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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

教聯會為學校及同工提供招聘
及求職中介服務，如有興趣使用此
項服務，請掃瞄以下連結，進行網
上登記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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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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

招聘申請
電話：2770 3918
網址：www.hkfew.org.hk

求職申請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學校是讓學生健康快樂成長的地方，但在近幾年的社會氣氛
下，一切似乎都被扭曲了。中學校長蔡若蓮接受本報訪問時表
示：「由家課設計、考測安排，以至語言學習，都可能被政治標
籤。傳道、授業、解惑本是老師的天職，但現在連老師也常常
感到困惑，學校也被『逼埋牆角』」。面對「教育迷路、頂層雙
失」，蔡若蓮希望同工一起發聲，讓教育重回正軌。

頂層雙失 教育迷路
女校長不忿「學校被逼埋牆角」！
蔡若蓮出任校長接近3年，之前任職教育局
和私立學校。她形容自己是一個喜歡讀書的人，
努力學習先賢「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的觀念，並坦言自己「不做騷、不叫口號、
不吸睛」，但勝在處事「有溫度、有熱誠、真心
為教育好」。

同行先驅 點燃夢想
她說，環顧四周 ， 不 少 同 工 正 身 體 力 行 ，
以微小的力量做偉大的事。猶記得一年前，電影
「五個小孩的校長」全城熱播，一方面揭發了香
港教育的不公義，同時也表揚了教育工作者堅持
理想的高尚情操。她深受感動，因而與幼稚園同
行發起聯署，要求政府正視幼師待遇。結果在短
短兩個月內，得到逾7,300個簽名，成功迫使政府
為幼師設定$18,000的起薪點，鼓舞了她做實事的
決心。
其後，她得到社會熱心人士和教師同行的支
持，成立了香港教師夢想基金，鼓勵教師追尋理
想。基金在短時間內收到超過300個申請。這兩件

事，讓她感受到教師的群體充滿正能量，「只要
有人點燃，就有人傳遞，自己並不孤單」！

頂層雙失 教育迷路
遺憾的是，香港教育面對的種種問題，竟
然只能靠前線老師自求多福，不斷犧牲。造成如
此局面，她直指教育當局的最高決策者責無旁
貸，「現今教育主管竟是一位『堅離地』的『讀
書』人！對人口衝擊視若無睹、對幼師待遇不聞
不問、對過時的人手編制漠不關心。同工不同
酬，合約教師壯志消磨……」她質疑究竟是局長
無能為力，抑或是懵然無知？「好像日日在街市
講價，（今日）多給兩個位，（明日）又減一個，這
算甚麼遠見？」不過，她坦言不會放棄任何一個
人，只要局長繼續拿工資，她也會繼續要求他履
行責任。
這是一「失」—教育局局長失職；至於另
一「失」，直指教育界代表。
她說，議會的作用是監察政府，督促官員認

真履行職責，推動教育事務持續發展。「可惜四
年來，教師的專業地位是升了還是降了？教師的
工作環境是好了還是差了？教師受到社會的尊重
是多了還是少了？四年前爭取的，實現了多少？
見報多，曝光多，說的多，做成的又有幾多？空
喊口號，聲嘶力竭卻做不成實事，再四年，又會
怎樣？」她問道。

以信望愛 共建未來
蔡若蓮慨嘆教育已被政治化，例如TSA本
屬學校專業決定，但遇上區議會選舉，被炒作為
政治議題，有團體更乘勢逼學校就廢除TSA和罷
課表態，為老師平添壓力，「教育界已被逼埋牆
角」她說。
面對眼前景況，蔡若蓮不忍再沉默。從小
在基督教家庭長大的她，形容自己對教育有信、
有望、有愛，努力還原教育和社會的正常生態，
「帶著教育的信念、同行的託付，反映專業聲
音、爭取業界話語權、讓教師安心教學、還校園
寧靜」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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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爭取
同步公布暴雨警告及停課安排
〔本報訊〕天文台於5月10日上午7時35分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
號，教育局10分鐘後才宣布停課。教聯會發表聲明指教育局未有及
時宣布停課，令家長及學生在暴雨下折騰，要求教育局和天文台立
即檢討溝通機制。

鄧飛：停課安排因地制宜

教聯會主席鄧飛於5月12日在香港電台「左右紅藍綠」節目指
出，降雨量的測量屬科學範疇，不應任意干擾，但如何協調上課安
排，則需更人性化，要因地制宜，建議天文台把分區數據即時通
知教育局，教育局則設分區停課安排，以學生安全為原則來加以
理順。

蔡若蓮：宜同步發放資訊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5月11日在
NOW及DBC節目表示，天文台除按科學
數據發出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外，亦應考慮
各區實際情況；又建議日後教育局如知道
天氣即將惡化，應運用酌情權，自行宣布
停課，免致混亂。

吳克儉：停課安排隨暴雨警告同步發放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於5月14日表示，已跟天文台取得共識，日
後停課安排會隨暴雨警告信號同步發出，預計一個月內可推出新措
施。
問卷調查

問卷調查

8成學校擬聘合約教師 9成空缺僅1年約
〔本報訊〕教聯會調查發現，近8成
（79%）受訪學校計劃招聘合約教師，當中絕大
部份（90%）的合約期限為1年。每校平均聘請2
至3人，當中約9成的教席空缺合約期限僅得1
年。調查又發現業界對政府提出的「津貼換常
額」意見不一，教聯會認為，措施雖能幫助部
分合約教師進入編制，但終究治標不治本，促
請當局檢討現時人手及改善班師比例，以解決
教師編制問題。
教聯會於4月向全港學校發出問卷。216
所學校打算招聘教師，近7成表示將招聘2至
3位教師，大部分學校（79%）會以合約形式招
聘，僅47%提供常額教席。學校聘請教師時，
逾9成表示注重應徵者的教學熱誠，逾7成會
考慮學歷（73%）、教學經驗（72%）及教學理念
（70%）。

「津貼換常額」 反應兩極

就今年施政報告提出，學校可選擇將現行
的「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及「生涯規劃津貼」
轉為常額教席，業界意見不一，49%表示會將
津貼轉為常額教席，主要原因是希望挽留人
才；43%則不會，大多是憂慮措施會令學校失

逾9成幼師要求重設薪級表

〔本報訊〕幼師薪酬關注組調查
發現，逾9成幼師分別支持為幼稚園
每個職位釐訂薪酬幅度，以及將幼師
起薪設為$18,000；另51%反對按中位
數一筆過資助幼師薪酬。關注組期望
政府聆聽業界的聲音，盡快推出措施
改善幼師的薪酬待遇。
幼師薪酬關注組於1月進行網上
問卷調查，共收到近2,300名幼師的
回應。調查發現，幾乎所有幼師均期
望政府能夠按年資和學歷設立幼師薪

級表，「規定幼師轉校時，新校需計
算年資」（97%）及「訂明一定比例的
撥款用於幼師薪酬」（95%）亦分別有
超過9成半幼師支持。不少受訪者反
映，幼師資歷雖已提升，但薪酬不成
正比。
關注組召集人蔡若蓮建議政府
為聘用較多資深幼師的幼稚園提供更
多財政支援，將過渡期由兩年延至三
年；又期望當局設立幼師薪級表，並
解決幼師轉校年資不獲計算的問題。

關注小一學生人數再跌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
蓮在5月17日與小學校長約見教育
局副局長楊潤雄，要求及早應對數
年後小一學生人口下跌的危機，調
配資源，優化班級，以穩定教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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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減少對學校的衝擊。蔡若蓮又
要求當局全面檢討學校人手編制，
並加強扶助弱勢學校，以減少學校
之間的差異，鼓勵多元辦學，提升
教育質素。

教聯會副主席朱國強（左2）、黃錦良（左3）、蔡若蓮（左4）與小學校長晤楊
潤雄（中）。

左起：副主席陳美娟、蔡若蓮、副秘書
長馮劍騰。

去彈性，影響外購服務等；其餘8%則表示
未決定。

蔡若蓮：收生不足令增聘趨保守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表示，「津貼換
常額」的做法最多可提供約2,000個常額教
席，表面上是增加了教師編制，但仍不足以
吸納現有的合約教師。她指出，適齡學童人
數持續下跌，加上幼稚園「雙非截龍」將蔓
延至小學，未來可能出現收生不足及縮班的
危機，因此學校在增聘常額教師上變得相對
保守。

201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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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年度體壇盛事─
「教師體育節」又開鑼

香港教育界最大型年度體壇
盛事──教聯會「教師體育節」，已
經踏進第9屆！今年的參賽人數超越
1,500人次，在在反映了同工對這個
品牌活動的熱愛！

教育局局長吳克檢致辭時表示，自從提倡「一生一體藝」以來，體育
變得愈來愈重要，教師的指導和培育，對學生的體藝發展有重大影響，並
讚揚「教師體育節」能讓同工一展身手，為學生作良好示範。教聯會副主
席王惠成致辭祝願同工能夠享受體育活動的樂趣，擁有健康的生活。

賽事直擊─ 乒乓球決戰
袁景倫初賽遇險
連追5分殺入決賽 挑戰「9連冠」
今年體育節的其中一個焦點，落在乒乓球
選手袁景倫身上。袁Sir由第一屆開始，每年
都參與教師體育節，並連續八年稱霸乒乓球男
子單打賽事，因此賽前目光都集中在袁Sir能否
衛冕。
袁Sir初賽時一度遇險，其中一場與對手激
戰至決勝局，更曾落後至 7：10，只差一分便
要提早離場。幸而袁Sir咬緊牙關，一口氣連追

袁景倫

5分反勝並殺入決賽，惟最終不敵另一高手曾浩
文。他賽後表示，近年教師體育節的水平愈來
愈高，每次均有新臉孔出現，比賽一年比一年
難打。
袁Sir讚揚各選手發揮出色，更指比賽時必
須高度集中，同時要觀察對手動靜，以應付接
發球。雖然挑戰「9連冠」失敗，但他並沒有氣
餒，袁Sir對勝負的處之泰然與其沉穩打法如出
一轍，「與其說這是比賽，倒不如說是舊朋友
聚會，不少對陣過的朋友都聚首一堂，好不熱
鬧。」袁Sir又指當他全神貫注之時，自然會心
無雜念，這反而使比賽變得沒有壓力。

VS

曾浩文以攻代守 侵略性進擊 趕絕對手
相對於袁Sir的沉穩，新任冠軍曾浩文可謂十分進
取。曾Sir比賽時不斷進擊，實行「以攻代守」，打法極
具侵略性，最終於決勝局絕殺對手，奪得冠軍。曾Sir今
年已是第4次參加教師體育節，早年亦曾與袁Sir在決賽中
對陣，惟當時經驗不足，屈居亞軍。比賽時雖然殺氣騰
騰，但場外兩人其實是相識多年的好友。曾Sir表示以前
曾於不同球會或比賽中與袁Sir對陣，當日比賽亦有留意
他的表現，故此熟悉對方打法，決賽時自有相應策略。
最後兩人均異口同聲表示，來年定必繼續參加教師
體育節。小記作為場邊觀戰者，實行翹首以待！

曾浩文
本報記者

麥家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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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Rosina

星期一

Yam

拍攝地點：美 國聖地牙哥海
岸大道公園
簡介：在 美 國 聖 地 牙 哥 海
岸，看到的不只無際
的天空，還有蔚藍的
海浪，還不時看見海
鷗自由自在地翱翔。

攝影師：尹作英老師
拍攝地點：澳洲大洋路坎貝爾港國家公園
簡介：澳 洲其中一個最著名的自然景觀，因長期海蝕而形
成，石灰石柱的氣勢宏偉，海浪拍岸形成不同顏色的
多層次圖畫，又一鬼斧神工（圖為十二門徒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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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人專訪系列之七

最深刻的改革—訪羅范椒芬
撰文：「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物」選舉委員會
羅范椒芬曾先後出任教育統籌局
局長（2000年）及教育統籌局常任秘書長
（2002年至2006年），並在掌管教育部門期
間全力推行教改，積極推動母語教學、促
成教育局署合併、優化直接資助計劃、在
小學設立課程統籌主任和推動校本條例等
政策。除了教統局，羅太過去幾十年公務
員生涯中，曾分別服務於公務員事務局、
房屋署及運輸署等，期間參與了不少改
革，她笑言：「我真是有條改革命。」
回看教改
教改可謂香港教育過去40年最大的
變革，其範圍之廣，時間跨度之大都無任
何教育政策能出其右。身為教改的其中一
位牽頭人，羅太坦然這是最深刻及最令人
難忘的改革。「因為教改是由理念去引領
討論，其範圍廣、時間跨度長及公眾參與
性高。當時那種齊心協力，目標一致的精
神，是我在整個公務員生涯中感受最深及
最難忘的。」她透露當時全部人放工才
開會，身體雖然疲累，但那種衝勁及團結
性叫她畢生難忘。「當時不單有理念及政
策，還有很清晰的路線圖及時間表。我們
做過三次公開諮詢，邀請了不同界別的人
加入討論，那種模式是前所未有，讓人難
以忘懷的。」她續說：「2000年交給時任

特首的報告書，無人反對，那是香港教育
的願景。」
事與願遺之因
不少改革似乎都會面對異化的問
題，對此，羅太稍顯激動，字字鏗鏘：
「異化源於大家對相關理念不清晰及『僭
建』。」她以TSA為例說明：「TSA原意
是檢測學生的基本能力，但最後題目是
否脫離了『基本』呢？當中又是否有僭
建而令其異化呢？所以我認為不是要全
面取消，而是要正本清源，找出異化的
原因。」她反問：「你們有看過TSA報告
嗎？那是一份清晰及全面的報告，它細緻
地列出全港學生對錯的情況，不但有助分
析出錯的原因，更可讓學校根據相關資料
去調整教學策略。」她補充：「很多時異
化都是因為忘記了初衷。」教改的理念是
好的，只是行之日久，當前的執行者難免
偏離初衷。
自我反省
我們都期望改革能帶來進步，惜15
年過去，坊間對教改仍貶過於褒。對此，
羅太回應：「我也有自我反思。」她指出
三個當時做得不完善的地方：第一，當時
沒有做教育場景的全面調查。「教改有很

好的願景，但因為沒有掌握當時的教育生
態，以致部分內容陳義過高，有很多『短
板』未補齊就推出，令社會反應激烈。」
第二，參與出謀獻策者集中在業界上層，
覆蓋面不夠廣泛。「當時委員會的成員都
是很好的校長及老師，他們的能力高，接
受程度亦高，所以過程順利。但所有政策
都是由精英起草，變相忽略了其他階層的
意見。」她慨歎，「應該要加入更多不同
的持分者參與。」最後，亦是最重要的一
點：「家長教育確實是做得不好。家校合
作對教育有重大影響，而每個家長對教育
的要求也不同，而且有很多家長都為口奔
馳，實在難以深入接觸，了解他們每一個
的想法。」談及此，她稍顯無奈：「就算
狄志遠做了這麼多年家校教育，仍然難以
接觸及了解每位家長。」
科技與教育
近年創科局及港科院相繼成立，港
府亦大力推行STEM教育，科技結合教育
已成主流。現為香港科技園公司董事局主
席的羅太對此有何看法？「我希望能以科
技提升教學效能，或以創新去改善香港
現有的問題。」現時很多老師都反映對
STEM無從下手，是否有建議改善？「很
簡單，讓有心有力有意的學校去申請優

質教育基金，辦一
些工作坊給相關老
師，或是在學校裡
裝設相關配套，可能是配備一個房間，讓
有意學習的老師及學生親自去學。」她強
調，要成功必定要「動手做」：「科學園
都有很多工作坊免費提供給學生，讓他們
親自動手去做，去嘗試。」這是「體驗式
學習」——只有親身體驗才能深入了解相
關的概念和知識，也可補自己的不足。
後記
「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教育人
物」專訪系列來到尾聲，過去數期，
我們以「回顧過去，展望將來」的主
題訪問了幾位當選人，藉著他們自身
的經歷闡釋了香港教育過去40年的發
展，當中的高山低谷，如人飲水，冷
暖自知。可幸，每一位受訪者都對香
港教育的未來持正面態度，羅范椒芬
亦如是。她表示，香港仍有不少優
勢，若能加以利用定能更大步地向前
行。具體應如何實踐？「由現時開始
放下分歧、多收集民間智慧、多與社
會分享政府的難處及提高公眾的參與
度。」她再次確定：「未來要從這個
方向走。」

201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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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 軍領隊 ─ 王業恒
王業恒，香港嘉諾撒
學校體育科主任兼女子籃球
隊教練，剛於上月初（5月8
日）帶領學校代表港島東出
戰全港小學區際籃球比賽，
並在決賽以46：25的壓倒性
比數擊敗對手，連續六年奪
得全港冠軍，創下61場連勝
紀錄。

本報記者 麥家羲

▲ 嘉諾撒學校在決賽以46：25
擊敗對手，連續六年奪得全港冠軍。
嘉諾撒女子籃球隊8年前成立，及後在王Sir麾下
屢創佳績，問到比賽致勝的秘訣，王Sir坦言不外乎刻
苦訓練。除此之外，就是要將運動融入生活之中，因
此校園內設置了多個籃球架，讓同學在小息或午飯時
間都有機會練習。與此同時，王Sir更要求球員每星期
四天，在早會之前做30分鐘的簡單練習，全年無休，
以保持對籃球的反應與觸覺。

籃球「教育」

一般人對「籃球」的印象，都是一項男性化的運
動，坊間對「女子籃球」的認知很少，王Sir亦指教
授「男子籃球」與「女子籃球」的差異十分之大。首
先，女生在先天體格上不及男生，某些動作或體能方
面可能會力有不逮，但在訓練之中，男女的練習方法
也是一樣，故只好在對球員的要求，或是訓練量之上
相對調整。

比拼、壓力、推動力
學界比賽不單只是學生的比拼，更是學校與學
校、家長與家長之間的較量。運動雖然可以減壓，但
當變成了競技，勝負之間便會產生巨大壓力。球員代
表學校出戰，背負著各方期望，箇中壓力可想而知。

另一個差異是心理質素，男生喜歡挑戰自己，對
教練的指示亦會盡力完成。然而，在同年紀的女生之
中，她們的情緒會比較波動，偶爾還會有一些莫名奇
妙、難以理解的舉動，這時身為教練就要小心處理。

王Sir補充，執教「女子籃球」除了傳授技術，還需要
小心照顧球員的心理狀況，適當時候更要個別傾談，
了解她們的想法，實行做到「剛柔並重」。

增體藝，回歸「全日制」原意
若問最受學生歡迎的科目，相信非體育課莫屬，
原因很簡單，就是小朋友都愛「玩」。但令人無奈的
是，目前體育課節數佔課堂的比例極低，減去更換體
育服的時間，學生可以「玩」的機會就更少。
「男子籃球」與
「女子籃球」的差異十
分之大。

女子籃球 剛柔並濟

學界比賽不單只是
學生的比拼，更是學校
與學校、家長與家長之
間的較量。

問到比賽致勝的秘
訣 ， 王 Sir
坦言不外乎刻
苦訓練。

嘉諾撒女籃能在學界稱霸，與校內盛行體育的風
氣有莫大關係。校方重視多元發展，由小一至小六，
每級都有籃球隊，加上同學本身著重學業，爭勝心十
分之強，運動水準自然能提升，校內不少籃球尖子都
能代表港隊出埠比賽，為港增光。王Sir強調，學生
在小學階段應多接觸運動，因此盡可能提供機會予學
生，不論是課前的簡單練習，或是課後的正式訓練。

王Sir表示，處理壓力的第一步是要學懂分配時
間。愈接近比賽，訓練節數便愈多，學生要同時兼顧
課業和練習，必先要規劃好時間表，若能處理得宜，
應對壓力自然事半功倍。另一方面，我們要懂得將壓
力轉化為「推動力」，運動過程中，總有獲得成功感
的時候，簡單如完成某動作，困難如在比賽中得分等
等，都會令人興奮無比，「如能將壓力轉化為追求成
功的『推動力』，一切困難便能迎刃而解。」

教育局在多年前推行小學全日制，原意是希望學
生能在校內完成功課，下午亦可以進行多元化活動，
但可惜多年來都被扭曲。近年有學校開始回歸「全日
制」的原意，將學術科目都放在上午完成，午飯之後
就讓學生做功課或進行體藝活動，王Sir對此十分贊
同，並希望能增加學生做運動的時間。
其實，很多學校都投放不少資源在體育設備上，
如未能善用，資源就變相浪費。午飯之後，學生一般
難以集中精神，倒不如到操場運動一下。老師不用上
課，壓力亦變相減少，此舉對大家都有好處，何樂而
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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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於5月23日舉行粵港姊妹學
校分享會，主題為「透過姊妹學校交流探索兩地
學習多樣性」，由三對姊妹學校分享結盟心得，
吸引了超過200位來自本地及內地學校的代表參
加。
首先分享的是筲箕灣東官立中學與中山市華
僑中學。華僑中學有超過8,000名學生，內地高考
成績彪炳。筲箕灣東官立中學教師均表示對其校
舍之大感到十分驚訝，多姿多彩的課外活動亦令
師生眼界大開。

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與深圳市
明德外語實驗學校代表都表示，透過分享教學經
驗、課程設計等，促進了兩地的學術交流，同時
讓學生了解不同文化，增廣見聞。
龍翔官立中學老師說每次交流都有新驚喜，
學生亦表示獲益良多，他們更在辯論比賽當中，
與內地學生建立了深厚友誼，希望下次交流的時
間更長，而南村中學代表亦讚揚締結計劃令師生
了解到兩地的學習情況。
   分享會又安排了嘉賓分享
環節，由香港大學教育領導研究
中心專業顧問梁兆強以網絡「一
課兩講」為題，分享多年來的研
究經驗。他表示兩地學校可建
立更緊密的聯繫，並進行長期交
流，實行互相學習，使雙方共同
進步。

關注城大塌天花

恭賀教院正名大學

〔本報訊〕就城市大學運動中心於
5月20日下午發生的天台倒塌事件，教聯
會期望傷者早日康復，並對事件表示關
注，希望城大管理層查明真相，以釋疑
慮；並促請教育局加緊檢視全港舊式校
舍，保障師生安全。

〔本報訊〕教聯會對香港教育學院於5月19日獲立
法會三讀通過正名大學感到高興，並向該校師生致以衷
心祝賀。教聯會表示，教院致力培訓香港的教育人才，
是次正名，充份肯定了該校整個教育專業團隊多年來的
努力，本會期盼教院在正名之後，繼續秉持使命，為香
港培育更多優秀教師，為社會作出更大貢獻。

263名教師子女獲頒獎學金

范徐麗泰以過來
人的身份勸勉教師要
以平常心及寬容的態
度與子女相處。

「粵港姊妹學校締結計劃」分享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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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教聯會於5月15日舉行了首屆「教師子女
獎學金」頒獎禮，當日共有263名教師子女獲獎。全國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香港廣播節目主持人麥潤壽、教聯會會
長黃均瑜、副主席蔡若蓮及王惠成亦有出席，並擔任頒獎
嘉賓。
范徐麗泰致辭說，教師課務繁忙，許多時間和心機都
投放在學生身上，難免會忽略了自己的孩子。她以過來人
的身份勸勉各位教師家長，要以平常心及寬容的態度與子
女相處，並要經常保持「笑臉」。
王惠成表示，獎學金的用意是希望教師多關注自己的
子女，並欣賞他們的才華，又提到不少教師都會帶學生出
外交流，更會包辦行程安排，故希望教師也能為自己的子
女度身訂造「香港一天遊」，一同享受家庭樂。
教聯會去年底成立「教師子女獎學金」，讓教師提
名子女，以肯定和表揚他們在學業或課外活動的表現。家
長須為子女撰寫推薦信，子女則要以「我眼中的爸媽」為
題，撰寫文章或繪畫畫作。獎學金設有六個組別，由幼稚
園至中六生不等，得獎者每人可獲$3,000獎學金。

201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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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楊 教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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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道
菜，宴客、做節或當作家常餸菜皆宜！

白鹵水薰蹄

民間偏方

超珍貴！祖傳黃金排毒法！
在網路上流傳以下多則
排毒秘方，節錄下來供大家
參考：

心臟排毒最強時間是上
午11時至中午1時，在這個時
間多喝蓮子芯茶效果更好。

1. 肝臟排毒
指甲表面有凸起的棱線
或是向下凹陷，提示肝要排
毒了。

3. 大腸排毒
大腸經的活動時間為早
上5點至7點，清晨起床後至
少要喝200毫升水，多活動
活動，能起到清刷胃腸的作
用。

肝臟排毒食品首推枸杞
子，最宜咀嚼，每天一小
把。此外，吃青色食物可通
達肝氣，起疏肝解鬱之用。
肝臟最強排毒時間為晚
上11時至凌晨1時，這時你應
該熟睡了，千萬不要熬夜！
2. 心臟排毒
舌頭潰瘍、額頭長痘、
失眠、胸悶等，均提示心臟
要排毒了。
心臟排毒食品首推蓮子
芯，用蓮子芯泡茶，加些竹
葉或生甘草可增強功效。

4. 肺部排毒
當皮膚呈鏽色、晦暗
時，則提示肺部要排毒了。
肺部排毒推薦百合湯（別
煮時間過久），此外亦可多吃
黑木耳。
肺臟排毒最強時間是早
上7時至9時，此時可在空氣
清新的地方練習深呼吸，並
將痰液咳出。
5. 腎臟排毒
面部或者身體水腫、下
頜長痘、疲倦感增加，則提

示腎臟要排毒了。
早晨喝一杯溫開
水，此外還要多吃
黃瓜、櫻桃、冬
瓜、山藥等蔬果，
有助腎臟排毒。

材料
急凍/新鮮豬手（上臂） 	
清水
錫紙
冰塊
凍熟水

一隻
3公升/12飯碗
（A4）2張
20粒
1公升/4飯碗

蘸汁
米醋
糖
熱水
蒜頭
指天椒

3湯匙
1茶匙
1湯匙
2至3粒切成蓉
（切絲）半隻

白鹵水料
八角
花椒
香葉
陳皮
蒜頭
薑
鹽

腎臟最強排毒的時間是
下午5時至7時，在這個時間
可多喝水，平時不要憋尿。
6. 脾臟排毒
虛胖、面部長色斑、白
帶過多、唇周長痘或潰瘍，
則提示脾臟要排毒了。
吃酸有助脾臟排毒，亦
可增強腸胃的消化功能，使
食物中的毒素在最短的時間
內排出體外。

3粒
2茶匙
2片
1片
（原粒）1球
2片
2茶匙

温馨提示
．一次煮兩隻豬手節省柴火。
．浸冰水令豬皮爽口又降低温度，容易去骨。
．可用牙籤插入豬手頭、尾及中間位置，測試
解凍情況。
．最理想切片時間是解凍了8至9成，用陶瓷刀
切效果更好。
．可買坊間的包裝海蜇與薰蹄上枱，用凍滾水
清洗海蜇，去除蘇打味。
．薰蹄是一道宴客或做節的佳餚，既清淡又可
預先準備，如不吃辣，蘸汁可除去指天椒。

消閒好去處
綠野仙蹤

由日本飛行船劇團主演，演員透過精緻面具與華麗服裝化身成故事
主角，配合鮮艷奪目的佈景、連場動聽悅目的歌舞和奇妙的舞台機關，
把「綠野仙蹤」不可思議的魔法世界活現眼前。7月8日（五）至10日（日）
於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演出。

莎士比亞故事系列：羅密歐與茱麗葉

中國香港青年交響樂團演奏《羅密歐與茱麗葉幻想序曲》及普羅科
菲耶夫《羅密歐與茱麗葉芭蕾舞組曲》選段，伴有故事敍述、芭蕾舞表
演及幻燈片播放。7月16日（六）於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演出。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
歡迎查詢

脾臟最強排毒時間是餐
後，飯後走一走，可以幫助
脾胃消化。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療治療）

方法
1.  將 豬手解凍，洗淨，去毛，飛
水。
2. 將 白鹵水料加入清水中，然後
放入豬手煮至大滾後，慢火煮1
小時45分至兩小時（視乎豬手的
體積）。
3. 將冰塊放入凍熟水內（可用湯鍋
盛載），把豬手浸入冰水中3至5
分鐘後，盛起，抹乾水份。
4. 備 錫紙，將豬手放在錫紙上，
然後去骨：在上臂處順時針扭
轉豬手的大骨，取出整條大
骨。
5. 用 錫紙包裹及捲實豬手，把錫
紙的頭尾扭實及收緊，重覆共
兩次。
6. 放在冰箱內急凍一晚（8小時）。
7. 上桌前4小時把豬手置於室温解
凍。
8. 備 蘸 汁 ， 把 豬 手 切 成 2 m m 薄
片，凍食。

《教聯報》廣告專綫

電話：（852）2963 5110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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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膚用品

暑假旅行團
青島、濟南、泰安、濰坊5天直航團

「一帶一路」哈爾濱、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8天考察團

出發日期：7月29日（星期五）

出發日期：8月7日（星期日）

會員價$5,230 / 非會員價$5,330 /
小童$4,730（11歲以下不佔床）

會員價$7,680 / 非會員價$7,880 /
小童$6,580（11歲以下不佔床）

天數
1

行程
香港 （KA950）→青島→風箏之城（濰坊）→楊家埠民俗大觀園
酒店早餐→泰安→泰山（包上、下山索道、門票及環保車）→南
2
天門→中天門→玉皇頂→天街→科技珍珠館→寶樹堂→泰安
酒店早餐→夭地廣場→禦貢緣木魚石→濟南→大明湖新區→黑
3
虎泉→芙蓉老街→春秋齊國國都淄博→東周殉馬館→濰坊
酒店早餐→青島→08奧帆比賽中心及火炬台→八大關風景區→
4
劈柴院風情街→濱海觀光木棧道→小魚山公園→青島啤酒街
酒店早餐→青島地標→棧橋公園→回瀾閣→海產店→外觀天主
5
教堂→青島 （KA951）→香港
承辦旅行社：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查詢電話：2963 5191羅小姐 / 2963 5195郭先生

天數 行程
香港（ZH9464）→（經停煙台）
1
→抵達哈爾濱
2
哈爾濱啤酒博物館→伊春市
3
參觀伊春合資傢俱廠→嘉蔭「恐龍地質博物館」
4
嘉蔭→茅蘭溝風景區→黑河
乘船往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小城鎮→列寧廣場、勝利廣
5
場、阿莫爾博物館、新區、百貨商店自由購物
6
布市→黑河→中俄民俗風情園→晚餐後乘火車硬臥返哈爾濱
聖索菲亞教堂廣場→防洪紀念塔→老道外→松花江→中央大街
7
→哈爾濱商業步行街
8
哈爾濱（ZH9463）→（經停煙台）→香港
承辦旅行社：中國國旅（香港）旅行社有限公司，牌照號碼：351930
報名查詢：2963 5190楊小姐 / 2963 5195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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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預防眼角和臉部皺紋
$189 會員價$92

Cheri精緻護手霜
玫瑰超強鎖水精華
‧滋潤皮膚、減少敏感
膠原蛋白超強保濕精華
‧補充肌膚膠原蛋白，可修復及保濕
麥盧卡蜂蜜高效滋養
‧含蜂蜜、維生素E和乳木果油，可修護及滋潤
雙手
$136 會員價$82

多用途純椰子油護膚膏（100g）

旅遊用品

‧英國原裝入口，純淨天然無氣味
‧椰子胚乳提煉而成，滋潤肌膚

租用Pocket Wi-Fi

近視人士太陽眼鏡

旅遊保險七折優惠（單次）

租用爽Wi-Fi（Pocket WiFi）

$148 會員價$62

英國經典玫瑰花水（150ml）

‧會員租金折扣優惠

‧防UV400偏光鏡片
‧可與原有眼鏡同時佩戴
‧物料輕巧，不易變形

查詢：2963 5184蔡榮輝先生

‧租金7折
（需出示有效會員證）

$189 會員價$98

會員價$180

全球首款4G零漫遊
WIFI-GlocalMe G2

29吋Hello Kitty
旅行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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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草油（150ml）
Eminent 29吋玫瑰
紅旅行箱（5.2kg）

Eminent victory25吋深藍色（3.3kg）/
29吋幻彩藍旅行箱（4.3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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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草萬用膏（50g）

‧一年保養
‧覆蓋超過100+國家
‧免SIM、免租還

$2,995 會員價$490
‧限量10個，售完即止

$1,599 會員價$1,388

$2,195 會員價$390

（送$510全球流動數據
2GB）

康健鼻鼾敵鼻鼾噴霧
（75ml）

會員價$220

香港迪士尼門券

‧PP材質，每箱有專屬編號
‧TSA海關鎖、360度滾輪
‧內附網狀隔板、X型束衣帶
‧幻彩系列每箱顏色各異
$2,195 會員價$450（25吋）
$2,195 會員價$550（29吋）

香港海洋公園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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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員價（成人）$486
     
（小童）$345

會員價（成人）$333
     
（小童）$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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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PAWPAW
番木瓜萬用霜 / 強效護唇膏
‧能消炎抗菌，滋潤肌膚
‧能 舒緩小傷口、蚊蟲叮咬、燙傷及
太陽灼傷
‧有助改善濕疹及感染
‧澳洲原裝進口商品
萬用霜（25g）
$82 會員價$49

護唇膏（10g）
$73 會員價$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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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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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