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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要安教師心 蔡若蓮：改善班師比例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本會「港事．國事．天下事」講座
上，向行政長官梁振英反映前線教師現時的困境，並期望政府改善班師比
例。梁振英表示，希望在餘下任期裏多做教育工作，包括研究提高班師比
例，長遠規劃教師人力配置，讓教師專心、安心教學。
教聯會於1月23日舉行「港事．國事．天下事」系列講座，邀請行政長官梁
振英以「香港教育」為題，進行主講，逾150位教育同工出席。梁振英表示，要提
高全港400多間學校的班師比例，每年需要增加25億元經常性開支，這是一個大動
作，今年來不及在《施政報告》裏詳細策劃，強調會繼續規劃教師人力配置、教師
供需，以及師訓機構的學額問題。
他又承諾會繼續研究如何讓老師在學校專心、安心教學，但這需要財政，因此
他每年都會將發展經濟放在《施政報告》的最前面，強調回歸後政府每年的
收支情況都比較好，但這並非必然。
左起：鄧飛、梁振英、楊潤雄。

研究改善班師比例
在答問環節上，蔡若
蓮向特首提出改善班師比
例和做好下一代的價值教
育。梁振英表示，政府正
研究改善教師人力配置，
提高班師比例，並指希望
在餘下一年多的任期內，
多做教育工作。
梁振英指出，班師比
蔡若蓮
例在社會上爭議頗大，並
引述「退保」及「政改」
為例，指有些壓力團體叫價過高，一下子做不成就杯
葛，這不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他不希望討論班師比例
時社會又再一哄而起。他表示，明年的《施政報告》
雖然是本屆政府任期內的最後一份，但這份報告會跟
前4份一樣，包含短、中及長期措施。
陪同梁振英出席答問環節的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
表示，現今社會物質生活豐富，這一代孩子所面對的
問題，與以往不盡相同。如何裝備下一代接受種種挑
戰，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未來希望加強家長教育，
讓家長配合學校，協助老師教好孩子。

教育答與問
「一國兩制」教育迎難而上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
偉問及如何做好「一國兩
制」教育。梁振英表示，
既要做好「兩制」教育，
亦要做好「一國」教育，
現時的輿論和教育環境都
不利於推動「一國兩制」
教育，但不能因此而放
胡少偉
棄。梁振英以自己擔任基
本法起草委員會秘書長的經歷，指出目前的困難
比不上由草擬《基本法》至香港回歸前的13年，
並希望工商界及專業界別能與政府合作，一起協
助青年人充分全面深入認識社會。
他又鼓勵學生透過「其他學習經歷」多出
外見識，到內地參觀，比較在內地與外國的所見
所聞，又考慮更有系統地安排更多此類對照的交
流活動，讓學生反思發展中國家所面對的問題。
梁振英坦言落實「一國兩制」並不容易，
他引述曾獲諾貝爾獎的美國經濟學家費利民說：
「一個國家不可以有兩種貨幣」，但香港卻不曾
因此而出現問題，希望大家對一國兩制有信心。

重視職業教育

全國政協委員戴希立建議政府讓不同
模式的教育互相支援，以達至「學有所成
學以致用」的目標。梁振英表示，政府重視
職業教育，已接納「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
組」的所有建議，並在市區預留土地供職訓
局建校。

肯定教育專業

教育評議會主席蔡國光問特首對教師
的期望，梁振英肯定教育工作的專業性，表
示會在教師的服務條件上花心思。

長遠規劃教育

香港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副主席鄭建德
促請政府為教育作長遠規劃，梁振英表示認
同，說願意聆聽教師心聲，共同解決問題。

樂意貢獻餘熱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何
景安表示，退休教師樂意為社會貢獻餘熱。

聆聽教師心聲

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主席余綺華呼籲
特首多聆聽前線教師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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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近年，常額教席短缺，準教師入
行艱難，面臨「畢業即失業」的危機。
教聯會調查發現，超過9成準教師憂慮
畢業後未能覓得教席，若沒有學校聘
請，逾半表示會轉行。同時，不少新入
職教師反映求職過程困難，即使能夠成
功入職，大多只能找到為期1年的合約
教席，部份甚至只能擔任副教師、教學
助理等職位，欠缺職業保障。當中，中
學合約教師對未來教育工作前景最為悲
觀，情况令人擔憂。
在適齡學生人口下降的情況下，
現時教師編制已近飽和，難有空間吸納
新入行教師。倘若班師比例仍然沒有

改善班師比例刻不容緩
改善，預計年青教師入職只會更為困
難。可以預見的是，教師團隊將會出現
斷層，教學質素勢必受到影響。過去數
年，報讀中學教育文憑的人數大幅下
跌，反映教師行業前景黯淡，令不少有
志投身教育的年輕人卻步。
事實上，現時本港的教師編制有
不少改善空間。與鄰近地區相比，本港
的班師比例明顯遜色。以台灣為例，
當地政府近年著手改善教師編制，將
小學的班師比由1:1.5，分階段逐步提升
至1:1.7；而初中和高中的班師比，分別
是1:2及1:2.5。至於澳門，小學和中學
的班師比，亦分別從特區成立初期的

問卷調查
〔本報訊〕教聯會調
（32%）等。小一學位競爭
查發現，小一入學競爭日
劇烈，逾半（53%）家長反
趨激烈。3成半家長為子
映自己壓力過大和略大，
女報讀官津學校的同時，
較去年的46%為高。對於
亦報讀直資或私立小學。
現行的「世襲生」制度及
不少家長為了讓子女入讀
左 起 ： 副 主 席 林 翠 「計分辦法準則」，家長
心儀學校，催谷子女報讀 玲、王惠成、陳美娟。
則沒有一致看法。
興趣班等。教聯會副主席
王惠成憂慮情況加劇下去，將製造更多
身兼幼稚園校長的教聯會副主席林
「怪獸家長」，令學生面對更沉重的壓 翠玲指出，有在元朗小學畢業的家長，
力，促請政府適時檢討小一入學機制。 雖已移居天水圍，卻希望子女入讀母
校，故跨區留位，直接影響了該區的學
教聯會於去年12月向全港幼稚園 額，因此部分家長希望取消「世襲生」
高班學生的家長發出問卷，了解他們為 制度。
子女報考小一的情況，收回近1,600份
回應。結果顯示，過半數（53%）家長會
副主席陳美娟同意政府應適時檢討
為子女報讀私立或直資學校，較去年的 「世襲生」制度及「計分辦法準則」，
47%為高，近1成（8%）家長更同時報讀 以確保其公平性，並呼籲加強家長教
逾10所學校，以求保險。
育，以舒緩身心壓力。
副主席王惠成建議教育局精簡程
序，並在直資學校推「一人一位」制
度，減少一人持有多個學位或「試讀」
的情況。

蔡若蓮轟「頂層雙失」 局長、議員皆失職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
在1月底於鳳凰衛視「時事大破解」節
目上評施政報告，炮轟香港教育正面臨
「頂層雙失」，一方面欠缺一個專業、
對教育有承擔的人帶領，這從現時業界
對教育局局長的負面評價，指其未能
有效執行政策可見一斑；另一方面，立
法會教育界代表亦未能監察政府推行教
育政策，只用
簡單口號處理
教育專業的問
題，兩者皆令
人失望！

副主席 蔡若蓮

1:1.5和1:1.9，逐步提升至近年的1:2和
1:2.5。
反觀香港，教育制度雖經歷多番變
革，但班師比卻沒有太大的改善。就中
學而言，自60年代以來，預科的班師比
一直維持在1:2.0。及至2009年，為配合
新學制的推行，當局短暫將班師比調升
至1:2.3。隨著新舊學制完成過渡，高中
班師比例再次修訂為1:2.0。
然而，自新高中學制實施後，每班
學生人數較預科為多，學生學習差異擴
大。加上要應付校本評核、其他學習經
歷等要求，現有的教師人手根本不足以

應付需求。除了課堂教
學外，教師還須承擔大量
的行政工作，又要在公餘進行備課、改
簿，工作量遠超負荷。
過去業界多次提出要求改善班師
比，均被當局藉詞拒絕。經過多番爭取
下，當局終正視合約教師的問題，在今
年施政報告提出「津貼換編制」方案，
但恐怕是治標不治本。早前在一場研討
會上，筆者向特首梁振英力陳現時教師
面對的困境，提出改善班師比例，當場
獲得特首正面的回應。寄望政府能立下
決心，盡快提高班師比例，解決教師編
制問題，讓教師安心工作，專注教學。

問卷調查

子女升小連報十校 逾半家長呻「好大壓力」

為了讓子女入讀心儀學校，家
長做足準備，包括替子女報讀興趣班
（61%）、加強學業成績（58%）、訓練
面試技巧（39%），以及製作個人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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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訊〕蔡若蓮在1月底於香港電
台「千禧年代」節目中表示，從世界發
展的大局而言，香港在「一帶一路」上
有先天條件，但需要有準備，以迎接機
遇。如何透過相關科目及活動教育學生
有關「一帶一路」的知識，關鍵在於政
策落地時，執行的官員有沒有足夠的智
慧，否則好事也會變成壞事。
她又認為政府今年投放10億在「一
帶一路」獎學金、20億在創意科技發
展、30億在幼稚園免費教育、8億在資
優教育等，比例是可以接受的。

92%準教師憂畢業變失業 寄400信始獲合約教席
〔本報訊〕面對教席短缺，教
聯會調查發現，逾9成準教師憂慮畢
業後未能覓得教席，反映準教師普遍
對工作前景感到悲觀；更有中學教師
表示，寄出400封求職信始獲聘為合
約教師。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擔心，
新教師入職困難，將來教師團隊恐現
斷層。

左起：副秘書長馮劍騰、副主席
蔡若蓮、杜家慶。

為了解準教師和新教師所需的支
調查顯示，新教師在日常教學
援，教聯會在去年10月至12月訪問了 上遇到不少困難，包括管好課堂秩序
152名準教師和453名入職3年或以下 （44%）和有效回應家長諮詢（38%）；
的教師。結果發現，92%準教師憂慮 並希望可以得到經驗分享（75%）和提
畢業後未能獲聘；53%表示如未能找 供參考教材（66%）等支援。準教師則
到教席，會投身其他行業。新教師方 普 遍 對 面 試 技 巧（7 3 %）、 課 堂 教 學
面，62%表示獲聘為合約教師，絕大 （72%）、學生輔導（53%）、班級經營
部分（96%）只獲一年合約，僅17%受 （51%）和壓力及情緒管理（51%）的課
聘為常額教師。入職1年或以下的教師 題感興趣。
情況最為嚴峻，僅1成獲常額教席。
蔡若蓮憂慮新教師入職難將導
調 查 又 發 現 ， 近 6 成 教 師 認 為 致將來教師團隊青黃不接，呼籲當局
求 職 過 程 困 難 ， 中 學 教 師 所 佔 的 比 全面檢討教師人手編制、改善班師比
例（7 8 %）較 小 學（6 1 %）、 特 殊 學 校 例、將合約教師納入常額編制，以挽
（46%）和幼稚園（26%）為高。受訪教 留人才；並針對準教師實習空缺難求
師平均寄出44封求職信，應徵4所學 的問題，推出協助措施。副秘書長馮
校，方被1所學校聘任。更有中學教師 劍騰亦鼓勵準教師在求學期間積極裝
寄出400封求職信始覓得合約教席。
備自己，自我增值。

黃均瑜籲議員「高抬貴手」盡快通過教院正名
〔本報訊〕行政會議
於2月底通過教育學院正名
為大學，3月2日提交立法
會通過。有意見認為可一
併修改大學條例，廢除行
政長官擔任必然校監。嶺
大校董黃均瑜在NOW「時事全方位」
節目上表示，教院正名已是教育界的
共識，應爭取立法會盡快通過，並與
修例分開處理，以免節外生枝。

黃均瑜表示，現時
的機制有效讓大學專注
於發展學術，不需花太
多心力於管治上。社會
亦不應在查實無據的情
況下，以輿論審判將人
定罪，更不應針對個人而推翻一向賴
以成功的機制，認為推翻一個機制的
前提，是必須有更好的機制，否則整
個社會將要付出代價。

要聞
2016年2月22日

星期一

教聯會強烈譴責旺角暴亂
〔本報訊〕2月8日晚上，數百名激進
份子在旺角與警方爆發嚴重衝突，最終演
變成暴亂。示威者向警員及記者投擲磚頭
和雜物，並到處縱火及毀壞公物，事件令
多人受傷，教聯會對此表示強烈譴責。

須予以強烈譴責。教聯會支持警方
嚴正執法，以維持社會秩序，並向
受傷警員表示慰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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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出錯糧」 蔡若蓮籲教局承擔責任
〔本報訊〕教聯會收到同工的求
助，指教育局以覆核時發現錯誤為由，
向教師追討多年前署任較高職級的津
貼。本會隨即收集受影響同工的資料，
並去信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當局在
未與業界達成共識前，停止向學校和教
師追討。

准，但沒有說明署任津貼的安排，直至
最近局方才表明不會發放津貼，並向學
校及教師追回款項。

據了解，現時小學文憑教師和中小
學學位教師均有署任津貼，唯獨是中學
文憑教師沒有列明，今次受影響的主要
是中學助理教席（AM）及高級助理教席
（SAM）的署任職位。

1. 解釋為何批准發放有關署任津貼。
2. 在 未與業界達成共識前，停止向學
校及教師追討。
3. 停 止在學校現時的資助金中扣除相
關的署任津貼費用。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現時學
校提出任何署任安排時，必須先向教育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右）
局提交申請，當年的申請已獲教育局批
聯同大公報代表呂少群（左）頒
被同工評選為十大有影響力教育人物之一的 獎予「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
港大教授程介明獲邀為頒獎嘉賓。對於獲選，他 育人物」之一的程介明（中）。
坦言感到意外，並指是次獲選的教育人物，皆在
不同時代起了不同作用，對於自己獲得教育同工
〔本報訊〕TSA委員會於2月4日
的認可，感到欣慰。
公布檢討方案，建議邀請全港1成學校

她又呼籲教育局承擔責任，共同商
討及協助受影響的學校和教師，解決事
件。

教聯會認為，示威者罔顧法紀，破壞
公物，危害他人安全，破壞社會安寧，必

香港作為法治社會，絕不能姑
息任何暴力和違法行為。本會呼籲
各方珍惜來之不易的繁榮安定，以
和平理性的方式化解矛盾。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 選舉頒獎禮
〔本報訊〕由教聯會、大公報合辦的「香港40
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於1月14日舉行頒獎
禮（結果已刊登於第77期），並即場抽出14位幸運
兒，其中4人獲得1000元超市禮券，10位獲得500
元超市禮券。

她認為上述問題的根源，在於教育
局當年沒有仔細審核學校的申請便發放
津貼，促請當局：

教聯會原則上接受TSA檢討委員會的建議

獲得1000元超市禮券的同工為：呂志英、黃
桂英、曾麗芳，以及方淑瑩；其他得獎者為：林
芍茵、鄺韻芝、譚彩萍、白志安、何天欣、李媛
程介明教授頒發獎品予譚
萍、蔡醇醇、林錦文、陳嘉碧、李潔華。
彩萍老師。

參加今年試行調整後的小三TSA。教
聯會原則上接受委員會的建議，認為
有關做法平衡了各方的意見及訴求，
可行務實。

本會欣賞委員會能夠從專業的角度
考量，在不影響教學和學生學習的大前
提下，減少學校操練的壓力。本會期望
教育局貫徹落實委員會的建議，並要求
局方繼續跟進改善TSA，包括馬上拆除
TSA的「僭建」部分，以及杜絕濫用TSA
數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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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球風情

攝影師：Chan

Sin Chi, Helsa老師

拍攝地點：土耳其Nemrut內姆魯特山（人頭山）
簡介：被聯合國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人頭山位於土耳其東部阿德亞
曼省一座海拔兩千多公尺的山上，由於阿德亞曼省交通不太方
便，建議參加當地團較好。在這裏可看日出或日落，同時亦可
欣賞這座古羅馬時期的Commagene王朝統治者安梯奧徹斯一世
（Antiochos）建立的人頭山，這些人頭像就是他和眾神的雕像。在
雕像背後的這個小山丘，據說是他們家族的陵墓，故此極具觀賞
價值。

攝影師：蘇國耀老師
拍攝地點：伊朗設拉子
簡介：Nasir-al-Mulk Mosque莫克清真寺，又被稱之為粉紅清真
寺，清晨的陽光透過彩色玻璃，把萬花筒般的圖案反映
在波斯地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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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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40年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

香港教育40年：回顧、點評與展望 —訪黃均瑜
教聯會會長黃均瑜
自1976年執教鞭，至今已
40年。回顧香港教育40年
的高山低谷，「40年的變
化好大，但不變的是，
香港教育始終是（社會）向上流動的階
梯」。在採訪中，他低頭沉思了一會，
「這是每一代人的努力」。

回顧香港教育
談到香港教育過去的發展，黃均
瑜將之分為3個階段。首先是70至80年
代中期：「那時港英政府對教育局的控
制比較嚴密，課堂上派每張紙都要教
育署長審批，（當時）沒有所謂的校本
教材。」第二階段是回歸前：「那時是
（港英政府）撤退前的部署，他們將權
力下放，包括引入校本管理等，由中央
集權管理的教育體制慢慢向辦學團體釋
出權力。」最後是回歸後：「特區政府
對教育的投入增加了很多，學校的自由
度、彈性及發揮空間都很大。」

除了政府加大對教育的投入，
香港教育於回歸後經歷了多個重大改
革，2006年更有萬人上街高呼「教改太
重」。對此，黃均瑜坦言：「教改從其
一開始是有共識的，但實際操作卻有點
偏離軌道。」作為1998年教育改革小組
成員，「董建華提出的教改原本只是學
制的改革，但實際上卻連考試、課程及
管理制度都一併改革，後來又引入通識
科及將常模參照變成標準參照等，同一
時間裏，無論辦學團體、教師都面對來
自四面八方的改革。」他認為「這些都
是好的改革，不過同時進行，大家的承
受能力就出問題了。」難怪當時教改的
反對聲不絕。

點評現況：校園政治化
說到香港教育的現況，黃均瑜坦
言最擔心校園政治化。「退休前我曾明
言最擔憂是校園政治化的問題，兩年後
我的擔憂已成事實。」對此，他有自己
的一番見解：「首先要講我的觀察，校

心靈品書齋

貪睡賴床壞習慣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相信很多人都有早上貪睡和賴床的習
慣。現今科技進步，很多手機的鬧鐘都有所
謂的「貪睡功能」，即是在第一次響鬧之
後，容許你倒頭再睡，隔一會兒再響鬧，直
至你真正起床。
但從睡眠健康的角度，「貪睡功能」並
不好。早上賴床時斷斷續續地貪睡，如能在
30分鐘內起身，問題也不大，但假如賴床1小
時甚至更多，長時間的淺睡會令整體的睡眠
效率減低，無助增加之前一晚的睡眠質素，
卻令第二天的「怠倦感」不足，影響之後一
晚的「睡眠慾望」（Sleep drive）和睡眠質素。
睡眠是身體的自然功能，由身體的荷
爾蒙和生理時鐘掌控，不能強求。想減少早
上賴床，可以在睡時關燈關窗簾，到早晨鬧
鐘響時第一時間起床開窗簾，讓陽光走入睡
房，迎接自己起床。當身體的荷爾蒙收到訊
息這是日間，就會減少起床的抗拒感，這就
比賴床好得多。
曾聽過一個有趣的賴床原因：早上醒
來前正在發夢，很想再入睡回到好夢中！其
實，人在睡眠時發的夢，多數在醒前會忘
掉，就好像電腦自動「刪除」的功能一樣。
太感覺自己正在發夢，可能是睡眠質素不好
的先兆，不可不察。

園政治化非由老師引起，而是由學生
引起的。尤其是大學，一些政治力量
通過學生入侵校園，衝擊學校及老師。
大學如是，中學亦如是，最明顯莫過
於學民思潮。」他不反對在學校談論政
治：「校園可以『講』政治，但不可以
『搞』政治！」他擔心政治衝擊校園，
「受害的首先是學校，寧靜的教學環境
及教育的專業化都會被破壞。」
擔憂之餘，他亦有樂觀的一面。
「香港的老師有很強的學科專業，亦比
較關顧學生。」而談到學生質素：「香
港的學生整體來說是比較尊師重道的，
如佔中時學校受衝擊的時間較短，很快
回復正常學習。」是否覺得現今學生的
價值觀、世界觀跟以往有很大分別，更
易受政治鼓動？他認為學生熱衷政治無
時代之分，「其實以前的學生也會，你
看六、七、八十年代的學運都有好多學
生參與。」他寄語教師要時刻謹守崗
位，以身作則，在表達政治觀點時應解

釋引導，而非帶頭參與政治行動，並適
時教導學生正面思考及正確選擇。

展望未來：撥亂反正
談到香港教育的未來，黃均瑜語
氣堅定：「要撥亂反正。」這件事情想
來不易，「需要一個很強、很專業及有
識見的教育主管部門，在面對政治衝擊
時，給予學校和教師需要的支援，現在
的教育部門太後知後覺！有些風險需要
政府去承擔，尤其當學校陷入政治紛
擾，政府應提早發出指引，不要亡了羊
才補牢。」
撰文：李燕芬
後記
黃均瑜最後談到了是次選舉的目
的：「在教聯會40周年會慶之際，希望
藉各候選人的貢獻，回顧香港教育界過
去40年的風雨及成就。」對當選者有無
其他看法？「結果正常不過，唯一的遺
憾是杜葉錫恩未入候選之列，實際上
她一開始是先從事教育的。」黃會長輕
嘆：「遺漏了她有些抱憾。」

施永青相信樓市跌勢已成
〔本報訊〕地產界知名人士施永
青應邀在1月底出席教聯會舉辦的「港
事．國事．天下事」系列講座，就本港
未來的樓市走向，分享看法。他表示，
影響樓市不外乎政治、經濟和供需因
素，目前香港政治爭拗不斷，這批人雖
不算壓倒性的多，但足以影響資金的投

專業分享

資偏好；至於青年人如何定位自己在國
家發展中的角色，也影響了香港的經濟
發展，最近旅遊業和零售業下跌已是一
例，外國亦開始調低香港的經濟增長。
事實上，今年伊始，股滙物業價格皆
研討會由教聯會主席鄧飛
跌，這都是經濟下滑的訊號，他相信香 （左）主持，右為主講嘉賓施永
港樓市跌勢已成，有機會進入蕭條期。 青。

求學的起跑線及其意義

筆者相信每個人的才智與能力應是均等的，鶴立雞
群的優才或特別愚魯的只是少數例外。人的能力與引發
其釋出能力的誘因，各人的差異可以很大，如何作起跑
因此不宜拘泥，以免扼殺孩子應有的發展機會。
人的能力有些是近乎與生俱來，當機會到來時自會
顯現。有些人對藝術、文字、科學、哲理思維、人際觀
察溝通，甚至是商業觸覺等，均敏銳非常。這已是能力
的一種形式。如何觀察和誘發孩子利用這些能力去自我
發展，成為一份正能量，才是家長最需要正視的。
如果真的有個起跑線，那起點應是從正常的基礎教
育出發。當然，課餘找一些補充學習也無妨，而這些學
習應以建立一些基本人際技巧、心性修養，或培養一些
與美工演藝相關的活動，使孩子接觸到家庭與校外生活
另一面更廣闊的世界，助其找到自己的智趣而得以自我
發展下去。但一切應適可而止為佳，免窒礙其心智可容
納的空間與興趣。
以上的課餘發展方向大致也適合年紀較大的孩子，
但層面可加入多些有參與性質的活動；再或是當找到自

王煒文（香港城市大學講師）

己的專長與興趣時，便投入多點時間作深入的學習與培
訓，最終目標是使孩子能拓展視野，或建立一份實質的
造詣，使其終生受用。
人的發展有先後，有些孩子很早便表現突出，叫
旁人羨慕，有些則相反。於筆者而言，無論是優秀還是
平庸的，每個均是獨特的案例，看不到有必勝的公式。
當然，家庭環境、父母的投入與素質，學校與友儕，均
能影響孩子的起步與發展。但這都不是必然的，人生還
有一個無情的現實，名為「因緣巧合」。有時一個小際
遇、一個不經意的接觸，不為父母所察覺，也可改變孩
子的一生。
構建一個有作為的起跑，培養溫厚的心、建立平和
而又積極的人生觀、充實的知識、宏闊的視野，是成功
的基石。
再者，「起跑線」這名稱已帶有一份不必要的競爭
之心，倒不如稱之為「孩子的起步點」更具誠意。心誠
則靈，何用刻意競爭？一份至誠正向的心胸，加上所需
的勤奮與努力，已是成功最有把握的起步保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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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地圖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玉芙蓉（蓮藕豆腐餅）
材料
布包豆腐
紅蘿蔔
蓮藕
雞蛋
粟粉
蔥
芫茜
麵粉

鹽
胡椒粉
麻油

1茶匙
適量
少許
做法

1. 蓮 藕洗淨，去皮，用磨茸器
磨成茸。
2. 紅 蘿蔔洗淨，去皮，刨成幼
絲。
3. 豆腐用大匙壓碎。
4. 雞 蛋去殼，拂打均勻，取半
份備用。
5. 蔥及芫茜洗淨，切幼粒（留小
量芫茜葉作裝飾用）。
6. 將 1至5材料放入大碗中，加
入麵粉和粟粉拌均勻，最後
加入調味料調味。
7. 燒 熱易潔鑊，放少許油，用
大的量匙把蓮藕及豆腐等混
合物慢火煎至兩面金黃，即
可熄火上碟。
8. 最 後放上芫茜葉裝飾，即可
進食。

朋友說要帶愛麗斯到觀
塘開眼界。心想：觀塘？

步出港鐵站，走進繁盛
的廠廈區，來到泓富廣場，
電梯按23字，門一開，裏面
居然藏著一個舒適的嘆茶空間！

1塊
50克
320克
半隻
2湯匙
適量
適量
1湯匙
調味料

教師尊享的休閒空間—T club

菜式介紹
   此菜式能針對健康飲食「三
低一高」原則設計，首先蓮藕營
養全面而豐富，而且藥用保健價
值也很高，富含鐵、鈣等微量元
素，植物蛋白質、維生素以及澱
粉含量也很豐富，有明顯的補益
氣血，增強人體免疫力作用。蓮
藕及紅蘿蔔的熱量不高，且富含
纖維素。紅蘿蔔含有豐富的胡蘿
蔔素，有助於視力及皮膚的健
康。豆腐除有增加營養、幫助消
化、增進食欲的功能外，對牙
齒、骨骼的生長發育也頗有益，
在造血功能中可增加血液中鐵的
含量；豆腐不含膽固醇，為高血
壓、高血脂、高膽固醇及動脈硬
化、冠心病患者的藥膳佳餚。本
菜式大部份材料皆磨成茸或壓
碎，對維繫長者身體健康有很大
幫助，並且牙齒稍欠佳者亦可食
用，極為適合長者進用。
（特殊學校組亞軍：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
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2
傳真：（852）2770 5442

「學生創作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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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啡師Louie告訴愛麗斯，所謂「百子
櫃」是將中國傳統食材──蓮子、百合、
桂花，加進咖啡裏，先用蓮子百合煮糖水，
蓮子取其甜度，百合取其酸度，桂花取其香
氣，咖啡則用雲南咖啡豆，以虹吸壺煮成，
一取其中國風，二取其較厚身，並以中式透
明茶杯奉上，頗有普洱茶的感覺。愛麗斯飲
完咖啡，吃完蓮子百合，真的溫暖了！

３
５

1

２

４

  1. 充滿中國風的「百子櫃」，採用
中式食材跟雲南咖啡豆煮成，
是T club今個冬季的signature
coffee。
  2. 星級咖啡師Louie將「冰釀咖啡」
加進意大利雜菜湯後，竟撞出了
肉味，口感極像羅宋湯！
  3. 要用刀叉享用的香辣烤雞啡菇漢
堡。

  4. 羅馬風味煙肉蛋汁意大利麵，入
口清爽，煙肉更由意大利進口。
  5. 份量十足的All Day Breakfast。
  6.  兩款薄餅各有特色。
  7. 意大利全人手製雪糕，是T club
的特別鉅獻。
  8.  3款充滿心思的拉花咖啡。
  9. 令人垂涎的雪糕waffle，於下午
茶時段供應。

「美食地圖」歡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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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資料館上映國泰佳作

電影資料館2至4月推出「花月
霓裳—國泰星輝八十載」，放映
國泰機構出品的電影作品，包括開
幕電影《龍翔鳳舞》（1959）和國泰
機構為80周年攝製的《新四千金》
（2015）。電影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發
售。

《小小天鵝湖》3月上演

愛麗斯

這裏原來是全港首間專為教師而設的俱
樂部，並有意式精品咖啡店Pregio駐場，星
「百子櫃」只推廣至3月，然後又換上
級大廚和咖啡師細心周到，對於食物和咖啡 清爽的「春裝」了，愛麗斯翹首以待啊！
的配搭，更有獨到心得。他們每季都會設計 （訂座電話：2363 1223）
一些signature coffee，例如今個冬季，就炮
製了「百子櫃」！

消閒好去處
《教聯報》廣告專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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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荷蘭的歌多亞和麥麗斯在
3月4日、5日和6日於沙田大會堂演
出兒童劇場《小小天鵝湖》，憑隨
手可得的物件，配上柴可夫斯基的
古典樂章，為2至8歲小朋友創作一
個以舞蹈和影子戲編導的小故事。
門票於城市售票網發售。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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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圖片只供參考）

民間偏方

心臟病發如何自救 趕快收藏！
   近日在網路上讀到這一則偏方，抄
錄下來公諸同好：
假設你黃昏獨自回到家裏。
經過一整天異常艱苦的工作後，你
真的累透了。突然，你開始於胸部感到
劇烈的疼痛，而且還伸延至你的手臂，
直達頸部和下巴。距離最近的那間醫
院，尚有一段距離。不幸的是，在這種
情況下，你自己也不清楚能否獨自一人
到達。你可能學過心肺復甦法，但課程
導師沒有告訴你如何替自己做！
現在就告訴你：當獨自一人時心臟
病發如何自救！
很多人當心臟病發作時都是獨自一
人，十分無助。這時由於心跳不正常，

大約10秒後就會失去意識，甚至開始感
到即將昏厥。
這時候，發病者可以用力不斷反覆
咳嗽，每次咳嗽之前，應深深吸一口
氣，咳嗽必須深入和持久，就好像要把
痰從體內咳出來一樣。除非發病者發覺
心跳開始回復正常，不然，深呼吸和咳
嗽的動作必須不鬆懈地約每兩秒就重複
一次，直至救護員到達。
深呼吸可以令肺部直接獲得氧氣，
咳嗽的動作，可以擠壓心臟和保持血液
循環，擠壓的力量還有助於心臟恢復正
常的節奏。運用這種方法，心臟病發者
就能有充足的時間等待到達醫院。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8

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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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

泰式風情曼古園 船遊湞陽峽 英西峰林風景區 3天遊
出發日期：2016年3月25日（五）
費 用：成人會員$1530 / 非會員$1680
      小童$1430（9歲以下，不佔床位）
（費用已包括香港領隊、導遊及司機服務費）
集

合：上午7時正（香港灣仔中旅社門口）
上午7時30分（太子港鐵站A出口）

日 數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行 程
住 宿
香港→深圳→花都→午餐（飄香雞＋片皮
英德4★級
鴨三食宴）→曼古園→火車頭公園→奇石文 湞陽坊火車頭
化街→晚餐（懷舊雞公碗＋山泉水浸走地雞
旅遊小鎮
宴）
（或同級）
酒店早餐→湞陽峽（包乘船遊湖）→英西峰 清遠準5★級
林風景區→午餐（黃花雞＋山水豆腐宴）→ 美林國際酒店
彭家祠→下午茶（特色南瓜餅＋當地特色糖
（或同級）
水）→清遠→晚餐（古法秘製燒排骨＋飄香
煲仔飯）
酒店早餐→紅不讓農副產品基地→午餐（鮮
/
鮑魚炆雞宴，保證每人一隻鮑魚）→飛來湖
濕地公園→下午茶（每人一隻正宗清遠烏鬃
鵝鵝蛋）→深圳→香港解散

圖片只供參考

備     註：每 位會員可用會員價為同行團友報
名，上限4位
承辦旅行社：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報 名 查 詢：2963 5190 楊小姐 / 		
2963 5195 郭先生

（行程供參考，以接待社安排為準）

Breville智能自動泡茶機BTM800

健康講座系列：坐月及初生嬰兒料理講座

•自動升降不鏽鋼茶葉籃
•1.5L德國Schott Duran高硬度玻璃茶壺
•5 種預設茶類溫度選項及3種預設茶味
濃度選項
•60分鐘恆定保溫
•自動斷電及防乾燒保護系統
  **免費送貨，離島及偏遠地區除外，查詢詳情及
價格可致電2963 5190 / 2963 5191。

日    期：2016年3月19日（六）
時    間：下午3時至4時
地    點：教 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
廈17樓）
名    額：30人（會員優先報名）
費    用：全免
內    容：以食療角度結合傳統智慧，為分娩婦女度
身訂造最佳坐月食療湯譜，並講解傳統初
生嬰兒照料。
講    者：現任亞洲食療協會主席吳贊明

蒸氣清洗機 SC 3 Premium
•有效溶解表面頑固污漬，徹底清潔及消滅
細菌
•無 需清潔劑，無需過水，環保且避免
過敏
•30秒極速準備時間
•配備多種配件，適合清潔家居不
同地方
•設有蒸氣安全鎖
  **免 費送貨，離島及偏遠
地區除外，查詢詳情及
價格可致電2963 5190 /
2963 5191。

專業無線簡報器
AMP16AP
$199 會員價$179

可以收納15.6"筆記型電腦
$899 會員價$449

•有助減少皺紋產生
•改善肌膚老化及暗啞
•幫助重建角質層
•適合敏感及老化肌膚
活膚抗皺
長效保濕

**當 日出席者可獲贈吳贊明撰寫的坐月食療湯譜一
份，抗抑鬱安睡花茶包一套，以及10個月免費產
前產後電話諮詢服務。

黑色韓潮背囊

Organic Life
有機摩洛哥堅果油

30ml
60ml
30ml
60ml

$168
$268
$168
$268

會員價$139
會員價$218
會員價$139
會員價$218

Organic Life 100%
有機特級初榨冷壓椰子油500ml / 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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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含月桂酸
•無反式脂肪
•不含任何添加劑及基因改造
•適合素食者
$248 會員價$179 買一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