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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快訊

@

各位會員，教聯會一直以電
郵方式定期向會員發放更多優惠訊
息，如果你尚未收到我們的電子訊
息，請將 閣下的資料（姓名、會員號
碼和電郵地址）電郵至mywoo@hkfew.
org.hk，註明「收取會員快訊」便可，
我們期待於網絡世界與你保持更密切的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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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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教聯力爭「續保」兩年
左起：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
輝、教聯會助理秘書長李炎雄、副
主席林翠玲、副主席蔡若蓮、教育
局副局長楊潤雄、教聯會副主席王
惠成、理事洪連杉。

續保
〔本報訊〕學生人口持續急降，未來兩年更陷於谷底，嚴峻的寒冬已在眉睫。雪上加霜的是，教育局

續保

推出的「三保」措施即將屆滿，學校和教師岌岌可危！為此，教聯會在2016《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
案》的諮詢期內，極力向教育局要求「續保」兩年，以協助業界渡過難關。

延續「三保」政策兩年

津貼用完或停止發放後，合約教師便不獲續約，毫無職業保障和前途可言。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中一適齡人口持續下跌，不少學校面對收生
不足的困境，縮班殺校危機迫在眉睫，嚴重影響教育生態，促請當局撥出額
外資源，將「三保」措施延長兩年，以確保業界得到全面穩定的教學環境。

她促請政府立即檢討，並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內，又建議將現時的
生涯規劃津貼及高中課程支援津貼轉為經常撥款，讓學校可利用這筆撥款聘
請常額教師，讓同工專心做好教育專業的工作。

她強調未來數年教師
的就業情況不容樂觀，或
有大批教師被裁，資深教
師可能被迫提早退休，準
教師難以入職，不利教育的
傳承。現職教師亦擔憂飯碗不
保，目前的教育界可以說是人心
惶惶，因此要求教育局特事特辦，
「續保」兩年。

全面檢討教師編制
蔡若蓮又批評教師工作量不斷增加，現
有的編制早已不合時宜，但政府僅發放短期津
貼予學校增聘人手，導致出現大量合約教師。當

重設幼師薪級表
蔡若蓮又說，落實免費幼兒
教育是幼教界和家長的心願，免費
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於2015年5月公布
的免費幼教方案，尚有不少含糊的地
方，未有清晰回應業界的關注和訴求。
她指出，雖然報告建議將幼師起薪訂為
$18,000，對基層及年青幼師有一定的保障，
但由於沒有具體的薪酬階梯，亦未有與薪級點掛
鉤，無助解決現時幼師薪酬「海鮮價」的問題。
她要求政府必須重設幼師薪酬架構表，以反映幼師
教學經驗及學歷，並採用實報實銷方式，全面資助幼
師薪酬，以挽留幼教專業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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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全面檢討教師編制
香港教師工時長、壓力大，致其
身心健康響起警號。教聯會去年的調查
發現，近7成教師每周工作超過51小時
或以上，7成半教師感工作壓力大。同
時，不少教師受各種健康問題困擾，大
部份教師即使生病也帶病上課，教師壓
力問題不容忽視。

需要，除課擔外，教師要兼顧學生成長
支援、課外活動、生涯規劃等任務，工
作量不勝負荷。然而，當局始終未有
認真檢視教師編制，漠視師生實際需
要，僅發放各項短期津貼予學校增聘人
手，紓緩一時壓力。當津貼用完或停止
發放後，一切又回復原狀。

其實，本港教師課擔沉重已是不
爭的事實，主要原因是現有的教師編制
早已不合時宜。就中學的情況而言，
現時初中及高中的班師比，分別是每班
1.7及2名教師，根本不足以滿足課程要
求。再者，從舊學制過渡至新高中學
制，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但編制教師
卻沒有相應增加。為照顧學生多元學習

以當年的通識科課程支援津貼為
例，當局停止發放津貼後，大批透過
津貼而聘請的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不獲
續約，額外工作由原有教師承擔。事實
上，通識科作為高中核心科目之一，當
局理應作出長遠持續的支援，但為了節
省資源，局方卻短視地停止津貼，令學
校無奈削減人手，前線教師工作量因而

大增。
另一方面，近年中學適齡人口跌
勢未止，縮班危機仍未解除。隨著三保
政策即將屆滿，加上在自願優化班級計
劃下，學校須陸續交還教席。常額編制
教席隨之不斷縮減下，勢令大量年青準
教師難以入職。他們縱然獲得聘任，亦
多受聘為合約教師或教學助理。儘管合
約教師的工作量與常額教師無異，但待
遇卻有相當距離，而且需要每年重新續
約，職業保障欠奉。
再者，隨著教育環境急速變化，
教師工作量只會不斷增加。現時教師處
於水深火熱的困境，倘若當局再不推出

教聯「教師子女獎學金」接受申請

左起：副主席黃錦
良、王惠成、林翠玲。

〔本報訊〕為鼓勵教師從多角度欣賞其
子女於學業或課外活動的表現，並給予肯定
及讚賞，教聯會特設「教師子女獎學金」，
歡迎同工於2016年3月16日前申請。

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表示，教師日常
工作繁重，與子女相處時間有時比學生還要
少，影響親子關係。獎學金的設立，正正給
予教師一個深入了解自己子女的機會。副
主席黃錦良和林翠玲讚揚此類獎學金坊間
少見，並能切合教師需要，為他們注入正
能量。
詳情請參閱以下連
結 ， 或 致 電 區 小 姐（2 9 6 3
5185）或邱先生（2963 5183）
查詢。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結果
〔本報訊〕教聯會於2015年11月下旬舉
辦「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
邀請同工投票選出10位最具影響力的教育人
物，藉此回顧香港教育40年來的發展路向。
得票最高的10位如下（按姓名筆劃排序）：
田家炳、司徒華、李國章、沈祖堯、邵
逸夫、高錕、張文光、程介明、董建華、羅
范椒芬
得 票 次 高 的 1 0 位 如 下（按 姓 名 筆 劃 排
序）：

副主席 蔡若蓮
措施穩定業界，並從根本
著手減輕教師工作量，恐怕會令新一代
不願投身教師行業。長遠將衍生教師團
隊青黃不接，影響教育發展。
要提升教育質素，關鍵在於穩定
的教學團隊。為了香港教育長遠而健康
的發展，建議當局摒棄短視思維，增加
對教育的承擔。當務之急，必須從根本
著手，全面檢討現時教師人手編制，並
想方設法，讓合約教師轉入常額，馬
上檢討班師比例。只有增加人手、減少
課節，能讓教師騰出空間備課及關顧
學生，以及更有效照顧學習差異。否
則，一切的教育政策和理念只會淪為
空談。

蔡若蓮：教局TSA通告違教育原則
〔本報訊〕教育局於2015年12月向學校發出通告，禁止操練
TSA。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接受香港電台「千禧年代」、Now「時
事全方位」，以及DBC數碼電台「早晨8達通」節目訪問時表示，
對教育局的做法感到憤怒，形容通告用字粗暴、態度惡劣，事前
完全沒有跟學校溝通，通告內容亦違背教育原則。
她說，TSA原本是診斷學生的學習問題，後來當局「僭建」
了一些目的，用作評估學校表現，甚至放在外評報告內，結果形
成惡性循環。事情發展至今，已群情洶湧，以社會輿論去討論教
育問題，導致「三輸」局面。
她認為最令人失望的是教育局沒有承擔責任。當務之急，是
教育局馬上停止以TSA向學校施壓，並針對問題的根源，解決TSA
引申的異化情況，而非一面倒叫停。總之要從專業及關心孩子的
角度出發，助解決問題。

王賡武、吳康民、范徐麗泰、孫明揚、
梁錦松、陸趙鈞鴻、黃均瑜、楊耀忠、謝錫
金、鍾期榮

教局通告破壞互信

是次活動共有391位同工參與，選中率
最高者有16位。活動設有14個獎項，得獎者
分別可獲超市禮券1000元或500元及紀念品。
由於同票選中人數多於得獎名額，本會將於
2016年1月14日下午5時30分進行抽籤，並即
場頒獎。

教聯會認為，當局禁止進行TSA操練及補課，有助釋放師生
的空間。然而，面對家長壓力，教育局不但沒有從專業的角度應
對，反而諉過於學校，與現時以校情為本的政策背道而馳。此舉
無疑破壞多年來彼此建立的互信關係，並激起各方的矛盾，本會
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教師眼中2015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

〔本報訊〕回顧2015年，香港教育界經歷了不
少風波。為鼓勵同工關注教育時事，本會與大公報
合辦「教師眼中2015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歡迎
同工從20則新聞中，投票選出最具影響力的10則。
截止投票日期為2016年1月31日。選中最多的
10位同工可獲500元書券和紀念品，如中選人數多
於10位則抽籤決定。

候選新聞背景資料

網上投票表格

〔又訊〕對於教育局的通告，本會收到不少小學同工反映，
不滿教育局將TSA的矛頭指向學校。

煽動罷考應受譴責

教聯會重申，
TSA的檢討必須建基
於教育專業之上，而
非屈從於政治壓力。
另外，教聯會指
有教育團體乘機煽動
罷考，實屬不可理喻
應受社會譴責！

蔡若蓮（左3）轟教育局TSA通告破壞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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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首個教師專屬休閒空間—T club
〔本報訊〕全港首個專門為教育界
同工而設的休閒空間—教師俱樂部（T
club）於2015年12月19日啟用。從此，
教師便有一個談談天、聚聚腳的專屬空
間了。
開幕禮當天，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百仁基金主席李
文俊等多位教育界、政商界及演藝界名
人蒞臨慶賀。

曾任教聯會副會長的曾鈺成致詞
時表示，回想當年創會，曾設想將會
所打造成教師的休閒空間，提供咖啡
奶茶，40年後的今日，教聯會不但規
模壯大了，會務發展亦一日千里。他
希望新成立的俱樂部，能為忙碌的教
師提供一個休閒舒適的空間，減壓之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
餘更可互相交流教學心得，又祝願教
長》演員吳浣儀
（左4）及其
聯會日後能發展至各區都設立類似俱
中兩位童星蒞臨開幕禮。
樂部的會所。

專售健康食品和用品。

教育界和政商界嘉賓雲集，曾任教聯會副會長的立
法會主席曾鈺成（中）更為T Club開幕致賀詞。

2015會員大會順利召開

精品咖啡店Pregio 進駐。

會員尊享八折優惠

T club設計走時尚路
線，並有精品咖啡店進駐，
為會員提供特色飲品和美
食，凡教聯會會員出示有效
會員證，可享八折優惠。

會員大會在新會所T Club舉行。

〔本報訊〕教聯會第41次會員大會於2015年12
月12日在新會所「教師俱樂部」召開。會議由會長
黃均瑜主持，由主席鄧飛滙報會務報告、副主席黃
錦良滙報財務報告。兩份報告均獲大會一致通過。
〔又訊〕會員大會後，教聯會邀請了「香港黃
金五十」資深分析員黃朗皓以「從沉淪世界脫穎躍
升的香港」為題，從世界性視野到香港經濟，闡釋
本港應怎樣利用目前的結構性好景，迎好而上，發
展未來，邁向黃金年代。

會長黃均瑜感謝主講嘉
賓黃朗皓（右）。

教聯40 新徽號 新氣象

〔本報訊〕為紀念教聯會踏進40
周年，邁向新里程，本會特別設計了
新的徽號！
新徽號採用緊扣的三角形作設計
理念，寓意教聯會與教育同工彼此攜
手共進，有「凝聚」的含意，在教學
路上彼此視大家為「夥伴」，一起面
對挑戰，紓解教學問題。

色彩繽紛的三角形寓意教師的工
作是充滿正能量、滿載朝氣的。教師
為香港的未來，付出努力孕育莘莘學
子，是極之有價值的工作。
教聯會在未來將繼續以服務同工
為宗旨，冀在激發教師能量的同時，
能為教師創設空間，並提供專業支
援，達至雙贏增值。

舒適休閒的T Club。

T club小資訊
星期二至四、日：中午12時至晚上9時
星期五至六：中午12時至晚上11時
開放時間
星期一及農曆新年休息
（每天下午4時後優先招待會員）
3間活動室：為 學校及教師提供場地租
借服務
精品咖啡店：提供特色飲料和膳食
設   施
4個專區：分 別售賣香薰精油、健康食
品及物品、提供旅遊資訊和
品茶
觀塘成業街6號泓富廣場23樓2306-09室
地   點
（港鐵觀塘站B1出口）
訂座電話 2363 1223
臉   書 https://www.facebook.com/Tclubhk

教聯隊接力賽奪冠 贏「友誼盃」殊榮
〔本報訊〕教聯會於2015年12月
中應香港教師會的邀請，由周錦鋒老
師、李君亮老師、黎廣業老師，以及
霍展熙老師組隊參加教育團體4X100
米接力邀請賽，並勇奪冠軍，贏取
「友誼盃」殊榮！

會員大會由會長黃均瑜（中）主持，
由主席鄧飛（右）滙報會務報告、副主席
黃錦良（左）滙報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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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的話

2015 會務報告
2015年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年
頭。在這一年，我們迎來了教聯會
創會40周年，並為此舉辦了一系列
活動，以茲慶賀。我們回顧過去，毋
忘前人創會的艱辛；我們立足現在，
一方面朝著「凝聚專業 服務同工」

的目標努力，另一方面，因應40周年
會慶提出了「教出精彩人生」的新口
號，期望師生能夠透過教育，獲得精
彩的人生；我們展望將來，期望一系
列的新創建，能令會員服務更上一
層樓。

教聯會在這40年來，經歷過風
風雨雨，我們得以在風雨之中穩步向
前，實在有賴各位會員的默默支持，
在此，我要向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
並希望在未來的歲月裏，繼續得到你
們的支持！

鄧飛

創會40載 教出精彩人生
40周年系列活動由2015年持續
到2016年，包括：優秀教師選舉頒獎
禮、40周年晚宴、敬師日大抽獎、百仁
盃— 中學社企創業計劃挑戰賽、香港
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教師慈
善長跑、教聯盃— 教師籃球聯賽，以
及教師子女獎學金。

凝聚專業 緊貼教育脈搏
表揚優秀教師
嘉許了51組共76位老師，並設「紫荊師表獎」，以
表揚梁紀昌校長（鮮魚行學校）和呂麗紅校長（元崗
幼稚園）的貢獻；又設「教壇新秀」選舉，9位準教
師獲獎。
參與幼教發展
成功爭取幼師的起薪點為$18,000，並透過聯署、請
願、問卷調查、官民對談，以及向立法會提交意見
書等，爭取落實免費幼兒教育、恢復幼師薪級表。
回應教育政策

用心服務

時凍結中一班級數目，以全面維持學界的穩定性和
公平性。
了解同工意見
進行了17項問卷調查，
包括教師身心健康、校
園偷錄，以及校巴招標
情況等追蹤調查；新
議題有電子學習、初中
中國歷史科，以及新教
師的專業支援
等。

創設教師俱樂部
全港首個專門為教師而設的休閒空間──「教師俱樂
部」於12月開幕，設有café、品茶區、健康食品用
品特賣區，以及旅遊專區等。
開辦網上電台
「HONG KONG FEEL」自2014年啟播以來，內容
不斷推陳出新，邀請名人如曾鈺成、曾繁光、施永青
等拍攝，向社會發放教育界的正能量。
處理同工申訴
教師的查詢多與權益有關，教聯會樂意以專業態度回
應和處理。《教聯報》的「教師疑難共解」專欄由多
位資深教育工作者執筆，與同工一起解決課堂內外的
難題。

進行了「新年新希望」元旦日請願行動；又向特首
辦遞交「對《2016施政報告》教育施政的20點建
議」；今年關注的教育議題包括檢討高中課程架
構、改善小學校長薪酬，以及優化全港性系統評估
等10多項。
關注教育事件
促請政府正視學校鉛水問題；在教學語言政策方
面，建議政府在暫緩「上落車」檢討期間，必須同

舉辦教育講座
繼續為準教師舉行面試求職講座，又與香港教師中
心合辦新教師研習課程；並為在職同工提供講座和
工作坊，內容涵蓋不同學科教學、行政工作，以及
各式增潤課程。

推出網購服務

提供專業支援
出版 《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資料冊和《鑑古知
今：支援教師推行歷史教育》資料冊；並為新校長
舉行了兩場講座，分別邀請蔡若蓮校長和連文嘗校
長主講。

提供會員福利
1月和10月的展銷會以優惠價向同工提供文具、食品
和家電等；每年的蛇宴極受歡迎，需要加場；我們繼
續尋找更多合作夥伴，致力向會員提供更優質服務。

「教聯優惠物聯網」定期
向同工提供限量優惠產
品，務求為會員提供更多
元化選擇。

關心祖國 促進兩地交流
抗戰勝利70周年
系列活動包括「遊走香港抗日遺跡」導賞團、「抗
日電影欣賞」到校放映服務、「口述歷史暨小型音
樂會」到校服務，以及大型展覽等。

擴大姊妹學校
在2015年開展的「姊妹學校專業支援服務計
劃」為10所內地學校提供了171小時常識科和
171小時英文科的支援服務。

參觀外交公署

本年共有13所中學和8所小學透過教聯會締結成
為姊妹學校。我們又於5月和10月舉辦了分享會
和簡介會，12月的簽約儀式更移師廣州舉行，
以紀念此活動踏入10周年。

獲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邀請，教聯會在4月組織
了50多位同工與特派員宋哲午宴，並就共同關心的
議題進行了交流。
推廣一國兩制教育
於6月舉辦「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專題講座及
資料冊首發式。
促進交流考察
•
「同根同心」的潮州路線逾3,100名學生報名；新
中標的東莞和廣州路線亦開始接受報名。
•
「光影尋情大地行」踏入第3年，「園林古鎮之
旅—蘇州」的40個教師名額全告爆滿。
•8月的教育界長春吉林團招待了16名同工。

春風化雨
嘉惠莘莘學子
設立獎助學金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向觀塘、黃大仙和屯門區
的60名中學生每人頒發3,000元獎學金，並於7月
舉行頒獎禮。

團結華夏園丁
2015年的主題為「冰雪吉林之旅」，香港區共
有100位同工參加。

舉辦學生活動
多項活動包括「2015全港兒童兩文三語朗誦大
賽」、「漢字新潮」──2015正字大行動、少林
武學文化校本活動、「我們一起『悅』讀的日
子」，以及「弦光展現」小提琴訓練計劃等。

培訓英語教師
英語教師義工隊今年有21位同工到四川省宜賓
市、安徽省銅陵市及六安市、湖南省長沙市及
懷化市，培訓了當地570位中小學英語教師。

辦學實踐理想
開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和香港教育
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接待內地訪客
今年到訪本會的團體包括廣州市教育局、北京
中國教育學會、廣東省政協、廣東團省委，以
及海南省教育廳。

關懷同工需要
舉辦文娛活動
•教師體育節
 這是全港教育界最大型的年度
體育活動，今年已踏入第8屆。
•師生烹飪比賽
 今年的主題為「有營煮意獻雙
親」，這個活動已踏入第4屆。
•本地旅遊
 包括哈爾濱冰雪節、香港地質
公園，以及3D藝術館。
•長短線遊
包括赤坎古鎮、中山和嶺南。
•文化藝術
◇4 月於文化中心舉辦了「墨彩情懷」教育界書畫展，展出超
過190幅作品，參觀人次逾1,500人。
◇由 著名指揮家石信之領導的教聯會合唱團已踏入第2年，並
作出了3場公開演出。
◇舉辦了3場《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欣賞會，又免費派發100
張「兩彈元勛」《鄧稼先》電影首映禮的戲票。
•班組課程
 保健系列和書畫系列一向廣受同工歡迎，教聯會又努力開拓不
同類型的班組，並舉行健康講座。
保持密切聯繫
《教聯報》由月刊轉為雙周刊，並歡迎學校和學生投稿；網頁亦
更新了版面設計，引入更多互動元素。

敢於發聲 踏實貢獻社會
參與區議會選舉
本會推薦的5位教育同工成功當選，包括副主
席林翠玲、副秘書長林文輝、理事丁江浩、洪
連杉，以及顧問麥謝巧玲，反映了各人的務實
作風和立場得到廣泛認同。
關心普選發展

捍衛觀點立場
對政府政策和社會時事勇於發聲，並透過參與
政府諮詢架構、聯絡傳媒和撰寫專欄等，表達
並捍衛我們的觀點和立場。
反對校園政治化
多次發聲明譴責部分大學生和激進份子衝擊校
園的不文明行為。面對校園被政治入侵，教聯
會樂意支援學校，作其後盾，免學校獨力抵受
政治衝擊。
拓展社區服務
九龍東和港島東社區辦事處為區內的居民提供
了多類型的活動，廣受歡迎。
支援慶典工作

舉辦「教育界政改論壇」，邀請「政改三人
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聆聽同工意
見。
發表「教育工作者對2017年特首選舉方案的意
見調查」，發現近8成半教師支持立法會通過
政改方案；本會於表決政改方案當日到立法會
外集會，促請議員盡責通過方案。
為七一慶回歸活動以及9月的教育界國慶聚餐
提供秘書處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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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何劍輝老師
拍攝地點：瑞士Engelberg
簡介：相 片在聖誕節所拍，當日正好下雪，在上鐵力士峰途中
有一個名為Engelberg的小鎮，那裏有山有水，風境美
絕，加上當天大霧，景物若隱若現，十分美麗。

攝影師：Agnes

Lam

拍攝地點：Lake Baikal, Russia
簡介：在寧靜小鎮中，泛起絲絲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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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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楊 楊 教 室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錦繡孝心禮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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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道
菜，楊老師形容這是一道「無難度、上得大場面、一定好味」的
菜式！

材料

鎮江醋骨

禮盒：蘿蔔1條、冬菇2粒、薑2片
炒雜錦：山 藥 1 條 、 紅 、 黃 椒 各 半
個、粟米粒半杯
調味料
禮盒：冰糖適量
    老抽、生抽各3湯匙
    胡椒粉少許
    紹酒2湯匙
    麻油1茶匙
炒雜錦：鹽半茶匙
     白胡椒粉1/4茶匙
     糖1/4茶匙
做法
1. 冬
 菇浸軟切粒。熱鑊落油爆香薑片
及冬菇粒，再放入蘿蔔。
2. 加入冬菇水及汁料。煮滾後用細火
炆30分鐘至蘿蔔入味，然後上碟。
3. 紅、黃椒切粒，山藥去皮切粒。山
藥及粟米放滾水出水，後瀝乾。

4. 高
 火加熱油鑊，放入山藥炒2分
鐘，再加入紅、黃椒及粟米。
5. 最後加調味料攪勻。

   為父母、家中長輩送上健康
的祝福比一切買到的禮物更珍貴
及顯孝心。因此，菜式特別用蘿
蔔製作成禮物盒送給家中長輩。
   山 藥 是 有 高 營 養 價 值 的 食
材，能滋腎、健脾、降血糖，多
吃能延年益壽。用山藥及紅、黃
椒炒雜錦能為家人送上一道健康
又可口的菜式，亦表達我們的愛
充滿禮盒中。
（小學組季軍：聖母無玷聖心學校）

東區口述歷史戲劇

20多名長者粉墨登場，演出《城．東．散．聚》，與觀眾
細味區內變遷。節目分兩場，分別於1月16日在西灣河文娛中
心，以及1月30日在新光劇院演出。

合唱團演繹經典樂曲

康文署於2016年1月16日在香港大會堂舉辦「『唱』所欲
言」音樂會，由音樂事務處青年合唱團和兒童合唱團送上多首
悅耳感人的歌曲，包括迪士尼家喻戶曉的歌曲《魔雪奇緣》合
唱精選等。

歷史博物館辦明代文物展

展覽將會展出約300組來自敏求精舍會員的珍藏，包括瓷
器、漆器、景泰藍、家具、書畫等，從政治、經濟、文化、藝
術、宗教、對外關係等角度，呈現明代歷史文化的豐富面貌，
加深市民對明代以至中華文化的認識。展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4
月11日。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2
傳真：（852）2770 5442

材料
鎮江醋
豉油
紹興酒
黑片糖
肋排（5至7厘米）
薑

125毫升（半飯碗）
125毫升（半飯碗）
125毫升（半飯碗）
1.5片
1.5至2斤
3片

方法
1. 將肋排洗淨出水。
2. 將其他材料放入鍋內，再放入肋排。
3. 大 火煮滾，然後慢火煮至汁乾（即每件肋
排都有一層濃汁包著）即成。

菜式介紹

消閒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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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徵佳作

「美食地圖」歡迎投稿

「學生創作坊」

「校園動態」

歡迎同工投稿，分享地道美
食 資 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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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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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學校刊登活動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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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間偏方

自從吃了這樣東西，我就從不感冒了！
生薑保健的方法由來已
久。吃過生薑後，人會有身體
發熱的感覺，這是因為它能擴
張血管，加快血液循環，使身
體上的毛孔張開，同時把體內
的寒氣帶走。所以，當人吃了
寒涼之物，或受了雨淋，或在
空調房間裏呆久後，吃生薑就
能及時排除寒氣，消除多種不
適。以下是生薑的不同吃法：
受涼感冒：生薑3至4片加半勺
紅糖煮水喝，一日2至3次。
感冒伴有咳嗽：生薑3至4片、
大蒜7至8瓣加紅糖半勺一起
煮，一日2至3次。
感冒伴有發熱：在生薑、紅糖
水中加入大蔥1根，一次2至3
次。
吃過食物後腹脹：可直接口含
生薑片或喝生薑水，一會兒就
能緩解。

受涼引起腹瀉：用燒開的生薑
水沖雞蛋，一日2至3次，很快
就好。腹瀉停止後再喝一天，
以鞏固療效，暖胃腸。

關節痛：每天早上起床後吃幾
片生薑或者煮薑棗水喝，一日3
次，堅持吃能明顯緩解關節的
疼痛。

空調房間呆久後引起的渾身發
緊：隨時口含生薑片或每天用2
至3片生薑泡水喝，身體的不適
馬上消除。

痛經：在生薑、紅糖水裏再加
入2至3粒山楂，一日2至3次。

口腔潰瘍、牙周炎、口臭、喉
嚨發癢：口含生薑片或煮生薑
水喝，以後只要不吃寒涼食
物，就不會復發。

酒後頭痛、頭暈：可用生薑煮
水喝，馬上緩解。
手腳已生凍瘡但未破潰：可用
生薑煮水泡手、泡腳。

咽喉腫痛：在熱薑水中加入少
許的食鹽，當茶飲用。

長痱子：用生薑切片外擦，痱
子很快就退，大人孩子都可
用。

孕期嘔吐：經常口含一片生薑
就能治療和預防。

頭屑多、掉髮：經常用溫薑水
洗頭，效果不錯，可試試。

消化不良、食慾不振：生薑和
紅棗（切片）一起煮水喝，一日
2次，就能開胃。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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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索取《香港大嶼山抗日游擊隊》乙本（價值：$25）
簡介：在日本統治香港的黑暗日子，不願當亡
國奴的大嶼山人民拿起槍杆，投身反日
戰爭，譜寫了香港歷史珍貴的一頁。
領取方法：憑 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到教聯優
惠物聯網索取，數量有限，先到
先得。

挪威阿斯麥天然健康食品
天然奧米加-3三文魚油丸
•有益心臟、腦部、視力、關節、皮膚及免疫力
•100%天然挪威三文魚油、奧米加-3、DHA、
EPA及蝦青素
$388 會員價$291 / 瓶

水解膠原蛋白120粒裝
•修補關節，舒緩痛楚，改善僵硬情況，提高
靈活度
$418 會員價$313 / 瓶
贈品﹕肌舒適1支（價值$78）

動力奧米加60粒裝
•強化心肌促進心臟健康，增強活力使精力充沛
•改善女士皮膚質素及男士生理機能
$458 會員價$343

挪威藍莓精華60粒裝

免費換領雪耳一包

新年禮盒

現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即可免費換領雪耳一
包。數量100包，先到
先得，換完即止。每位
會員限換領一包。
換領公司：怡燕貿易公
司
換領地址：荃灣海壩街122-132A號荃
立方商場1字樓F69號舖
      （升降機按1字轉左）
查詢電話：6677 9526

** 購買任何產品另享折扣優惠 **

「瑜伽與健康人生」講座
講者：香港瑜伽協會創會主席及總教練
劉泓汛
內容：講解瑜伽的健康生活哲學，即場
示範如何利用瑜伽融入日常生
活，以及如何通過瑜伽提升身體
健康
日期：2016年1月23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5時
地點：教聯會會所（17樓）
名額：40人
費用：全免
查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2963 5191（羅佩伶小姐）
（教聯會會員可優先報名，參加者將獲
Dickson Yoga送出 one day pass coupon）

產品
A款
五両馬友大花膠
二両發菜
一斤冬菇
出發日期：2016年1月23日 星期六
團費：$ 788（大小同價，已包香港領隊、導遊及
司機服務費）
日數

行  程
深圳關口集合順德【樹
生橋】午餐（大鳳城水庫
大魚三味宴）中國臘味食品
名鎮【黃圃臘味廠】參觀臘
第一天 味製作過程，可試食各式臘
味，自由參觀選購清代古
廟【報恩禪寺】晚餐（水
蟹白鴿藥膳火鍋宴）每席1煲
懷舊油鹽飯
酒店自助中西式早餐中山
傳統市集【沙崗墟】午餐
（古法柴火燒鵝燜鵝宴）每席
第二天 1煲香噴噴臘味煲仔飯【神
秘果園】品嚐神秘果及時令
鮮果十四涌漁農特產市場
回程高速深圳關口散團

酒店

中山準5
級國際酒
店（ 或 同
級）

-

查詢電話：3741 2912（Peggy）/ 			
      3741 2913（張小姐）
承辦單位：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圖片、行程供參考，以接待社安排為準！

•促進眼部血液循環，改善眼睛疲勞，保護
視網膜及晶狀體，延緩退化
•100%藍莓提取物
$438 會員價$328

禦寒產品系列

肌舒適肌肉關節軟膏

羊毛脂護膚系列

麥廬卡蜂蜜護膚系列產品

•不含水楊酸或雙氯芬酸，不含致敏原或香
料，安全可靠
•改善關節勞損、肌肉疲勞、筋膜問題，撞
傷、扭傷引起的疼痛，或天氣變化引起的關
節不適
$158 會員價$99

天然提取羊毛油脂，極易被人體皮膚吸收，
保濕滋潤，增加柔軟彈性，不含防腐劑或礦
物油添加。

活性麥盧卡AAH 650+是新西
蘭特有的蜂蜜，經科學測試
證明含抗氧化
劑和抗菌活性
劑，可防止細
胞老化。

旅行箱優惠
EMINENT 20及25吋旅行箱一套
時尚豹紋圖案，外殼採用德國拜耳廠物
料製造，備有美國TSA海關鎖。
$1999 會員價$600

29吋Hello Kitty旅行箱

產品名稱
羊毛脂保濕霜（175ml）
羊毛脂晚霜（95ml）
羊毛脂面部精華素（50ml）
羊毛脂身體潤膚霜（240ml）
羊毛脂護手護甲霜（85ml）

蜂蜜

360度靜音滾輪，100%聚碳酸酯製，
耐用合金框，備有衣架及毛巾袋，美
國TSA海關鎖。
$2995 會員價$490

25吋Hello Kitty旅行箱
360度萬向轉滑輪，內置裡布。
$1499 會員價$490

29吋地圖旅行箱
採用德國拜耳廠Maklron PC外殼，
三段式拉扞。顏色：藍色。
$2299 會員價$550

會員生日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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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

會員價（件）
$105 $85
$90 $75
$110 $85
$80 $65
$70 $55

紐西蘭頂級麥蘆卡蜂蜜
UMF 5+（250g）
舒緩及治療腸胃、氣管毛
病，改善口腔疾病，長期
食用更可增強免疫力。

會員價$110 / 瓶

會員價

＄580

B款
半斤南美參
二両發菜
一斤冬菇

＄498

C款
半斤日本北海道元貝
二両發菜
D款
半斤冬菇
二両發菜

＄388
＄108

**惠顧者可以折扣價＄80購買半斤大蠔豉，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1月27日。詳情請
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榮華賀年糕品券

各款糕品券
會員價（張）
鴻運蔗汁年糕券（850克 圓形） $99 $74
如意椰汁年糕券（850克 圓形） $99 $74
金玉滿堂蘿蔔糕券（850克 圓形） $115 $86
臘味香菇蘿蔔糕券（650克 方形） $92 $69
椰汁紅豆糕券（650克 方形）
$85 $63.5
至尊蘆薈椰汁杞子圓肉桂花糕券 $100 $75
榮華加瘦招牌臘腸券（1斤裝）
$225 $190
推廣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2月5日。數量有
限，售完即止。

鴻福堂賀年糕品券
產品名稱
蜂蜜護手護甲霜（85ml）
蜂蜜抗氧化面部精華素（50ml）
蜂蜜晚間修復霜（100ml）
蜂蜜身體潤膚霜（240ml）

會員價（件）

$70 $55
$110 $85
$90 $75
$80 $65

紐西蘭蜜露花蜂蜜（375g）
清熱解毒、明目、治肺燥
咳嗽、保肝、健腸及幫助
消化。

各款糕品券
金腿瑤柱蘿蔔糕禮券（750克）
鴻運年糕禮券（750克）
燕窩楊枝甘露糕禮券（700克）
桂花蔗汁馬蹄糕禮券（750克）
紫香瑤柱芋頭糕禮券（750克）

會員價（張）

$168 $82
$133 $62
$168 $82
$145 $72
$145 $72

推廣期由即日起至2016年1
月25日。數量有限，售完
即止。

會員價$79 / 瓶

食肆優惠
壽司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以下優惠：
•午市定食$150起，送日式特飲
•晚市廚師發辦$1280起，1人送紅 / 白酒乙
杯，2人送紅 / 白 / 清酒乙瓶
地址：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3樓
預約電話：3708 8198

唐宮中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
午 / 晚市可享85折優惠。
地址：九 龍窩打老道75號九龍
維景酒店2樓
預約電話：2197 3519

1520放題餐廳

上品火鍋料理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晚市可享9折優惠。
地址：香 港銅鑼灣怡和街
22號3樓全層
預約電話：2780 6886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晚市
可享全單9折優惠。
地址：香 港 天 后 清 風 街 5 - 1 1 號
地下 / 銅鑼灣告士打道
229-230號宇宙商業大廈2樓
預約電話：2323 1008 / 2623 6222

棕櫚閣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
午 / 晚市可享85折優惠。
地址：九 龍窩打老道75號九龍維
景酒店1樓
預約電話：2197 3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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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百樂酒店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
證，可享最高7折優惠。
地址：香港九龍尖沙咀漆
咸道南61-65號4樓
Park cafe
預約電話：2731 216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