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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假期啟事
2 0 1 6 年 2 月 8 日 至 1 4 日   
（農曆年初一至年初七）為教聯會春
節假期，會所暫停開放，2月15日
下午2時起照常辦公。

期

本會謹祝各位同工
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2016年1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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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教聯會成功爭取「續保」
   學生人口持續急降，未來兩年更跌至谷底。
政府接納本會建議，延長「三保」措施兩年。
教聯會一直在反縮班、反殺校的工作上，不遺
餘力，爭取政府協助學校過渡學生人口下降的
難關。

對2016施政報告的回應

2010年9月
發起「反殺校大聯
盟」，10月與4個發起
團體發表「教育團體
聯合聲明」。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月13日公布了任內第4份施政報
告。教聯會認為施政報告雖紓解了教育界眼前的一些困境，例如接
納本會的建議，延續「三保」措施兩年，但卻沒有解決長期累積的問
題，亦沒有提及未來的發展路向，故評為「近憂漸解，遠慮未謀」。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施政
報告回應了教育界部分的訴求，亦看
到政府的良好意願，但教育界累積了
太多問題，雖不能依靠一個施政報告
去解決，但亦希望負責執行的官員能
將各項措施貫徹落實。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
蔡若蓮、王惠成。

對於以津貼換編制，她認為這不
是最理想的做法，因中學教師人手編
制已十年沒有進行檢討，隨著教育環
境急速變化，現有編制已不合時宜，
根本之道，是增加資源，改善編制。

教聯會對施政報告教育建議的回應
施政報告建議

1.  過剩教師的保留期由1年延長至3年
2.  學 校 可 將 「 高 中 課 程 支 援 津 貼 」 及
「生涯規劃津貼」轉為常額教席
3.  全數資助中學提供應用學習課程
4.  提 前檢討如何擴大「內地大學升學資
助計劃」
5.  提高幼稚園師生比例至1比11，為全日
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提供額外資助
6.  鼓 勵幼稚園設立專業階梯及提供具競
爭力的薪酬
7.  由 「關愛基金」為有經濟需要的幼稚
園學生提供一次過的就學開支津貼
8.  
－
9.  

－

10. 加 強支援取錄大量融合生的中小學，
將教育心理學家的比例逐步提升至1比
4
11. 繼 續為學校鋪設無線網絡及提供津貼
購置流動電腦裝置

2010年11月
參與教育界大遊行，要求
「反殺校，保穩定」。

在幼稚園教育方面，副主席
林翠玲歡迎政府改善師生比例，並
為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提供額
外津貼，但對沒有落實幼師薪酬架
構表感到失望！她又擔心政府以薪
金中位數去計算幼稚園撥款，將對
「兩高一低」（年資高、校齡高、
學生少）的學校不利，憂慮部分幼
稚園將被迫裁員。早前的《免費幼
稚園教育報告書》曾提及有「安全
網」，但施政報告卻沒有，她將約
見當局，促請交代細節。

教聯會短評

歡迎政府採納本會意見，延續「三保」措施兩年。

憂 慮將造成合約教師及教學助理解聘潮，促請政府給予學校彈性及過
渡期。
贊成提升應用學習的認受性，並建議容許學生提早於中四修讀，以及
與資歷架構掛鈎。
歡 迎讓更多學生受惠，並建議政府設立副學士進修獎學金，鼓勵青年

往境外升學。
歡迎建議，期望政府盡快敲定細節；長遠應增加資源，讓免費幼教覆
蓋全港學童。

薪酬架構表落實無期，本會極度失望！
歡 迎建議，期望盡快公布細節；並要求將中小學書簿津貼延伸至幼稚


園。

沒 有承諾檢討教師人手編制、改善班師比例、並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
編制，本會表示遺憾！

沒 有改善教師待遇，包括學位教師仍然受聘為文憑教師、小學校長薪
酬未獲檢討、「整合代課教師津貼」不敷應用，教師被迫帶病上課
等，本會非常失望！
歡 迎優化校本教育心理服務，但未解決融合教育政策的核心問題，包

括師資培訓不足、教師沒有足夠時間照顧融合生，以及未有為幼稚園
及大專制訂完善的支援政策等。
其他支援措施欠奉，包括增設經常撥款，開設資訊科技技術員常額職
位，以及減少教師課節，為推行電子學習創造空間。

2012年6月
與前教育局常任秘書長謝凌潔貞會晤，促增人
手、減課節。
2012年10月
發起「反殺校」中學聯署，獲75所中學2,273個教
師簽署。
2012年10月
晤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提出不縮班、增編制、減
課節；又召開「反縮班 保質素」記者會，要求
分區彈性處理每區學額。
2012年11月
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促降「縮
班線」至76人。
2012年11月
向吳克儉提出「三不」
（不殺校、不裁員、不縮
班），並遞交學界聯署。
2012年11月
教育局宣布2013/14學年起實施「三保」措施三
年（保教師、保學校、保實力）。
2013年10月
憂教育局方案未能抵銷人口減幅，建議凍結中一
開班人數。
2014年1月
發起「凍結未來2年中一
班級數目」聯署，逾千
教師簽名，7月晤吳克儉
提「凍班」方案。
2015年12月

要求延長「三保」措施兩年。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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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施政報告未有正視幼師困境
經過歷時兩年的研究，免費幼稚
園教育方案終於寫進《施政報告》。
政府用於幼教的財政投入，將較以往顯
著增加。然而，綜觀整個免費幼教方
案，尚有不少含糊的地方，仍未清晰回
應業界的關注。
幼師是幼教成敗的關鍵，但政府
一直未肯正視幼師薪酬問題。在幼師
眾志成城下，政府終於提出將幼師起薪
設為$18,000，讓基層及年青幼師的薪
酬得到基本的保障。但對於業界爭取多
年的薪酬架構表，依然落實無期，令人
失望。

由於政府建議的薪酬架構無約束
力，日後主要依賴教學表現評核決定薪
酬加幅，幼師薪酬或在薪金最低點長期
徘徊。再者，以中位數一筆過資助幼師
薪酬，在按人頭計算的資助模式下，一
旦幼稚園收生不足，資深幼師或面臨被
裁的風險。當務之急，政府應拿出勇氣
和誠意，全面資助幼師薪酬，提升幼師
的專業地位。
至於教師的專業發展，政府提出
長遠將幼師的資歷提升至學位水平；但
卻沒有制訂幼師學位化的時間表，亦沒
有為其進修提供任何實質支援。加上欠

操守議會削教師代表 蔡若蓮促解釋
〔本報訊〕教統會轄下的工作
小組早前提交報告，建議改組操守議
會。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接受香港電
台「自由風自由PHONE」節目訪問
時表示，業界認同操守議會處理投訴
太慢，但整體調查結果都是公道、公

正的，因此同意針對步驟問題進行精
簡，但對於減少教師團體的代表，她
希望小組解釋原因，即使加入更多持
份者是大勢所趨，但也要平衡教師的
意見，應諮詢更多前線同工。

蔡若蓮促全面檢討教師編制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
蓮在NOW「大鳴大放」節目談施政
報告前瞻，促請政府全面檢視現時的
班師比例，增加資源，改善教師人手
編制。

蔡若蓮：TSA不應「斬腳趾避沙蟲」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
在1月11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上，希望教育局處理TSA這個複雜的
專業問題時不要「斬腳趾避沙蟲」，
簡單取消了事，並建議教育局：
1. 馬
 上拆除TSA的「僭建」部分，落
實不以TSA成績來做行政決定。

2. 全
 面檢視TSA試卷是否過深，增加
考試的透明度。
3. 杜
 絕濫用TSA數據，例如學校之間
的互相比較，或個別學校與全港的
比較等，不應存在常模參照作用。
4. 要
 尊重差異，給予專業空間，按校
本情況照顧學生的學習需要。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
（右）頒發大獎予劉瑋騏。

85位準教師填問卷獲獎
〔本報訊〕教聯會於去年11月向就讀
本地師訓課程的準教師進行問卷調查，了
解他們所需的專業支援。為鼓勵準教師踴
躍發表意見，本會安排了抽獎活動，並在1
月中於152名受訪者中，抽出85位得獎者。
大獎iPhone 6由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教育
學系的劉瑋騏奪得，其餘得獎者各得$50超
市禮券乙張。

副主席 蔡若蓮

缺晉升階梯及薪酬調整機制，難以鼓勵
幼師進修增值。建議為幼師進修提供資
助，並制訂幼師學位化的時間表，以支
持幼師的專業發展。

體規劃方面著手。短期
內，政府應增撥資源改善幼
稚園校舍環境，並考慮優先重置這些幼
稚園。

校舍方面，現時不少幼稚園的
校舍殘破，空間不足。幼師沒有教員
室，只能在課室備課和預備教具。租金
的問題亦備受關注，部分租金昂貴的幼
稚園，扣除政府津貼後，開支仍需轉嫁
至家長，或降低家長報讀的意欲。對於
收生不足的幼稚園而言，將面對經營
困難，甚至倒閉的可能。要解決以上
問題，需要政府由上而下推動，從整

整體而言，今次《施政報告》教
育部份反映政府願意增加對幼教的承
擔，但對業界的支援仍未足夠，亦未有
正視幼師的困境。期望當局盡快公佈落
實細節，並回應業界的關注，以共同建
構切合各方期望的方案。長遠而言，政
府應逐步增加資源，讓免費幼稚園教育
覆蓋全港學童。

蔡若蓮：實施「普教中」要顧及校情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
蓮在1月12日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時表
示，用普通話學習語言，只是其中一
種學習方法。要實施「普教中」，學
校必須顧及學生能力、教師能力，以
及學校語言環境；也並非所有課文都
適合用普通話教授，例如古典詩詞和

文言文，用廣東話閱讀會更優美。
她強調，普通話和廣東話之間沒
有必要對立，認為梁錦松早前是以家
長身份發言，對於香港大部份家庭來
說，情況未必跟他一樣，很難將他個
人的經驗推展至所有學校。

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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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士提反文物計劃統籌兼歷史科老師關錦嫦
（左）及中史科老師陳國培。

守衛歷史

訪聖士提反書院學生導賞員及歷史科教師
剛過去的一年，是香港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香港於1941年12月25日淪陷，史稱「黑色聖誕
節」，當日最後一場戰役發生在聖士提反書院內，日軍攻破書院的防線，闖入被用作軍方醫院的書
院大樓，大肆殺戮，56名卧床的傷兵被刺死，部份醫護人員及教職員亦慘遭毒手。
這段名為「聖士提反書院大屠殺」的泣血往事，於香港抗戰史中鮮有提及。然而，因着書院的
文物徑和學生導賞團，市民仍能於參觀中感受當日烽煙滾滾的場面，一段重要的抗戰歷史不至於淹
沒在歲月的漩渦裏。

文物徑由該校人稱「鍾太」的歷史科老師關錦
嫦於2008年創辦，靈感源自古物古蹟辦事處，她指：
「徑，是把歷史氛圍點連點」，因而萌生將校內數個
具歷史價值的建築物和遺址連接起來成一文物徑的念
頭。此舉蘊含校園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提高公眾對
文物重要性的關注。為了做到代代相傳，她特意培訓
學生成為文物徑的導賞員，並以師兄姐指導學弟妹的
形式綿延進行。

張秋霞

姚文龍

各方意見，然後自己思考批判。」導賞時亦不僅是單
方面傳遞資訊，而是互有交流。她其中一次難忘的經
歷是遇上一名歷史學家，不但在她講解有誤時及時糾
正，更主動補充更多資料，令她獲益良多。

會運用另類方法來記憶，而非單靠「死記硬背」。他
們更指出，以第一身的探索去了解歷史，感受比教科
書流於平面的講解強烈得多，現在他們會留意多些有
關戰爭的事情，反思戰爭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剛剛「入行」的馮柏謙和林曉琦，本身對歷史科
並無太大好感，總是被其排山倒海的背誦內容嚇怕。
然而，成為導賞團的一分子後，訓練和經驗令他們學

陳國培：香港史不應淪為「配菜」

發展至今，這個香港首個校園內的文物徑有九個
文物點，當中不少是由古物古蹟辦事處評定的一至三
級歷史建築。導賞團的規模亦越見壯大，已有過百名
學生參與，每年接待數千人，當中不乏香港抗日老兵
和曾於拘留營生活的倖存者，更有日本學校組織學生
前來，「他們希望能認識真實的歷史。」鍾太補充。

學生導賞員多方獲益
作為一名資深的導賞員，陳致霖直言對歷史有
新的看法，「歷史有不同的詮釋角度，最重要是兼聽

本報記者

學生導賞員（左起）：梁暐欣、馮柏謙、黃詠昕、
林曉琦、陳致霖。

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活化了香港抗戰史中悲壯
的一頁，在那裏，歷史不僅是過去的事情，文物更不
是死物，學生的熱心講解皆令它們變得有血有肉。
身兼文物展覽館統籌的中史科老師陳國培慨嘆
道，香港抗戰史除了「三年零八個月」的概括外，回
歸後僅以東江縱隊、抗日游擊隊等角度出發，很多香
港人，尤其是年輕人，對當年日軍在港的殘暴行為、
被拘留人士的生活慘況等抗戰史實欠缺全面認知。陳
國培希望當局正視香港歷史，特別是二戰時期的歷
史，不能單靠教師課外補充，而須將其納入課程，讓
學生對香港歷史有更透徹的了解。

聖士提反書院文物徑概覽
 小教堂：
紀念日佔時期及拘留期間的
受難者及死者。教堂大門彩
色窗櫥描繪了昔日拘留營艱
苦生活點滴。當中更有被拘
留者於行刑前的倒數日記
（小圖）。
 書院大樓的主禮堂（現時的圖書館）：
抗戰期間曾被徵用作軍事醫院，接收英軍及加
拿大傷兵。
其他重要文物點
 中央廣場「母與子」雕塑：象徵「一國兩制」，香港回歸祖國。
 科藝樓：廣場的銅鐘是學校標誌之一。
 馬田宿舍：以紀念馬田牧師擔任校長及社監的貢獻。
 百周年紀念樓及百周年紀念公園。
 鄧肇堅運動場：日佔時，運動場被轉作菜田，為被拘禁者提供急需的食物。
 赤柱軍人墳場：安葬大量二次世界大戰蒙難者，包括該校同工。

 文物館：
分成6個展區，展出日佔
時期拘留營的情況及書院
的歷史發展面貌。例如當
時物資匱乏，被拘留者
將麪粉袋自製成袍子取暖
（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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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古樂老師

攝影師：LAI

Yun Yan老師

拍攝地點：新 西蘭北島湯加里羅國家公園（Tongariro National
Park）
簡介：湯 加里羅國家公園位於新西蘭北島的中部，為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認定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雙遺產。魯阿佩胡、瑙
魯赫伊、湯加里羅三座活火高聳入雲。長19.4公里的湯加
里羅越山步道是一條艱辛的徒步路線，經過8小時的「奮
戰」後，換來的是現代「塵世美」般的絕世美景。

拍攝地點：Norway
簡介：Flam, Norway is one of the destinations of the very popular travel tour
"Norway in a nutshell". It is a picturesque small town with a majestic
landscape and a pollution-free environment! It is such a wonderful
travel experience in Norwegian fjords. The snowy weather in the time
of early May is surprising. Revisiting Flam some day in the future in
the summer time must give travellers a totally different taste.
o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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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慈善長跑圓滿成功

〔本報訊〕教聯會40周年系列活動—教師慈善長跑，已於1月10日於大埔白石角海濱順利
舉行，賽事分教師個人賽（3公里/10公里）、親子組（1公里）和公開組（3公里/10公里），一共吸引
500位健兒參賽，並為「特殊學習需要家長協會」籌得6萬元善款。教育局局長吳克儉和中聯辦教
科部副部長莫錦強應邀蒞臨主持開步禮。
（賽果及更多花絮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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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福「魚」東海．壽比南山
材料
腐皮、木耳、紅蘿蔔、素雞、粟米芯、
芽菜、鮮冬菇、韭黃
裝飾
 蓮 藕 、 草 菇 、 西 蘭 花 、 小 棠 菜 、 文
竹、鮮花
調味料
蒜頭、素高湯、素蠔油、鹽、糖、生粉
做法
1. 將 木耳、紅蘿蔔、素雞、粟米芯、
鮮冬菇切成小粒，芽菜切成小段，
蒜頭切蓉。
2. 用 一茶匙油炒香蒜蓉，加入已切粒
材料炒熟，加入素蠔油、鹽、糖、
生粉、素高湯，製成餡料，盛起備
用。
3. 利 用素高湯將韭黃、蓮藕、草菇、
西蘭花、小棠菜灼熟，浸冷水，備
用。
4. 將 腐 皮 裁 剪 成 合 適 大 小 ， 鋪 平 腐
皮，放上適量餡料，用韭黃封口紮
成福魚。

5. 用 蓮 藕 、 草 菇 、 西 蘭 花 、 小 棠
菜、鮮花裝飾作伴碟。
6. 福魚放入素高湯略煮。
7. 將福魚上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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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曆新年將至，楊老師特別為
讀者預備了一款賀年食譜，並祝大家身心康泰！馬到功成！

蘿蔔糕

菜式介紹
食譜設計著重健康及營養價
值，利用蒜頭、各式蔬菜天然甜味
道帶出菜式鮮味，減少調味料的
使用；餡料包括五色素菜，口感豐
富，為父母提供充足營養之餘，亦
帶來外軟內脆多層次的口感；主要
烹調方法選用灼、煲、少油快炒，
減少油份使用，除了能避免引致肥
胖、高血壓及高膽固醇外，亦保持
健康可口。此菜式借吉祥語取名為
福「魚」東海．壽比南山，祝願雙
親福壽天齊、長命百歲、身體健
康、婚姻甜蜜美滿。
（特殊學校組冠軍：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學校）

材料
白蘿蔔
瘦臘腸
瘦臘肉
蝦米
粘米粉（600g）
粟粉

6斤半
4條
1條
半碗
1包
3至4

調味
鹽
糖
雞粉
胡椒粉

2至3茶匙
2至3茶匙
2茶匙
少許

灑面
白芝麻
葱

星期一

2茶匙
2條

方法
1. 臘腸和臘肉氽水約3分鐘，切細粒。（汆水可去肥
之餘又可以更衛生，臘腸會變軟比較易切）
2. 蝦米浸軟，切細。（蝦米水可留用）
3. 用 白鑊炒香臘味和蝦米，盛起。（炒臘味時油份
自然由臘味滲出，所以不需用油起鑊）
3. 用白鑊炒香芝麻，葱切粒，備用。
4. 白 蘿蔔去皮，全部刨絲或一半刨絲，一半切粗
條。（約手指尾的粗，刨出來的蘿蔔水不用倒掉）
5. 用 白鑊煮蘿蔔絲和刨出來的蘿蔔水至大滚（鑊的
容量較大，又方便攪拌材料），煮時要翻動蘿蔔
絲至蘿蔔絲出水、軟身及呈透明即可，熄火。
6. 加入臘味、粘米粉、粟粉和調味，用筷子大力把
粉漿攪拌至完全混合到稠狀。（長筷子較容易攪
拌）
7. 把糕盆（約直徑35cm）掃油，將粉漿倒入糕盆內，
抹平表面，蒸1小時30分鐘，在最後5分鐘灑上芝
麻及葱。用筷子插進蘿蔔糕中央，如筷子沒粉漿
黏著，表示已熟透。
温韾提示
．離鑊後45分鐘，待糕身收水，才可切開蘿蔔糕。可存在雪櫃3-4天。
．加入粟粉令蘿蔔糕挺身，容易切件。
．選購蘿蔔心得：蘿蔔一定要重身，代表多水。皮薄透明，代表幼嫩。
．如果粉漿太稠，可加一些蝦米水。
．這個做法很容易，又好味，又健康，一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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寵物節門券「二人同行一人免費」

特惠產品陸續有來，敬請留意下期教聯報

現凡參加香港寵物節2016暨國際寵物用品博覽，
並於現場售票處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每張會員證只限使
用一次。
展覽日期及時間：
2016年2月19至20日（星期五、六）中午12時至晚
上9時
2016年2月21日（星期日）中午12時至晚上8時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號展覽館
T club暫時只設有午市和下午茶時段，下午6時後停止供應飲品
和食物，稍候會加設晚市時段，詳情稍後公布。T club設有包
場服務，亦會舉辦多元化的講座和活動。大家還可以到T club
的中式小茶室與三五知己品嚐中國名茶。T club還設有有機食
品、有機護膚品和有機香薰的銷售。喜愛旅遊的人士亦可到我們的旅遊專
區看看有哪些超值優惠。
教聯會會員可在下列項目享有優惠：
•8
 折購買 T club cafe 食品
•8
 折購買有機護膚品和有機香薰
•8
 5折購買健康食品
/

歡迎親臨T club或教聯會辦理入會手續
地址：觀 塘 成 業 街 6 號 泓 富 廣 場 2 3 樓
2306-09室（港鐵B出口步行三分鐘）
查詢電話：2363 1223

食肆優惠
銀礦灣酒店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
會員證即享以下優
惠：

住宿優惠
星期日至星期五

南翼山景房每晚$720
北翼園景房每晚$800
星期六、公眾假期 南翼山景房每晚$1,480
和公眾假期前夕
北翼園景房每晚$1,630

星期六燒烤自助晚餐優惠

成人每位$288 / 小童每位$208
*有關套票價格、內容及條款請瀏覽教聯優
惠物聯網
查詢電話：6810 0111

香港珀麗酒店協奏坊西餐廳
現凡出示有效教
聯會會員證即享
以下優惠：
•買 滿10張餐券
可獲贈2張協
奏坊西餐廳半
自助午餐餐券
•海 鮮自助晚餐可享7折優惠，如30
人或以上同行更可享6折優惠
地址：香港銅鑼灣信德街8號
查詢電話：2127 8838

三正半山酒店套票優惠

九龍珀麗酒店

1. 東莞塘廈三正半山
酒店「迎春賀禮」
雙人套票
2. 東莞樟木頭三正半
山酒店「歡聚．暢
飲」雙人套票
東莞樟木頭三正半
山酒店「池畔風
情．輕歌妙韻」雙
人套票
3. 東莞橋頭三正半山
酒店「春暖半山．
徜徉花海」套票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以下
優惠：

優惠價
至2016年
￥1,288起 2月29日
優惠價
￥680起

至2016年
2月29日

優惠價
￥688起

至2016年
3月31日

優惠價
￥638起

至2016年
5月31日

*有關套票價格、內容及條款請瀏覽教聯優惠
物聯網
查詢電話：2721 2978

會員格仔舖商品

協奏坊西餐廳
•買 滿 1 0 張 餐 券 可 獲
贈2張協奏坊西餐廳
半自助午餐餐券
•海 鮮自助晚餐可享7
折優惠，如30人或
以上同行更可享6折
優惠
星域酒廊
•惠顧任何食品及飲品可享8折優惠
地址：九龍大角咀道86號
查詢電話：3919 8228

家寶素
優蛋白營養素 900克 / 罐

•含奧米加369（EPA + DHA）
•補充蛋白質，增強體質及免疫力
•100%澳洲奶源

會員價$76 / 罐

教師專用咪頭
顏色：銀色 / 黑色
會員價$188
*詳情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精選羊奶粉 900克 / 罐
•含多種維生素及營養
•滋補強身，增強體力，減少疲勞感
•100%荷蘭奶源

會員價$158 / 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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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35190、29635191，地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901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