軟，烤的反而太乾太硬。

　　德國美食不能缺少啤酒，如果你不勝酒
力，愛麗斯推介一款從德國入口的無酒精、
無麥啤酒，讓你充一下豪氣！加上無敵海
景，在這裏用餐，確是賞心樂事。

� （圖片只供參考）

1.� 浮腫者喝薏仁茶
浮腫的原因很多，如果單純是水分滯留

造成的浮腫，推薦飲用薏仁茶。
材料： 炒薏仁10克、鮮荷葉5克、山楂5克。
做法：熱水煮開便可飲用。
功效：清熱、利濕、治療水腫。

2.� 壓力造成便秘要喝荷葉茶
情緒低落、精神壓力大，可能增加腸道

的敏感，因而產生便秘，推薦飲用荷葉茶。
材料： 荷葉3克、炒決明子6克、玫瑰花3

朵。
做法：用開水沖泡。
功效： 清暑利濕、治水氣浮腫、生髮清暢。

民間偏方

7種瘦身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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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製烤豬手（左）和炆豬手（右），配香滑薯蓉及酸
菜，份量頗大，最宜多人同吃。

2.    德國香腸拼盤，每款都頗「重口味」。
3 .    清新的羅馬生菜，配上香濃的炸芝士，地道的德國

風味。
4.    煙三文魚水瓜柳脆薄餅，餅底又薄又脆。

5 .     酥脆的焗鮮蘋果卷，配香草雪糕球和雜莓，酸酸甜
甜，也是傳統的德國美食。

6 .   盛載啤酒杯的木架比啤酒更吸引眼球。
7.    仍然保留一點苦澀味道的無酒精啤酒。
8 .    廚師黑森林，有蛋糕也有雪糕，朱古力迷必吃！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
治療。）

3

6

7

5 8

２1

4

3.� 脹氣者喝大麥芽茶
體內排氣不暢，也能造成腹脹和胃

脹，推薦飲用大麥芽茶。
材料：炒麥芽5錢、山楂5分。
做法：加冰糖水沖飲。
功效： 開胃健脾、消食除脹。

4.� 消脂喝檸檬茶
既能消脂去油膩，又能美白肌膚。

材料：切片檸檬。
做法： 榨出檸檬汁，用溫水沖調，加入

適量蜂蜜。
功效： 消脂肪、助消化、美白肌膚、滋

潤肺腑。

5.� 積食喝普洱茶
胃裏積食不化，不但影響腸胃功能，

而且會使脂肪、糖分得不到正常的消耗而
導致肥胖，推薦飲用普洱茶。
材料：普洱茶葉、乾菊花5朵。
做法：熱水沖泡。
功效：幫助消化、消除油脂。

6.� 油膩喝陳皮茶
如果吃得太油膩，泡一壺陳皮茶，可

去油膩。
材料：陳皮4克。
做法：沸水沖泡。
功效：理氣調中、疏肝健脾、導滯消積。

7.� 利尿降脂茶
絕對是減肥好茶，飯後煮上一

杯，既達到減肥的目的，又享受酸
酸甜甜的滋味。
材料： 山楂10克、薺菜花10克、玉

米鬚10克、茶樹根10克、糖
少許。

做法： 以上各味磨成粗末，煎湯取
汁。

功效： 利尿降脂，適用於肥胖者。 

（2）「ACO樂窖」
    11月12日在中環元創方以原聲樂器
與電子樂器，演繹古典與現代、爵士與
搖滾等曲目。

（3） 《變奏．10》、《靈光》和《漫舞拉
莫》

    11月13及14日兩大樂團聯合於葵青
劇院公演上述三齣扣人心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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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服務

內容：�介紹銀龍集團50年的經營
故事，細說香港茶餐廳文
化，記錄60款茶餐廳美食
所載的集體回憶。

索取方法：�攜同學校印章到教聯
優惠物聯網索取，每
間學校限取一本，先
到先得，派完即止。

免費索取《港人飯堂茶餐廳》

型號：TSB798AP-50
取貨時間：12月上旬
$599  會員價$358

Targus 15.6吋City 
Dynamic Backpack 
（黑色）
取貨時間：12月
$529  會員價$349

� � 融合潮流靈感，簡潔與流線型設
計。防水尼龍材質，輕盈實用。可收納
筆記型電腦，具備iPad專屬口袋，並可
收納大量文件檔案。側袋可放雨傘和水
壺。底部採用加厚防潑水物料，背帶可
自由調節與拆卸。

取貨時間：12月
$899  會員價$449

15.6吋Seoul Backpack

Wireless 
Presenter with 
Laser Pointer
型號：AMP16AP
取貨時間：12月�
$199  會員價$179

尚朋堂電陶爐 RC200 鴻福堂禮券
自家湯套票�（一套10張）
$500  會員價$351/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自家涼茶套票�（一套10張）
$240  會員價$160/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正品藥製龜苓膏套票�（一套10張）
$500  會員價$321/套，$500/2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50禮券
會員價$35/張
購買10張多送1張

「鴨靈號」登船票
� � 「鴨靈號」為昔日漁民出
海捕魚的工具，是香港目前唯
一仍在運行的典型古老中式帆
船，也是本港十大旅遊景點及
中國十大古帆船之一。購票後
請前往www.dukling.com.hk登
記出發日期。
$320/張  會員價$150/張，小童及長者
$110/張

100%純亞麻仁籽粉（250g） 

� � 嚴選原顆金黃
亞麻仁籽製成，保
留天然風味，含鈣
質與OMEGA-3多
元不飽和脂肪酸，
豐富的膳食纖維和
鐵質等營養成份。
會員價$22

黑芝麻粉（300g） 

� � 米糠中的穀維素是天然抗氧
化劑，有效抗衰老並抑制「壞膽
固醇」，減低患上冠心病和血管
閉塞機會。
� � 稻米油同時含有天然維生素
E及多種不飽和脂肪酸，增強人
體免疫系統，降低患癌風險。
會員價$50 

RIZI瑞兹泰國稻米油1升裝
 （可高溫及低溫烹調） 

團購精選

教聯會網頁為學校或機構會員免
費刊登招聘通知。於本會網頁版
面點選「權益」欄下的「求職招
聘」，再按「招聘申請」，填妥
相關資料後提交申請，本會批核
後可在網頁刊登。
查詢：2963� 5184�蔡榮輝先生

免費刊登招聘通知服務

申請代課或求職轉介服務
會員可登入教聯會網頁按「招聘
求職」，然後「求職申請」，填
寫資料後提交申請。本會收到學
校需要轉介服務時，將聯絡符合
學校要求的會員。
查詢：2963� 5184�蔡榮輝先生

旅遊保險
旅遊保險七折優惠（單次）
查詢：2963� 5184�蔡榮輝先生

教聯會牙科保健計劃
查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教聯會會員租用「爽Wi-Fi」（Pocket�
WiFi），可享7折租金優惠。申請者
可於www.songwifi .com.hk「立刻租
用」版面備註位置輸入會員號碼，在
「優惠券」位置輸入「HKFEW」後
按驗證；亦可以電話或Whatsapp預約
（5584� 2842或5584� 3843）。取機時須
出示有效會員證，尖沙咀、觀塘或機
場交收。

新航假期優惠

現凡出示有效會員證到新航假期購買自由行套票即
享以下折扣優惠：

新加坡：減$100
亞洲：減$200
馬爾代夫、澳洲、新西蘭、歐洲、美國、中東：　
減$300
商務客位套票：
新加坡及亞洲減$500、其他地區減$1,000

優惠日期至�2015年12月31日
查詢：2870� 8788
電郵：http://www.sia-holidays.com

嶺南第一大瀑布【揭西黃滿寨瀑布群】、養生勝地【大北山森林公園】兩天團
日期：12月5至6日（星期六、日）
團費：會員$700　非會員$800��小童$650（3-11歲不佔床位）
註：每位會員可用會員價為同行團友報名，上限4位

天數 行程 住宿
第1天 指定地點集合→汕尾→午餐【瀨尿蝦海鮮

宴】→揭西→嶺南第一大瀑布（揭西黃滿寨
瀑布群）→正宗客家河婆擂茶→晚餐【高山
水庫魚滋味宴】

揭西大北山森林
公園渡假村

第2天 酒店早餐→大北山森林公園（包電瓶車，沿
途欣賞山莊湖水和雲霧茶梯田）→大北山知
青樓→午餐（正宗客家十八道菜）→京明渡
假村（京明小長城、盤國仙師廟、天下第一
關）→深圳→返回集合地點解散

-

15.6吋CityLite II Ultra 
Backpack（黑色） 

尚朋堂電陶爐 RC201
．�電磁場原理，間歇性加熱
．�適合鐵製或不銹鋼鍋具
．�獨有韓式燒烤功能，�
火力：2000W

．�一年原廠保養
$598  會員價$398

．�紅外線發熱技術，
均勻加熱

．�適合任何平底鍋具
．�獨有老火湯功能，
火力：2100W

．�一年原廠保養
$568  會員價$338

100%純紅薏仁粉（200g） 
� � 「紅薏仁」保留
薏仁天然外層麩皮，
屬「全穀類」產品，
較一般薏仁保留更完
整營養成份，含豐富
鐵質，屬膳食養生、
養顏美容飲品。
會員價$28

15.6吋Seoul Backpack

報名：
1.�親身到教聯會報名（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2.�網上下載報名表填妥後傳真至27705442
3.�網上報名http://goo.gl/forms/XKRkH3OoFq

付款：
郵寄支票（抬頭：「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支票背
面請寫上參加者姓名及電話），郵寄至「九龍旺角道33號凱
途發展大廈17樓蔡煥林先生收」��

截止報名日期：2015年11月25日

承辦單位：味力之旅，牌照號碼：353465

Wireless Presenter 
With Cursor Control
型號：AMP17AP-51
取貨時間：12月上旬
$299  會員價$269

爽Wi-Fi租用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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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黑芝麻含豐富
鈣質和膳食纖維，
補充成年人、素食
者所需之鈣質，更
有助消化。
會員價$22

現貨優惠

旅遊優惠

贈送鋼煲乙個

（$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