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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上課一定要在課室？李志誠老師在剛過去的暑假，
帶領11位學生一起跳出comfort zone，通過行山、浮潛、獨
木舟，以及4日3夜的「潛水訓練營」，與學生齊齊考獲潛水
員資格！李Sir笑說：「潛水絕不比讀書考試輕鬆，但一定更
有趣！」還說：「教了廿幾年書，最開心今次！」
李志誠老師在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任教ICT（資訊與
通訊科技），無意之間看到「香港教師夢想基金」的廣告，
由此牽動起埋藏已久的潛水夢，毅然決定與學生一起去潛
水，實行離開課室，挑戰自己！這想法得到校長和學生的熱
烈響應，「不論成敗，這都是一個難忘的經歷」李Sir說。

6月24日
熱身活動：行山
地點：屯門
安排熱身活動，除了讓同學在考
試過後釋放壓力外，還要讓同學熟習
水性。

在為期6天的訓練裏，小記貼身跟隨，記下了這特別的
一課！
本報記者麥家羲

7月9日
訓練營：理論課
地點：銅鑼灣
、裝備與環保
潛水牽涉不少技巧
」前要上一整天的
知識，因此「落水
理論課。

7月11日
訓練營：開放水域實習
地點：西貢橋咀島

6月27日
熱身活動：浮潛＋獨木舟
地點：香 港青年協會賽馬會西貢戶外
訓練營、橋咀島珊瑚區
獨木舟訓練講求分工合作，同學
需要一起搬運，一起清理。

7月10日
訓練營：平靜水域訓練
地點：粉嶺泳池
於泳池進行平靜水域訓練，學習
基本技巧、水中清鏡及各種危機處理
方法。

於開放水域實習，訓練包括
下潛、水底清鏡、調節、平衡等
技巧。

7月12日
訓練營：開
放水域下潛
地點：西貢
甕缸灣
   最 後 一
天，同學要
組成小組，
行制定潛水
自
方向及解決
問題。那天
上下起大雨
早
，還夾雜雷
暴，增加了
動的難度。
活

「香港教師夢想基金」自2015年9月成立，主席為蔡若蓮校長。「基金」旨
在以撥款及專業意見支持教師實現夢想，推出後獲得熱烈響應，共收到超過300份
申請，評審從中挑選出17份計劃，共19位教師作首批圓夢者，項目包括拍攝紀錄
片、演出舞台劇，以及出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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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正式下水。

浮潛之外，同學還要駕駛獨木舟，除了學習用
槳，事前裝備、事後的清理亦同樣重要。由於獨木舟
非常重，同學們需要分工合作，一起去搬運一架又一
架獨木舟，使用後亦要用水清理。整個過程，不論男
女同學都非常落力，那裏有需要都會第一時間主動幫
忙、全無怨言，態度令人欣賞。

最後一天，同學要組成小
組，自行制定潛水方向及解決問
題。

當日李Sir提出「吾要潛水」計劃，校長二話不說
就批准，而且十分支持；到面試時候，蔡若蓮校長和
一眾評審都對計劃十分認同，更令他信心大增。上述
關卡通過了，最後就是安排活動，這部分的工作十分
繁重，包括選擇地點、營地租用、聘請教練和購買保
險等等。

第二天於泳池進行
平靜水域訓練。

李志誠老師在聖公會白約翰會督中學任教ICT
（資訊與通訊科技），無意之間看到「香港教師夢想
基金」的宣傳廣告，由此想起「吾要潛水」的念頭。
李sir表示，修讀ICT的同學比較少，因此平日可算是
「小班教學」，與同學的關係十分之好。 加上他喜
愛水上活動，而且一直希望考取潛水員資格，順理成
章便決定與學生一起去潛水，實行離開課室，挑戰
自己！

4日3夜「潛水訓練營」
熱身過後，便來到4日3夜的「潛水訓練營」，預
備考取潛水員資格。為期四天的訓練營，一行12人寄
宿在馬鞍山烏溪沙青年新村，但日間就要到銅鑼灣、
粉嶺及西貢分別進行理論課、平靜水域訓練及海上實
習。一行12人每朝6時起床，直至晚上12時才可以休
息，過程絕不輕鬆。

李志誠老師
獲「香港教師夢
想基金」資助進
行「吾要潛水」
計劃。

熱身運動
潛水之前，李sir安排了兩日熱身運動，第一天
是行山，另一天是到西貢進行浮潛及獨木舟訓練。安
排熱身，除了是讓同學在考試過後釋放壓力，還要讓
不懂游泳的同學先行練習。浮潛當日，有幾位同學水
性較差，李sir則全程在旁耐心指導，並分配同學互相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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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牽涉不少技巧、裝備與環保知識，需要學習
的東西十分之多，因此「落水」前要上一整天的理論
課。訓練營第一天，早上10時至晚上7時都是理論課
時間，課堂完成後更要即場考試，前後五份試卷共90
題mc，如錯超過25%即不及格！幸而導師十分專業，
同學對課堂都能充分掌握，考試全體合格！李Sir對此
十分驚訝：「從未見過他們如此投入，一旦決心完成
夢想，原來是能夠激發出自己的潛能！」

行山、浮潛及獨木
舟訓練。

第二天是平靜水域訓練，同學們到達粉嶺泳池實
習，學習基本技巧、水中清鏡及各種危機處理方法，
全日消耗不少體力。完成之後，同學們由粉嶺回到烏
溪沙青年新村開會檢討，各自反思當日經歷，並分享
面對的困難等等。過程中大家都十分認真，亦突破了
許多難關與心理障礙，其中一位女同學本身有鼻敏
感，潛水時身心都承受極大壓力，全靠她堅持不懈，
以及一眾教練與同學的幫忙和鼓勵，最終完成訓練。

第四天是最後一天，亦是整個計劃最大的挑戰，
早上同學再次回到西貢的開放水域下潛，而這次是需
要在水底來回運動，完成指定的航道；另外又要組成
小組，自行制定潛水方向及解決問題，難道十分之
高。那天早上的天氣並不好，間中雷暴還不時下大
雨。幸好下水時天氣穩定起來，加上導師經驗豐富，
由穿裝備到落水都從旁指導，一行人最終都趕上進
度。最後，李Sir與10位同學成功考獲潛水員資格。

後記
與學生一起接受訓練、互相支持，並
克服各種困難，考獲潛水員資格，的確是
十分難忘的經歷。但要籌備一連串活動，
以至最終考獲潛水資格，整個過程可謂十

第三天正式下水，一行人早上到達西貢，然後
坐船到開放水域實習，訓練包括下潛、水底清鏡、調
節、平衡等早一天在泳池所學的技巧。練習完成後，
同學隨教練在水底中瀏覽，看到不少珊瑚、小丑魚與
魔鬼魚等水中生物，可謂目不暇給；但同時亦發現有
不少垃圾在水底積聚，令人痛心。

分艱鉅，加上有些同學事前未接觸過水上
活動，其難度可想而知。「我心裏常有一
團火，有想要做的事，就會踏出去。籌備
和進行活動期間，的確遇上不少困難，正
因如此，完成活動後的滿足感更加大。」
整個過程中，讓李Sir最感動的是所有
人都認真地學習，「有同學說箇中壓力比
考試還大，但過程中卻沒有人打瞌睡，沒
有人不守規。如果這經驗和態度能帶回課
堂，肯定所有人都是DSE狀元。」
（部分相片由李志誠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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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覆函拒「凍班」

蔡若蓮出席敬師日表揚狀頒發典禮

〔本報訊〕因應適齡中一學生人口持續下降，教聯會於6月致函教育
局，要求凍結中一班級數目，以減少縮班殺校對業界的震盪。教育局於8月
底回覆如下：
「為應對中一學生人數短暫下降的情況，本局自2006/07學年起持續投
入龐大資源，推出多項紓緩措施，包括放寬批核中一開班人數的準則、調
低中一每班派位人數及推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等。在2013/14學年
起，本局更以『保學校』、『保教師』、『保實力』為目標，推出一籃子針
對性紓緩措施（『三保』措施），以促進學校持續發展，穩定教師團隊和保持
教育質素。為進一步穩定教師團隊，行政長官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宣布，在
2013/14及2014/15學年因縮減中一班級而有過剩教師的學校，如有需要，可
申請延長過剩教師的保留期至2017/18學年。
本局一直密切留意公營學校學位的供求情況。事實上，本局對學生人數
跌幅的估算與當年業界商討制定『三保』措施時的情況沒有太大差別，而有
關的紓緩措施（包括核准中一開班人數下調至25人、須下調中一班數至一班
或兩班的學校，可以三班中一參加下一年度『中學學位分配辦法』及放寬開
辦兩班中一的學校毋須申請任何發展方案）尚未完結，並在未來數年繼續發
揮其效用。至於在2016/17學年學校因中一班數下調而出現過剩教師，有關
教師亦可以獲保留至該學年完結為止。因此本局並沒有理據進一步推出其他
紓緩措施。至於教師人手方面，除以教師與班級比例計算的常額教席外，多
年來本局一直因應學校行政管理的新趨勢及對優質教育的訴求，按需要改善
教學人員的資源，以及推行多項措施，提升教師的地位及專業水平。」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以敬師運動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身份，出
席「向老師致敬2016—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典禮於9月20日
舉行，由敬師運動委員會連續第21年舉辦，今年有近1,300位老師接受嘉許。

蔡若蓮呼籲加強尊師重道風氣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9月
11日在香港電台節目表示，現時社會對教
育的期望不斷提升，家長投訴與日俱增，
尊師重道不再，令教學工作充滿挑戰。加
上近年教師須兼顧繁多的非教學工作，又
要面對職業保障欠穩、待遇不公等問題，
身心長期受壓。她希望社會加強尊師重道
的風氣，多給予教師信任和肯定。教育局
亦應增加支援，包括檢討現時病假安排、
設立休假年制度、穩定教學團隊及增加人
手等，從根本改善教師的工作環境。

左起：張璧賢、蔡若蓮、
屈穎妍。

剝削學生閱讀機會 蔡若蓮促重發津貼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9月12日致函教育局，不滿局方沒
有廣泛諮詢業界意見，便停止發放中英文「廣泛閱讀計劃津貼」。她批評
當局處事欠透明度，亦變相剝削學生閱讀的機會，要求教育局撤回取消津
貼的決定。
教聯會接獲不少校長反映，指教育局在開學一星期前，突然在「擴大
的營辦開支整筆津貼」更新指引的備註中，通知學校停止發放中英文「廣
泛閱讀計劃津貼」，每校每年因而失去$8,000至$34,000購買圖書津貼。
蔡若蓮認為，當局在事前沒有發出通告詳細交代，亦未有廣泛諮詢業
界意見，過程欠缺透明度，亦打亂學校原有的財政安排。對於教育局公開
表示，學校推廣閱讀模式已變，並以善用公帑為由停發津貼，她認為當局
的解釋理據牽強，做法有欠妥當。
蔡若蓮指出，教育局多年來強調「從閱讀中學習」，視閱讀為課程改
革的四大關鍵項目之一。如今反其道而行，為了節省為數不大的開支，短
視地取消鼓勵閱讀的津貼，做法自相矛盾，難以理解。有關津貼取消後，
學校或會因而減少買書，圖書館藏書量和書籍種類將會減少。當局的安
排，變相剝削學生閱讀的機會。
為此，蔡若蓮促請教育局詳細交代停發津貼的理據，並考慮撤回取消
津貼的安排，以免影響學生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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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鄭文傑老師

攝影師：盧穎珊老師

拍攝地點：青海
簡介：黃 綠交織，層次分明，配以綿延不盡的高山、藍天白
雲，讓人不禁有恍然於世外之感。

拍攝地點：峇里島
簡介：隨着城市化的急速發展，農田日漸消失，梯田更甚少
見。峇里島郊區的梯田群排列井然，放眼所見盡是綠
意盎然的稻田，禾穗豐盈，稻米香氣四溢，置身其
中，令人身心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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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靈品書齋

焦慮淺談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甚麼是焦慮（Anxiety）？人為甚麼會有焦慮？那就要從演化生物學
（Evolutionary biology）談起。
在 演 化 生 物 學 上 有 所 謂 「 戰 鬥 或 逃 跑 反 應 」（F i g h t - o r - F l i g h t
response），意思是在遠古時代，原始人在大自然遇到猛獸，往往要即時
作出抉擇—要不拼死一搏，要不快快逃命，而且反應要快，否則休想
活命。此時，腦部會支配了身體的激素和交感神經，令瞳孔放大、呼吸
加速、心血輸出加快、肌肉收緊等，以調動身體內所有可用資源，作打
鬥或逃命之用。
演化生物學告訴我們，現代人即使有很高智慧，腦部某些結構仍殘
留原始時代的生物功能，每天影響着現代人的日常生活。現代人不會在
街上遇到猛獸，也不用打獵不用逃命，但現代人不是不會遇到危險的，
即使是過馬路不留神，也會飛來橫禍。假設有一天，你過馬路時正在低
頭看手機，突然一架電單車飛速駛至，嗶嗶嗶—電單車急剎，差點倒
下，你也突然驚醒，嚇得心跳加速，大口大口的喘着氣，出了一身冷
汗。這時的你，雖然沒有打鬥，也沒有逃走，但你的身體反應（心跳加
速氣喘出汗），已經是Fight-or-Flight response了，也就是我們常常說的焦
慮（Anxiety）。
人體的焦慮反應，受腦內的下丘腦（Hypothalamus）掌管，那是一個
相對不太能隨意志控制的部分，只要焦慮反應被觸發，人未必能用意志
力強行壓抑，這也是焦慮惱人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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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隧道

學生
創作坊



關樂瑤（小四）
保良局梁周順琴小學

清風（水墨畫）


照相機—瞬間與永恒


朱正邦（中二）
聖士提反堂中學

偶然間翻開了那個櫃子，無意間找到了那個照相機，看到
那一張張瞬間的笑臉，讓我想起了那次演出……

葉凱光（小五）
屯門順德聯誼會何日東小學

那是我小學的畢業演出，當時老師花了好大的工夫幫我們
爭取場地。說是場地，其實也只有一個課室大小的空間。演出
其實也只是一人出一個節目罷了。
至於為甚麼我能帶照相機，那是因為老師委任我，為演出
照相。
每個人的演出都千奇百怪，因為才六年級，演的也好不到
那裏去。而我就在忙忙碌碌地為大家照相。其實當時我是很不
開心的，心裏不禁想：為甚麼我的同學都在邊吃零食邊聊天，
我卻要停一停也不行地忙於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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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回到現在，我看着那些照片，又笑又哭的，笑是因為我
彷彿回到了當初，哭是因為我無法回到過去了，真的很懷念以
前的時光。現在我才發現，我當時的攝影是非常值得的，我把
當初的許多一瞬間，變成了永恒。
其實許多事情也是如此。有些人明明只要再努力一瞬間就
好，可他卻偏偏選擇了放棄；只有那些堅持不懈的人，才能被
永恒所選中。瞬間與永恒之中，只差你的選擇。

英德市基礎教育優秀教師赴香港交流計劃後記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英德市政協常委劉佩瓊
教育是興邦之本。經濟社會發展首要培養人才，
我們不但要讓每個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機會，更要使教
育能因應時代的發展走向現代化。教師是教育制度的骨
幹力量，教師必須不斷學習，擴闊視野，加上對教育的
使命感，才能以身作則，對學生起著指導及啟發的作
用。
我的家鄉英德市向來是貧困的山區縣，近年才有
較快的發展。我一直致力教育及培訓事業，既獲委以英
德市政協常委的重任，希望能以所長略盡綿力。為了對
基礎教育優秀教師的辛勞表示感謝，乃安排家鄉小學的
優秀教育人員到港交流，以示鼓勵，亦收香港與內地學
校及教師交流及互相切磋學習之效，增進香港及內地同
胞的互相了解。
計劃去年開始，得到中央人民政府聯絡辦公室林
武副主任積極鼓勵支持，更激發我要把香港與內地教育
交流辦得更完善的決心。交流計劃同時得到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支持協辦，負責交流團在港期間活動管理工
作。今年香港旅遊業不景氣，感謝中旅社的支持，代表
團可入住交通方便、環境舒服的九龍維景酒店。
在計劃過程中，我特別關注山區及鄉間教師的工
作。同時，女教師是基礎教育的主要力量，我提出調整
均衡男女教師的比例。現實情況是內地學校的校長或主
任絕大多數是男教師。對比之下，香港學校女性出任校
長及主任的比例便很高。為了讓交流經驗能促進切磋之
效，我要求同一間學校邀請校長及一位教師，以便他們

分享經驗、提升教學質素。

建立學生的自信心上有很好的示範作用。

全團共20人。包括教育局領導及來自9所學校的校
長老師。其中絕大多數未來過香港。他們聽了兩場講
座：
講座（一）：香港教育制度（政府、辦學機構、考核）
講者：胡少偉博士（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
學習系助理教授）
講座（二）：香港學校管理（教學、財務、課外活動）
講者：朱國強校長（教聯會副主席，嶺英公立學校）

以上是由團員的回饋問卷及總結座談的簡單報
道。基於去年由於溝通不夠，團員活動被其他香港同鄉
拉走，以致誤了訪問行程的經驗，今年我用微信與教聯
會負責工作人員、旅行社緊密聯繫，團員一抵埗便建立
了微信群組。行程都透明、緊依計劃進行。在第一天及
離港那天，團員都有半天旅遊行程。

兩位講師給予內地教師關於香港教育制度及學校
管理模式的基本認識。特別是教師與學生的溝通方式很
值得借鑑。由於時間限制未能完成講義內容，他們提出
希望邀請兩位講師到英德開講座。
團員也參觀了勞工子弟中學、寶血女子中學、靈
糧小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在學校觀課及與港校老師互動
交流如何發展課程及教學方法。團員們對於香港的老師
注重課堂互動、學生能力培養，感受很深。特別是勞校
靈活的、走出課室的英語教學方法，靈糧小學的口語活
動法，鼓勵學生學習的興趣，寶血女子中學的課程開
發、網上學習教材的應用都啟發了內地教師。
胡少偉博士介紹學校管理中教育局，校董會和學
校管理層在教學評估和監管；校長與教師、老師與學生
如何溝通、建立密切聯繫，以達到教育效果也值得內地
學校參考。朱國強校長把兒童心理學用於學校管理上，

我國的基礎教育自2006年修改「義務教育法」以
來，中央及省區政府承擔了教育經費，義務教育鞏固率
達致93%。過去香港很多愛國人士及團體大力捐助「希
望工程」，現在已經沒有需要。可是，老師的培訓交流
對內地及香港的基礎教育便起着增加了解及起著「他山
之石，可以為錯」的促進作用。
今年初利用英德市政協開會之便，政協領導為我
組織了一次教師座談會。從多次接觸中了解到香港教師
的課時比內地多一倍，而且更要負責課外活動及家長聯
繫等工作。內地教師有了對比，都很佩服香港教師敬業
樂業的精神。內地由於家長對學校的依賴，沒有分清家
長與學校的法律責任，例如學生在校外遇到交通意外，
往往追究學校，以至教師都不敢舉辦課外活動，這是學
校教育的缺失，這個問題有待政府教育部門通過法例及
保險制度以解決。
期望我小小的試驗及體會，能引發香港教育界同
人的回應。

6

2016年10月3日

講座．工作坊
「養生湯水+理財」免費講座

講座分兩部分，首先講解理財心得，包括風險管理，資產增
值等要訣；然後是教授食療花茶及湯水製法，並可即場試
飲。
日期：10月29日（六）
地點：元朗區體育會賽馬會大樓3樓演講室
費用：全免

自我提升系列：讓誰都喜歡你—
建立你的親和力

由NLP（身心語言程式學）國際認可導師Franco Lo主講，課
程將利用多種方法，讓學員於短時間內提升親和力，從而與
陌生人從容溝通。
日期：10月7日、14日、21日、28日（五）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費用：$360（會員）/ $450（非會員）

星期一

廈門企業暑期實習計劃 不一樣的實踐與體驗
由民政事務局及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的2016廈門企業暑期
實習計劃於暑假圓滿結束，來自九所大學的24
位香港學生順利完成為期31日的實習計劃並返
港。是次實習團得到廈門兩家企業鼎力支持，
分別是廈門航空有限公司和廈門外圖集團有限
公司，給予實習生們寶貴的學習機會。
除了工作日的實習工作，實習生於週末參
加本會安排的文化交流活動與廈門行程，整整
一個月的廈門實習生活讓實習生了解當地生活
風俗，且增進友誼。實習期現已結束，但願各
位回到香港能學以致用，帶着謙卑的學習心態
去面對未來職場的考驗。

到訪世界文化遺產永定高北土樓群。

如何用故事提升學生英語及
普通話的聽講及閱讀能力

工作坊由三位教育碩士陳卓如、呂嘉玲及莊柔嘉主講，透過
即場演譯故事，解釋如何發展兒童的兩文三語聽講及閱讀能
力。
日期：11月4日（五）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貴用：$50（會員）/ $80（非會員）

順利完成實習期，從廈門返回香港。

準備乘搭渡輪到鼓浪嶼。

從【膳】如流．改善三高症狀

由本港註冊護士教師蕭影琳主講，介紹「三高」如何引致心
血管疾病、腦中風及痛風症等致命風險，同時講解營養食
療、天然調味方法，以及用食材配搭取代藥物等知識。
日期：11月21日、28日及12月5日（一）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費用：$350

青年事務委員會劉鳴煒主席
探訪實習生。

地面服務部的實習期完結分
享會。

（稿件由教聯教育培訓交流中心提供）

港台中學生機械人大賽圓滿閉幕 優勝隊伍技術滿分

參賽者專心地測試場地。

剛過去的暑假，學界有不少精彩活動
供學生參與。由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
資助、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主辦的港台中
學生機械人大賽於7月9日順利舉行並完成
頒獎儀式。是次比賽錄得350名參加者，當
中包括107名台灣師生及243名香港師生，
港台各校的踴躍參與十分令人鼓舞。比
賽共有三種賽項，分別是（A01）輪式機械
人循跡比賽、（A02）避障競速比賽，以及
（A03）遙控輪型機械人擂台比賽。

參賽者於結束賽事後拍照留念。

（此活動內容，並不代表港台經濟文化合作協進會的立場。）

得獎名單公布
A組
A01
B組

冠
亞
季
冠
亞
季

A組
A02
B組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致送紀念品予台灣中
小學校長協會郭昱晨校長。

台灣隊伍於擂台比賽奪得佳績。

廈航實習生投入於航衛中心
的團隊活動。

動相擁。

勝出者激

冠
亞
季
冠
亞
季

A組

冠

B組

冠
亞
季

A03

程光隊
榮耀隊
e之堡飛虎隊
蘇浙黑馬2隊
挽諗猿
As KTS can！
Ko. . nigstiger
HoYu iRobot Team
茗心隊
小章章
Orion
火力少年王EX
404 not Found
神奇海螺萬萬歲
弒魁峰
The Best
玩得不錯
YKY-A3
潮公一號
KTS

感謝所有工作

人員的協助。
（稿件由教聯教育培訓交流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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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地圖

教工組季軍：賽馬會
官立中學沈麗娜老師
（左 二）、 張 桂 強 老 師
（左三）

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食譜

幸福寶盒
材料：
豆腐
1磚
糯米（已浸透） 2/3杯
青瓜
1/2條
開邊綠豆
1/4杯
南瓜
1/4個
溫室豆苗
少許
免治雞柳
150克

罐頭荔枝
罐頭紅腰豆
雞蛋
紅蘿蔔
蒜茸
蟹爪菇

6粒
半杯
1隻
半條
半湯匙
100克

調味料：
鹽
糖

雞粉
粟粉

麻油
上湯

胡椒粉
五香粉

做法：

菜式介紹：
「幸福寶盒」有五
層，用上多種色彩繽紛
的食材組成，比喻家庭
生活點滴。寶盒其中一
層以豆腐和免治雞柳
組成，寓意父母親無
盡的愛；而成長中的
甜酸苦辣，分別以腰豆
（紅色）、糯米及開邊綠
豆（黃 色）、 紅 蘿 蔔（橙
色）、豆腐及雞肉（白色）
與菇（黑色）代表，十分
健康。

1. 將開邊綠豆及糯米蒸12至15分鐘，取出後加少許鹽及五香粉調味。
2. 壓爛豆腐，與免治雞柳及蛋拌勻，再加少許鹽、糖、雞粉、粟粉、麻油
及胡椒粉調味，放進已墊焗爐紙的長形盆壓實，蒸8分鐘。
3. 紅蘿蔔及南瓜去皮切片，蒸6分鐘，取出隔水，再分別用攪拌機打滑。
4. 加少許水於罐頭紅腰豆，再打成茸，加鹽、糖調味。
5. 蟹爪菇用蒜茸炒香，加少許鹽、胡椒粉調味，盛起。
6. 將半份南瓜茸加進上湯，用鹽、糖、雞粉、粟粉、麻油、胡椒粉調味。
7. 將綠豆糯米、紅蘿蔔茸、南瓜茸、蟹爪菇、豆腐雞肉、紅腰豆茸用模具
壓實，然後分層砌成「寶盒」，盒面放荔枝及溫室豆苗，伴以青瓜片及
南瓜汁，即成。

民間偏方

秋天保濕護膚小方法
   秋高氣爽，最適合戶外活動，可是
沒有了雲層遮擋，紫外線很容易會傷害
到皮膚。曬黑、乾燥、紅腫等問題不斷
浮現，因此，享受宜人天氣的同時，亦
要緊記護膚。以下是一些保濕美白小建
議，既簡單又便宜，不妨參考。
牛奶護膚
   準備一小杯鮮奶，用蒸氣蒸熱，然
後再用化妝棉吸滿，敷在臉上約15分
鐘，完成後用清水洗淨。持之以恒，可
以使膚色白淨均勻，滋潤保濕。
番茄蜂蜜護膚
   將半個番茄攪拌成汁，然後加入適
量蜂蜜拌勻至糊狀，塗於手部或臉，再
待約15分鐘後洗去。建議每星期做1至2

次，這配方能有效去除油膩，並使皮膚
白皙細緻。
中藥護膚
   預備白芷、甘草、核仁、當歸、檀
香及綠豆粉等粉末，再加入適量的水、
蜂蜜，牛奶及蛋白拌勻，然後敷在臉
上，15分鐘後用水洗淨即可。每星期1至
2次，能有效去除暗瘡、黑斑與雀斑；同
時使毛孔縮小，令皮膚變得嫩白。
鮮果美白
   將去皮後的檸檬、蘋果及香蕉等鮮
果榨成汁，再加入生雞蛋蛋清調勻，搗
成泥狀均勻地敷於臉或頸之上，待20分
鐘後用清水洗淨即可。此舉美白同時又
補濕，十分適合秋季使用。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消閒好去處
「Lifestyle Finland 生活．享．芬蘭」

PMQ元創方（香港中環鴨巴甸街35號）由即日起至10月8日，中午12時至下午8
時，舉行「Lifestyle Finland 生活．享．芬蘭」展覽。活動由芬蘭政府主辦，集合
了時尚、配飾與生活態度等多個領域的設計，共有十個以Showroom形式抵港的芬
蘭品牌，各具風格。

「築．自室貳之家 - 城 ÷」

香港建築師學會由即日起至10月7日，上午11時至下午8時，於太古坊
ArtisTree（太古坊康和大廈1樓）舉行60周年展覽，題為「築．自室貳之家 - 城
÷」，展出逾90位建築師的創意作品，展示建築師如何編織出一個正面、積極及
充滿生命力的社區，同時表揚香港建築師於過去60年來的貢獻。

草地滾球同樂日2016

香港草地滾球總會將於10月9日下午2時半至6時45分，於坑口文曲里公園草
地滾球場（香港新界將軍澳坑口文曲里6號）舉行同樂日，並派出專業教練教授基本
技巧，透過遊戲及比賽形式，以及香港青年軍的表演示範，讓大眾認識並享受草
地滾球的樂趣。

Pinkoi香港好物市集

「Pinkoi香港好物市集」將於10月8、9日上午11時至下午6時，於超大型戶外
場地—零碳天地ZCB（香港九龍灣常悅道8號）舉行。活動聚集了85個攤檔共8個
地區的創意品牌，包括香港、澳門、台灣、中國、泰國、日本、新加坡和馬來西
亞，與大眾分享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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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勞越古晉「貓城」5天考察團
日期：11月19日（六）至23日（三）
團費：會員$3,500
   非會員$3,600
  
小童$3,000（9歲以下，不佔床位）
天數 行程
第1天 香港→古晉→享用達邁海濱度假村酒店設施
第2天 砂勞越文化村「活的博物館」→紅毛猩猩自然保護區→市區觀光（印度
街、雅答街、獨立廣場、皇宮）→古晉河濱公園廣場
第3天 巴歌國家公園→喵喵博物館→VIVA CITY 購物商場及101夜市
第4天 市區觀光：民事中心、警員博物館、福德祠、古晉高塔→新欣購物商場
第5天 回程返港
承辦旅行社：恒友旅運有限公司，牌照號碼：353709
報名及查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 2963 5195郭志樂先生

住宿
達邁海濱度假村
世紀酒店
希爾頓酒店
希爾頓酒店

樂道食品
即食花膠王

即食鮑魚王

滋陰、固本益精，養顏活
血，不含膽固醇，特別適
合女士、貧血或肺腎虛弱
人士食用。

具有養血、柔肝、滋陰、
清熱、益精、解熱明目的
功效。
$99 會員價$79

$269 會員價$169

文具系列
A4膠文件袋

即食花菇王

即食干貝王

營養豐富、口感脆嫩、滋
味鮮美、香氣泌脾，補脾
胃、益氣，防病健身、延
緩衰老。
$89 會員價$59

具有滋陰、養血的功效，
可補腎、調中、壯腰、降
血壓及膽固醇，特別適合
腎虛尿頻、脾胃虛弱或食
欲不振人士食用。

即食木耳王

樂道三七植物膠囊60粒

具有滋養、潤燥、益氣強
智、補血活血的功效，有
助潤澤皮膚、滋補養顏，
促進腸蠕動及脂肪排泄。

嚴選正宗雲南文山三七，
獲浸大中醫藥研究所初步
臨床測試證實有效掃走血
管垃圾，有助穩定血脂、
血壓、膽固醇。

$89 會員價$59

$76 會員價$59

$369 會員價$249

$22 會員價$16 / 個

A6記事簿
$22 會員價$16 / 本

正天糧白椴蜂蜜 350克

野生白牛肝菌 50克

採自長白山原始森林，結晶完
美，芳香濃郁，美味可口。

菌肉肥厚，肉質細嫩，口感
爽滑，鮮甜香鬱，而且包含
多種人體必須的氨基酸、礦
物質、微量元素和維生素等
成份，營養豐富，是珍貴野
生食材。

會員價$134 / 瓶

會員價$79

富士施樂DocuMate系列掃描器
文具套裝
擦膠筆、擦膠筆替芯（2支）、鉛筆（3支）、迷你
筆刨、迷你螢光筆（6支）、釘書釘、剪刀、塗改
帶、漿糊筆、省力釘書機、15cm間尺、黑色啫
喱筆、藍色啫喱筆、鉛芯筆、12cm長鉛芯
$88 會員價$69

專業高速掃描器，支援掃描不同尺寸
的檔案，快速擷取資料，輕鬆製作報
表，文字識別功能，另附送軟件增強
掃描效能。大量文件數碼化，電子存
檔及查閱變得簡易方便。

會員價$25,788

越南特級魚肚
（淨重量200克）

煮格調湯包
一套4款，包括五指毛桃活絡湯、
潤肺清熱湯、黨參杞子滋補湯及
滋陰螺片湯。

會員價$60

會員價$100

長者安居協會「平安服務」
教聯會會員惠顧長者安居協會的服務可享以下優惠：
®
1.「平安手機 」服務
®
  額外免費獲贈2個月平安手機 服務，另加送$100超市禮券。
®
2.「平安鐘 」服務
  以優惠價$1,200享用首12個月平安鐘服務，另加送$50超市
禮券。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12月31日。

會員生日獻禮
會員於生日月份親
臨教聯會並出示有
效會員證和身份證明文件，即可免
費領取生日禮物，10月的生日禮物
為聖安娜餅券（12件）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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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4

傳真：（852）2770 54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