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

教聯快訊

期

凝聚專業

2015年5月11日 星期一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編印
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電話：2770 3918
網址：www.hkfew.org.hk

教聯會
▲
副主席王惠成
（ 右 ）與 家 人 專
誠出席電影欣賞
會支持呂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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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聯會顧問麥謝巧玲校長（左一）、副主席蔡若蓮校
長（左二）、副主席洪詠慈校長（右）與呂麗紅校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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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因為五個鄉村小女孩，重燃心裏的一團火，
在一個被遺忘的角落，締造了都市傳奇。她的故事，
滋潤了無數乾涸的心靈，讓教學之夢再次高飛！

幼稚園的學生。

▲呂校長與元崗

「究竟4,500元月薪的生活是怎樣過的呢？」我好
奇問道。

她，就是元崗幼稚園呂麗紅校長！她僅拿取
4,500元月薪出任校長、教師和校工的故事，最近被
改編為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在城中熱播。教聯
會早前為這一套影片舉行了4場電影欣賞會，免費招
待過千名會員觀賞。

「申請這份工作時，我已經作出評估，我們已經
供滿樓，丈夫是退休公務員，有長俸，大家又沒有子
女負擔，香港的生活也豐儉由人，以前我也有買名牌
的，現簡單樸素便可」。

回想起電影會那幾天，不少同工受故事的情節
所感動，戲院內「卡擦」之聲此起彼落（打開紙巾包
裝的封口），事後甚至有會員「投訴」教聯會沒有為
進場的觀眾提供紙巾呢！

「最初我們3年都沒有去旅行，現在學校漸上軌
道，可以到鄰近地區散散心了，不過旅遊期間還是
whatsapp不斷！」她笑說。

為了跟呂校長交流心得，教聯會還邀請了呂麗
紅親臨戲院，跟同工互相打氣，並接受了我的訪問，
與《教聯報》讀者分享這幾年來的心路歷程。
「教育不是買賣，教育要用心，因為教育是以生
命影響生命的工作。很多人以為我付出了很多，其實
是那五個小孩令我獲益良多。」呂校長一開始便說。

「那麼戲裏那個環遊世界之夢又如何？」我問。

學校漸具規模，校監提議讓她加薪，不過呂校長婉
拒了，原因是她希望善長所捐贈的一分一毫都用在學生
身上，因此至今仍維持領取4,500元月薪的承諾，並笑說
合約裏註明9時上班3時下班，符合最低工資的要求！

教聯會於4月份進行全港幼師聯署，要求政府為
幼師重設薪酬架構表，保障同工前景。呂校長坦言現
時幼師薪酬欠缺保障令不少人卻步，亦無法留住優秀
的人才，「就像我校也有一些教師最終轉教小學，原
因是小學教師有薪級表！」她期望政府能夠重設薪酬
架構，改變現狀。
最後，我問她有何寄語，「莫忘初衷」是她給同
工的勉勵說話，並引述蘇東坡著名的詞句：「十年生
死兩茫茫，不思
量，自難忘……無
處話淒涼！」。
語畢，我倆莞爾，
相視一笑，莫逆
於心。

蔡 若 蓮
（右）與呂麗紅接
受媒體訪問，反思
愛的教育及幼師待
遇，認為需要團結
業界，爭取由政府
承擔幼師薪酬。
▲

呂校長在元崗幼稚園當了6年校長，是甚麼令她支
撐了3年又3年呢？她除了感激丈夫的支持外，最大的動
力就是能夠幫助很多不幸的家庭！試過有內地學童在簽
證上遇到困難，學校總會留着一個座位給他。「有時候
投身村校之前，呂校長在國際學校執教30多年。 自己也得咬緊牙關，不讓自己哭出來！」她說。
她將國際學校的教學方法帶到村校去，着重身體力
行、以身作則，發掘每個孩子的天賦和興趣，協助他
最困難的關口總算過了，幼教最大的挑戰是甚麼
們發揮潛能。至今，因為呂校長的努力，學校已經由 呢？呂校長認為，幼教需要面對市場上的惡性競爭，
5個學生發展到60多人。
加上每個家長都認為自己的孩子是資優的，學習也希

望能夠一蹴而就，如果學校不依從家長的意願，怕會
影響生源，於是製造了很多教育層面上的掙扎，也形
成了非專業領導着專業。政策層面上，她認為政府也
有很多文件工序，令人疲於奔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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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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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蔡若蓮表
示，經濟及合作組織成
員國的資料顯示，中小
學和幼稚園教師的薪
酬差距不大，部分國家
的小學和幼園教師薪
酬甚至相同，香港也應
朝這方向發展。教聯會
左起：顧問司徒玉蓮、副主席蔡若蓮、顧問麥謝
又就幼師薪酬提出4點
巧玲。
要求：

普教中成效要長時間驗證
   〔本報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4月接受媒體訪
問時表示，教學語言並非影響中文能力的唯一因素，
指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能力的說法並未能成立。
他表示，並非所有學生都適合普教中，要視乎
學生的能力和配套，強調底綫是不能損害學生的利
益，同時亦要給學校彈性去探索。正如早年以英語
作為教學語言的爭議一樣，普教中亦必須符合學生能力和教師能力兩個條
件。現時香港沒有這方面的培訓，正面對配套不足的問題。另外，何時切入
也要顧慮公開考試的壓力。若從專業角度看，普教中不能單憑一個試驗、一
個研究結果便決定推行或推倒，需要長時間去驗證。

就新高中中期檢討表達意見
〔本報訊〕教聯會應邀
於4月初與教育局及考評局會
晤，就新高中中期檢討交流意
見（左起：教聯會副主席胡少
偉、副秘書長林樂、教育局副
秘書長陳嘉琪、教聯會理事陳
卓禧、梁偉傑）。

〔本報訊〕教聯會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邀請，於4月1日與特派員宋哲午宴。期間，
宋哲介紹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和中國特色大國
外交情況，並與50多位教育界同工就共同關心
的問題進行了探討。

問卷調查

「學校不是便利店
鐵人也要『唞一唞』」

   〔 本 報 訊 〕 社 會 投 訴 風 氣 盛
行，為前綫教師帶來不少壓力。教
聯會調查發現，近4成受訪教師過去
半年曾遭家長投訴，近3成人認為家
長的投訴大多數不合理。教聯會理
事胡家偉表示，教師並非「24 小時
便利店」，也有自己的私人時間，
盼家長將心比己，並期望教育局加
強向家長宣揚尊師重道精神。
   教聯會於3月份向全港學校發出
問卷，了解家長投訴學校的情況，
收到逾200個回應。結果顯示，家長
投訴的內容主要涉及子女被同學欺
凌（43%）、功課量（33%）、教師的
獎懲（25%）及教學表現（25%）等，
情況與去年調查相若。
   調查又發現，6成半教師反映家
長投訴時態度欠佳，近6成教師分別
指家長提出對學校不合理的要求，以
及將屬於家庭的責任推給學校。受訪
教師認為家長投訴增多的首三項原因

左起：理事胡家偉、副
主席林翠玲、胡少偉、副秘
書長林樂。

1. 幼師薪酬架構必須反映幼師教學經驗及學歷： 校長：26-34點，副校長：
23-28點，主任：17-26點，學位教師：12-25點，證書/文憑教師：9-20點。
師生比例應為1比12，每5名幼師應有1名主任，每4名主任應有1名副校長。
2. 在未落實薪酬架構表的過渡期內，先推行相等於總薪級表第9點的幼師專業
起薪點。
3. 反對一筆過撥款，要求採用實報實銷方式，全面資助幼師薪酬，並考慮幼
師多年來未有增薪，給予過渡期及額外補償撥款，以免因未來幼兒學生人
口下降，令資深幼師承受不必要的衝擊。
4. 爭取保障幼師轉校任職時的年資，新校須承認幼師過往的教學經驗，並由
政府按年資給予幼師應得薪酬。

宋哲介紹中國外交現況

教聯會獲邀到外交公署與
特派員宋哲（前排中）午宴。

〔本報訊〕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將於今年年中發表報告。據悉，報告
初稿已接近完成，但委員會對一筆過撥款與幼師薪級表仍未達共識。為此，
教聯會於4月發起聯署行動，爭取教育局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以保障幼師工
作前景，並給予專業上的肯定。截稿前已收到7,209個簽名，稍後將送交教育
局局長吳克儉。

教聯會主席鄧飛致詞。

逾7,200聯署爭取重設幼師薪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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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長自覺為消費者（70%）、家
長重視其權利（68%）及社會沒有尊師
的風氣（59%）。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稱，過去
曾接獲不少幼稚園家長投訴，例如
有家長投訴課程較鄰校淺易、教
師獎勵其他同學的筆較漂亮等，亦
有家長將子女與同學打架的行為，
歸咎老師看管不嚴。理事胡家偉透
露，曾有小學教師因家中白事告
假，期間收到校方致電，須即時處
理家長的投訴，令該名教師感到無
奈。
   副主席胡少偉促請當局增加資
源，以減輕教師處理家長投訴的壓
力，並加強家長教育，減少不必要
的投訴。就教育局推行「優化學校
投訴管理先導計劃」，他批評當局
宣傳不足，教師大多不了解計劃具
體內容，建議逐步推展計劃，反對
一刀切全面推行。

評論
2015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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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教師進修與壓力
副主席 蔡若蓮

   近年，香港教師的學歷愈來愈高，學位也愈來愈多。不少老師下班後，
會以兼讀形式，進修各種碩士學位。香港教師進修高等學位的比例，遠遠高
於內地和台灣的教育同行。其中，不乏「誨人不倦，學而不厭」者，然而，
更多的是在課程改革以及縮班殺校的洪流下，或面對無形職業危機感，或有
實際轉型的需要。教師「過度進修」（overeducated）的情況，是喜是憂？
   可「喜」的，是進修課程帶給前線教師正面的價值觀和科學的教學理
念，潛移默化，改變教師的教學行為，提升香港教育水準，教師、學生、學
校和社會均從中有受益。有位教師2014年開始，在中文大學進修教育學碩士
課程，她表示在上每堂課之前，都會把教授要求閱讀的書目看完，雖然邊工
作邊進修很辛苦，但是自己收穫了很多，把理論應用與實踐，教學能力得到
提升，覺得很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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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就嶺南大學學生會舉辦音樂會
邀請樂隊演唱辱警粗口歌的聲明
1. 學
 校是傳授知識、學習為人處事的地方，大學作為傳遞與啟蒙思想、知
識的高等學府，理應持守文明道德標準。大學生是社會未來的希望與棟
樑，公眾寄以厚望。在大學傳播仇恨、粗口，令人遺憾。
2. 任
 何人對警察不滿，應按正途投訴，表達意見，粗口辱罵警察，無助解
決問題。激發社會仇恨情緒的行為令人不安。
3. 校園粗口文化應予強烈譴責，免致歪風蔓延至中小學，破壞品德教育。
   教聯會對事件表示強烈譴責，希望舉辦演唱會的嶺大學生會迷途知返！
2015年4月21日

   但是，也有相當一部分的教師表示選擇進修實屬無奈。有教師就表示，
自己進修的原因是因為學校的同工都選擇進修，自己也只能跟上潮流。同
時，隨着香港學童人數的減少，面對縮班殺校，不能只有一技旁身，最好
「瓣瓣掂」。再者，也有學校通過提升師資水平，「儲備」人才，提升辦學
競爭力，其中就包括希望教師都考取各項基準。在這種情況下，老師只能無
奈地選擇進修。課改以來，教師專業發展架構建議的每三年150小時的進修
時數，教師們基本上都是超額完成。

會中人語

   其實，老師除了上課，還要帶隊、開會、備課、改作業、見家長……學
校工作已經十分繁忙，下班以後還要熬夜工作學習，修讀一個高級學位課程
一般需要 2 至 4 年時間，教師能不累嗎？

   早前我與傳媒茶聚，談到政治入侵校園的現象。我問在場的記者朋友，如
果單純是一宗校園勞資事件，他們可有興趣報道？他們均面帶難色地搖搖頭，
但如果加入政治勢力這個元素呢，大家都會心微笑。

   最近，教師及校長專業發展委員會2015首份報告，冀能為香港培育精益
求精、力臻卓越的優秀教學專業團隊。讓教師能着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
敏於反思，行事以實證為本，加強學校的問責與效能，並通過推動在系統、
學校和個人層面應用實證和數據，以及建立學習社群，促進協作等，並無新
意。

   我所指的，是近期沙頭角一所學校的遭遇。據該校校董會發放的聲明表
示，事件的緣由是因為社工的健康問題，過去一年嚴重缺勤，續約時候，校方
曾懇切要求該名社工慎重考慮其健康狀況能否應付，校長也一直抱着包容的心
態，最後校董會接納了該名社工的續約決定，之後再也沒有就此進行討論。後
來，該名社工於四月自行提出請辭，校方亦根據應正常程序處理了。

   筆者認為，政府應從實際出發，檢視香港教師工作壓力與專業發展的需
要，優化職前培訓，創造空間，加強校際協作與校內協作文化，獎勵良好
的教學實踐。針對教師的實際需要，不要單憑學理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的「標
準」。在不斷提高對教師專業要求的同時，應積極跟進目前學位教師只能有
文憑教師的待遇問題。要正視不少既完成學位，又持有教育文憑，甚至完成
了高級學位課程的人才，找不到教席，或只能屈就教師助理的事實。

   原本一宗簡單不過的勞資事件，卻因為有人放風，說該名社工曾經參與「佔
中」，並加了一個中聯辦介入其中的「莫須有」，整個故事就變得引人入勝了，
不但吸引傳媒眼球，也輕易引起公眾關注，立即變成了「做故仔」的好材料。學
校卻因此而無辜「成名」，校長也得獨自面對傳媒的追問與指控的壓力。

教聯會歡迎調整校本評核

   早在退休之前，傳媒問我最憂慮香港教育甚麼，我說是政治入侵校園。不
消兩年，事實已擺在眼前。

   教聯會歡迎教育局對新高中課程的校本評核作出從善如流的調整。
在新高中課程實施過程中，校本評核是舒緩「一試定生死」、引入持續
性評估的可取措施。可在實踐過程中，各科前線老師不得不面對教學和
評估工作量大增的壓力，而且在探究學習方面性質相近的不同學科，若
都要進行校本評核，無疑只是徒然增加學生的學習負擔，故此適當取消
一些學科的校本評核，是可取的調整措施。現在公佈的調整方案，能夠
在保留屬於可持續評估的校本評核和減低師生壓力之間取得平衡。

   政客存心搞事，身為教育工作者，無奈之餘，也十分感慨！近年，教師已
因教育政策的大大小小變遷，以及面對人口波幅的壓力而疲於奔命，但教育工
作者仍然堅守崗位，任勞任怨，實在值得敬佩！君不見每年均有大批教師獲得
專業上的認同與嘉許，例如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優秀教師選舉嗎？

   教聯會進一步認為，在整個新高中課程校本評核大框架不變的前提
下，在未來新高中課程展開長期檢討之時，具體每個學科的校本評核方
式應該有進一步加以細化調整的空間，以適應教育發展的新趨勢。

   面對日漸擴大的政治漩渦，我希望各方政客甚至傳媒能夠尊重教育工作，
讓「教育歸教育，政治歸政治」。各位教育工作者亦要有心理準備，勇於面對
教育以外的壓力，並謹守教育專業的原則與尊嚴。教聯會亦一定會與大家一起
面對壓力，同渡風雨．謹此共勉！

吸引眼球的「莫須有」
會長 黃均瑜

   有記者朋友因此向我求證，我說：「如果中聯辦有這樣大的威力，香港所
有事情就易辦得多了！」可惜該份報章沒有刊登！

   育人工作，最重要是愛護學生，守護校園，專注做好專業發展工作，而非
浪費精力與時間來應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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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半教師支持通過政改方案
教聯會呼籲立法會議員通過政改
〔本報訊〕政府在4月22日於立法
會公佈政改第二輪諮詢報告及2017年特
首普選方案。教聯會調查發現，近8成
半教師表示支持今屆立法會通過政改方
案，反映教師普遍期望早日實現「一人
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教聯會呼籲立法
會全體議員尊重大多數市民的意願，為
全港利益着想，投票支持政改方案。
在政改方案公佈前，各大傳媒引述
政府消息人士，率先披露了特首普選方
案的內容。為了解教育工作者對2017年
特首選舉方案的意見，教聯會於4月18
日至20日進行問卷調查，得到502位教

師的回應。結果發現，高達84%教師支
持今屆立法會通過2017年特首選舉方
案，表示反對通過及沒有意見的教師分
別有7%及9%。
教聯會認為，立法會議員應聆聽主
流民意，為香港整體利益着想，在立法
會投票支持通過政改方案，推動香港民
主發展，令全港500萬合資格選民可於
2017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否則，
若政改方案遭到否決，香港不僅錯失一
次民主發展的機會，甚至可能面對更長
時間的政治爭拗，影響香港社會的安定
繁榮。

星期一

教聯會與運輸業界達共識 提供校巴
〔本報訊〕教聯會早前致函全港學校，向為招標校巴遇上困難的學校
提供轉介服務，截至4月底，本會已接獲30宗轉介要求。公共巴士同業聯會
於4月中與本會及運輸署開會時，承諾逐一聯絡求助學校提供協助，務求於
5月中旬為所有學校解決問題。
   另外，本會於4月中向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提交
書面意見，反映學校近年面
對校巴短缺、收費急增的
困境，並對運輸署建議增
發A03R特定學生服務批注
表示歡迎，同時促請政府
在發牌時注意細節，為學
校、家長和運輸業界締造三
副主席王惠成（中）與運輸業界及運輸 贏局面。
署開會。

一度
文
化
盛
事
年
兩

香港教育界書畫展

〔本報訊〕為推廣書畫藝術文化，表彰教聯會書畫導師和學員努力的成果，教聯會於4月底
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名為「墨彩情懷」香港教育界書畫邀請展，展期長達7天，展出作品超過190
幀，包括楷書、行書、水彩畫、工筆畫、水墨山水畫、山水畫等，並設時段由戴繼志、劉家蘭和
徐貴三導師即席揮毫。書畫展參觀者逾1,500人次，實為每兩年一度的教育界文化盛事。

▲工筆畫導師劉家蘭即席揮毫。

▲

西洋書畫班學員與導
師及嘉賓留影。

中國書畫班學員與導師
▲
及嘉賓留影。

▲左起：樂天書法學會會長王齊樂、中文大學藝術學系
主任莫家良、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中聯辦教科部副部長莫錦
強、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高齡教工會名譽會長李金鐘、草
書藝術研究社社長金嘉倫應邀為開幕禮剪綵。

▲為期7天的展覽
參觀者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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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品書齋

教聯會登陸Facebook

如一個向東行，一個向西行，家庭的目標和計劃又如何
可以順利實現？
一般人看事物總有盲點，但如果兩個不同的人看同
一件事，大家的盲點便可以互相消除。例如，當兒子太
活躍好動，做父親的以自己的童年都是通山跑來做比
較，便以為是正常，但自小文靜好學的媽媽，便看得出
兒子是患有過度活躍症；又例如太太投訴兒子反叛，做
丈夫的便看得出是太太過份干涉兒子，令兒子覺得不受
尊重。這不是丈夫和太太誰對誰錯的問題，正如瞎子摸
象，假如看問題只得一個角度，永遠會較為偏狹，不及
得有兩個相互不同的角度互補來得立體。
所以，當下次丈夫在高談闊論之時，太太卻在旁潑
冷水，或者太太很氣憤地批評別人，丈夫卻在幫外人講
好說話時，大家不妨冷靜下來，聽聽身邊人從另一個角
度給予的意見。要記住，上天賜給我們有兩雙眼，目的
是想我們能看得清楚這個立體的世界。良好的夫妻關
係，是勝在能夠和而不同，才能真正百年好合，永結同
心。

王惠成

價值觀是人的性格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對
事物的看法，往往影響著人的行為。但一男一女既已組
成家庭，便要作出很多共同的決定，並且共同執行，假

鄧飛

人人都說夫妻之間貴乎坦誠，但天底下沒有兩個一
模一樣的人，丈夫和妻子沒有可能對甚麼事情的看法也
完全一致。有人認為，既然做得成夫妻，大家之間的價
值觀應該要相同，做任何事也要一條心，關係才會和諧
長久。但現實告訴我們，很多婚姻穩定的夫婦，他們的
性格不但不相同，甚至對很多事物的看法也南轅北轍。
有關長久婚姻關係的長期追踪性研究顯示，兩夫妻的性
格相似度(Personality similarity)與婚姻滿意度的關係，並
不是與想像中大，相反，假如兩夫婦的性格中有互補因
素(Complimentary trait)，對婚姻反而有保護作用。

許龍杰

個人臉書

蔡若蓮

人到中年，夫婦關係由濃轉淡，是自然不過的事。
以往要照顧小朋友，兩公婆難得有二人世界的拍拖時
間，自不免影響夫妻關係，但當子女都長大成人，各自
有自己的家庭，丈夫也開始步入退休年齡，終日待在家
中，與妻子「你眼望我眼」，其實也容易出現磨擦。

黃均瑜

夫妻相處心理學
精神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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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教聯會 - 教師體育節

教師疑難共解

蝴蝶效應
經過一天辛勞後回家與家人聊天，你最常聊到的
是甚麼？「我班上某學生今天又佻皮了……」「這週
要批改的作業多到受不了啊。」「某同事他家裡小狗
下了崽子，可愛極了。」回想一下，話題十之八九離
不開工作環境。或許你會提出：我還有其他朋友的話
題，比如跟大學同學去看電影、在網上看到有趣的討
論……但無論樂意與否，工作還是佔了你大部份的精
神和時間，工作時發生的事對你的心情或體力很大影
響，你的生活裡不可分割的重心之一，它名叫工作。
如果把上述的對話換個年齡層──「今天老師罵
誰誰了，因為……」 「 功 課 好 多 ， 我 想 去 玩 但 還 沒
寫完。」「同學買了新書包，可是午飯時菜汁濺到
了……」學生的話，大概就是這樣的聊天內容。
周一到周五，從八點到四點；由幼稚園至高中，
十五年。生活中大部份時間都在學校，下課後還有各
式各樣的興趣班、補習班……在成長的過程中他們就
是在各種學校裡渡過。孩子變成怎樣，誰能說只是
「家教」問題？
我們作為成熟的、能為人師表的成年人，尚且會
被工作上的點滴影響，何況是仍然正在探索適合自己
的方向的學生？
記得我小學一年級時，在校門與一位老師對上眼
神，老師溫柔地笑說早安，我愣愣地小聲地回句早

優秀教師選舉

鹿墨書

安；第二天見到她，我仍然害羞，她還是主動打招
呼，我「被逼」 回話說早安……但是久而久之，變成
我主動向她道聲早，也向其他老師同學打招呼。若非
親身經歷，我也不能想像老師一句早安，可以讓當時
才幾歲的我記住，並且影響這麼多年──她讓小時候
的我知道要有禮貌、要主動、要膽大（對一個幾歲大
的孩子而言，跟敬畏的老師打招呼的確要膽大的）；讓
後來的我明白言傳不如身教，與其講些還未能聽懂的
道理，不如先直接培養好習慣；鼓勵讓人有動力，但
不要打算一蹴而就，欲速則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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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老師，你必須知道你或有心或無意的一句話
一個行為，就有可能影響孩子的一生。當然我們不可
能每句話都精準無比、話裡的意思去到不同人的耳朵
裡也會被解讀成不同的意思，可是作為孩子們生活中
這麼重要的角色，我們是否可以更用心地去協助他們
建立觀念、明辨是非、道德教化？
成績固然是需要重視的，不過關係一輩子的，可
不是只有成績。你的點點付出，或許在當下看不見成
果，但它對某人的世界、甚或整個世界，總會有一點
點你不知道的影響。
試想若干年後，社會建設或是人文藝術又或是科
技醫學有重大突破，台上演講的人就是當初被小蝶翅
撥出的大旋風，哎，教育啊，真美好。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教師疑難共解

香港旅遊與款待
教師協作網絡

教聯健步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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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合唱團首演成功
   〔本報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4月18日於香港科學園舉行「和平大
使文化慶典」，剛於本學年成立的
教聯會合唱團獲邀於開幕禮上獻唱
三首樂曲，包括Let There Be Peace
On Earth、明天會更好，以及We Are
The World，並贏得觀眾一致讚賞！

環球風情

逍遙達人

英旅遊雜誌選出「瀕危旅遊勝地」
教師作品精選

英國旅遊雜誌《Wanderlust》列    同在「黑名單」上的還有約旦
出了「瀕危旅遊勝地」名單，包括一 瓦地倫（Wadi Rum）沙漠、墨西哥瑪
些被過度開發的頂級旅遊名勝，這些 雅遺址圖倫（Tulum）、印度齋沙默爾
地方飽受遊客眾多、規劃不善或不安 （Jaisalmer）、澳洲的火焰灣（Bay of
全之苦。
Fires），還有中國的陽朔。
   該雜誌稱，英國史前巨石陣成了
停車場，要觀賞就只能遠眺。馬丘比
丘印加古城遺跡垃圾滿地，每天遊客
多達2,500人，該景點已不堪重負。
非洲馬里的廷巴克圖（Timbuktu）在
一名英國遊客在那裏被殺害後，英國
對該地區發出安全警告。

攝影師：袁慧琴老師

會員生日獻禮
拍攝地點：內蒙
簡介：內蒙的日出與藍天，見證了自由的氣息。蒙古包整齊地
排列，與飄逸無蹤的白雲相映成趣。天空地面比例兩
極，帶出雲端無際的吸引，擺脫地上有形無形的枷鎖。

誠徵佳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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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份 生 日 的 會 員
可於本月親臨教聯會並
出示有效會員證，免費
領取超輕遮陽傘1把
或聖安娜壹打裝
餅券1張。

   該雜誌稱，西方遊客最初到陽
朔，是因為她奇特的石灰岩地形、放
鬆的步伐和小鎮風情。但自從本土旅
遊業越趨蓬勃後，每年有超過300萬
名遊客湧往這個小鎮，不但環境受到
污染，到處充斥售賣紀念品的檔攤，
失去了昔日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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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寸草春暉
材料
紫菜（2片）、蛋（2隻）、芋頭
（150克）、露筍（2條）、甘筍（2條）

1. 蛋調味，以中小火煎成蛋片，備
用。
2. 芋頭切粒，以大火蒸15分鐘，加
入調味，壓成蓉，備用。
3. 露筍、甘筍切條，汆水，備用。
4. 將 蛋片、紫菜、芋蓉依次序排
放，將芋蓉壓平成0.5厘米。
5. 放進露筍、甘筍，將蛋卷捲成如
意形狀。
菜式二︰意式番茄盒
材料
番 茄（3 個）、 意 大 利 米（5 0
克）、冬菇（30克）、磨菇（30克）、
素 菜 湯（7 5 0 毫 升）、 忌 廉（3 湯
匙）、牛油（20克）、芝士（2湯匙）

4. 下意大利米，逐少加入熱的素
菜湯，直至意大利米充分吸收
素菜湯及飽滿。
5. 下雜菇、忌廉及芝士，煮熱。
6. 將意大利飯放進番茄盒，加芝
士於表面，以180度焗10分鐘
至表面金黃即成。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菜式三︰日式腐皮船
材料
日式腐皮（5片）、薯仔（50
克）、 甘 筍（2 0 克）、 青 瓜（3 0
克）、紫菜（1片）
調味料
麻油（2湯匙）、壽司醋、芝麻（2
茶匙）、鹽（少許）、糖（少許）

1.

1.杞子紅棗燉羊肉湯，非常香甜，是自助餐中鮮見
的中式湯品。
2.香煎鵝肝，以美麗的貝殼盛載。
3.鮮帶子配上佐料，侍應生叮囑記得要連帶子膏一
起吃。

消閒好去處
太空館上映《日食傳奇》

太空館由即日起至8月31日放映《日食傳奇》，模擬日全食的壯觀過程，為
太空館首個自行製作、利用數碼天象投影系統播放的球幕天象節目，讓觀眾了解
日食的成因，以及日食在人類歷史上產生的影響。

歷史博物館即日起至6月1日舉行免費「歲月留影歷史照片展覽」，展出十幀
攝於19和20世紀的香港歷史照片，呈現香港昔日社會和生活面貌，邀請公眾選出
最喜愛的照片。市民可在網上或參觀展覽後即場投票，結果7月公布。

4.日式魚生中還有小小的牡丹蝦。
5.多款海鮮源源不絕供應。
6.著名的貓山王雪糕和脆炸貓山王。
7.奶凍蛋有茘枝、榴槤、酒香、香芒等味道，其中
以綠茶的賣相最矜貴。



（圖片只供參考）

歡迎投稿

做法

1. 薯仔、甘筍、青瓜切絲成同一長
調味料
度。
鹽（少許）、糖（少許）、蘿勒（少 2. 薯仔、甘筍汆水，備用。
許）
3. 薯仔、甘筍、青瓜加入調味，混
合。
做法
4. 薯 仔、甘筍、青瓜混合調味後
1. 將 意大利米洗淨，雜菇切碎，
放進腐皮內。
備用。
5. 在腐皮內放上紫菜旗。
2. 番茄切開將肉刮走，備用。
3. 熱牛油，炒雜菇，盛起。
（教工組亞軍：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

投票選最喜愛歷史照片

世上有一種東西，叫「實而不華」，也有一種東西，叫「慕
名而至」。預訂了兩個多月，終於在一個星期四的黃昏，輪到愛
麗斯去Icon酒店品嚐這頓久仰的自助餐了。

這裏最著名的甜品是榴槤：貓山王雪糕、炸貓山王、貓山王餅點……必定讓
榴槤迷吃得笑逐顏開！綠茶奶凍以金箔點綴而成，華麗高貴；侍應生的服務也親
切殷勤。連加一服務費在內，700多元飽餐一頓，你怎樣看？

調味料

做法

愛麗斯

毫無疑問，這裏有大量海鮮供應：長腳蟹、小龍蝦、翡翠
螺、帶子、泰式炒蟹，甚至滾蟹粥等，唯酒店一早明言沒有生
蠔，也就吃得無怨無悔了。當然，日式魚生、各式冷盤、多款中印泰式熱食都不
缺。

菜式一︰紫菜如意蛋卷

芋蓉︰鹽（少許）、糖（2茶匙）、忌
廉（2湯匙）
蛋︰鹽（少許）、糖（少許）、水（2湯
匙）、胡椒（少許）

春日大啖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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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欄歡迎同工投稿，分享地道美食資訊。歡迎您將作品電郵至mywoo@
hkfew.org.hk，稿件需圖文並茂，文字以簡單為主，圖片以5張以上為宜。來稿
請附姓名、任職學校、手機號碼及電郵，以便聯絡。來稿一經採用，薄酬。

民間偏方

珍藏！老和尚所傳神奇「十穀米」！
     十穀米是少林寺果林老和尚所
傳，老和尚現年103歲，仙風道
骨。精神矍鑠，聲若洪鐘，健步如
飛，貌似60開外。有人求長壽之
道，師父說：「每日一碗十穀健康
粥」。
作法1：
晚上時，將十穀米1杯用水洗
淨，加水7杯，放入燜燒鍋內鍋中燒
開再煮15分鐘，放入外鍋中加蓋，
翌日早晨上班前即可食用，也可多
煮一點，供3、4天食用。

作法2：
晚上時，將十穀米3杯泡水4小
時，放入電飯鍋中，再加水5杯煮成乾
飯，待冷卻後，放入冰箱。翌日早晨上
班前，取酌量加水4杯煮成稀飯。
要健康長壽，每天要吃多種類
食物，以補充每日新陳代謝所需之
酵素。多吃十穀米，可預防血管硬
化、腦中風、痛風、心肌梗塞、癌
症等現代文明病。小孩子若因口感
不喜歡吃時，可加入幾粒龍眼乾或
葡萄乾。風味絕佳，記憶超強，功
課一級棒。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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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
2015年5月11日

健康講座系列

健康檢查

夏季皮膚護理工作坊

健康檢查優惠計劃2015（優惠期至6月30日）
健康檢查優惠計劃 A

內容：認識夏季天氣的特性、影響皮膚的各種因素、紫外綫及防曬
知多少、夏季肌膚的狀態和變化、基本潔膚重溫及炎夏護膚
要點。
講者：Ms. Michelle Cheung（JMS Medical Co., Ltd）
日期：5月28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6時30分至8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
名額：40名（會員優先報名）

遠離低頭族——肩頸腰痛症成因及運動自療法
內容：分享常見的肩、頸、腰痛症的成因、如何用運動達至自療及
預防痛症的方法。
講者：陳 慧瑩（資深註冊物理治療師，擅於運動創傷及康復運動訓
練，現為綽力物理治療中心主診物理治療師）
日期：6月13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2時30分至3時30分
地點：教聯會會所
名額：40名（會員優先報名）

我要踢走痛症——頸痛篇
內容：講解學校的理想工作環境和陷阱、介紹常見頸背痛症的成因
及症狀、頸背痛症的預防方法、常用的治療和自療方法、診
症及技術示範。
講者：黃偉健（註冊物理治療師、自然療法醫師、世界睡眠日2015香
港區代表（世界睡眠醫學會）、美國量子觸療師及課程講師）
日期：5月2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7時至8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
名額：40名（會員優先報名）

旅遊系列講座
西歐9-13天推廣/豪華之旅、
歐洲單一國家深度之旅
內容：介紹西歐國家旅行團
講者：捷旅旅遊提供
日期：6月5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7時至8時15分
地點：教聯會會所
名額：40名（會員優先）
費用：全免

心肺檢查（胸肺X光）、心電圖、血常規及血小板、血脂測試、糖
尿病、痛風測試、腎功能、肝功能測試、鈣質測試、肝癌測試、腸癌
測試、尿液分析
原價$1,040 優惠價$680

健康檢查優惠計劃 B
心肺檢查（胸肺X光）、心電圖、血常規及血小板、血脂測試、糖
尿病、痛風測試、腎功能、肝功能測試、鈣質測試、乙型肝炎、甲狀
腺、尿液分析
原價$880 優惠價$580
凡參與本計劃人士，憑收據（一個月內）可於工聯醫療服務中心
（中環）或X光化驗所（旺角）以優惠價$350（原價$500）附加雙能量X光
骨質密度檢查。亦可於旺角、銅鑼灣、荃灣分所以優惠價$50（原價
$90）作超音波骨質密度檢查。
檢查計劃包括專人解釋報告，檢查前一晚9時後只可飲清水，當
天早上空腹抽血。抽血、心電圖及解釋報告可選於各西醫分所進行。
請致電各診所查詢及預約。

《佔中透視》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作者：余非

100% 天然挪威三文魚油（魚類製品），能護心、健
腦、益眼、活關節。
$368/瓶   會員價$294/瓶

水解膠原蛋白關節筋絡配方
含水解膠原蛋白（魚類製品），修補關節軟骨、強化
韌帶筋絡、促進關節細胞生長。有效舒緩痛楚，改善僵
硬，提高關節靈活度。
$398/瓶  會員價$318/瓶

海洋膠原蛋白肌嫩配方
含水解膠原蛋白（魚類製品）、α-硫辛酸，激活膠
原蛋白更新、補水鎖濕。具有排毒、美白去暗啞、健肝
養顏的功效。
$328/瓶  會員價$262/瓶

Hydrafacial

$3,000

Ultra V HIFU

$6,800

$980
$1,100
$4,000
$900
$500
$580
$420
$699

ResuFX

$3000/part

AHA果酸

$1,440

枸杞抗氧化海洋護理

$1,280

逆時空全效V面療程

$880

Geneo注氧RF射頻

$2,680

Light Sheer激光脫毛
（雙腋/上唇/手指/比
堅尼線四選一）

$999
（3年任脫）

-

優惠期至8月31日（DermaPro保留最後決定權）
地址：九龍佐敦德興街12號興富中心20樓2008室
電話：2693 0882  Whatsapp：5408 9380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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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
濰坊5星標準中恆國際大
酒店/晨鳴大酒店/同級
泰安國際品牌5星級東尊
華美達酒店/寶龍福朋酒
店/同級
濰坊5星標準中恆國際大
酒店/晨鳴大酒店/同級
青島國際品牌5星級景園
假日/希爾頓/同級

-

承辦旅行社：新城旅遊有限公司（牌照號碼：353361）

天然奧米加-3三文魚油丸

會員價

$3,350

自家湯套票（一套10張）
會員價$351/套

教聯會會所有售
（數量有限，售完即止）
$68  會員價$55

行程
香港→青島→風箏之城濰坊→楊家埠民俗
大觀園（風箏製作、博物館及木版年畫）
泰安→泰山（直達南天門、中天門，觀賞大
觀峰、玉皇峰、天街、仙人橋、寶樹堂等
名勝）→泰安
禦貢緣木魚石→濟南→大明湖新區→黑虎
泉→芙蓉老街→齊國國都淄博→東周殉馬
館→濰坊
青島→08奧帆比賽中心及火炬台→八大關
→濱海觀光木棧道→小魚山→青島啤酒街
棧橋公園→回瀾閣（外觀）→海產店→外觀
天主教堂→香港

挪威阿斯麥天然健康食品（須訂購）

原價
OPT脈衝光

鴻福堂產品

出發日期：6月27日（星期六）
團費：會員$4,838/位   非會員$5,080/位   小童$4,538/位（不佔床）

2015年全包歐洲團、東南亞亞洲之旅
內容：介紹歐洲及東南亞旅行團
講者：捷旅旅遊提供
日期：6月19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7時至8時15分
地點：教聯會會所
名額：40名（會員優先）
費用：全免

DermaPro 醫學美容皮膚激光

山東濟南團
5天直航豪華遊
天數

星期一

上品火鍋料理

$50禮券
會員價$35/張
購買10張多送1張

尊貴糉禮券
產品

售價（張） 會員價（張）

原隻鮑魚瑤柱豚肉裹蒸糉（370g）

$92

原粒瑤柱海鮮紅米糉（250g）

$75

紫米百合粒粒紅豆芋蓉梘水糉（250g）

$55

桂圓杞子棗蓉梘水糉（250g）

$55

黑松露金腿瑤柱冬菇豚肉糉（250g）

$75

$68
$62
$45
$45
$62

購買任何尊貴糉禮券3張，即送$20禮券1張，多買多送。
優惠有效期至6月2日，禮券換領日期：
6月9日至15日  鴻福堂全線分店（鴻福堂生活良坊觀塘店除外）
6月16日至18日 指定分店

團購隔水智能電燉盅

凡出示有效會員證，晚市惠顧可享用全單9折優
惠（如有任何爭議，上品火鍋料理保留最終決定權）
地址：香港天后清風街5-11號地下
預約電話：2323 1008
地址：銅鑼灣告士打道229-230號宇宙商業大廈2樓
預約電話：2623 6222

1520放題餐廳
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晚
市 惠 顧 可 享 9 折 優 惠（如 有 任 何 爭
議，1520放題餐廳保留最終決定權）
地址：香港銅鑼灣怡和街22號3樓全
層（大廈入口位於渣甸街）
預約電話：2780 6886

燉湯、補品、甜品、蒸盅頭飯、餸，四季皆宜。8項功
能選擇，微電腦操作控制。10小時預設時間，防乾燒保護
功能。附高級白瓷燉盅，一盅三膽。
容量：1.8 / 2.5公升
額定功率：220 / 270W
WDZ-18B
$368  會員團購價$258
WDZ-25B
$448  會員團購價$318

以上產品詳情、訂購表格及講座報名表可瀏覽教聯會網頁，查詢：2963 5182 郭志樂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