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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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770 3918
網址：www.hkfew.org.hk

傳真：2770 5442
電郵：hkfew@hkfew.org.hk

產品眾多，
未能盡錄。
數量有限，
售完即止。

日
期：2017年1月20日（五）至21日（六）
時
間：上午11時至下午7時
地
點：教
 聯會會所（九龍旺角道33號凱途發展大廈17樓/港鐵旺角站A2出口）
查詢請電：2963 5195 郭志樂先生
意大利卡華天拿玫瑰汽泡酒/
蜜絲卡汽泡酒/普羅塞克汽泡酒
$160/支

手工剪紙
$3-6/張

參展商：香港紅酒協會

桌遊產品
有機藍龍舌蜜
$45/支

有機藜麥
$45/包
包括：璀璨寶石、籤籤入扣、法
老密碼、嗒寶、估估劃劃等，均
以原價8折發售。
以下產品限售18盒：
水果擒拿手 $130 $65
對對樂 $100 $50
小王子：給我一個星球 $199  $99
購買任何產品滿$250（折扣後）
，
即可免費換領年獸一盒（價值$70）。

參展商：栢龍玩具有限公司

有機白色奇亞籽
$50/包

內有4款不同湯包

$100

煮格調五指毛桃活絡湯、醉雞窩湯湯底、淮杞
花膠湯包、花膠雲芝湯包、五茸補健湯包

$25起

精選花菇150g
$45

特級魚肚200g
$60

優牌川貝50g
$55

其他產品包括豆皮
段、特級雲耳、香
脆魚皮等。

胎菊皇、法國玫瑰、
洛神花、玫瑰綠茶
$78-88

購物滿$50或以上可享9折優惠（清洗機除外）
，
訂購Karcher德國高潔蒸氣清洗機可減$100。

參展商：集成購物會

墨西哥洛神花
$30/包

安眠靜 心禮 盒、
美肌 潤膚禮 盒、
舒壓解鬱禮盒、
消脂纖體禮盒
$226-284

花飲系列

Karcher德國高潔蒸氣
清洗機（型號SC1）
$1,280

法國布爾丘區奴瓦克酒莊2010
＄240/支，買1送1
購物滿$300送意大利汽酒乙支

禮盒系列

煮格調湯包

功能茶系列
蕎麥茶、黑烏龍、
台灣牛蒡、極品杜
仲芽
$80-$138
購買任何兩件或以上9折，滿$500送花茶
杯、$600送水晶杯、$800送花茶壺，數量
有限，送完即止。

參展商：真美樂源有限公司

ORGANIC MORFIL有機乾紅葡萄酒13%/13.5%
$25/支（每天限量50支，售完即止，每人限售一支）
參展商：正品企業有限公司

Gaya熱敷包（眼部舒緩/ 巴西高原有機蜂蜜/喜馬拉雅有機蜂蜜/讚比西平原 GREEN PARADISE各款香皂
有機蜂蜜/巴爾幹黑蝗蟲有機蜂蜜/英國森林蜂蜜 （意大利製）
腰背護理/肩頸舒緩）
$69
$88
$144-$288
IQ巧克力（咖啡/原豆/BeautiQ/YogiQ）
$45

Blackmores魚油丸
$150

精美文具
產品包括
原子筆（按
動式、拔
蓋式）、啫
喱筆、HB木鉛筆、雙
頭記號筆、螢光筆、迷
你鉛筆刨、剪刀、萬字
夾、告示貼等。

RAWR有機巧克力棒（香草/黑巧克力/薄荷）
$55

其他產品包括馬來西亞有機靈芝片、黑木耳、HEMP澳洲有機大麻籽及冷壓初榨大麻籽油等。
購物買滿$200送馬來西亞醬料1樽，滿$350送馬來西亞醬料1樽和野生峰蜜1支。多買多送，送完即止。

幼兒牙膏、成長小童牙 潔齒啫喱軟膏
膏（黑加侖子味/青蘋 （含木糖醇）
果味/薄荷味/草莓味）   $65
$75

艾斯貝兒天
然生薑洗髮
露 480ml
$76

兩儀軒三寶川貝陳
皮末/三蛇膽川貝
末/三蛇膽陳皮末
$6.5

Aromatica大馬士革玫瑰啫喱/
天然蘆薈水份啫喱/天然蘆薈水
份乳液/茶樹油53暗瘡急救組合
$160-$170

購物滿$100或以上，即可享有全單9折優惠。產品以禮盒裝、福袋形式出售，並加上新年祝福，以及有揮春、利是封等送贈。

參展商：OZAKKA

AMS骨膠美
膚方/強骨素/
珍珠膠囊
$250-$370
參展商：港藥網

會員生日獻禮
會員於生日月份親臨教
聯會並出示有效會員證
和身份證明文件，即可
免費領取生日禮物，1
月的生日禮物為聖安娜
餅券（6件）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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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加強《基本法》教育 政府責無旁貸
近年，不少社會議題均牽涉《基本法》的理
解和認知，以至如何看《基本法》相關的權利和義
務。現時學生大多透過法律界權威人士的論述了
解，引用二手資料，再作為自己分析，存在學習上
的缺失。

異。早前有指教育局計劃在全港中學初中三年，
最少預留15小時教授學生《基本法》。通過是次修
訂，相信能讓學校藉此整合現時《基本法》的課時
和課程內容，令學生更有系統和全面地學好有關課
題。

回歸二十年來，《基本法》教育主要由民間推
動，透過舉辦填色比賽、電視廣告等，加強學生對
《基本法》的認知。然而，單靠民間的力量，已不
能回應現時社會對《基本法》的關注。政府必須承
擔責任，做好相關工作。

為配合措施，當局計劃推出「《基本法》規劃
及自我檢視工具」，學校須填寫《基本法》教育的
學習時數、教學資源及學習評估方法。筆者認為，
有關措施只適宜作為學校參考的工具，或按校本的
評估方式，自行檢視學生的《基本法》學習是否足
夠。倘若一刀切強制推行，只會徒添前線教師填表
的工作量，亦向學校施加無形的壓力，令人質疑是
監察學校的評估指標，恐招致業界反彈，得不償
失。

目前，不少學校都有教授《基本法》，包括
在綜合人文科、生活與社會等科目講解，或透過班
主任課或其他活動加入相關內容，只是時數各有差

2016會員大會
理事會順利換屆 黃錦良當選主席

副主席 蔡若蓮

要加強《基本法》教育，當局必須制定清晰
的目標和指引，全面檢視課程內容和質素，並加強
相關的資源及配套，以支援學校推動《基本法》教
育。事實上，教師平日工作繁忙，若要編寫《基本
法》教材會相當吃力。倘若當局能提供教材給老師
參考，再由老師根據專業判斷，在課堂上施教相關
課題，將會減輕教師備課的壓力。
《基本法》與「一國兩制」是香港獨有的特
色，理應讓學生全面及系統地學習。學生只有回到
《基本法》的原點，深入了解和認識相關條文及含
義，才能有紮實的基礎，進行獨立思考。寄望政府
能加強相關教育，並為學校提供足夠的支援，讓學
生全面認識中央和特區關係。

選委會選舉結果

會員大會由時任
  
會 長 黃 均 瑜（右 ）主 持 ， 主 席
鄧 飛（左 ）滙 報 會 務 報 告 、 副
主 席 兼 司 庫 黃 錦 良（左 ）滙 報
財 務 報 告 ； 名 譽 會 長 楊 耀 忠（右
）則主持理事會換屆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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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2016選舉委員會選舉中，教聯會派出了副
主席胡少偉、副主席黃錦良和顧問麥謝巧玲出選，又支持了
副主席蔡若蓮、副主席朱國強和名譽會長何景安參選，唯未
能成功取得議席；而副主席林翠玲、副秘書長林文輝和理事
洪連杉則透過區議會界別成功當選。本會衷心感謝所有支持
我們的同工，我們將繼續聆聽大家的聲音，並以專業的態
度，繼續為業界發聲。

2

1

〔本報訊〕教聯會第18屆理事會在一眾會
員的支持下，已於2016年12月17日的會員大會
上，順利誕生。新內閣由黃均瑜續任會長，黃
錦良擔任主席。

的，就是把孩子害了。因此，《基本法》的學
習和教育十分重要，不管中小學生將來從事甚
麼行業，認識自己的國家民族和憲法，也是最
基本的。

第18屆理事會共有57人，包括43男14女，
平均年齡為43.8歲。這是教聯會至今陣容最鼎
盛的理事會，其中5人來自大專界、27人來自中
學、13人來自小學、6人來自幼教界、2人來自
特殊學校，另外4位是教育機構的總監或主席。
他們都是教育界的菁英，樂意奉獻一己所長，
願意在紛紛擾擾的政治風雨之中，為教師、為
校園、為教育，謹守專業，發揚正氣。

他又說，認識「兩制」和「一國」很重
要，過往對國家的認識講得少，回歸後，香港
已不是客人，是主人，是認識「一國」的時
候。他在結語表示，如果孩子的眼光只有中
環，不看中國，就會變得太擁擠，如果放眼祖
國，就有無限的可能性。

新任主席黃錦良當選後表示會努力帶領教
聯會前進，讓會員人數繼續倍增。
〔又訊〕會員大會後，教聯會邀請了中聯
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以「《基本法》與香港教
育」為題，發表演說。他表示，現今資訊太多
太亂，難以控制學生學甚麼、不學甚麼。然
而，港獨是不可能的，如果說要達到這個目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王振民（右）作專題演講。

蔡若蓮：應從專業層面檢討TSA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
席蔡若蓮於2016年12月22日
接受港台節目《千禧年代》
訪問時談及小三TSA的安
排。她指出，TSA具實際作
用，即使將來容許選擇是否
參與，也應由學校決定學生
是否應考，而非由個別家長
自行決定。她促請當局全面檢討TSA整體推行的情況，並從
專業層面了解操練文化的根源，才能既治標又治本。

蔡若蓮：
回鄉卡持有人須承認中國人身份
〔本報訊〕青年事務委員會
委員蔡若蓮在2016年12月4日的
城市論壇上表示，年輕人應以開
闊的心胸和視野，多到內地考察
交流，透過親身接觸，加深對國
家的認識。她指出，回鄉卡的意
義，是持卡者承認自己回鄉，並
且是以中國人的身份回去。

2017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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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資助不足 免費幼教恐形同虛設
〔本報訊〕幼師薪酬關注組調查發現，8成半幼稚園
指免費幼教的資助額不足以應付學校的基本營運開支，
特別是規模較小、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建議當局
調高資助額，並重設薪級表，以肯定資深幼師的付出。

左起：林翠玲、蔡若蓮、
麥謝巧玲。

免費幼稚園教育將於2017/18學年推行。在免費幼教
下，每名半日制學生的資助金額為33,190元，全日及長全
日制分別為43,150元及53,100元。為了解免費幼教對幼稚

園營運情況的影響，幼師薪酬關注組於2016年11月中進
行問卷調查，兩周內收到260個回應。
調查發現，78%受訪幼稚園認為新政策資助不足，
未來3年會申請收取或調整學費。關注組召集人蔡若蓮表
示，新政策將按學生人數撥款，學校一旦收生不足，資
源便會減少，加上租金及營運成本上漲等因素，預料將
有更多幼稚園申請收費，免費幼教恐形同虛設。
免費幼教提出的幼師薪酬中位數預計為2.5萬元。但
調查顯示，45%受訪幼園指薪酬達到中位數的幼師，佔
全校40%以上。關注組預料在新政策下，幼稚園或被迫
裁減資深老師。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校長林翠玲建議政府為聘用較
多資深幼師的學校提供更多財政支援，將「安全網」由
兩年延至三年，長遠實報實銷，並重設薪級表，按年資
及學歷計算薪酬，逐步與中小學教師看齊。

歡迎增加保姆車座位  

〔本報訊〕政府建議將小巴座位由現時16座增至不多於19座，
當中包括接載學童的學校私家小巴（俗稱「保姆車」）。教聯會對此
表示歡迎，相信有關措施能降低校巴公司的營運成本，增加經營意
欲；長遠則建議簡化現時學校招標及採購程序、提供誘因提高業界
營運意欲，以及向學校提供全面的校巴服務資訊，以便學校聯絡合
適的校巴公司承辦有關服務。

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學研究組到訪

蔡若蓮：教改削弱家國情懷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2016
年11月29日出席Now《時事全方位》節目，
談年輕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問題。她表示，
教改之後，強調人的競爭力，着重能力的培
養，課程的文化元素比以前薄弱，歷史和文
學淪為夕陽學科，以致學生對國家歷史認識
不足，未能以關心的情懷看待國家事物。
對於香港未來的前途，她認為必須在
《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基礎上展開討
論，老師有責任教導學生分辨如港獨等具爭
議性議題的對與
錯。她強調，不
希望有任何政治
宣揚和行動進入
校園，影響學生
學習。

黎廣業、周錦鋒、李君亮、
霍展熙4×100再奪冠  

〔本報訊〕教聯會於2016年12月中應香港教師會的邀
請，派出4位老師（右圖左起）黎廣業、周錦鋒、李君亮及
霍展熙組隊參加「香港教育團體4×100米接力邀請賽」，
並勇奪冠軍！4位老師曾於去年同一比賽項目中奪取冠軍，
今年再度為本會爭光，令人鼓舞！
問卷調查

9成小學教師指全日制原意被扭曲 教聯會促全面檢討
〔本報訊〕過去10年，小學由半日制過
渡至全日制，教師的課時和工作量與日俱
增，更衍生午膳安排等問題。教聯會調查顯
示，超過9成被訪學校認為小學全日制的原
意已被扭曲，促請立即全面檢討。

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蔡若蓮和朱國強與澳門中華教育會教育科
研組成員合照。

〔本報訊〕為了促進港澳兩
地教育交流，澳門中華教育會
教育科學研究組於2016年11月
26日組團到訪教聯會，並以「教
師的準備─從香港的教育經驗談
起」，交流經驗。
教聯會副主席朱國強向澳門
代表分享其學校如何透過學習

NLP（身心語言程式學），成功
培養學校的正面文化，使教師、
學生和家長都養成欣賞、感恩和
關愛之心，並擁有正確、健康的
生活習慣和價值觀。副主席胡少
偉則講述如何讓新教師融入和適
應工作環境，達至「專業身份」
的確立。副主席蔡若蓮亦與澳門
同工分享香港教育發展的狀況。

為了解同工對小學全日制的意見，教聯
會於2016年11月向全港小學發出問卷，獲過
千名教師回覆。調查發現，受訪小學教師每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小學校長
周平均工作近65小時，近8成更因欠缺足夠
梁俊傑、教聯會副主席黃錦良。
的午膳時間而導致腸胃不適；96%教師指現
副主席黃錦良認為小學全日制推行多
時小學生的留校時間太長，超過9成（93%）
年，問題叢生，必須立即全面檢討，建議參
更認為全日制原意已被扭曲。
考澳門的制度，改善教師課節、薪酬及假
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指出，教師需在午 期福利。「首先要將小學班師比例改善為
膳時間看管和照顧學生，加上當值和上課， 1:1.7，並增加行政支援人員及教學助理，以
根本沒有午膳時間，建議當局檢討。小學校 確保小學教師編制能跟上全日制的需求。長
長梁俊傑指出，小學由半日制過渡至全日 遠而言，應制訂方案，盡早訂立標準課時，
制，教師的工作量與日俱增，學生的留校時 以釋放教師的空間。」他又希望當局改善小
間亦過長，令師生疲於奔命，失去當初的原 學教師的待遇，增加小學學位教師比例，長
遠達至全面學位化，實現同工薪酬。
意。

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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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貼心服務 關心教師需要
教聯與您同行
教出精彩人生
教聯會在去年踏進40周年，會
慶活動更橫跨兩年。「百仁盃—
中學社企創業挑戰賽」頒獎禮已
於去年12月中舉行，共有6間學校8
組隊伍進入總決賽。在今年完成的
活動還有：「香港40年來有影響力
教育人物選舉」、「教師慈善長跑
10公里」、「教師子女獎學金」、
「教聯盃— 教師籃球聯賽」。教
聯會還推出了免費入會和續會優
惠，由於反應理想，我們將優惠延
長至2017年6月30日，會籍有效期則
至2017年年底；我們又向永久會員
贈送紀念品，以表謝意。

鄧飛


力爭教育話語權 積極貢獻社會

推出手機Apps
同工可透過手機Apps登記成為會員，直
接購物和付款，以及接收最新優惠和資
訊。

教聯會一項調查發現，9成教師在過去一
年需要帶病上課，本會要求教育局以人性
化的角度，提高教師病假中位數和檢討教
師病假安排。

外展到校探訪
全年探訪了688所學校達980次，又舉辦
區本講座及到校講座，不少同工更即時
入會。

提供會員福利
本會在9月舉辦了一場展銷會；又推出每
月特惠如$1泰國香米、$1十枝原子筆等，
並繼續於會員生日月份送上小禮物；同
時向學校和同工加強宣傳免費招聘求職
服務，並積極開拓更多聯營夥伴和合作項
目，提供更多元化服務。

創設教師俱樂部
會所定期推出名人飯局，邀請嘉賓如曾
繁光、陳智思、施永清、陳永陸等，與
同工分享心得。

舉辦文娛活動

開辦網上電台
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繼續向社會發放教
育界的正能量。
為同工爭取權益
本會共接獲35宗求助及查詢個案，內容
多與權益如薪酬及薪級計算、離職賠
償、病假申請、工傷賠償、合約糾紛、
教師職責、教師資歷以及教育政策有
關。

•教師體育節
今年已經踏入第9屆，共吸引1,300名健兒
參賽。
•師生烹飪比賽
今年已經踏入第5屆，主題為「豆香美饌
敬雙親」，共吸引了38組隊伍參賽。
•長短線遊
包括追蹤中華白海豚；中山年貨團、英西
峰林風景區3天遊、英德清遠3天遊、江門
台山2天純玩團、哈爾濱及俄羅斯8天團、
青島5天團、賀州3天遊、砂勞越古晉貓城
5天考察團、德慶雲浮羅定3天遊。
•文化藝術
由指揮家石信之領導的教聯合唱團已踏入
第3年，合唱團更在9月的教育界國慶聚餐
上獻唱；本會又舉辦了《花鼠明星俱樂
部》電影欣賞會，招待了160位同工。
•班組講座
保健系列和書畫系列一向廣受同工歡迎，
本會亦努力開拓不同類型的課程班組和健
康講座。

回應教育政策
教聯會在11月組織了近百位同工
到政府總部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舉行《施政報告》諮詢會，直
接表達前線教師對教育施政的訴
求。

必修」、關注學生人口波幅、促
恢復「肥雞餐」、取消小學校長
署任規定、促加快校舍維修程
序，以及反對取消「廣泛閱讀計
劃津貼」。
關注教育事件
教聯會要求教育局和天文台加強
溝通，視乎分區情況和趨勢，重
訂暴風雨下的停課準則，並獲當
局採納。
其他事件包括：關注教局出錯
糧、推出青少年勵志系列、支持
群育學校爭取更佳校舍、關注非
華語學童教育，以及要求Pokemon
GO 禁足校園。
/

進行問卷調查
特首梁振英在本會１月的「港事
國事天下事」講座中，透露未來
會做更多教育工作，包括研究改
善班師比例。本會提出將比例由
現時的2.0增加至2.3，並改善教師
編制。
其他回應包括：改善幼師待遇、
優化TSA、倡議初中中史「獨立

7項追蹤調查包括：「教師身心健

康」、2016年教育施政及教育開
支、家長投訴情況、學校舉辦國
情國慶活動的情況等。
新議題則有「幼師工作情況與免
費幼教」、「小學教師對小三
TSA檢討的意見」、「教師病假
安排」、「對免費幼稚園教育營
運的情況」、「教師對小學全日
制的意見」等13項。
舉辦教育講座
我們繼續為準教師舉行面試求職
講座，又與教師中心合辦新教師
支援系列，並為「課程發展與教
學實踐」教育會議主講兩場講
座；又於全年舉辦多項與教育行
政相關的講座，也為學校舉辦免
費到校講座，同時為在職同工舉
行各式增潤課程。
提供學科支援
出版《鑑古知今：支援教師推行
歷史教育》資料冊，並於6月舉行
專題講座暨首發式；「香港旅遊
與款待教師協作網絡」在3月邀請
了澳門旅遊局提供講座，又在5月
到澳門進行了兩天交流考察。

促進交流考察
深化兩地合作
促進交流考察
•「同根同心」的東莞和廣州路線已接待
了3,786名學生。
•「心手相連 青春有約」於3月安排了33
位香港中學生到上海和南京交流8天，
除了訪問考察外，更與學生一起上課，
並住宿學生家裡。
•本會承辦的「香港中學生縱橫千里體驗
計劃之中國軍訓體驗營」7月在深圳舉
行，共有500人參加。
•本會承辦的「香港中學生縱橫千里體驗
計劃之三省義教」在7月至12月舉辦了
11個義教活動，地區包括廣東從化、廣
東韶關、廣西白色、廣西河池和福建。
•「光影尋情大地行」踏入第4年，主題為
「新農村鄉鎮企業— 華西村」（5天
團），共40人參加。
深化姊妹學校合作
•今 年 是 粵 港 姊 妹 學 校 締 結 計 劃 十 周
年，為隆重其事，去年12月的簽約儀
式移師廣州舉行，並於今年7月在廣
州舉辦了「穗港深青少年經典美文
雙語誦讀比賽」和「深圳廣州文
化探索之旅」五天團。

•11月的簽約儀式在深圳舉行，共
70對學校簽約；隨後舉行「深港
中小學校長論壇」，兩項活動共
有超過500人參與。
•本會繼續為11所內地學校提供了
166小時常識科和154小時英文科
的支援服務，並於去年12月和今
年3月安排了內地學校到培僑小
學和打鼓嶺嶺英公立學校觀課；
又於11月舉辦教研日。
•本年共有34所中學、33所小學和
3所特殊學校透過教聯會結盟；
我們又於6月和10月舉辦了分享
會和簡介會。

•除 廣州和深圳外，本年透過教聯
會締結的學校有：南沙地區4對
中學和3對小學、佛山地區1對小
學、江門地區1對中學，以及珠
海地區1對中學。

團結華夏園丁
2016年的主辦地區為湖北省武漢
市，主題為「荊風楚韵湖北行」。
培訓英語教師
義工隊在暑假組織了24位同工到新
疆烏魯木齊市、新疆庫爾勒市、新
疆阿拉爾市、四川省宜賓市及湖南
省長沙市，培訓了當地515位中小
學英語教師。
接待內地訪客
到訪的團體包括廣東省教育廳（3
月）、福建省總工會（3月）、山西
省高校外事幹部（4月）、廣州市教
育局（7月）、教育部港澳台辦（10
月），貴州政協及香港政協訪問團
（10月）、廣東省教育廳30人訪問團
（10月），以及澳門中華教育會
（11月）。

舉辦名人講座

參與選委會選舉
本會在12月派出副主席胡少偉、副
主席黃錦良和顧問麥謝巧玲出選；
又支持了副主席蔡若蓮、副主席朱
國強和名譽會長何景安參選，唯未
能取得議席；副主席林翠玲、副秘
書長林文輝和理事洪連杉則透過區
議會界別當選。
譴責暴亂事件
旺角在2月8日年初一晚發生暴亂，
教聯會予以強烈譴責，並於2月約
見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要求採取措
施防止暴力思想蔓延校園。
反辱華反港獨
兩位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就任
時，於誓詞中加入辱華字眼，教聯
會予以強烈譴責，又參與「反辱華
反港獨」大聯盟的集會，要求撤消
兩人的議員資格。

凝聚專業力量 緊貼教育脈搏
表揚優秀教師
第12屆「優秀教師選舉」共有43
名教師獲獎，另有6名準教師在第
二屆「教壇新秀」微教學短片比
賽中獲獎。

參與立法會選舉
本會支持副主席蔡若蓮以獨立身
份出選9月的立法會教育界功能組
別。蔡若蓮首度參選，一舉奪得
18,158票，比上一屆挑戰者多3千
票。

本會於1月邀請特首梁振英以「香
港教育」為題發表演說，又於10月
合辦「教育施政論壇」，邀請前財
政司司長梁錦松及《灼見名家》雜
誌社長文灼非評點香港教育。
捍衛觀點立場
教聯會對政府政策和社會時事勇於
發聲，並透過參與政府諮詢架構、
聯絡傳媒和撰寫專欄等，表達並捍
衛我們的觀點和立場。

支持人大釋法
提供社區服務
九龍東和港島東兩個社區辦事處繼
續為居民提供活動，廣受地區人士
歡迎。

教聯會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宣誓
風波進行釋法，認為此舉「合理、
合法、合憲」，並參與了「反港獨
撐釋法」集會，呼籲教育工作者堅
守校園防線。

支援慶典工作
本會為「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的
慶回歸活動提供接待工作，又為
「教育界慶祝國慶67周年晚宴」提
供秘書處服務。

春風化雨為志 造福莘莘學子
設立獎助學金
「施彭年教聯獎學金」今年向
葵青區、元朗區和北區的25位
中學生頒發3,000元獎學金，並
於7月舉行頒獎禮。

舉辦多項活動如「全港兒童兩
文三語朗誦大賽」、「少林武
學文化校本活動」、「我們一
起『悅』讀的日子」、「全港
中 小 學 S T E M 創 客 比 賽（智 庫
盃）」等。

舉辦學生活動
辦學實踐理想
開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
標中學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黃楚標學校，貫徹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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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馮國榮老師
拍攝地點：西藏
簡介：布達拉宮雨後雙彩虹 : 正待黃昏日落，忽然傾盆大雨，本想
踏上歸程，但最終堅持，拍得布宮「雙彩虹」景色。

攝影師：蕭國仁老師
拍攝地點：西藏拉薩
簡介：遠眺布達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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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閒好去處

林村新春嘉年華 x 麥田捕手假日市集

觀塘裕民坊重建攝影展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由即日起至1月26
日，將舉辦「集雜聲」觀塘裕民坊重建
攝影探索計劃展覽VIII，展示8位攝影
師於過去兩年，走訪同仁街臨時小販市
場的錄像訪問作品，呈現紮根裕民坊多
年的小商販心聲，紀錄市場變遷和小店
的故事。

飛主流原音．賞物．大搞作

天比高創作夥伴與麥花臣節再度合作，
2月18及19日於旺角麥花臣場館舉辦
「飛主流原音．賞物．大搞作」創意市
集音樂會。是次將「手作市集」與「音
樂祭壇」結合，以愛創作、愛思考、愛
行善作主題，推動多元藝術。市集免費
入場，音樂會票價$180。

林村許願廣場於大年初一至十六（1月28
日至2月12日），上午9時至下午6時，連
續16日舉行一系列精彩賀歲活動，包括
本地創意市集、大型吹氣城堡、吉昇高
照鴻運山、幻彩許願天燈攝影區及漫花
飛舞水晶球。於年初七至十六（2月3日
至2月12日），更增設賀年小食專區，同
場還有精彩舞台匯演及大型花車巡遊匯
演。

冬日小騎士樂園

沙田石門京瑞廣場將於1月21日，中午
12時至下午6時變身成「冬日小騎士樂
園」，協辦第二屆香港兒童平衡車錦標
賽（第四回），讓2至6歲的小朋友化身
小騎士，駕駛平衡車在賽道上風馳電
掣。比賽之外，小朋友亦可在專業導師
指導下參加踏騎天堂活動，免費試玩平
衡單車，同場還有特色本地創意市集及
慈善義賣，讓市民選購冬日窩心禮物！

《教聯報》廣告專綫
教育機構、團體及商戶，歡迎查詢
電話：（852）2963 5114
傳真：（852）2770 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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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地圖

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作品
高中組季軍：德愛中
學石翠顏老師（不在照
片內）、洪沅莉同學和
高慧欣同學。

東歐老家的風味

星期一

愛麗斯

豆香滿溢頌親恩
豆腐紫薯愛心卷部分

菜式介紹：

材料：

「豆 香 滿 溢 頌
  
親恩」由兩部分組
成，各以豆製食品
入饌，不單營養
豐富，滋味健康，
更是豆香滿室。做
法方面，蒸法既健
康，食物質感較軟
滑，容易入口，適
合父母親。整個菜
式以心形及花卉作
為構圖，寓意子女
對雙親的愛意，也
寓意家庭和諧幸
福，溫馨滿載。

小青瓜
粟米粒
紫心番薯
實豆腐
南瓜

釀饀調味
粟粉
鹽
胡椒粉
麻油

2條
25克
100克
半塊
25克

半湯匙
1/8茶匙
少許
少許

做法：
1. 紫心番薯及南瓜切成小塊，蒸熟分別壓爛。
2. 豆腐壓爛。
3.	紫心番薯蓉混入粟米粒及豆腐蓉，加入調味，拌勻成釀
餡。另將南瓜壓蓉混入小量豆腐蓉。
4.	小青瓜用蔬菜刨刨薄片，備用。
5.	把紫心番薯釀餡釀入心形模內，並用青瓜薄片圍邊，造
成六個豆腐紫薯愛心卷。另把南瓜豆腐蓉餡釀入圓形模
內，並用青瓜薄片圍邊，造成一個豆腐南瓜愛心卷。
6.	豆 腐愛心卷放在掃了油的蒸碟上，用中火蒸熟約5分
鐘。

2. 連石頭鍋熱烘烘上桌的俄羅斯宮廷燉鹿肉。
3. 帶少許酸味的正宗烏克蘭羅宋湯。
4. 宛如一幅畫的雜菜清湯。
5. 頗甜的拿破崙蛋糕。
6. 口感輕盈的雜莓班戟。
7. 要找IVAN THE KOZAK，認着門口這位「大

聞說這所食肆是本港唯一的正宗
烏克蘭俄羅斯餐廳，所有出品均由烏

1

上菜：
釀饀調味
粟粉
鹽
糖
胡椒粉
麻油
蛋白
蛋汁
番茄

1. 招牌菜芝士焗牛脷盅。

餐廳的裝潢，經過用心布置，由
天花板的毯子，深紅色牆上的掛畫，
以至一盞枱燈，都極富俄式風情，宛
如百姓老家，溫暖之餘，也滲出了淡
淡的鄉愁。

叔」就是了。

2

3

4

6

7

民間偏方

材料：
1塊
2塊
160克
240克         
1小棵
4條
6條

克蘭及俄羅斯的名廚主理，特別是冬
天，吃着熱騰騰的烤豬腿、牛脷盅、
燉鹿肉……感覺棒極了！這裏還有琳
瑯滿目的伏特加酒，教人大開眼界。

5

腐皮紫菜豆腐蝦卷部分
腐皮
日式紫菜
實豆腐
蝦（連殼）
中芹
甘筍條
急凍蟹柳條

   東歐菜在香港算是冷門菜，但只
要有緣，就必定會遇上。今次已經是
愛麗斯第二次寫俄羅斯菜了，這所位
於中環蘇豪區的食肆，還提供烏克蘭
美食。

1茶匙
1/2茶匙
1/2茶匙
少許
少許
半隻
少許（腐皮卷收口用）
2個（伴碟裝飾）

1. 把
 豆腐愛心卷放
在碟中央，成花
瓣圖案。
2. 腐 皮紫菜豆腐蝦
卷切塊後，圍在
豆腐愛心卷外
圍。
3. 番 茄切薄片，伴
碟裝飾，即成。

做法：
1.	急凍蟹柳條和甘筍條於滾水煮約兩分鐘，隔水備用。
2. 豆腐壓爛。
3.	蝦去殼及腸，洗淨，抹乾，用菜刀壓成蝦膠，並與豆腐混合，加入調味，拌勻
成釀饀。
4. 芹菜洗淨，切成長段，備用。
5.	腐皮用乾淨的濕毛巾略抹，並裁剪成兩塊與日式紫菜一樣大小的長方塊。
6.	把紫菜放在腐皮方塊上，抹上薄薄的豆腐蝦膠釀餡，並將中芹、甘筍條和蟹柳
條放在釀餡，捲成長條形，用蛋汁黏緊。
7.	燒滾油（少油），放入豆腐卷，轉慢火半煎炸至金黃色，盛起，瀝乾油分，切薄
塊。

感冒咳嗽止不住？吃這個，瞬間止咳！
近日天氣如坐過山車般，忽冷忽熱，特別多人因此而害了病，患上感冒之餘，還
頻頻咳嗽。偶然在網路上看見這些止咳食療，抄錄下來供大家參考：
冰糖蘿蔔水
白蘿蔔、冰糖適量。把白蘿蔔洗淨，擦
乾，在上部1/3處橫切一刀；後用小刀掏
空剩下中心，在挖空處放入冰糖。再把
切去的1/3蓋好並用牙籤固定，放入密封
罐內，置於冰箱保存，5至6天後取出，
加入少許蜂蜜即成。
蒸梨
將川貝母3克，百合、陳皮各6克，洗淨
後放入梨心中，上鍋蒸熟。日食1個。
羅漢雪梨飲
羅漢果1個、雪梨2個，放入沙鍋，加水
煎煮。先用大火，待燒開改小火，煮20
至30分鐘，瀝乾水分即可飲用。

銀耳百合飲
銀耳10克，泡發後與20克冰糖、10克百
合放入蒸鍋隔水燉煮1小時。最後調入蜂
蜜，於每天晨起空腹食用。
止咳蓮藕粥
枸杞子20至30顆，大棗5顆，薑2片，紅
糖適量，蓮藕粉2大匙。將前4種材料一
同加700毫升水同煮，再調入藕粉調勻，
燜5分鐘即可。
荸薺百合羹
荸薺30克，洗淨，去皮搗爛；雪梨l個，
洗淨去核，連皮切碎；冰糖適量。百合
洗淨後，與荸薺、雪梨加水煎煮，再加
冰糖煮至熟爛湯稠，溫熱食用。
（資料只供參考，並非醫藥治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