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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輕生 教聯痛心

推
過去一段時間，接連發生多宗學生輕生事件，教聯會對
此感到痛心和憂慮，並有感於需要加強青少年的抗逆能力，
故即時推出「青少年勵志系列」，冀透過電影和分享會，提
升學生的正能量，加強對同工的支援，攜手走過低谷。

提升正能量

「如何提升青少年抗逆力」分享會

勵志電影到校放映服務

分享會於3月18日舉行，邀請鮮魚行學校前校長
梁紀昌、精神科醫生許龍杰、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
徐小曼、學友社統籌主任許雅影，以及兒童教育家莫
鳳儀主講，並由副主席蔡若蓮向眾講者致送感謝狀。

教聯會由即日起至7月31日，推出勵志電
影系列到校放映服務，供選擇的電影包括：

梁紀昌：以「三有」應對「三無」
梁紀昌分享他在教
育署任職時的經驗，指
學童輕生的原因主要由
於「三無」：一是感到
自己無用，覺得在家
梁紀昌
長、老師和同學眼中都
是失敗者；二是無希望，學童在家被父母
責備，回校又被老師和同學看不起；三是
無人幫助，父母沒有時間，師生亦拒絕幫
忙，結果走上絕路。對此，老師必須提高
警覺，並以「三有」應對之：首先要找到
學生的優點，告知他是「有用的人」；其
次是要讓學生感到「有希望」，並時常讚
賞他們，因為自信來自鼓勵，而非責備；
三是告訴他們一定會找到幫助，即使家
長、師生都不了解，有時候自己亦可幫到
自己。
許龍杰以醫學角度分析，指一個人輕
生的原因錯綜複雜，不應簡單歸納為某單
一理由，並建議若察覺學生有問題，可嘗
試帶他到一個安靜、有私隱的房間，讓
學生放鬆並感受到尊重，繼而詢問一些較
次要的事情如功課、學習之類；待他放鬆

後，再討論一些深入的問題如家庭或生活
等，慢慢便可以了解到學生的內心世界。
徐小曼表示，教師與學童的成長年代
不同，面對的壓力來源亦截然不同，因此
要花更多時間去理解學生的需要。許雅影
表示，抗逆力需要從小培養，惟現時教育
缺乏讓學生面對逆境的機會，加上社會價
值觀單一，有家長甚至灌輸「沒有大學學
位，前途立即盡毀」的觀念，學童自然感
到出路狹窄。莫鳳儀則指要學生知道「活
著就是幸福」，這樣問題便會迎刃而解。

1. 勵志
3. 青春夢想

《哪一天我們會飛》
《狂舞派》

2. 團隊合作
《破風》、
《ＫＡＮＯ》

《五個小孩的校長》
《有一天》
《上帝的男高音》
《上學路上》

4. 家庭倫理
《媽咪俠》

如學校有心儀影片，歡迎來電查詢，本會將盡量協
助安排。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或致電2963 5186（蔡小
芬小姐）或2963 5181（蔡煥林先生）查詢。

蔡若蓮促跨界別合作
〔又訊〕接連發生學童輕生事件，教聯會兩次發出聲明，
要求教育局就此進行深入調查，推出有效措施，防止類似悲劇
再次發生；又促請傳媒報道自殺消息時，切勿過分渲染，並呼
籲加強家校合作，主動關心學生情緒。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右一）向眾講者
致送感謝狀並合照。

分享會重溫：https://goo.gl/OrNcY1

〔又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接受香港電台訪問，指在過
去20年，受情緒困擾的學生愈來愈多，現時駐校社工數目不足
以支援全校，促請當局增加人手，並呼籲教育界、社福界和醫
學界跨界別合作，支援受情緒困擾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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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生涯規劃教育支援不足
隨着新高中學制的推行，學生
升學就業出路更趨多元，生涯規劃教
育亦愈見重要。目前，學校通過舉辦
各項生涯規劃活動，幫助學生認識自
我，及早訂立目標，從而尋找合適的
出路。2014/15學年起，政府為全港
中學提供每年50萬元津貼，以加強推
行生涯規劃教育。政府投放資源，無
疑值得肯定。不過，現時學校推行生
涯規劃配套支援不足，仍面對不少困
難。
同學面對茫茫前路，教師的輔
導尤其重要。根據中大在2014年進行
的一項研究發現，近半學生認為「與
學校老師個別或分組傾談」，有助對
其升學就業作出抉擇。但調查同時發
現，當中有近3成學生未曾與老師傾

談前路問題。其中一項原因，是升學
就業輔導老師工作繁忙，分身不暇。
另有調查發現，現時升學就業輔導老
師平均每天上5至7節課，老師課節太
多，以致無暇應付生涯規劃工作。其
實，如果要把生涯規劃做到位，每年
讓各級學生有一次30分鐘的個別面談
輔導，粗略估計需要數百小時，如何
為升學就業輔導老師騰出更多空間是
難題。
無可否認，要有效推行生涯規劃
教育，最理想的是採用「全校參與」
模式。然而，現時前線教師普遍對生
涯規劃認知不足，當中不少對生涯規
劃的觀念仍局限於傳統的升學與就業
輔導工作。教師對整全的生涯規劃輔
導缺乏足夠裝備，影響推行成效。雖

正字大行動──師生合力捕獲野生錯別字
〔本報訊〕由商務印書館贊助，
教聯會與饒宗頤文化館合辦的「漢字
新潮— 2015正字大行動．饒宗頤
文化館盃頒獎典禮」已於3月5日圓
滿舉行，並由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和
饒宗頤文化館總幹事黎業榮擔任主禮

問卷調查

嘉賓。全日共頒發多個獎項，分別有
21所學校獲「最積極參與獎」、43所
學校獲「積極參與獎」、261名學生
獲「最佳表現獎」、3名學生分別獲
頒「錯別字Hunter— 捕獲野生錯別
字」冠亞季軍，以及1,093名教師獲頒
感謝狀。
活動旨在
引起大眾關注
錯別字，並促
使社會各界謹
慎用字，為本
港營造健康的
語言環境。

副主席 蔡若蓮

然當局增加了生涯規劃教師培訓課程
的名額，但仍不足以應付需求。根據
政府文件顯示，現時大部分學校普遍
只有1至2名教師接受生涯規劃培訓，
顯然不足以支援全校學生。當局實有
需要進一步增加相關培訓課程的名
額，以提升教師對生涯規劃的專業
知識。
除了缺乏培訓，欠缺配套資源
是另一問題。現時針對生涯規劃的課
程和教材不足，加上升學就業資訊日
新月異，教師未必來得及更新整理。
事實上，生涯規劃教育不單是職業輔
導，當中涉及學生對社會發展趨勢、
新興行業以及職場的了解、學生的能
力性向評估，以至個人目標的訂立
等，過程相當複雜。需要全盤規劃系

統的專業支援，然而，建立校本的生
涯規劃教育資料庫相當費時，如果當
局能開發更多生涯規劃的教材，設立
一站式網上平台，提供最新的升學就
業資訊，支援學校，以及組織分享各
校相關的推行經驗，互相交流借鏡，
更能事半功倍。
誠然，政府增加撥款，讓學校
有基本資源推行生涯規劃值得肯定。
但是，配套支援不足，撥款加重了教
師的工作負擔亦是事實。因此，建議
當局正視學校面對的困難，從系統
及制度層面配合教師及學生的發展需
要，以提升生涯規劃教育的成效。新
高中學制的得失成敗，與學生能否
及早建立目標，為升學和就業做好
準備息息相關。

鄧飛堅決反對「港獨」
〔本報訊〕教聯會主
席鄧飛於3月20日的城市論
壇上，堅決表示反對「港
獨」，並指作為教育工作
者，他對現今的青年既充
滿期望，亦感到擔心，
原因是現時的中國歷史教育相比起97
回歸前有所萎縮，以致青年對內地發
展、對近現代中國所經歷的痛苦，尤
其是領土分裂和戰亂的痛苦，認識未
如97回歸前的人多，故得出「『獨
立』對香港社會好」的結論，令人痛
心。
對於有講者以蘇格蘭公投作為不

用戰爭仍可爭取獨立的範
例，他反駁說，歷史上蘇
格蘭本是獨立國家，後被
英格蘭吞併，反問「香港
歷史上有冇獨立過？」他
又指出，蘇格蘭、西班牙
的加泰隆尼亞，以及巴塞隆那，其歷
史與香港及中國內地的歷史，均不能
相互類比，並反問香港青年人是否願
意為追求獨立而準備當兵？
對於2047年後的二次前途問題，
他認為香港應延續「一國兩制」，相
信這亦是香港的主流意見。

電子學習支援不足 教聯籲增常額資助

〔 本 報 訊 〕 教 聯 會 調 查 顯 示 ， 大 部 分 師 生 歡 （56%）表示了解電子學習的理念或目標，對電子學習
迎電子學習，但礙於支援不足，成效未彰，建議當 資源有認識的不足3成（29%）。
局將資訊科技技術員常額化，並為教師提供培訓課
程，同時鼓勵教育機構和大學等編寫教材，提供協
師生普遍認為，電子學習有助培養創意、提升
助。
學習動機及拓寬學習空間，但不少教師在教學上都
遇到困難，最常見的是備課時間不足（63%）；同時亦
教 育 局 「 第 一 個 資 訊 科 技 教 育 策 略 」 推 出 至 希望能得到更多支援，例如增加教師培訓（62%）、聘
今，已超過15年，但大部分學校仍處於摸索階段， 請常額資訊科技技術員（59%），以及優化電子教材
成效未如理想。為此，本會於去年12月以抽樣方式 （59%）。
向全港中小學師生和家長發出問卷，了解情況，共
收到395位教師、672位學生及479位家長的回應。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批評，政府對電子學習
支援不足，建議當局提供資源讓學校聘請駐校技術
調查顯示，大部份教師了解電子學習的理念或 員，隨時協助教師。副主席王潤強表示，電子學習
目標（70%），亦對電子學習資源（如電子教材、內聯 的重點不僅是「將書本變作ipad」而已，而是要善用
網及香港教育城等）有認識（69%）；家長則只有半數 電子化帶來的便利，減輕教師工作量，從而提升教

學質素。副主席杜家慶亦認同電子學習並非要取代傳
統學習，而是要發揮其優勢以互補不足，但大前提是
要有充足的資源及配套，才能有理想的教學效果。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王潤強、杜家慶、胡少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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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Carmen

To老師

拍攝地點：首爾梨花壁畫村
簡介：梨花壁畫村位於首爾市鐘路區梨花洞。這裏起源於2006年由60多名藝術家
所參與的駱山計劃，他們於上上下下的台階和旁邊的牆繪製壁畫以及設置
公共裝置藝術。

攝影師：陳偉儀老師
拍攝地點：日本北海道
簡介：異 國 的 藍 天 下 ，
油漆工人即將為
斑駁的屋頂漆上
另一片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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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當選人專訪系列之三

老將忠告—訪范徐麗泰

撰文：助理研究主任李燕芬

中史教育
   訪問中段，范太談到了中史科，她慨歎此科日漸
式微，當局改善卻不得法：「現時公開試的選科空間
較小，中史作為不易取高分的選修科自然會被學生放
棄，除非當局有辦法令學生在中史科中取得高分，否
則情況難以改善。」現時中史科的內容多且廣，題型
刁鑽，難以吸引學生選修。「現時讀中史只是強記，
而非以史為鑑去學習及分析；再者是題目刁鑽，要求
學生分析，但老師教的時候往往沒有真正『分析』，
母語教育
居安思危
試題與教學方式嚴重脫節，無怪乎學生不願修讀。」
   「我只做了一年左右的教統會主席，會內成員看    范太曾是兩局議員，後來投身教育決策機構，所 這是誰的責任？「教育，目的是讓學生擁有具批判性
法不盡相同，經常爭議不斷，『母語教育』方案即為 以她對教育政策的評論總包含着一種政治洞見。筆者 及客觀的分析能力，同時真正學到知識，而非去難為
其一。所謂母語，是學生平時慣用而社會上亦普遍應 以TSA為例請范太評析，她說：「我們應該要居安思 他們！我不敢說是誰的責任，只希望覺得有責任的人
用的語言，而非母親的語言。時至今天，幾乎所有的 危。TSA行之十年，剛開始時好像沒甚麼問題，後來 設法去改善。」
電台及電視台仍以廣東話廣播，所以母語教育即是以 市面上出現了很多專門操練TSA的補習學校，當前的
後記
廣東話作教學語言。但這方案當年在會內爭議不斷， 學生亦缺乏玩樂時間，盡日埋首練習。當這些情況出
   離開教育崗位已久，范太依然關心教育，
支持及反對者皆有之。」最後如何解決？「我們最終 現，政府應有所警覺，聆聽民意以改善問題。當然操
她寄語年青人：「最重要是盡量吸收各方面的知
回到『原則』上：教學就是要學生能夠學到知識，若 練問題的出現與家長期望過高也有關係，但為甚麼家
識，打好基礎。同時要警惕自己很多東西都不是
在解釋過程中不能讓學生明白，他們只會淪落至為應 長對子女有過多期望？當局應該去找出根源，了解家
唾手可得，有成績才會獲得機會；不要怕吃虧、
付考試而死記硬背的地步，學無所得。經多方考慮， 長的擔憂，阻止火苗萌芽，而非事後亡羊補牢。其實
捱苦及失敗，重要的是不讓自己重複犯錯；不要
我們最終決定在大部分學校用母語教學，以提高學 很多政策的理想與執行都是事與願違的，能做的就
因不受賞識而沮喪，切記要讓自己像塊海綿，吸
生的理解及學習能力。」范太稍顯激動說：「所以， 是盡力糾正執行過程中的錯誤，再從源頭上舒緩問
收各種營養，為未來做好準備，機會總有一天會
母語教學沒有任何政治目的，更不是為了甚麼『（支 題。」
來臨。」
持）國粹』，而是為了讓學生能學得更有趣味、學得
   范徐麗泰曾於上世紀90年代初
擔任教育統籌委員會主席，任內發
表了《第四號報告書》（1990）和
《第五號報告書》（1992），對香港
教育發展影響深遠。卸任近24年，
范徐麗泰先以「行內人」角度回顧
了香港教育，再以「局外人」身份
分享她對當前教育熱點的看法。

更好！當時開了無數會議，大家爭論得面紅耳赤，可
幸最後都找到共識。」現時教學語言的爭論已上升
為政治爭議，對此，范太回應：「我是相信母語教學
的，但不論以何種語言教學，我唯一堅持的是保持學
生的中英文在良好水平，以應付將來無論是國際還是
國內的工作所需。另外，我認為學生要具備掌握兩文
三語的能力，普通話亦應認識，此非政治理念，乃實
際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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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適能助建立自信—訪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
「唔好當佢特殊，當佢唔得，要當佢得！」這是保良局余李慕芬紀念學校校董林小玲女
士（學校前任校長）和林國偉校長對學生的肯定語。這份信念，驅使教學團隊在資源緊絀
的情況下，另闢蹊徑，幫助學生發展，充份體現同工對學生的關愛之情。
撰文：副主席蔡若蓮
蔡若蓮向受訪同工送贈其最新著作《與夢想同行》。（左起：體育科
主任陳靖逸、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校長林國偉、校董林小玲、家教會主
席鄧胡美玲）

抵達學校後，我在林校長的帶領下，參觀校園設
施。林校長表示，學校專門照顧中度智障學童，當中
過半數亦為自閉症人士，極需要感知肌能訓練，以配
合校本課程學習，故校內設有多元化的治療設施例如
多感官綜合訓練設備，務求激發學生潛能。
現時全校有約130名學生，年齡介乎6至20歲。由
於年齡差距大，加上不少智障生伴隨聽障、肢體障
礙等問題，學習差異很大。為此，學校實行「包班
制」，按學生年齡和能力分成多組，再根據其需要採
取不同的教學法。一名教師教同一班學生三年，持續
跟進情況。同時，校方重視同儕協作，集體備課，並
使用自行研發的「語文教育套件」教學，又與言語治
療師交流，互補專業上的不足。近年，學校更致力以
校本形式改善初小的班師比例，透過早期介入，助學
生打好學習基礎。

重視體育訓練
林校董與林校長不約而同地指出，運動對智障生
的成長尤為重要，故學校十分重視體育科。科主任
陳靖逸老師一直統籌帶領體育科老師從事研究不同探
索，為學生設計各種合適的體能活動。並主動與業界
分享，讓更多智障人士受益。多年來學校取得優質
教育基金撥款，先後開發「中度智障學童fit多D」、
「滾球教室」，以及「地板曲棍球」教材套。
林校長補充，在過程中學校十分重視家長的參
與，老師會主動邀請家長陪同上課，與孩子一起完成
動作。課堂外，老師亦會指導家長學習一些拉筋動
作，讓他們在家中協助子女完成，延續學校的訓練。
家校互相配合，達事半功倍之效。過去數年，除了本
地各類比賽外，不少學生遠赴北京、上海甚至海外參
加賽事。學生出外比賽後，教師和家長皆目睹他們有
很大的轉變。
有見感官訓練對
智障學童十分重要，
學校自資興建了感知
肌能室外訓練場。

家教會主席鄧胡美玲女士說：「初時兒子在輕度
智障學校就讀，被校方以他不專心為由勸喻離校，後
來找到這間學校。初時不抱期望，但事實勝於雄辯，
兒子由以往不喜歡跑步，現在已變得喜歡，放學後、
假期時、看見球場亦想跑，跑步使他快樂，這是陪他
一生的滿足感。」她感謝老師發掘兒子跑步的潛能，
使其重拾自信。

特殊學校人手編制具改善空間

運動對智障生的成長尤為重
要，圖為改良式平衡測試。

特殊學校教師日常面對不
同障礙的學生，工作量相當繁
重，加上現時資源及人手編制仍
有欠理想的地方，而日益複雜的
學生教育需要，更為學校增添不
少壓力。林校長表示，輕度智障
學校的班額由20早已減至15，但
中度及嚴重智障學校則多年維持
不變，極待改善。此外，編制內
的專職人士亦不足夠，而以津貼
聘請相關人員欠穩定性，難以吸
引人才。林校董說，只有嚴重智
障學校才能在編制上配備職業和
物理治療師，但其實職業治療師

在感知肌能與感覺統合的訓練對智障學童很有幫助，
學校唯有自資聘請。惜受資源所限，只能跟進部分個
案，未能照顧全校學生。
林校董亦指出，特殊學校也有正規課程，但其需
要往往備受忽略。她舉例說，現時教育局推行體育
大使計劃，學校可聘請退役精英運動員，可惜沒有惠
及特殊學校。資源不足下，學校只有申請坊間不同的
基金，但過程繁複，增添大量的行政工作，令教師甚
為吃力。她認為主流學生應有的待遇，特殊學生也應
有，甚至需要更多。
智障學童的學校生活不過十數載，畢業後人生路
漫長。智障人士離開學校系統後，未必立即可往成人
中心，而礙於智能，出路亦不多，大多只能在庇護工
場工作。鄧胡主席亦慨嘆，「兒子在學校生活得好，
那又如何？他總會畢業，而我總會年老力衰，難道把
兒子送往院舍終其一生？」
林校董認為，政府應加強對離校智障生的支援。
政府正就制訂智障人士體育政策進行諮詢，屆時她將
向當局表達意見。她亦希望志願機構組織義工，擔任
智障人士領跑員，鼓勵他們參與運動，讓其繼續在人
生路上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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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楊 教 室

教聯會「『素』不盡的心意」得獎食譜

長壽卷
材料
腐皮
木耳
粉絲
紅蘿蔔

鹽
粟粉
麻油

1塊
30克
10克
20克

黃椒
蒜蓉
韮菜花

做法
1. 木耳浸軟，出水，切絲。
2. 紅蘿蔔洗淨，去皮、切絲。
3. 黃椒洗淨，切絲。
4. 粉絲浸軟，剪碎。
5. 燒熱油，用蒜蓉起鑊，炒木耳、
紅蘿蔔絲、黃椒絲、粉絲，盛起
待涼。
6. 腐 皮用濕布抹淨，裁剪8塊長方
形。
7. 把少許餡料放在腐皮上，捲成春
卷狀，於封口塗上少許生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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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五道
菜，很適合天氣冷的時候吃！

清蒸糯米飯（2至3人份量）

10克
5克
16條

調味料
糖
蠔油
上湯

星期二

方法
1. 浸糯米4小時（水過面，每小時加一碗水，攪拌一
下，這使糯米有足夠水份浸透）。

8. 燒 熱油，把腐皮卷煎香，加少
許上湯，加入芡汁，熄火，上
碟。
9. 拌上韮菜花，即可進食。

2. 將瘦臘腸、蝦米和臘肉切幼粒，起白鑊炒熟。葱
切粒。

菜式介紹
此菜式把所有材料切成長幼
絲，寓意父母親年年益壽，多福多
壽。營養師認為，五色飲食能帶出
均衡飲食的原則，當然除蔬果外亦
需要包含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奶
類和適量脂肪，只要能進食各種各
類的食物，便可以吸收不同的營
養，供應身體的需要，不同顏色食
物有不同的功效，長壽卷正正包含
了五種顏色。
（特殊學校組季軍：東華三院徐展堂學校）

3. 將大碟或糕盆掃油。

材料
糯米
瘦臘腸
臘肉
蝦米
鹹脆花生
葱

一斤
2至3條
半條
半碗
半碗
一條

調味
甜豉油

適量

4. 將 糯米盛起滴乾水份，放入已掃油大碟或糕盆
內，蒸30分鐘。
5. 最 後5分鐘，加入臘味、葱粒和甜豉油攪勻，再
蒸５分鐘。
6. 灑上鹹脆花生，即成。
温馨提示
．蒸飯比生炒飯較健康；但糯米要浸透，最少3.5小時，舊米要4小時。
．可煎蛋餅再切成蛋絲灑面，增加營養和顏色。
．可用蒸魚豉油代替甜豉油。

民間偏方

多按此穴道 近視不見了 趕快收藏！
電話：（852）2963 5110

傳真：（852）2770 5442

最近在網絡上看見這一則貼文，看
來頗吸引，方法也安全，姑且節錄下來
跟大家分享：
在這個時代，大家都用電腦工作與
讀書，平時休閒也常用到智慧型手機，
不知不覺中，視力愈來愈差。所以近視
也就偷偷纏上了
不少人，眼鏡成
了許多人的「貼
身伴侶」！
後溪穴
要關顧好眼睛，可用大拇指和食指
同時按摩後溪穴（見附圖的紅點），每次
5分鐘，經常堅持。後溪穴是小腸經上的
一個穴，把手握拳，掌指關節後橫紋的
盡頭就是該穴。它通督脈、瀉心火、壯
陽氣、調頸椎、利眼目、正脊柱。

近視的原因是由於長期的伏案工作
而壓迫了督脈，抑制了陽氣發散，這
個後溪穴正好可以壯陽氣，陽氣補充足
了，眼睛便能發揮正常的舒張功能，近
視也就得以舒緩。由於手上的穴位比較
敏感，按摩
的時候力度
要合適，不
後溪穴
要過重而傷
及手上的皮
膚。
網絡的作者還跟大家分享一個小訣
竅，就是當我們伏案久了，或者用電腦
一段時間後，休息一下，將手解放出
來，讓雙手的後溪穴抵在桌沿或鍵盤
上，來回滾動，或揉一揉，每次3至5分
鐘，每小時刺激一次就足夠了。這樣的
小動作，不僅不耽誤工作，還能保護眼
睛、頸椎和腰椎，何樂而不為呢？
（以上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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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016年4月5日

Samsung Galaxy S7 /
Samsung Galaxy S7 Edge
顏色：金色
價格查詢請致電2963 5191
產品詳情請瀏覽www.jetsoedu.com

100%純天然紐西蘭麥蘆卡蜂蜜（500g）
TAKU麥蘆卡蜂蜜產自紐西蘭北島，產品含獨特非脫
氧性抗菌功能，UMF 愈高，代表其抗菌能力愈高。
．UMF 5+ 用作優質營養補充劑

會員價$250

．UMF 10+ 用作舒緩腸胃，口腔及喉嚨不適

會員價$470

Karche德國高潔蒸氣清洗機（SC1 Premium）
．利用高壓蒸氣溶解表面頑固污漬及進行深
層清潔，徹底消滅細菌
．無需使用清潔劑，無需過水
．適用於浴室、廚房及家具
價格查詢請致電2963 5191
訂購表及產品詳情請瀏覽www.jetsoedu.com

．UMF 15+ 含高效抗菌功能，有助提升免疫力及整
體健康 會員價$660

柏沛樂蘋果果膠（30包裝）
蘋果果膠從世界唯一產地的特殊
蘋果果皮與果肉萃取而來，可幫
助排走有害的銫-137（CS-137）。
優惠期至5月30日。每位會員限買
3套，售完即止。
$1350 /盒 會員價$1350 / 2盒

ALPHA 斯里蘭卡天然花茶
．不含咖啡因及人造色素
．每盒有15個金字塔形茶包
．4種味道供選擇：
1. 黃金菊（改善睡眠質素、安定心神、緩解焦慮）
2. 薄荷葉（減輕頭痛、鬆馳身心）
3. 草本茶（調理腸胃、對抗感冒）
4. 香橙花（提升免疫力、修護細胞組織）

會員價$38 / 瓶

Essential Food（200g）
來自英國的創新營養補充品，全
天然有機成份，含豐富的天然氨
基酸、維生素、蛋白質、碳水化
合物、礦物質、膳食纖維等。脂
肪含量低，味道天然。
$348 會員價$272

藍牙鍵盤（B003）
．285.3 x 133 x 18毫米
．78鍵
．藍牙3.0
$125 會員價$112

15.6" CityLite II Ultra
Backpack
$599 會員價$358
分拆式皮套藍牙鍵盤（G1302）
．適用於Android / Windows / IOS
．211 x 136 x 7.5毫米
．59鍵
．藍牙3.0
$210 會員價$178

無線簡報器（AMP17AP-51）
$299 會員價$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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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ck支撐腰椎坐墊（灰色）
根據人體力學的構造和設計，在使用者變換坐
姿時，通過坐墊的調整，使你時刻保持正確的
坐姿。
$680 會員價$500

Targus 15.6”City
Dynamic Backpack
$529 會員價$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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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