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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於2月24日發表
《財政預算案》。教育繼續是政府最
大的開支範疇，達到747億元。然而，
對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2016 / 17年
度的教育開支預算只佔21.5％，比去
年再跌0.5％！在政府坐擁300億元盈

餘、8,600億元儲備下，教育經費
的比重實際上竟持續遭到削
減，教聯會對此深感失望！基礎教育

零回應
開支比重

持續減

對財案深表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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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建聯教育
事務副發言人鄭泳
舜指出，少數族裔在
找學校、學習中文等面對
很大困難，有些幼稚園「想收
都唔敢收」，認為政府應多做功
夫。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認同政
府在處理非華裔學童教育上缺乏
遠略，導致「家家煉鋼」，又批
評政府推動STEM教育欠缺相關
課程改革和人才
培訓，質疑局
方當教育是
開 支 而 非
投資。

教 聯 會
副主席蔡若蓮於
2月底在now「大鳴
大放」節目上，批評

今年的教育開支比重是十
年來最低（詳見表一），令人失
望！她說，隨著時代變遷，社會
提升了對教育的期望。在新學制
下，生涯規劃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教師既要面對人手嚴重不足，又因
縮班殺校而擔心工作朝不保夕，加
上不少配套未能跟上政策要求，教
師需承受巨大的工作壓力。幼師
方面，至今仍未有薪級表，促請
政府正視維持優質教師團隊的
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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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場的小學校長亦
批評學校要鬧、要吵，政
府才會聽到，坦言長此不健
康地發展下去，無人會願意成
為小學教師，不滿越積越多，
難保不會出現如旺角暴動般
的亂局。

教育局局長
政治助理施俊輝回應
時承認今年教育施政較聚
焦在幼兒教育，但不代表政
府不重視中小學。對於小學
代表的訴求，他表示會向
局方反映，研究和探討

其中的建議。

教聯會與大公報在2月底舉
辦「論2016教育施政支出及香港教

育長遠規劃」教育沙龍。身兼小學校
長的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表示，政府推
出多項措施支援幼教和中學，相比之下，
小學猶如「孤兒仔」般被忽視，小學同樣
有合約教師問題，但未有政策支援；10年前小學面
對學生人口下降即以「殺校」處理，如今中學遇
上同一問題卻有「三保」（保學校、保教師、

保實力） 維護，直斥局方不公，對小學
「零」關顧。

今年《財政預算案》建議協助大學畢業生在科技和金融方面發展，並加強青年的職業
培訓，但對中小幼教育卻「零」回應。在幼教方面，政府一直迴避恢復幼師薪酬架構表的
訴求；在中小學方面，亦沒有正視業界多年來對全面學位化、同工要同酬、改善教師人手
編制等訴求，其他如增加校舍維修費用、加強支援電子學習等，亦統統欠奉，令人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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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接獲同工求
助，指教育局以覆核時發現錯誤為
由，向他們追討多年前署任較高職
級的津貼。其中3所受影響的學校涉
款超過20萬元，2所學校已被教育局
強制調整資助金，做法極為粗暴；
受影響的教師當中，其中4人已退
休、4人已轉校、1人已離世、1人情
況不詳，令學校和教師的處境更為
艱難。

教聯會於2月初向全港中學發問卷，21所
學校回覆稱被教育局追討款項，涉及52名教
師，金額由9千8百多元至25萬5千多元不等。
有13名教師表示，被追討金額由1萬3千元至4
萬3千多元不等，1人已自行還款，另有1人先
由學校墊支，再在他擔任代課的費用中扣除。

教聯會指出，無論
是署任還是出任實缺，
教師均因獲晉升而承擔
了更多工作，理應得到
較高的報酬。現在無故
被指多領薪，既有損其
專業形象，亦嚴重打擊
士氣。對學校而言，事
隔多年才被追討津貼，
校內人事已經歷幾番變

遷，追查無門；教育局單方面扣除資助金，亦
影響學校日常運作，做法極為粗暴和不合理。

教聯會批評教育局當年沒有仔細審核學校
的申請便發放津貼，實屬行政失當，現在只懂
諉過教師，令同工無故承受巨大壓力。為此，
本會要求教育局主動承擔責任，勿再向同工施
壓，並盡快澄清此事，以還教師一個公道！

     財政司司長於2月底發表新一份《財政
預算案》，教育開支雖較去年微升3.1%，
但只佔政府經常開支總額的21.5%，較去年
再跌0.5%，比率創下十年來新低。
 
教育經費明增實減
     過去政府一直強調重視教育，又稱教
育是政府最大的開支範疇，但事實並非如
此。近年，教育經費雖由1997/98年度的
381億，倍增至今年的747億。然而，對比
政府經常開支總額，則發現政府對教育的
投資並沒有太大改變。過去二十年，社會
對教育的期望不斷提升，十二年免費教育
的落實，學生學習需要日趨複雜，教育經
費的投入竟然沒有增加。

    與其他國家或地區比較，本港教育
開支偏低。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OECD）最新數據，OECD國家教育開
支平均佔GDP的4.8%，鄰近的中國內地也
達到4%的目標。反觀香港，近年教育開支
佔GDP的比例呈下跌趨勢，由2008/09的
4.4%，降至今年的3.4%。

     翻閱整份《財政預算案》，今年政府
重點加強青年的實習交流及職業培訓，又
增加大、中學生的實習機會，相信有關措
施能幫助青年累積職場經驗。但對於中小
幼教育，不但新猷欠奉，更完全沒有回應
業界的需求。
 
教育問題急需資源解決
     現時香港教育面對不少問題，亟需
政府增撥資源解決。以幼稚園為例，為落
實優質幼稚園教育，必須為幼師訂定專業
的薪酬架構表，然而，政府卻一直迴避訴

求，空談幼師學位化，卻沒有提供任何實
質支援，令幼教同工無不感到失望。當局
一方面表示要增加全日及長全日制學額的
供應，但另一方面給予幼稚園的資助卻捉
襟見肘，做法自相矛盾。

     中小學方面，近年學生人口波幅，教
師擔心工作朝不保夕，承受巨大的壓力。
眾所周知，本港教師課擔沉重，加上學生
學習差異擴大，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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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教師編制早已不合時宜，但當
局始終不願增加財政承擔，僅向學校發放
各項短期津貼，衍生不少短期合約教師的
問題。當務之急，必須從根本著手，盡快
改善班師比例。只有增加人手、減少課
節，才能為教師釋放空間，以提升教學質
素。

     過去10多年，當局推
出不少教育政策和措施，卻沒
有提供足夠的人手及配套支援，徒添教師
的壓力。以資訊科技教育為例，近年政府
大力推展電子學習，但只為學校舖設無線
網絡，卻沒有正視資訊科技技術員不足的
問題，或影響推行的成效。
 
     以上問題僅屬冰山一角，尚有學位
與文憑教師同工不同酬、校舍維修缺乏費
用、教師病假計算問題等，均急待增撥資
源解決。令人失望的是，近年政府雖多番
強調教育開支屢創新高，但前線教師絲毫
未能感受到其工作狀況有所改善。事實證
明，政府對教育欠缺長遠的財政承擔，只
管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根本未能照顧教
師實際需要。

教育熱點

預算案未回應教師訴求 副主席 蔡若蓮

教局出錯糧 52同工被追數

    左起：教聯會副秘書長林
樂、副主席蔡若蓮、副秘書長
馮劍騰。

全港最大型教師籃球聯賽—教聯盃開幕

問卷調查

〔本報訊〕全港最盛大的教師籃球聯賽—教聯盃，於2月
21日在長沙灣體育館舉行開幕禮。

為加強教育同工彼此認識，增進交流，同時推動教師團
結、促進友誼、發揮團隊精神和普及體育文化，教聯會於今年
首次舉辦教師籃球聯賽。是次比賽共有18隊來自39間學校共245
位教職工報名參加，首場賽事已於2月21日舉行（精彩場面見第
4版），並由籌委會主席黃錦良及首戰對壘隊伍「圓玄三中」及
「Cking」主持簡單的開球儀式。本報將繼續為讀者跟進日後激
烈的戰況，請密切留意報道。

    教聯盃籌委會主席黃錦良
為教聯盃開幕禮致詞。

（上接頁一）

 

年度 教育經常開支 相對本地生產總值開支（億） 佔政府經常開支
2003/2004 493 23.8% 4.1%
2004/2005 492 24.2% 4.1%
2005/2006 487 24.5% 3.8%
2006/2007 479 23.9% 3.5%
2007/2008 501 24.4% 3.3%
2008/2009 511 23.8% 4.4%
2009/2010 538 23.6% 3.5%
2010/2011 522 22.7% 3.4%
2011/2012 545 22.5% 3.5%
2012/2013 597 22.6% 3.8%
2013/2014 630 21.6% 3.6%
2014/2015 671 21.8% 3.3%
2015/2016 714 22.0% 3.4%
2016/2017 747 21.5% 3.4%
資料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特區政府教育局、政府統計處、

歷年財政預算案

   表二
OECD國家教育開支相對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2012）
國家 相對本地生產總值 國家 相對本地生產總值
挪威 7.7% 墨西哥 4.7%
冰島 6.4% 斯洛文尼亞 4.7%
芬蘭 6.1% 澳洲 4.6%
紐西蘭 6.1% 葡萄牙 4.5%
比利時 5.9% 愛沙尼亞 4.4%
瑞典 5.9% 德國 4.3%
愛爾蘭 5.7% 波蘭 4.3%
英國 5.4% 智利 4.0%
以色列 5.2% 土耳其 3.9%
荷蘭 5.1% 日本 3.7%
奧地利 5.0%  捷克 3.7%
加拿大 5.0% 盧森堡 3.7%
瑞士 4.9% 西班牙 3.7%
法國 4.8% 匈牙利 3.6%
韓國 4.8% 意大利 3.6%
美國 4.8% 斯洛伐克 3.5%

OECD國家平均：4.8%
資料來源：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自2007/08年度開始，教育開支佔政府經常開支
的比例逐步下降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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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時香港有十多萬視障人士，因外
出不便，往往只能終日留在家中。
傅德華表示，不少視障人士均是
後天失去視力，初期活在痛苦之
中，往往關在家中長達一、兩年
時間，導致出現肥胖問題。部
分甚至曾經歷中風，手腳不靈
活。對於視障人士來說，在安
全的引領下，跑步也可算是一
項較容易應付的運動。

    早在退休前，傅德華已開始
擔任領跑員。當年他為了自己的健
康，開始練習長跑。後來在一次偶
然機會下，遇上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彼
此有感視障人士也有運動需要，於是一起
加入成為領跑員，協助視障人士跑步。

    現時，傅德華在路德會香港失明人健體會擔任
領跑義工。他說，該會旨在推動視障人士參與長跑
運動，藉以擴闊其生活圈子，參與社會，重拾信
心。義工來自各行各業，由起初只有數位視障運動
員，發展至今天已有過100位視障運動員及400多位
領跑義工。適逢健體會成立三周年，該會早前出版
《一條手帶—帶出生命的蛻變》，由他擔任主
編，希望藉此推廣領跑義工服務，並讓公眾更深入
了解視障人士。他說，書中刊載了運動員和領跑義
工的心路歷程，當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令人反思
生命的意義。

一條手帶 建立信任與支持
    他說，與視障運動員一起練習跑步，以一條手
帶維繫，齊步向前。領跑員與視障跑手之間，建立

默契和互信最為重
要。訓練期間，領跑
員需要時刻注意視障
跑手的安全，跑手只
顧專心向前跑。作為

一位稱職的領跑員，需要
引領方向，讓視障跑手知道何時

轉左，何時轉右；當前面的路凹凸不平，需要給予
清晰提示，並提醒注意跑步節奏和速度。

    每次訓練，領跑員在教練的刻意編配下帶領不
同的視障運動員練習。跑步期間，領跑員和運動員
互相分享生活細節及經驗。他說，每位視障運動員
都有自己的故事，今天能走出來融入社會，都經過
不少歷練。最初不少視障運動員完全不懂跑步，於
是他帶領跑手繞著運動場步行。到後來讓他們嘗試
緩步跑，部份更能參加馬拉松比賽。

    他表示，與視障運動員跑步，追求的不是速
度，而是希望能改善其健康狀況。自從參加跑步
後，視障跑手的健康狀況大為改善，更重要的是能
夠重拾信心，跳出黑暗，令生命變得不一樣。

教師猶如領跑員 指點學生方向
    傅德華過去從事教育工作40年，曾在學校任教
數理科，退休前在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任職。他認
為，領跑與教學有共通之處。教師的角色就如領跑
員，學生面對茫茫前路，往往不知所措，將自身前
途託付到老師手上。作為老師，我們要陪伴學生身
旁，適時扶持鼓勵，多加提點，引領他們在康莊大
道上大步向前。領跑員和跑手之間靠一條手帶互相

感應，正如師生也要互相信任，並視乎學生程度，
適時調節教學進度。當學生學習出現偏差時，老師
要將其帶回正確的軌道。

    他認識不少領跑義工均是校長和老師，他們將
領跑的經歷與學生分享。作為生命教育的題材，讓
學生反思如何對待生命，建構自己的未來。他認為
學校是個很好的場所，宣揚健康正面的訊息。有時
他也會到校舉行工作坊，透過親身體驗，加深學生
對視障人士的認識。他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領跑義
工服務，幫助更多視障人士融入社會。

      多年領跑經歷，讓他體會甚深。他發現社會上
有很多不幸的人，自己已是非常幸運。既然殘疾人
士都在努力掙扎求存，勇敢面對生活，他反問自己
有何困難不能克服？他寄語大家多關心身邊有需要
的朋友，只要付出愛心，別人得益，自己也會有得
著，令生命變得充實和有意義。

路德會香港失明人健體會
http://bshk.hklss.hk

《一條手帶—帶出生命的蛻變》
http://bshk.hklss.hk/publication-209862925621002
29289.html

    領跑員與視障
跑手靠一條手帶互
相感應。

以生命燃亮生命
   —從教育工作者到領跑員

    視障人士能踏上跑道，殊不容易，全賴身邊有無私付出的領跑員，以
一條手帶互相維繫，引領前路。資深教育工作者傅德華多年前加入成為領
跑義工，與無數視障運動員風雨同行，以生命燃亮生命，引領其走出失明
的陰霾，重建自信。

撰文：副主席蔡若蓮

    傅德華（左）向蔡若蓮送贈剛出版的《一條手帶—帶出生命的蛻變》，由
傅德華主編，封面還印有點字（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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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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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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地點：�Barcelona
簡介：�The�Basilica�of� the�Sagrada�

Familia� is� remarkable� for�
its� size� and� ambition.�This�
church,� which� occupies� a�
whole�block�of� the�Eixample�
district,�is�a�mass�of�profusely�
worked� stone� in� cathedral-
l ike� d imens ions . � � These�
towers� are�quite� spectacular�
in� appearance� but� are� not,�
however,� the� biggest� part�
planned�by�Gaudi:�among�the�
parts� still� to�be�built� features�
a�massive�dome�170�metres�
high,� set� to� become� the�
most� prominent� part� of� the�
architectural�piece.�Work�on�
the�Sagrada�Familia,� started�
in�the�19th�century,�to�which�
Gaudi� dedicated� 40� years,�
and�which�is�still�in�progress,�
could� be� completed� around��
2025.

攝影師：袁啟新老師

拍攝地點：荷蘭
簡介：�荷蘭的風車不單只外貌優美，其用途亦各有不同，有的

風車屋是一個碾穀物的磨坊，有的是一間鋸木廠，甚至
有的是造紙廠。不過單憑外觀，遊客一般都難以分辨她
們的用途，旅客若想一睹風車屋內部的建築，不妨走訪
一些接待遊客的風車屋，花幾歐元進內參觀，以了解風
車屋如何利用無污染的動力，解決一些民生問題。　

攝影師：孔富賢老師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

另一個角度看教育—訪程介明
撰文：助理研究主任李燕芬

� � 23歲當教師，26歲辦私校當校
長，曾任港大副校長，年過七十、頭
髮花白的程介明至今已執教逾50年。
回想70年代任校長的經歷，程介明不
無懷念：「我們當時有一句口號：
『每一個學生在5年的學習裡都要在
台上被人鼓掌一次。』（我想）讓每

個人都覺得自己有價值。」他繼續解釋：「（辦私校
時）有一個學生的成績一塌糊塗，但他前滾翻可跳過
17個同學。後來他做了渠務工人，這幾年聽說他攝影
很有成就，被美國一個攝影學會招攬做會員。但這
當然是特別例子，並非個個也能出人頭地。」他又補
充：「不管你是否出人頭地，日子還是那樣過，有高
低起跌、快樂失落，亦有有意義及無意義的生活，
（大家）應把眼光放遠一點。現在成績、升學為上，
其他東西相比之下就較少人重視了。」在商業社會
中，「價值」早與物質及成績掛鈎，但程介明顯然是
從另一個角度理解「價值」。1小時30分鐘的訪談完
結後，筆者發現無論是社會紛擾還是爭議，程介明都
有另一個理解的角度。

香港教育？很正常啊！
    現時香港教育罵聲不絕，更時常有人以外國教
育對比之，每每得出「香港填鴨，外國自由」的結
論，讓人愈覺香港教育不堪。程介明說，我們誤解

了外國教育，看輕了香港教育。「對自己的教育制度
不滿是普世的，英、美社會也不滿自己的教育。美國
一直提倡自由學習，後來又顧慮『放得太開』，學生
無所學得，於是想借鑒中國的標準化教育，穿校服、
講紀律及行標準化測驗，務求將自己的教育重心放回
學習上；又重點『捉』（培訓）教師，認為教師做得
好學生自然學得好，結果搞得『雞毛鴨血』，怨聲
載道。所以我覺得現時對外國教育的嚮往是一種誤
解。」那香港教育問題大嗎？「事實上每個地方的教
育都有各自的問題，香港的問題在於教育運作的意識
形態，但在教育的意念、傳統及文化底蘊上是比較全
面的。」在香港，家長要排隊輪候幼稚園、小學生要
日夜做練習、中學生要埋頭準備公開試、大學生常參
與政治活動—我們都覺得香港教育不正常，但程介
明卻說：「香港教育仍是『School-based』，其實有
很多人羨慕，覺得香港教育是一流的！」但本港教育
的罵聲仍不絕於耳？「很多地方都有這個情況，很正
常，哈哈！」

學運？很精彩啊！
� � 佔中後，「學生運動」與「校園政治化」都讓不
少人嗤之以鼻，程介明卻恰恰相反。「換一個角度去
看，（佔中）其實是很精彩的！它有學運的特點：迅
速、內部紀律好，而且非常獨立，無外部勢力、無政
黨支持，發展下去又會有新的變化，很值得研究，若

能放心當戲去看或分析，其實是很好的。」是否擔
憂校園政治化？原本一臉興奮的程介明稍斂情緒：
「我覺得學生的意識形態有全球性的因素，如重本土
主義、反權威及傳統、講權利不講義務、講自由及
依賴網絡等都是正常的，但如何處理（這些因素引發
後的行動）就有很大影響，如註銷某佔領學生的回鄉
証，變相不承認其中國人身份，反而激起了更大的矛
盾。」小題大做？「那些只是學生，硬將他們與外國
勢力掛鈎，上綱上線，其實是不智的。」他沉默一
會：「古今中外及每個時代都有學運，其實不用太擔
憂。」

後記
� � 程介明最近參與了由梁錦松領導的教育檢
討，是否有新發展或話題聚焦？「仍在討論中，
但都是離不開要給學校及學生空間，讓他們發
展。這當然會面對更大的差異，但同時多元化也
會提升。」筆者順勢問他對香港教育的未來有何
想法？「可從民間著手。我覺得香港有很強的民
間力量，無論專業人士及公共知識分子都很強，
可惜仍未能凝聚起來。如果能像台灣般將民間力
量凝聚，相信對香港的發展有正面影響。」社會
凝聚？現階段很難，但在座每一位都如此盼望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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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若蓮：爭議源於不信任
〔本報訊〕教育局早前進行課程諮

詢，當中有關簡體字的議題，引起社會議
論。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在2月15日接受
香港電台「千禧年代」節目訪問，指是次
中文課程諮詢，認讀簡體字並非諮詢的重
點，早在2002年已有此寫法，現在只是搬
字過紙而已。她指出，從教育角度而言，
無論是教學、學習和評估方面，簡體字都
沒有帶來影響，相信社會的擔憂是來自既
有的不信任，而非教育問題。

蔡若蓮表示，所屬學校沒有教授簡體
字，但語文學習與生活息息相關，即使課
程文件沒有寫，學生亦會接觸到很多簡體
字，包括互聯網等。

蔡若蓮：無限上綱上線沒意義
〔又訊〕蔡若蓮於2月18日在now「時

事全方位」節目表示，基於學生前途和發
展需要，政府應該在基礎教育階段提供認
讀簡體字的機會。至於學習的深度和時
間，完全可以因應學生的能力來決定。社
會不應對使用任何文字的人抱以歧視、取
笑的態度。基於尊重、教學專業和給學生
學習機會，無限上綱上線炒作是沒有意義
的。

黃均瑜：無風起浪 製造恐慌
〔又訊〕教聯會會長黃均瑜在2月18日

接受商業電台訪問，指民間對於認讀簡體
字可各適其適，政府沒有必要推行。教育
局諮詢文件只是原則性和提示性建議，並
非指引，批評有人無風起浪、製造恐慌；
亦有人杯弓蛇影，不信任政府。他說，在
世界潮流下排斥簡體字未必有好處，就如
歐洲旅遊區的中文指示亦是用簡體字，學
習簡體字對擴闊視野沒壞處。

　　〔本報訊〕教聯會與大公報合辦「教師眼中2015年十大教育新聞」選舉，藉著回顧
去年的教育新聞，引起同工對教育時事的關注。經過投票，同工選出以下十則新聞：

第1位	 小三TSA操練成風	檢討委員會研隔年考（95%）
第2位	 	公布15年教育具體建議	政府加大對幼教的承擔（71%）
第3位	 鉛水風波蔓延學校	港府錯失解決先機（70%）
第4位	 大學校園政治化	港大排名跌不休（68%）
第5位	 	「正名」之路幾經波折	教院拍板名「教育大學」（62%）
第6位	 合約教師自殺亡	學界促關顧年青教師（59%）
第7位	 升中學生再減	學界力爭凍結中一班數（59%）
第8位	 新高中學制中期檢討	多個學科提出優化措施（58%）
第9位	 	國力書院涉偽造文書	警方正調查涉嫌串謀欺詐（58%）
第10位	 			港大偷錄風波蔓延	中小學校園偷錄亦趨普遍（49%）

　　選中最多的同工有11位，分別為：周思華、戚健慈、林恩寵、譚浩彥、林俊傑、郭
俊豪、何劍威、鄭思玲、樊明健、李永燊、蕭寶林（排名按姓名筆劃順序），各人均獲贈
500元書券及紀念品。

黃均瑜籲停止暴力抗爭
〔本報訊〕就年初一晚旺角暴亂，教聯

會會長黃均瑜表示，輿論反映大多數香港市
民不贊同暴力，「今日拎起磚頭，聽日又拎
起其他嘢」，那時香港便不再是香港，失去
文明，與非洲部落無異。

黃均瑜於2月中在香港電台「視點31」
節目指出，香港作為文明社會，絕不容許
任何暴力行為，「以武制暴」的抗爭手法
不但無助化解青年人的不滿和社會的深層次
矛盾，更會令問題進一步惡化，矛盾更加尖
銳。

要真正化解矛盾，黃均瑜認為政府固

然要下功夫，示威者亦需謹記無論是爭取甚
麼，背後的動機如何偉大、如何公義、如何
理直氣壯，都不能超越兩大底線：一是不能
禍及無辜，另一是不能慫恿未成年的學生參
與。

教聯會遞信
 憂暴力思維蔓延校園

    左起：教聯會理事丁江浩、副主席黃錦良、蔡若蓮、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教聯會副主席林翠玲、理事李滿林。　

「教師眼中2015年十大教育新聞」投票結果

精神科醫生  許龍杰

心靈品書齋

醫治暴力

旺角暴亂之後，暴力又成為社會熱話。

處理病人的暴力行為，本就是我們精神科醫生的日常工
作，關鍵是要懂得分緩急輕重。身處暴力現場，制止暴力是
首要任務，而必要的武力更是無可避免—畢竟當對方一刀
斬來，口水是不能擋刀的。控制情緒不穩的病人，記住只能
用「對等最低武力」，否則假如過分刺激病人，分分鐘救不
了火還火上加油，那就手尾長。

不要以為面對暴力就只能硬來。親眼見過一些經驗豐富
的精神科社康護士，只用堅定、權威但誠懇的態度，就能令
極狂躁的病人冷靜下來，令人歎為觀止。

有時，策略性的退卻，未必就代表縱容暴力。一般而
言，暴力行為是由下丘腦刺激荷爾蒙和交感神經，令身體作
出急性反應而作出的，但人體的儲備能量有限，很快燒完，
病人也會累倒，到時也就自動平靜下來。

不要以為病人被制服就一了百了。風暴過後，醫護人員
就要啟動治療程序，了解當事人的精神狀態如何？是否沒有
服藥？有沒有其他隱藏徵狀？

社工也會介入，看看其他社會因素（如經濟、工作、家庭
等），會否是暴力行為的長遠誘發因素，這才治標又治本。

〔本報訊〕年初一晚旺角暴亂後，教聯會於2月17日約見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正視問題的嚴重性，並採取有效措施，
防止暴力思維蔓延校園。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在是次旺角暴亂中，不少參與
者均為青少年，令人憂慮暴力思維蔓延校園，擔心部分心智未
成熟的學生受影響，誤以為可以透過暴力解決問題，呼籲當局
採取措施，如加強學校品德教育，以解決問題。

簡體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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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0日星期日參加了由教聯會第一
次舉辦的教師慈善長跑，以慶祝教聯40周
年的會慶。我參加的是10公里，因為已年
過50，所以慘被列作「元老組」，甚不是
味兒，因為又元又老；我建議下年改稱
「知命組」，而60以上則叫「耳順組」為
佳。我的號碼是1022，這次亦是我第一次
參加10公里的比賽。

    這次，我校共有11位同事參加，先前
大家都有各自練習，而在聖誕期間，我更
約了三位同事到賽地試跑，即白石角海濱
長廊起步，沿吐露港公路，一直跑到大埔
的大王爺廟，來回剛好10公里。難得那段
路全都是寛闊的直路，甚容易跑，而且沿
途的風景不俗，一邊是海，可遠眺馬料水
和大埔的景色；另一面可看到先進的科學
園、低密度的豪宅及本地大學面積最大的
中文大學等。

    當天我問教聯會副主席王惠成今年有
多少人參與，他說超過了500，即為SEN
學生籌到5萬多元的善款，他已滿意今年
的參與人數，相信來年會辦得更好。當天
天公造美，天氣不寒不熱，陽光也很和
暖，只是「煙霞」較多。簡單而隆重的開
幕禮之後，先是10公里的選手首先啟步，
之後是3公里和1公里的親子組。

    大會安排有序，沿途都有不少工作人
員，指示清晰，沿途設有兩個水站，令跑
手可充分「補水」。我建議大會明年可增

加5公里的賽事，因為正好在大埔的元洲
仔公園為終點，而且5公里的長度更能吸
引初試啼聲的人士參與。

    我的參賽目標是有的。最理想當然是
在「元老組」爭一席位，第10名是我的目
標。可惜，我看見樣子比我年長的朋友都
跑得很快，所以我跑了一半，已知入「前
十」的機會不大。但我也有第二個目標，
那就是只准自己跑，不准自己行一步，
“Never a walk”。因為在練習的時間，
人每每有其惰性，很容易放鬆對自己的
要求，行一會、停一會、再跑一會。我
要自己不單要完成賽事Never give up，而
且不給自己任何原因由跑變行，never  a 
walk。結果，我戰勝了自己的惰性。（最
後在網上公布了時間和結果，知道自己跑
第11名。）

    今年我和同事的成績都很理想，外籍
英語老師Mr. Kennard勇奪冠軍，贏得獎
杯和豐富的禮物和獎金，令人羨慕。另
外，高小的英文老師Ms Sue Tam得第7，

初小的中文老師黃桂英老師及體育科的袁
廷芝老師都獲得第10，都有機會上台領
獎。而最難得中史科的聶老師負傷上陣，
他的眼和腳掌都受傷還能跑畢全程，令人
佩服。我和其他幾人都創造了自己的最佳
紀錄，滿載而歸，心滿意足了。

    筆者有許多朋友都熱愛跑步，最近一
次聚會約了幾對夫婦晚膳，驚覺他們大
都身材纖瘦，精神奕奕，其中Philip和他
的太太Oliva，更是fit得很。我一早知道
Philip一直熱愛馬拉松和毅行者等活動，
但幾年前更感染了太太。從前從不運動的
她現在也參加全馬拉松了。她說「只要持
之以恒，逐步加長跑步的距離，每個人都
有能力跑畢馬拉松的。」她是一個40歲才
開始學習跑步的女士，但現在已不是「吳
下阿蒙」，已令人刮目相看了。

    如果大家尚未開始跑步的，我鼓勵大
家嘗試，「千里之跑，始於足下」；如果
也想參加比賽，或挑戰自己，或湊湊熱
鬧，我推薦大家明年也參加教聯的長跑活
動。近年，我經常參加教聯的活動，至今
沒有一次令我失望，不信，不妨一試。

教
師
慈
善
長
跑
賽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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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界
）

名次 姓名 完成時間 學校
親子1公里
1 梁玉珍、吳康妤 0:08:48 軒尼詩道官立小學
2 何永礽、何君傑 0:09:25 聖貞德中學
3 吳子飛、葉莉霞 0:11:42 培僑書院
4 林美意、林耀輝 0:12:00 慕德中學
5 王惠成、王芷翹 0:12:08 培僑書院
6 王芷柔、石慧慧 0:12:14 弘立書院
7 盧巧怡、林寶瓊 0:12:32 天水圍官立中學
8 陳文希、譚鎂儀 0:13:22 沙田公立學校
9 李秀明、鄧煦澄 0:15:08 中聖書院
10 楊志明、楊欣蕎 0:15:35 鳳溪第一小學

個人3公里—男子20至39歲
1 歐陽梓雋 0:11:19 屯門官立中學
2 周家樂 0:11:29 鳳溪創新小學
3 歐陽凱翔 0:13:29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4 陳穗濤 0:13:29 高雷中學
5 林健生 0:13:55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學校

個人3公里—男子40歲或以上
1 林衞星 0:12:04 聖公會聖三一堂中學
2 袁國偉 0:12:18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3 Ip Wai Kit  0:12:45 職業訓練局
4 王益鈞 0:17:22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個人3公里—女子20至39歲
1 黃凱珊 0:14:25 玫瑰蕾小學
2 鄒綺玲 0:14:28 匡智屯門晨崗學校
3 張廸嘉 0:15:38 聖公會奉基小學
4 梁蔓華 0:16:04 聖博德天主教小學
5 蔡怡華 0:19:03 聖公會奉基千禧小學

個人3公里—女子40歲或以上
1 陸靜娜 0:20:11 海壩街官立小學

個人10公里—青年男子20至29歲
1 伍頌研 0:35:54 馬鞍山循道衛理小學
2 陳偉平 0:41:44 羅怡基紀念學校
3 呂志聰 0:41:51 中聖書院
4 彭春權 0:42:08 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5 曹百堂 0:43:16 鳳溪第一小學
6 LAW LAP CHI 0:43:40 學軒社
7 穆家駿 0:47:06 培僑中學
8 許卓熙 0:51:47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9 MOORE BRENT  0:52:43 香島中學
10 謝育麟 0:53:11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

名次 姓名 完成時間 學校
個人10公里—壯年男子30至39歲
1 謝學文 0:36:14 天水圍循道衛理中學
2 張仲偉 0:36:52 聖類斯中學（小學部）
3 梁啟堅 0:36:54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
4 高梓揚 0:38:07 香港道教聯合會青松中學
5 潘錦暉 0:38:47 恩平工商會李琳明中學
6 曹錠邦 0:39:31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7 黃維坤 0:40:18 香港中文大學
8 LI ROGER 0:40:53 地利亞修女紀念學校（百老匯） 
9 張家成 0:41:29 靈糧堂劉梅軒中學
10 金志堅 0:41:46 香港科技大學

個人10公里—先進男子40至49歲
1 KENNARD RICHARD MARTIN 0:37:14 優才書院
2 劉俊基 0:37:54 樂善堂梁植偉紀念中學
3 張文聲 0:38:45 意義行動
4 李剛 0:40:11 聖公會九龍灣基樂小學
5 黎國傑 0:43:09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6 陳兆昌 0:44:49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亞斯理衛理小學
7 岑豪斌 0:44:54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8 余維康 0:45:20 迦密柏雨中學
9 黃耀輝 0:45:21 靈實恩光學校
10 張志豪 0:46:48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個人10公里—元老男子（I）50至59歲 
1 羅錦輝 0:39:49 聖公會曾肇添中學
2 倪友基 0:43:47 香港教育學院
3 張偉雄 0:44:14 聖公會基顯小學
4 王國榮 0:45:08 又一村學校（幼稚園）
5 陳家輝 0:49:13 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6 陳俊德 0:50:03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7 胡東兵 0:50:56 東華三院邱金元中學
8 李志誠 0:52:15 葵涌青年學院
9 廖慶新 0:52:5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0 麥建良 0:53:0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個人10公里—元老男子（II）60歲或以上
1 郭永勝 0:41:03 /
2 梁文仰 0:43:29 /
3 陳作明 0:45:57 /
4 王祝華 0:56:06 教育局

名次 姓名 完成時間 學校
個人10公里—元老男子（II）60歲或以上
5 蘇振邦 0:59:23 秀明小學
6 鄭鎮文 1:00:38 /
7 何雲中 1:25:26 /
8 黃國華 1:31:47 /

個人10公里—青年女子20至29歲
1 屈旨盈 0:41:24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屯門）
2 李愷羚 0:46:17 荔景天主教中學
3 林佩怡 0:49:09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邨）
4 吳雅媛 0:50:38 拔萃小學
5 湯健雯 0:50:45 粉嶺救恩書院
6 岑倩婷 0:51:19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7 江嘉敏 0:55:21 九龍城浸信會禧年小學
8 陳欣晨 0:55:25 聖三一堂小學
9 余詠詩 0:57:3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
10 袁廷芝 0:58:23 優才書院

個人10公里—壯年女子30至39歲 
1 梁家麗 0:44:27 漢華中學
2 張麗瑜 0:46:25 拔萃女小學
3 陳培珊 0:52:09 屯門官立中學
4 馬惠敏 0:54:43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5 鄧卓蘅 0:54:46 道慈佛社楊日霖紀念學校
6 李雅慧 0:55:16 路德會啟聾學校
7 呂汶姬 1:00:00 東華三院郭一葦中學
8 梁碧琪 1:01:42 福建中學（小西灣）
9 蕭樂婷 1:02:58 聖公會基顯小學
10 黃桂英 1:03:13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

個人10公里—先進女子40-49歲 
1 馮順真 0:47:42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2 朱韻茵 0:49:02 迦南幼稚園（中環）
3 廖蒨鈴 0:49:57 香港科技大學
4 梁愷恩 0:53:38 大埔官立小學
5 陳麗芳 0:56:35 香港浸會大學
6 呂美玲 1:02:07 聖安當小學
7 譚小慧 1:02:30 優才書院
8 高惠文 1:06:01 鄰舍輔導會友愛育嬰園
9 許佩麗 1:06:36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個人10公里—元老女子50歲或以上
1 陳少芬 0:45:29 /
2 梁慧玲 0:52:16 西貢崇真天主教學校（中學部）
3 蔡若蓮 1:26:40 福建中學（小西灣）

優才書院校長  陳家偉跑出活力人生

    由於稿擠，今期的《食譜》、《楊楊教室》、
《民間偏方》、《消閒好去處》欄目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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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打印及繪圖課程
教聯會、偉聯實業有限公司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66A
B班 課程編號：16SU66B
　　教授3D繪圖基本技術，使用電腦軟
件建構及設計3D模型，以及打印學生自
行設計之3D立體小模型。
導師：資深立體繪圖及造型導師
A班
開課日期：4月5日（逢星期二，共6節）
時間：下午7:00-9:00 
B班
開課日期：5月21日（逢星期六，共4節）
時間：下午2:30-5:30
地點：偉聯實業會址
學費：會員$1,800 非會員$1,980
名額：每班6人

跆拳道訓練班
教聯會、香港智道跆拳總會 合辦
課程編號：16SU43
　　以現代化之教學方法教授跆拳道之
馬步、拳技、腿技、套拳，以培育德、
智、體、群之精神。
導師
余朗軒師範（韓國跆拳道智道館黑帶四
段，世界跆拳道總部國技院黑帶三段，
香港跆拳道協會教練，前香港少訓隊成
員及香港代表）
開課日期：4月1日（逢星期五，共8節）
時間：下午7:30-9: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900
名額：8人
備註：12歲以下小童須有家長一同報名及
上課。

山水畫課程
課程編號：16SU07
　　介紹各種書畫用具，紙、筆、墨、
硯的類別及使用方法。研習各類傳统山
水元素的技法，包括各類樹、石、山、
水、雲、屋的技巧研習。需於堂上練習
及回家做習作，歡迎初學者參與。
導師
張伯勳（自小研習中國水墨畫，曾隨關應
良老師、張韶石老師及朱修立老師研習
山水花卉經年，尤擅山水寫生，崇尚師
法自然，在傳統山水之間，另闢蹊徑，
將真山真水融入中國畫的抽象世界。張
先生亦為全港青少年書畫比賽國畫組評
判之一）
開課日期：4月11日（逢星期一，共12節）
時間：下午6:30-8: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900 非會員$1,000
名額：8人

教師魔術班
課程編號：15AU55
  本課程希望透過魔術的表演，增加
教學策略，提升學生的學習專注及投入
程度。
導師：梁家寶
開課日期：4月1日（逢星期五，共4節）
時間：下午7:00-9: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600 非會員$650

名額：8人
備註：上課時需另繳交材料費$200。 

解讀營養標籤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6
　　營養標籤五花八門，內容、標示方
法和格式各異，要經一番換算才可比較
不同產品的營養成分。做個精明消費
者，一定要學會解讀營養標籤。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3月19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40 非會員$8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水晶西米糕示範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7
  示範製作水晶西米糕。
導師：彭美儀（營養師）
開課日期：4月9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30 非會員$50
名額：10人

競步走出健康來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8
　　競步的技巧簡單，容易學習，只要
保持正確姿勢，即使長期練習也不會對
身體造成傷害，非常適合老少長期練
習。本課堂將解釋為何選擇競步作為終
生運動和它的益處。
導師：勞致偉（競步教練）
開課日期：4月16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20 非會員$4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適糖千層咖啡糕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29
　　示範製作適糖千層咖啡糕。
導師：彭安安
開課日期：5月7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30 非會員$50
名額：10人

天使廚房—健康十穀一口粽 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30
　　一同製作健康十穀一口粽。
導師：周偉霞
開課日期：5月28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100 非會員$180
名額：10人

天然驅蚊水及止痕膏DIY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31
　　一同製作天然驅蚊水及止痕膏。
導師：周偉霞

開課日期：6月18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150 非會員$230
名額：10人
備註：收費已包括材料費。

飲食次序如何影響血糖？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32
  大家都知道進食不同食物會影響我
們的血糖，但原來進食的先後次序亦會
有不同影響。要做精明的糖友，又怎能
錯過這個課堂呢？
導師：余雁薇
開課日期：6月25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20　非會員$40
名額：10人

夏日低糖小食製作班
教聯會、糖尿天使 合辦
課程編號：15AOD33　　
  一同製作夏日低糖小食。
導師：吳可丰、彭安安
開課日期：7月16日（星期六，全1節）
時間：下午3:00-4:30
地點：糖尿天使會所
學費：會員$100 非會員$180
名額：10人
備註：參加者須自備圍裙及食物盒。會員
二人同行可享七五折優惠。

拳擊班
教聯會、Pulse Fitness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67A
B班 課程編號：16SU67B
  拳擊是其中一種最好的鍛煉方式，
有效的減肥方法，個人防護自衛的一種
有效形式，亦能提高手眼協調能力及時
間感。一般來說，60分鐘的拳擊練習可
以消耗700-1200卡的熱量。
導師：專業教練
A班
開課日期：3月22日（逢星期二，共10節）
時間：下午7:30-8:30
B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下午2:00-3:00
地點：Pulse fitness會址
學費：會員$1,450 非會員$2,800
備註：四人以上亦可以自行組班，歡迎致
電查詢。

普拉提課程
教聯會、Pulse Fitness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68A
B班 課程編號：16SU68B
  普拉提各動作揉合了東西方的運動
概念，著重肌肉調節。各種拉展動作，
讓身形變得更修長。拉筋及伸展動作，
亦能強化肌肉，對脊骨及關節有整合的
作用。練習普拉提，配合正確呼吸，能
有效地增加身體柔軟度。由於肌肉調節
得宜，可預防肌肉受傷，同時可改善坐
骨神經痛等都巿痛症。更重要的是，長
期練習可發揮一定矯正身材的作用。
導師：專業教練
A班
開課日期：3月24日（逢星期四，共10節）

時間：下午7:30-8:30
B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上午10:00-11:00
地點：Pulse fitness會址
學費：會員$1,300 非會員$1,800
備註：四人以上亦可以自行組班，歡迎致
電查詢。

健體球課程
教聯會、Pulse Fitness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70A
B班 課程編號：16SU70B
　　強化腰背的健體球運動，能改善參
加者的腰背肌力、平衡力、姿勢和預防
或減輕腰背痛。
導師：專業教練
A班
開課日期：3月23日（逢星期三，共10節）
時間：下午7:30-8:30
B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下午11:00-中午12:00
地點：Pulse fitness會址
學費：會員$1,300 非會員$1,800
備註：四人以上亦可以自行組班，歡迎致
電查詢。

中國畫系列
花鳥畫初階課程
A班 課程編號：16SU01
B班 課程編號：16SU02
　　課程包括描繪花卉、鳥獸、魚蟲等
題材，著重運用線描技法刻劃概括的形
態，藉以訓練以線條進行造型的能力。
導師
劉家蘭（本港著名畫家，為一代國畫宗師
劉子久之孫，童年跟隨祖父習學丹青，
深得真傳。早年畢業於天津美術學院，
主修中國畫，從事中國畫教學30多年）
A班
開課日期：4月5日（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6:00-7:30
B班
開課日期：4月5日（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4:15-5:45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750 非會員$830
 
水墨山水畫課程
課程編號：16SU05
  以傳統山水畫勾勒、皴擦、渲染的
筆墨技法，重點研習石頭、山脈、樹、
樹叢、瀑布的結構及之間的虛實關係處
理，其後將不同皴法逐步掌握，臨摹及
創作基礎技巧同步進行。
導師：劉家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12節）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750 非會員$830

山水畫進階課程
課程編號：16SU06
　　導師將引導學員進行創作，亦會進
一步提升學員的基本山水畫技法，並教
授如何靈活運用於作品之中。
導師
蔡海鷹（受訓於香港嶺海藝術專科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及獲廣州美術

課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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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碩士學位，曾任西江大學（中國）美
術系講師。1996年入選為市政局「藝術
家留駐計劃」藝術家，2000年為美國維
蒙特創作中心留駐藝術家，2001年為香
港理工大學駐校藝術家）
開課日期：3月17日（逢星期四，共20節）
時間：下午6:00-7:3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1,500 非會員$1,660
備註：必須有良好山水畫基礎。

工筆畫課程 
課程編號：16SU04
  課程分三個階段練習，包括練習線
描寫生、設色寫生，以及臨摹設色，通
過對花卉、鳥、魚、人物的臨摹，學習
自己設計顏色。
導師：劉家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12節）
時間：下午3:45-5:15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80

中國書法系列
行書課程
A班 課程編號：16SP09A
B班 課程編號：16SP09B
C班 課程編號：16SP09C
  認識何為行書、毛筆之執筆方法、
行書部首認識、行書基本筆順及特點、
行書字體基本結構、碑帖分析、碑帖練
習，以及行書書寫練習。
對象：有楷書基礎人士
導師
徐貴三（現為香港書法家協會副主席、香
港書法愛好者協會副會長）
A班
開課日期：3月16日（逢星期三，共8節）
時間：下午5:30-7: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B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8節）
時間：下午2:00-3: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C班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六，共8節）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520 非會員$600

楷書課程
課程編號：16SP10
  內容大要包括楷書概述、技法基
礎、臨帖方法、學習目標、楷書的點畫
特點和用筆、楷書的構成規律和結構原
理。
導師
雷紹華（曾於中國美術學院及陳振濂工作
室接受有系統的專業書法訓練，師承王
冬齡、金鑒才諸教授，現為香港大學專
業進修學院書法導師）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二，共12節）
時間：下午5:45-7:15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780 非會員$860

西洋畫系列
水彩畫課程
課程編號：16SP11
  介紹各種書畫用具如紙、筆、墨、
硯的類別及使用方法。研習各類傳统山
水元素的技法，包括樹、石、山、水、
雲、屋等。歡迎初學者參加。
導師
陳一權（現任水彩藝術學會副會長，香港
寫生學會副會長，師從李克倫老師、香
港美術專科學校陳海鷹校長，曾多次舉
辦個人水彩畫展）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逢星期四，共12節）
時間：下午7:00-9:0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850 非會員$950
名額：15人

實用保健系列
日本徒手青春美容學工作坊（JFRS）
教聯會、聰美然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60A
B班 課程編號：16SU60B
C班 課程編號：16SU60C
D班 課程編號：16SU60D
  JFRS是一套簡單有效的家居美容方
法，結合日本美容的皮膚護理和運動方
法及中醫美容的刮痧、淋巴引流排毒和
營養學等，是天然美容內外兼美的創新
概念。功效包括：深層清潔、促進血液
循環、新陳代謝、再生皮膚骨膠原、更
生幼嫩細胞及修整清秀面形。
導師
陳婷（聰美然Smart Beauty Natural創辦
人，持有營養學、淋巴排毒、經絡美容
按摩、中醫基礎及刮痧自然療法等證書）
A班
開課日期：4月11日（逢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30
B班
開課日期：4月2日（逢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00-下午1:00
C班
開課日期：4月25日（逢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30 
 D班
開課日期：5月14日（逢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30-下午1:00  
地點：上環區（詳細地址在成班後個別通
知）
學費：會員$500 非會員$600
名額：每班4人
備註
1. 學員上課請勿化妝，並須自備一條長
毛巾、一條小厚毛巾。
2. 參加課程可免費獲贈NBG法國香薰護
膚品樣品。
3. 本課程不接受插班或調班。

絲巾創意魅力工作坊（SCF）
教聯會、聰美然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59A
B班 課程編號：16SU59B
  導師將教授絲巾的各方面知識，讓
學員全面掌握獨立創造絲巾時裝藝術的
所有概念和技巧，並即場實習超過十款
絲巾圖案，創造出獨特個人時裝風格。

導師
陳婷（香港首位專業導師教授結打絲巾藝
術，曾創建絲巾專門店）
A班
開課日期：4月25日（逢星期一，共2節）
時間：下午7:00-9:30
B班
開課日期：4月16日（逢星期六，共2節）
時間：上午10:30-下午12:30
地點：上環區（詳細地址在成班後個別通
知）
學費：會員$400 非會員$600
名額：每班4人
備註
1. 學員請穿着簡單衣服以配合絲巾藝術，
導師將免費提供5款絲巾供上堂使用。
2. 參加課程可免費獲贈方巾乙條。
3. 本課程不接受插班或調班。

健身氣功課程
課程編號：16SU22
  中國健身氣功含易筋經、五禽戲、
六字訣、八段錦及導引養生功十二式。
導師
梁美娣（導引養生功會拓展部，經絡操同
學會秘書長）
開課日期：現正開班，歡迎插班
時間：下午5:30-7: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320 非會員$380

極真空手道循環班
教聯會丶全世界空手道連盟 香港新極真
會（全接觸空手道中國聯盟會員） 合辦
課程編號：16SU42
  極真空手道講求紀律，學員必須謙
恭有禮、尊師重道。透過嚴格的鍛煉，
培養出高尚的品格及健全的精神，建立
自信心去應付日常生活、工作或學業上
的壓力，是一項能強健身心的武術。
導師
温仁煇（全世界空手道連盟新極真會黑帶
三段、中國香港支部長、香港新極真會
會長）
李麗儀（全世界空手道連盟新極真會黑帶
二段、2008年亞洲新極真空手道大賽女
子中量級冠軍、第四屆新極真空手道世
界大賽香港代表）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及五，共8
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學費：會員：男$500、女$400
   非會員：男$570、女$470
學生：男$350、女$28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學員須穿著空手道服，服裝可於道場購
買，另請自備水和毛巾。

纖體瑜伽培訓課程
教聯會、瑜伽舍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28
B班 課程編號：16SU29
C班 課程編號：16SU30
  瑜伽運動不但可以令身體放鬆，減
輕壓力，亦可改善體內機能，加速排
毒，調和便秘和消化不良，更能強化肌
肉，收緊線條，達到瘦身纖體的效果。
導師
李麗儀（持有香港大學康樂及運動管理學

文憑及證書、香港瑜伽協會瑜伽教練證
書）
A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五，共10節）
時間：下午6:45-7:45
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六，共10節）
時間：下午3:30-4:30
C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10節）
時間：下午6:45-7:45
地點：香港瑜伽舍
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50   學生$650

纖體拳擊健身舞班
教聯會、瑜伽舍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31A
B班 課程編號：16SU31B
  極具挑戰的帶氧運動，配合強勁節
拍和充滿動感的音樂，作大量拳腳運
動，助你提高心肺功能之餘，更能令肌
肉結實，收緊線條，快速減磅。動作特
別針對手臂、腰部、臀部及大腿之多餘
脂肪。
導師
李麗儀（持有亞洲運動及體適能專業學院
拳擊健身舞教練證書及健身球教練證書）
A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二，共10節）
時間：下午8:15-9:15
B班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四，共10節）
時間：下午8:30-9:30
地點：香港瑜伽舍
學費：會員$800   非會員$850   學生$650
名額：每班20人
備註
享有學生優惠的學員須出示全日制學生
證或手冊。

精油調配與穴位按摩工作坊
課程編號：16SU34
  人體經絡的平衡與否，很多時與情
緒有密切的關係，導師將教授一些舒緩
情緒及壓力的精油，調配成按摩油，並
讓學員認識一些常用或可能會失衡的穴
位，運用即堂調配的按摩油加以按摩。
導師：林家儀（國際專業香薰治療師聯會

（IFPA）註冊專業香薰治療師、香薰治療
師文憑課程助理講師、香薰油調配工作
坊導師、Kyli's Aroma Limited創辦人）
開課日期：4月20日（星期三，全1節）
時間：下午7:00-9: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200 非會員$250
備註
學員可獲贈一支10ml的香薰舒壓按摩
油，並於家中使用。

香薰護膚品DIY課程
課程編號：16SU33
  談到「養顏」，從裡到外的面部保
養如清潔、滋潤、美白等，植物精油都
有一定功效。導師將教授學員如何美化
身心靈，配合純天然的原材料，輕輕鬆
鬆DIY，創造專屬自己的護膚品。
導師：林家儀
開課日期：4月27日（逢星期三，共3節）
時間：下午7:00-9:00
地點：教聯會會所
學費：會員$900 非會員$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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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學費已包括教材講義及各種天然原材
料，學員無需額外繳付材料費。

演藝系列
教聯會合唱團（下半年）
課程編號：16CH01
  由著名指揮家石信之先生指導的教
聯會合唱團下半年招生，歡迎會員及其
成年家屬或有興趣人士參加。
導師：石信之
開課日期：3月15日（逢星期二，共16節）
時間：下午7:30-9:30
地點：高齡教工會
學費：會員$1,000 非會員$1,100
名額：80人
備註：報名前請致電本會查詢詳情。

夏威夷小結他自選歌曲課程
教聯會、Giga Music Box 合辦
A班 課程編號：16SU56A
B班 課程編號：16SU56B
C班 課程編號：16SU56C
D班 課程編號：16SU56D
E班 課程編號：16SU56E 
F班 課程編號：16SU56F
G班 課程編號：16SU56G
H班 課程編號：16SU56H
I班 課程編號：16SU56I
J班 課程編號：16SU56J
K班 課程編號：16SU56K
  夏威夷小結他（Ukulele）音色清脆動
聽，適合彈奏不同樂曲。課程內容由淺
入深，容易掌握。
導師：資深導師（有十多年教授樂器經

驗）
A班
開課日期：3月21日

（逢星期一，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B班
開課日期：3月23日

（逢星期三，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C班
開課日期：4月3日

（逢星期日，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4:00-5:30
D班
開課日期：4月18日

（逢星期一，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E班
開課日期：4月20日

（逢星期三，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F班
開課日期：4月22日

（逢星期五，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G班
開課日期：4月23日

（逢星期六，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6:00-7:30
H班
開課日期：4月24日

（逢星期日，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4:00-5:30
I班
開課日期：5月16日

（逢星期一，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J班
開課日期：5月18日

（逢星期三，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7:30-9:00
K班
開課日期：5月22日

（逢星期日，共6節，45分鐘為1節）
時間：下午4:00-5:30
地點：Giga Music Box
學費：會員$320 非會員$350
名額：每班8人
備註
參加者可獲贈21吋小結他乙支，上課時
需另繳筆記影印費$10。第一天連續上首
兩節基礎課程，其後每堂為自選日期 / 時
間 / 歌曲課程，需於60天內完成課程。首
兩節課包括重要資訊，敬請務必出席。
 
色士風基礎課程
教聯會、Giga Music Box 合辦
課程編號：16SU57
  講解Saxophone結構及吹奏姿勢，教
授基礎指法、吐音、咀形、連音和換氣
技巧，以流行歌曲為日常練習，訓練閱
譜能力，加強掌握節奏、音色和音準。
導師
著名色士風導師 Farouk. S. Bux.及其團隊 

（20年教授色士風經驗，曾於大型琴行任
教多年，擅長教授考級課程及中英文流
行曲，定居香港，擁有葡國血統，操流
利廣東話）
開課日期：敬請致電洽談
時間：每節45分鐘，全6節
地點：Giga Music Box
學費：會員$1,788 非會員$1,888

名額：4人
備註
學員可獲贈色士風乙支。

社交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SU36
  課程根據國際標準社交舞科目編定
教材，務使學員在短期內學以致用。著
重教授舞蹈的基本技巧，同時結合舞蹈
的專業理論。學員完成預定的課程後，
可經國際（香港）舞蹈學會推薦參加國際
認可的教師證書文憑。
導師
李玲（世界舞蹈總會國際裁判、英國舞蹈
總會國際裁判、英國國際舞蹈教師協會
院士（標準、拉丁）、香港政府康樂及文
化事務署註冊認可十項教練。擁有十多
年教學經驗，經常獲邀至國外擔任世界
級比賽的評審裁判）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三，共25節）
時間：下午8:00-9:30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學費：會員$1,400 非會員$1,500

標準舞循環班
課程編號：16SU37
  課程包括華爾兹、探戈、狐步、快
四及維也納華爾茲。
導師：Mr. Kris Kuusk（芬蘭冠軍）
開課日期：循環班（逢星期一，共25節）
時間：下午8:00-10:00
地點：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學費：會員$2,500 非會員$2,600

 

第12屆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大比拼
創造良好語境 培養本地語言菁英

評核整體表現 過三關奪冠
  由香港西區扶輪社及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連續第12年合辦的全港中學「兩文三語」菁英
大比拼於去年底圓滿結束。比賽分為初級組及高級組，由專業評審綜合同學3項比賽成績(包
括初賽的限時寫作、複賽的朗讀和小組討論及決賽的個人演講)選出最終優勝者。最終，由
同樣就讀聖保羅男女中學的陳俊彥同學及王依然同學勝出，分別成為初級組和高級組冠軍得
主。

參賽人數突破歷屆記錄
  今屆比賽有106間中學提名學生參與，總共657位學生獲提名參賽，令競爭更加激烈。每
組別最終只有10位參賽者能晉級決賽，問鼎三甲，今屆參賽人數之多使過程更具挑戰性。

增加交流互動 鼓勵思考時事
  香港西區扶輪社莊錦祥社長提到同學的表現極佳，語文水平亦
不斷進步。莊社長期待更多學校可利用這項活動，讓不同學校的學

生互動交流。另外，今年大會請來中港台三
地的作家與同學交流寫作心得，亦是難得的
經驗，有助他們從作家們的經驗分享中領略
活用語文的樂趣。 

  比賽籌委會主席英汝興校長指出，活動
每年的主題越來越入世，與生活時事息息相
關。同學不但可提升兩文三語的應用水平，更藉著參賽的文章抒發
心中所想，學習如何待人處事，並思考解決問題的方法。

（資料由教聯國際文化交流中心提供）

報名辦法及須知：
1. 報名表格可於教聯會索取或於本會網頁下載。
2.  填妥報名表格後須連同劃線支票親臨或郵寄至「教聯會會

所」繳交。（郵寄只接受劃線支票，支票抬頭為香港教育工
作者聯會有限公司或Hong Kong Federation of Education 
Workers Ltd.，背頁請列出參加者姓名、課程編號和聯絡電
話）。

3.  請於開課日7個工作天前交妥報名表格及學費。學額先到先
得，會員優先，額滿即止。

4.  課程留位可傳真報名表格至2770 5442，須於3天內繳交費
用，否則所留位置將被取消。

5.  因版面所限，詳細課程內容、更新資料、未刊登的課程及其
他詳情可參閱本會網頁。

上課地點：
教聯會會所 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
偉聯實業會址  香港皇后大道中367-375號The L. Plaza 15樓

1503室
糖尿天使會所 新界葵涌荔景邨日景樓低層2樓4號舖
高齡教工會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62-66號昌威大廈2樓
香港瑜伽舍/   九龍荔枝角青山道481號香港紗廠六期工業大廈

10樓B1室 
Giga Music Box 九龍旺角廣東道1155號日昇廣場1樓02室
保安道體育館舞蹈室  九龍深水埗保安道325-329號保安道市政大廈2

至3樓
Pulse fitness會址 上環永吉街永宜商業大廈5樓

查詢電話：
2963 5185 區綺婷小姐（Mandy） / 2963 5183 邱麒蔚先生（Jeff） 

香港新極真會本部道場





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12福利

旅遊娛樂
健康檢查優惠計劃2015（優惠期至6月30日）

全球首部4G零漫遊WIFI - GlocalMe G2
訂購全球首部4G隨身WiFi零漫遊走遍全球
．網絡覆蓋超過100個國家 
．免SIM卡免租還，十分方便
．1年保養，再送2GB全球流動數據（價值$510）
$1599 會員價$1388 

香港迪士尼門票優惠
會員價（成人）$488
         （小童）$345

香港海洋公園門票優惠
會員價（成人）$303
         （小童）$152

旅行箱優惠
29吋Hello Kitty旅行箱
$2995 會員價$490
EMINENT 20及25吋旅行箱一套
$1999 會員價$600 

爽Wi-Fi租用優惠
教聯會會員租用「爽Wi-F i」

（Pocket WiFi），可享7折租金優
惠。取機時須出示有效會員證，
尖沙咀、觀塘或機場交收。
 

WiFiBB租用服務
現凡持有並於取機時出示有效教
聯會會員證，可享Pocket Wi-Fi
租金折扣優惠。網上預約，機場
交收。

金縷梅精華（150ml）
．有舒緩、收斂、控油、抗菌等功效
． 幫助去除暗瘡印、黑頭、色斑，減

淡疤痕
．持續使用，有助改善暗瘡皮膚
$189 會員價$98

健康護理

利康健鼻鼾敵（75ml）
． 三重功效：強化、收緊喉後部

軟組織；潤滑喉嚨粘膜組織；
暢通氣道

． 特設噴咀，直達喉嚨後方
． 不含任何動物成份、荷爾蒙或

防腐劑
會員價$220

紫草萬用膏（50g） 
． 英國原裝入口，含豐富生物鹼，成

份天然
． 幫助肌膚組織再生，促進血液循環
． 有效修復傷口、潰瘍，減淡疤痕
$189 會員價$75

紫草油（150ml）
． 有助細胞增長，加快傷口、潰瘍、

損傷等痊癒
． 舒緩、軟化肌膚，幫助肌膚再生
．能保持皮膚光滑和健康
$189 會員價$108

利康健痔得樂痔瘡凝膠（45ml）
． 荷蘭製造，全球獨有專利生物技術2QR
． 科研實証，超強抑菌，能極速止癢
． 快速舒緩痔瘡不適及肛門痕癢問題
會員價$130

英國經典玫瑰花水（150ml）
． 榮獲英國「2013健康食物行業最佳

美容產品」
． 具豐富抗炎活性成份，能緊緻肌

膚、抗皺、美白、滋潤和保濕
． 有助鎮靜、舒緩輕微發炎及曬傷的

皮膚
$189 會員價$98

多用途純椰子油護膚膏（100g）
． 英國原裝入口，純淨天然無

氣味
． 含豐富的羊脂酸，能防止皮

膚真菌感染
． 滋潤皮膚，抗老化，讓肌膚

回復潤滑彈性
$148 會員價$62

100%純天然冷壓甜杏仁油（150ml）
． 能促進細胞生長，延緩肌膚衰老
．修護肌膚，回復光滑彈性
．適合嬰兒、孕婦、素食者使用
$189 會員價$92

食肆優惠

銀礦灣酒店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星期六燒烤
自助晚餐優惠：
成人每位$288 / 小童每位$208
**有關內容及條款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查詢電話：6810 0111
地址：香港大嶼山梅窩銀礦灣D.D.2地段648

食肆優惠

九龍珀麗酒店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以下優惠：
協奏坊西餐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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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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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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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 & S餐飲代理 餐飲服務訂枱優惠
教聯會會員凡預訂及惠顧富臨集團旗下食府（不論午膳、晚宴
或酒席），消費滿指定金額可獲贈超市現金券。優惠期至12月
31日。
**詳情及訂枱表格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香港荃灣帝盛Dorsett Cafe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即享以下優惠：
．周一至周五午膳9折
．周六、日及公眾假期午、晚市85折
地址：香港葵涌健全街28號
查詢電話：3996 6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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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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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百樂酒店Park c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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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電話：2731 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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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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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莞橋頭三正半山酒店「春暖半山．徜徉花海」套票優惠
平日（周日至周四） 優惠價¥638起 優惠期至5月31日
週末（周五、周六及特殊節日） 優惠價¥678起
**有關套票內容及條款請瀏覽教聯優惠物聯網。
查詢電話：2721 2978

會員生日獻禮

產品 會員價
自家涼茶套票（一套10張） $160/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自家湯套票（一套10張） $351/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自家甜品套票（一套10張） $125/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自家蒸飯套票（一套10張） $247/套　**購買1套送$20鴻福堂禮券1張
自家豬腳薑醋禮卡（一張） $40/張
$50禮券（張） $35/張　購買10張多送1張

鴻福堂禮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