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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評點政策得失
蔡若蓮盼來屆以教育為先
教聯會與現屆教育界選委於10月29
日聯同16個教育團體合辦「教育施政論
壇」，邀請前財政司司長、「教育2.1」
召集人梁錦松及《灼見名家》雜誌社長
文灼非分享對香港教育政策的看法。論
壇由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及教評會副主
席何漢權主持，與會人士近150人。
梁錦松：改革本港考核和大學收生制度
前財政司司長、「教育
2.1」發起人梁錦松提出，世
界急速變化，社會每個人都應
接受全人教育，但現時香港教
育以應試為主，不適合未來發
展需要。他認為，學生需要有
廣闊的知識面，並具備充實素
養、創新能力、領導能力和正
確價值觀等。
今年他和多名教育界及商界人士成立了「教育
2.1」小組，就教育發展提出多項建議，包括改革本港
的考核制度、擴大專上教育資助範圍、大學學分互通
等，以擴闊學生的知識面，鼓勵發揮創意思維。他又
認為大學收生不能只看公開試成績，建議參考外國經
驗，推行全面考核和評估。
同時，他指目前教師負擔繁重，政府應正視教師
和校長面對的壓力，改善教師編制，刪去過時條例，
以減輕其工作量。為提升教師專業水平，建議為教學
有卓越表現的教師訂立專業進修階梯，並給予中小學
學位教師公平待遇。

文灼非：政府乏良策解決青年問題
文灼非則表示，現時社會撕裂，年輕人不信任政
府，抗拒到內地交流，以至近年港獨思潮蔓延，政府
似乎沒有解決問題的良策。他以今年《施政報告》及
《財政預算案》為例，政府將「教育和青年發展」章

節放在較後位置，又集中在技術及經費層面的措施，
例如電子學習的推行、內地實習安排等，認為這些並
非最急需考慮的教育問題。
他指，中小學方面，現時教師
面對教席不穩的問題，令不少有志
投身教育的年青人卻步。至於大專
教育，自資院校面臨艱難的局面，
政府應思考如何加大力度支援。此
外，今年預算案為青年創業提供了
不少支援，但須反思現時大學畢業
生是否有足夠的閱歷創業。同時，他指現時互聯網發
達，年青人吸收多方的觀點，當局需要思考他們是否
有足夠的思辨能力面對社會的變遷。
在答問環節上，幼稚園校長麥謝巧玲指出，政
府對幼兒教育不夠重視，免費幼稚園教育不是真正免
費，希望將幼兒教育全面納入基礎教育。高齡教工會
副會長何景安表示，現時青少年對前途及生命感到困
惑，其國家及民族的概念亦十分模糊，希望政府深入
了解年青人問題，並加強支援。此外，亦有同工就教
師待遇、全港性系統評估和直資學校等議題提問及發
表意見。

蔡若蓮：教育須放首要位置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總結時，批評現屆政府沒有
將教育放在重要位置，無力回應訴求，前線同工要自
求多福。政府必須對未來施政有更清晰的理念，對教
育作整體規劃，並全盤審視理念、政策及資源調配，
按緩急先後回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教育
局必須認真面對過去20年香港教育走過的路，總結得
與失，再為未來開拓新的出路。
她又說，隨着時代變遷，網絡發展迅速，不斷衝
擊教育的方式，現有課程已不合時宜。回歸後年青人
對國家缺乏歸屬感，歷史教育有必要檢討。此外，現
時由幼稚園到大學，每個關卡都出現銜接的問題，政
府必須思考。
   論壇由教育界選委何漢權、周蘿茜、蔡國光、麥謝巧玲、曹
啟樂發起；合辦團體包括：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香港教育評議
會、香港女教師協會、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香港高齡教育工作
者聯誼會、香港副校長會、新界校長會、香港葵青區幼稚園校長
會、香港幼兒教育人員協會、香港數理教育學會、香港大學中國
歷史研究文學碩士同學會、香港教育大學校友會、香港教師會、
香港校董學會、香港初等教育研究學會、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舊
生會、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校友會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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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義教夢
在今天的香港，教學已愈來愈變成一項沉重
的差事，執教鞭的難得一個暑假，巴不得釋放所有
教擔，盡情休息充電。很難想像有老師卻在這黃金
時間，走到老遠偏遠貧困的地區義教，服務當地孩
子，追逐一個難能可貴的義教夢想。
吳老師是一位普通的中學教師，在一次旅遊經
歷中，無意中看見不少孩子赤腳徒步上學，好奇心
由此點起。從導遊口中得知，柬埔寨的教育情況惡
劣，公立學校缺漏重重。事實上，多年政局動盪，
柬埔寨的發展陷入停頓，國民生活水平偏低。儘管
近年經濟有起色，但教育仍然落後，師資問題尤其
嚴重。當地教師大多未曾接受教學培訓，教學成效
欠佳，而且工資微薄，不足以餬口。為了生計，教
師四出賺取外快，身兼數職，無法專心教學，教學
質素成疑。有些教師甚至刻意將重要課程及考試知
識，留在收費的補課時段教授，間接令部分家境貧

副主席 蔡若蓮

困的學生無法得到公平獲取知識的機會，這也是一
個有責任的香港教師所無法理解的事。當地也有外
來的義教老師，但逗留時間短暫，流動性大，即時
有良好的教學技巧，也於事無補。
回港後，吳老師念念不忘要為改善當地教育
做點事。在教師夢想基金的支持下，今年暑假，她
與校內藝術治療師聯袂再訪柬埔寨，參與義教工
作。通過當地非牟利機構穿針引線，她擔任英文科
助教，為學生提供課後支援，加強英語學習。又為
當地教師進行培訓，舉行工作坊分享教學方法和技
巧，以提升其教學效能。眼見當地小學生要與全家
人共用一架成人單車，吳老師發起籌款，得到同儕
的響應，集腋成裘，最終募集到近3,000美元，購置
了70輛單車送給當地的孩子。

教學有跨越地域國界文化的力量，體會教育的真意
義。面對學生的學習差異，更需要想方設法，讓他
們有效吸收知識。與香港學生相比，柬埔寨孩子對
學習更為積極樂觀。雖然校舍簡陋，設施落後，學
生依然保持積極的態度，上課時認真投入，對學習
充滿熱誠。下課後，在空地赤腳踢足球，十分滿足
和快樂，珍惜擁有的一切。吳老師一再強調，義工
服務並非自我滿足，而是滿足被服務者的需要，柬
埔寨之行，讓她反思教師的真正角色，也深刻反省
個人的局限和專長。
常言道：「施比受更有福。」可能有人會感到
奇怪，難得一個假期，仍要重拾沉重的教鞭，辛辛
苦苦的參與艱辛的學與教工作。但一個又一個滿足
和快樂的笑臉，卻令吳老師的義教夢夢想成真，也
讓她感到實實在在的幸福。

在陌生的環境進行教學，讓吳老師深切體會

互相學習 共同提升
—粵港姊妹學校分享會

教聯倡初中中史「獨立必修」
〔本報訊〕教育局就初中中史科課程展開為期一個月的諮詢，教聯會的回應簡
述如下：

〔本報訊〕「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已踏進10周年，為深化有關
計劃的發展，教聯會在10月舉辦了一場分享會，邀請結盟學校分享交流心
得，並由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致詞及致送紀念品，共有400位同工參與。

1. 教聯會於2000年課程改革之初已提出
設立「國情國史」關鍵學習領域，惜
未被接納。此刻教聯會的意見仍如當
年，認為教育局首要是確立中史科的
地位。現時，中史科只屬於人文學科
中的一部分，教聯會堅持中史科的地
位應較其他人文學科為高，故應成為
一門獨立的必修科，以反映其重要
性，並要有課時保證，以確保課程內
容得到認真貫徹落實。

4. 新中史科課程加入香港史元素，加深
學生對香港的認識，本是良策。然
而，諮詢課綱只有香港與中國一小部
分的互動與影響，缺乏香港社會的歷
史。香港如何發展到今天的國際城
巿，殖民地時期的香港發展也沒有片
言隻語；其他香港發展的重要課題如
主權回歸、社會運動、宗教風俗的變
遷等猶如鳳毛麟角，課程內的香港史
徒具形而實不足。

分享會邀請了5所學校分享其結盟經驗，包括由拔萃女書院介紹其交
流計劃、樂道中學與深圳實驗中學分享他們的交流心得、曾璧山中學與廣
州鐵一中學則以「穗港同心，互惠師生」為題，簡介他們的結盟經驗；參
與學校均讚揚有關計劃能加強兩地學校互相了解，共同提升教與學成效。

2. 教聯會反對洗腦式教育，修訂課綱必
須要有客觀和學術的標準，教授過程
亦要客觀持平，尊重史實，不受政治
立場或情感喜好所左右。

5. 修讀歷史除了讓人鑑古知今外，亦要
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新課程大刀闊
斧削減治亂興衰史，斷了因果。中國
歷史包含數千年，要在原有課時教授
舊課程已甚為倉促，如今還要加設文
化史、香港史，無疑加重師生學與教
的壓力。教聯會認為問題的源頭乃是
課時不足，故教育局須同步關注此問
題，才是治本之策。

採教聯建議 打風提早宣布停課
〔本報訊〕教聯會於10月20日發出聲明，指天文台預測颱風海馬將於
翌日正面吹襲廣東一帶，對本港構成嚴重威脅。由於天氣惡劣，深圳教育
部門已宣布所有學校停課，而本港部分招收跨境學童的學校，亦因學生上
學路途遙遠，已特事特辦，自行停課。教聯會促請教育局當機立斷，考慮
學生安全，預早宣布翌日全港學校停課，以免造成混亂。
翌日（10月21日），天文台於上午6時10分發出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
教育局亦採納本會建議，提早於4時10分宣布全港學校停課。對於教育局能
夠從善如流，採取適當措施，教聯會表示欣賞。

3. 中國歷史浩瀚如海，所包含的人與事
不勝枚舉。教育局在初中中史科課程
修訂的首階段諮詢，建議精簡朝代治
亂興衰史和加重文化史，將上述課題
比例作出重新分布，把每段歷史時期
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之全貌展現出來；
同時亦把香港地方史放在歷朝及至近
現代史的框架之內，顯示整個中國歷
史和香港地方歷史之間的關係，既能
讓學生對中國歷史有較全面的認識，
又能提升學生興趣，相信是一個較平
衡的框架，教聯會表示支持。

6. 教 聯會歡迎教育局修訂初中中史課
程，使其與時並進，惟落實細節更須
深思熟慮，使學科更具吸引力，例如
研究引入新的教學方法，並提供支援
新課程的教學資源。教聯會呼籲局方
多聽前線教師意見，協調不同史觀的
中史科老師，共同打造生動有趣的中
史科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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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

逾9成教師促增常額教席、一校一行政
〔本報訊〕為了解同工對未來一年教育施政的
調查顯示，「增加常額教師教席，讓合約
訴求，教聯會於9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在收回 教師進入編制，讓年青教師有更多的入職機會」
的375個回應中，超過9成被訪教師要求增加常額教 （93%）、「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措施及加強非
席，以及盡快落實「一校一行政」。
教學人手支援，以減輕教師工作壓力」（93%）、
「增加維修校園支出，簡化申請校舍維修程序和加
快審批，以保障師生安全」（92%），以及「要求教
育局檢視未來適齡學生變動，制定中小幼學位的短
中期規劃」（92%）4個議題最受被訪者關注，認為應
該納入《施政報告》中。
調查又發現，逾半受訪教師支持「加強一國
兩制教育，讓學生了解中央和特區關係，支持在港
實施一國兩制」（51%），以及「要求教育局就『港
獨』問題發出清晰指引，避免教師誤墮法網和政治
化入侵校園」（53%）。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表示，期望來屆政府在
教育政策上，至少有短、中期的規劃，並盡快落實
「一校一行政」，他指出，學校欠缺專職行政人

左起：副主席林翠玲、胡少偉、杜家慶。

廣東省教育廳訪教聯會

▲

左起：教聯會主席鄧飛、會
長黃均瑜，與廣東省教育廳副巡視
員李亞娟互相致送紀念品。
教聯會代表與廣東省教育廳
訪問團合照。
▲

〔本報訊〕廣東省教育廳一行31人，在副廳長邢鋒的率領下，於10月25日訪
問教聯會，隨團包括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佛山市、韶關市、河源
市、梅州市、惠州市、汕尾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陽江市、湛江市、茂
名市、肇慶市、清遠市、潮州市、揭陽市、雲浮市和順德區教育局的代表，教聯
會會長黃均瑜、主席鄧飛、副主席黃錦良、秘書長韋以建和副秘書長林樂迎接，
雙方就兩地共同關心的教育議題展開交流。

員，工作便會轉嫁到中、高層老師身上。校園支出
動輒上千萬，更牽涉到繁複的法律條文，故必須由
專業行政人員負責，讓教師專注工作，提升教學效
能。
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認為當務之急是要增加校
園維修的支出，並簡化申請程序，從而加快審批，
以保障師生安全。
她又促請當局按通脹調高半日制幼稚園的資助
額，原因是本學年幼稚園學券的增幅，並不足以抵
銷經營成本上漲，要求政府調高資助額，協助幼稚
園舒緩財政壓力。
教聯會副主席杜家慶促請當局加快落實中小學
全面學位化，並爭取全港教師同工同酬，同時檢討
中學與小學校長的待遇差距。他指出，雖然服務對
象不同，但中小學校長同樣需要專業技能和相關資
歷，理應有一致的待遇，否則便難以吸引人才。

2016年11月7日

5

星期一

〔本報訊〕就游蕙禎、梁頌恆
於宣誓時發表辱華言論一事，教聯會
響應「反辱華反港獨大聯盟」的號
召，參與10月26日於立法會外的集
會。教聯會會長黃均瑜、主席鄧飛、
副主席王惠成等亦有出席。鄧飛發言
時指出，不能容忍辱華的議員進入議
會，期望市民團結一致，向港獨說
「不」！
教聯會高舉「教育界強烈譴責
游梁辱華行為 要求取消游梁議員資

格」的旗幟，與一眾教育界同工高叫
「辱國言行、荼毒學子」、「加強品
德教育、尊重國家歷史」等口號。
鄧飛於台上發言時表示，假如
兩位發表辱華言論的人能順利進入議
會，絕對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又指出，身為教育工作者，面對這
兩位在97年後接受教育的議員表現，
一方面覺得很慚愧，但同時又感到
任重而道遠。鄧飛期望香港市民能
團結一致，向辱華與港獨的議員說
「不」！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
與其他團體的代表於台上
舉起「交叉」標誌，並高
喊「反辱華、反港獨」、
「堅決阻止擾亂議會秩
序」、「維護民族尊嚴，
譴責辱華敗類」等口號。
集會歷時兩小時，逾一萬
人參與。

▲教聯會與教育界同工響
應號召參與集會。

▲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前排
右二）與其他團體的代表於台上
舉起「交叉」標誌，反對辱華
議員進入立法會。

教聯會主席鄧飛期望市民團結一致，向辱華與
港獨的議員說「不」！

教聯參與「反辱華反港獨」集會 鄧飛呼籲向港獨說「不」

教聯會強烈譴責小丑政棍辱華
〔本報訊〕教聯會強烈譴責游蕙
禎及梁頌恆於10月12日在香港立法會
莊嚴殿堂之上，以候任議員身份宣誓
之時，以「支那」加入誓詞之中，我
們認為這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公然冒犯
和侮辱。教聯會隨即於10月14日發表
聲明，予以譴責。

大不韙，何其猖獗！

聲明指出，「即使在香港的殖民
地時代，英國派來的總督、高官以至
本地的議員，都不會如此；即使是把
『支那』一詞污名化的日本，他們的
首相、內閣以至議員，現在亦不會如
此— 游蕙禎與梁頌恆竟敢冒天下之

教聯會一直堅守教育最前線，
絕不容忍此等狂言惡行泛濫香江，荼
毒莘莘學子。教聯會對此予以強烈譴
責，並要求二人收回言論，以免莊嚴
的議事堂淪為極端分子散播仇恨的基
地，遺害下一代！」

在香港，即使是少數族裔和外籍
居民，他們的尊嚴都受到法律保護和
尊重。如今，三幾個小丑政棍以所謂
『青年新政』惑亂人心，口出狂言，
根本是喪失了人類文明底線。

會中人語

一身之不修，何以天下國家為？
最近的一次立法會選舉，一批年輕人高票當選
了，很多人都很高興，年輕人就更雀躍，彷彿一個
新時代經已降臨。這使我想起了在《心靈雞湯》看
過的一則小故事。
故事說在英國的一個墓場裏有一塊墓碑，上面
刻着墓主人的一段話，大意是我在20歲時立志改變
世界，到30歲我改為改變我的國家，到了40歲我覺
得我能改變我的社區也不錯了，到了50歲我發覺我
連自己的家庭也改變不了，直到我躺在這裏，我才
發覺假如從一開始我改變的是自己，那麼情況可能
完全不一樣。如果這只是一個西方人的人生感悟，
那麼在東方的中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的名訓卻是先賢們的智慧結晶。
年輕人血氣方剛，缺乏生活磨練，不明世途，
敢於冒險，容易膽大妄為，想做就做，有點小聰明

更會目空一切，挑戰權威。今次「青年新政」兩位
新科議員的所作所為，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其實在學校，這些頑劣的行為，老師屢見不
鮮。先是敢人之所不敢，東窗事發後又砌詞狡辯，
死不認錯。幫助這些學生修身改過，老師自然有的
是辦法。
游梁二人，貴為議員不是學生，便自以為無人
能奈之何，居然在廟堂之上，眾目之下，以污言穢
語侮辱自己或他人的國家，這已經是超越了人類文
明以及政治道德的底線了，自然引來全城聲討，要
求嚴懲不貸甚至褫奪其議席。但香港是法治社會，
無論群情如何洶湧，也得依法辦事。
另一邊廂，游梁的同路人，雖然未敢冒天下之
大不韙為其說項，卻也用盡春秋筆法和計謀，保其

教聯會會長 黃均瑜

議席。其實雙方大可不必費煞苦心，游梁二人的議
席保也罷，不保也罷，已是無甚重要。兩個文明與
道德均跌破底線的人，無論放在那裏，其政治前途
經已盡毀了，試問今後還有誰敢與之為伍，奉之為
客？就算能厚顏接受俸祿，也只能為香港立法會增
添恥辱的一頁而已。當然，嚴厲的譴責、適當的懲
罰還是必不可少的，否則學生爭相效法，頑童文化
蔚然成風，老師將會疲於奔命！
至於他們的同路人，奉勸趕快與他們割席吧，
遲了只會誤了你們的「大業」。「青年新政」也不
會新到那裏去了，出師初捷身卻死，「不怕神一般
的對手，只怕豬一樣的隊友」，又一次得到驗證。
雖說政治上各為其主，成王敗寇，但只要是
人，還是有底線的。所以我經常說：人品較信仰更
重要。想改變香港，還是從修身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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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

星期一

Irene Chan

拍攝地點：西班牙格拉納達阿蘭布拉宮
簡介：日落時份，阿蘭布拉宮內的靈魂守護着西班牙。

攝影師：K

Y Lam

拍攝地點：柬埔寨吳哥寺
簡介：日出彩霞照耀吳哥，美好的一天由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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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
創作坊

心靈品書齋

誠徵佳作

漫談妄想症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歐仁睿（小六）
真鐸學校
張芷晴（小六）
真鐸學校

海報設計

字以內為宜）、攝影、
  誠徵中小學生作品，包括中文詩詞散文（ 600
書法、繪畫和剪紙等文學及藝術作品。請將來稿電郵至 mywoo@hkfew.
，並附姓名、就讀學校及年級、作品題目、電話號碼和聯絡人，
org.hk
以便聯絡。來稿一經採用，將獲贈書券 50
元正及嘉許狀乙張。

鳥

在野外求生的動物，對外界事物長期保持警戒之心，是在森林生活
所必需，但在太平盛世的現代社會，假如一個人長期懷疑別人要加害於
他，那就可能患上妄想症（Delusional disorder）。
妄想症患者最常見的「被迫害妄想」（Persecutory delusion），通常
都有一個發展過程。一開始，患者只是感到周圍的環境有點不對勁，但
又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怎麼公司最近的氣氛，有點古怪？街上路人
的表情，好像閃閃縮縮？路邊的景物，好像都在傳達點甚麼訊息？之後
開始感到被人指指點點，同事在取笑他，在背後講他壞話，就連不相識
的路人，都好像在跟蹤他。回到家裏，電視機的新聞也在報道他的事，
網上也充滿着自己的私隱—「是誰入侵了我的電腦，偷了我的資料放
上網？」開始更加疑神疑鬼。
之後就是在一些微小細節上，想像一個大故事—是誰入侵自己
的電腦？當然是黑客和特務，也許來自更大的幕後組織，比如FBI、
CIA，或者是甚麼國際神秘組織，連繫着全球的犯罪分子，在背後惡意
操縱干擾別人，而自己就是其中一個受害者。
嚴重的妄想症患者，對自己被迫害的經歷深信不疑，所以很多都不
願意求助，令治療倍加困難。如果妄想日益嚴重，長期疑神疑鬼，整天
質疑別人的動機，天天處心積慮防備別人，最後只會眾叛親離，成為一
個孤島。

2016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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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愛滿溢，孝道盡顯

材料：
豬肉
紅蘿蔔
露筍
長豆角
黃豆

薯仔
黃豆粒
紅洋蔥
響螺
雜豆蓉

椰菜花
三色椒
芫茜
番茄
豆豉

麵豉
菠菜

調味料：
鹽
印度香料

芥末
黑胡椒

糖

做法：

悠閒意式輕食

   想不到意大利餐廳都有這麼casual
的格局！

菜式介紹：
響螺釀豆蓉放在長豆
角上，寓意父母為子女提供
溫暖而舒適的家，而且呵護
備至，讓子女可在父母的庇
蔭下茁壯成長。在心形豬扒
上寫上「母」字，象徵子女
對母親的敬意；露筍圍在一
起，代表家人的親情永遠維
繫；而五彩繽紛的豆蓉伴在
響螺旁，象徵子女長大之
後，會展現豐盛精彩的人生
以回饋父母。

1. 洗淨所有材料。
2. 用黃豆和薯仔煮成蓉，加上香料，釀在響螺中。長角豆鋪在碟上，放上響
螺。
3. 豬 扒切成心形，以鹽、糖及黑胡椒調味；再用慢火煎熟，用芥末寫上
「母」字。
4. 紅洋蔥切圈，圍着露筍。
5. 豆蓉搓成圓形，加上香料及菠菜汁，以豆豉、麵豉和紅蘿蔔作眼和鼻，伴
在響螺旁。
6. 用椰菜花、三色椒及芫茜裝飾。

消閒好去處
《綠野仙蹤女巫前傳》來港公演

全球公演超過十年、百老滙及倫敦城西最著名、最賣座音樂劇之一的《綠
野仙蹤女巫前傳》，由2016年12月8日起至明年1月在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公
演，劇團首次來港，由國際級音樂劇演員以英語演出，並設中文字幕。

「香港舖頭貓」攝影展

荷蘭攝影師Marcal Heijnen以鏡頭捕獲多隻香港店舖貓，相片中的喵星人
不但神態可愛，更反映出香港地道文化特色。攝影展於12月10日至11日，上午
11時至下午6時於ZZHK Gallery（上環華里3號地下）展出，免費入場。

流動藝術館 載字遊都市

美食地圖

教工組亞軍：寶覺小學黃嘉欣老
師、陳潔雯老師及 Ms Mamta
老師

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作品

香港藝術館於閉館擴建期間，舉辦賽馬會「藝術館出動！」教育外展計
劃，派出專車到各區，把藝術帶到市民身邊。新一期外展計劃的主題為「文
字」，化身藝術館的專車由10月11日至明年7月7日穿梭各區。詳情可留意「藝
術館出動！」臉書專頁。

這所位於維園旁、半露天式的意式
食肆，以半自助形式運作，顧客只須憑
店員給的卡到各式櫃枱點菜，吃飽後拿
着卡到收銀處結帳便可。
愛麗斯吃過這裏的意大利雲吞，熱
騰騰的端出來，加上松露，香氣四溢；
薄餅的餅底不太厚，正合愛麗斯之意；

2

1

3

愛麗斯

甜品則有很多款式。
愛麗斯恨自己不是大胃王，否則每
款都想點來試一試！
1. 香蕉忌廉餅
2. 黑松露意大利雲吞
3. 朱古力心太軟
4. 番茄芝士薄餅
5. 意式青瓜蛋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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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偏方

最廉價、最簡單的預防腦血管疾病惡化方法
腦血管健康關乎每一個人的生命安
全。如果嚴重的頭暈突然發生，看外界的
事物有遷移轉變感、晃動感，徵狀持續
的時間可能不一，有些人伴有噁心或者耳
鳴，這種現象短的時候，十多二十秒就能
夠過去；長的時候，要十幾分鐘乃至數小
時才能恢復正常，恢復之後，患者不留任
何後遺症，切記這可能是腦缺血的先兆！
如果高血壓患者突然出現嚴重的頭
痛、頭暈、伴有嘔吐，便要高度懷疑這是
腦血管病，這時候應立即量一下血壓。即
使這種現象短時間內自動消失，也要提高
警惕，此現象若反覆發生多次，患者可能
出現難以挽回和逆轉的腦出血。
如果常常感覺左右半身麻木，應注意
腦內小血管是否出現了問題。如果麻木的
同時，出現上肢或下肢乏力，就更加緊急
了。
如果對從前的事情完全忘記，但在數
小時之後又有好轉，在遺忘時內心忐忑

不安，便要留意是否急性腦血管病發的前
兆。
秋季本身乾燥，人體很容易缺水，再
加上熟睡時出汗，令血液中的水分減少，
對於心血管病人來說，血液的黏稠度便會
變高。如果不注意補充水分，同時又有高
血壓、動脈硬化這些疾病，就很容易發生
腦梗塞、心梗等血栓性疾病。
預防方法很簡單，也很便宜！只要準
備一個能裝500至1000毫升的保溫杯放在床
頭，臨睡前喝200至300毫升水，夜間小便
後喝兩三口水，大約100毫升左右，晨起再
喝300至500毫升。如果擔心夜間起床影響
睡眠質素，白天就少量多次喝水，每次100
毫升，以保持體內水分。
大家千萬別小看晚上這三口水，中老
年人喝對了，等於給自己的腦血管上了保
險，特別是本身有三高問題的人，這是最
廉價也最簡單的預防疾病惡化的方法！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8

2016年11月7日
Wireless Presenter With Cursor Control
型號：AMP17AP-51
採用立體圓孤曲線設計，省
力，不易滑落。上下頁按鈕具
備辨識點，可避免誤觸。

$299 會員價$269

Wireless Presenter With Laser Pointer
型號：AMP16AP

$199 會員價$179
上述產品請於教聯優惠物聯網jetso
區網上購買。

星期一

晨光文具校園獎勵計劃
教聯會與晨光文具
合辦「晨光文具校
園獎勵計劃」，以
表揚及嘉許學生在
學術成績或其他活
動方面的卓越成就。各校可透過計劃把
更多資源運用於不同學習及活動，讓學
生直接受惠。
申請資格：學校凡於每學年經教聯會訂
購晨光文具累計滿$10,000
或以上，便可申請（以折扣
後價格計算）。
獎勵金額：所有成功獲批的學校將獲得
$1,000書券（$200×5張）
申請次數：每學年一次

正宗太湖大閘蟹
紐西蘭蜂膠糖（原味 / 檸檬味 / 加強薄荷味）
百分百紐西蘭蜂膠，
加上尤加利精油、薄
荷，味道恰到好處、
潤喉爽口。能有效舒
緩初起咳嗽。不含人
造色素、人造香料、
防腐劑。

會員價$89 / 50粒裝

鈣之家族兒童鈣片（120粒裝）
特別適合處於發育階段、有偏
食習慣、腸道功能較差的兒童
或青少年服用。
主要成份：鈣+魚油
味道：朱古力奶 / 雜莓穀物

會員價$50/盒

訂購半籮或以上免費送貨（離島及偏遠
地區除外），專人電話核實送貨安排，
貨到付款。

維柏健精選產品低至4折（須訂購）

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免費參觀團
內容：參觀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呼援及關懷服務中心、銀齡館
日期：11月19日（六）
時間：上午10時15分（上午10時集合）
集合地點：九龍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廣場一樓F42
名額：30人
費用：全免
查詢：
體驗館網頁：LJC.schsa.org.hk
報名：https://goo.gl/0M4zqw

感冒X配方COLD-FX（18粒裝）
舒緩感冒徵狀，感冒初
期服用，快速見效。每
日早晚1粒，增強抵抗
力，預防傷風。不含西
藥，無副作用。

會員價$60
（買一送一）

教聯會親子活動系列之DIY紙時鐘及錢箱工作坊

超過33種豐富維他命、礦物質及營養素，
全面保護心臟、眼睛、骨骼及生殖系統健
康。特設成年男士及女士配方，另備50+
專方，成分比例特別調配。

旅行箱優惠
Eminent 29吋Hello Kitty旅行箱

$2,995  會員價$490

Eminent victory
25吋深藍色旅行箱（3.3kg）
直立式四輪拉桿旅行箱，四輪360
度旋轉，備有美國TSA海關鎖。

$2,195 會員價$450
內容：小錢箱（兔仔丶豬仔丶企鵝丶綿
羊，任選二款）或小時鐘一款
日期：11月26日（六）
時間：下午3時至4時15分
地點：教聯會17樓會所
年齡：3-6歲
名額：15人
費用：會 員$100/位 非會員$120/位
（包材料費）
查詢：2963 5191 羅佩伶小姐 /  
2963 5195 郭志樂先生
報名：https://goo.gl/0KWI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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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生日禮物為聖安娜餅
券（12件）一張。

Eminent victory 29吋幻彩藍旅行箱（4.3kg）
直立式四輪拉桿旅行箱，四輪360度旋轉，備有美
國TSA海關鎖。

$2,195 會員價$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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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