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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點校園：
   學 校 或 同 工 如 欲 與
《教聯報》讀者分享自己
的故事，發揮教師和教育
界的正能量，歡迎將姓名、任職學校、
聯絡電話，以及簡述校園有何亮點，電
郵至mywoo@hkfew.org.hk。如果題材合
適，我們將有專人聯絡 閣下，進行採
訪及拍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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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所村校，過往靜靜地佇立在元朗八鄉，服
務該處子弟，後來轉型，以取錄少數族裔學生為
主。不過，學校去年新增了一個服務群組，對象是
附近的流浪貓！瞬間，元朗八鄉中心小學成為不少
網媒和紙媒的採訪對象，成為一時佳話。


本報記者麥家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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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貓舍」

組合屋＋戶外樂園
「貓舍」面積近千呎，由一所寬敞的組合屋與室
外「操場」連結而成，屋內有風扇及爬架，十分舒適；
「操場」則有如一個戶
外樂園，小貓不但可以
接近大自然，還有偌大
的空間玩樂。訪問當
天，「貓舍」已有5隻
小貓進駐。

生命教育 由零開始
兩位老師成立了「八鄉愛貓組」，暫時有10位同
學，他們需要輪流擔任「護理員」，為5隻小貓換水、
換沙、餵食與清潔等等。「愛貓組」更開展了一系列生
命教育活動。每次上「貓課」，同學都十分雀躍，兩位
老師亦藉此「利誘」他們，例如要做完功課才可餵食，
操行良好就可以「摸貓貓」等。「每位同學都輪流照顧
小貓，完成後又會檢討和反思，玩樂同時要學習關於貓
的知識，從而建立責任感和價值觀。」馬老師期望學生
透過與貓的相處，學習善待及尊重生命。
至於學校其他老師亦會將小貓融入教學，例如上
中、英文課堂時，同學會學習寫信給小貓；上視藝課
時，以貓為題作素描對象等等。

除了照顧小貓起居飲
  
食，「愛貓組」還開展了
一系列生命教育活動。

馬惠儀老師說：「學校不時都有流浪貓『到
訪』，我會給牠們食物，可是數量愈來愈多，當中更有
一些剛出生的幼貓。」馬老師後來得知九龍華仁書院有
一所「貓舍」，剛巧又看到學校張貼「教師夢想基金」
的海報，便興起成立貓舍的念頭，於是與杜國權老師成
立「八鄉愛貓組」，借鏡華仁書院的經驗，在八鄉中心
小學建立一所「貓舍」。

照顧家貓的成本不菲，何況是籌建一所「貓舍」？
夢想基金雖有10萬元資助，但飼養成本皆遠高於資助
額。幸而，貓舍得各方熱心人士幫助，例如預防針、診
症與絕育費用，已由錦田動物醫院全部包辦，獸醫亦會
經常到訪，了解小貓的狀况；至於貓沙、貓糧等，暫時
亦有熱心人士贊助；校長更騰出自己車位的上蓋，給貓
舍搭建「操場」，其他老師亦不辭勞苦，日以繼夜地幫
忙開闢園地、購買材料，並自行組裝搭建「貓舍」。一
筆資助、兩位老師、多位善心人齊心合力，5隻小貓的
「家園」得以完成。

每次上「貓課」，同學都
  
十分雀躍。

馬惠儀老師（左 ）和杜
國權老師（右 ）與學生組成
「八鄉愛貓組」。

話說學校兩位老師馬惠儀和杜國權，去年向「香
港教師夢想基金」申請了一筆資助，在校內興建一所
「貓舍」，並收留了5隻流浪貓。兩人同時又在校園
成立「八鄉愛貓組」，讓10位同學擔任褓母，輪流照
顧小貓的起居飲食，保護動物之餘，也實踐生命教
育。

後記
     「八鄉愛貓組」未來會安排獸醫到
校舉辦講座，宣揚保護動物、「領養代替購
買」，以及照顧動物等知識，其後更希望能安排
同學到動物醫院實習。「學會與貓相處，自然懂得
與人相處，『愛貓組』不單是一個課外活動，更
是一份責任，我們在貓貓身上得到快樂，
同時就要有相對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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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熱點

教師的生涯規劃
成全自己和別人的幸福，是教師最大的價值。
對老師來說，教學生涯的幸福，莫過於看見學生的
茁壯成長。
要教出幸福的學生，老師先要做好自己，好好
規劃未來。然而，隨着時代變遷，教師除了是知識
傳授者外，同時也兼任促導者、輔導者及共同學習
者等角色。加上突如其來的政策轉變，包括新高中
課程、教學語言等，每每衝擊教師的工作，或令本
來已計劃的一切，一瞬間化為烏有。
面對如此無常的境況，老師更需要時刻做好
準備。如何規劃自己的未來？離不開知己知彼、抉
擇、設定目標及行動四個基本要素，並就個人、家
庭、學校、社會等方面審慎進行生涯規劃。

人生每個決定都是艱難的，每一步路也要不斷
調適。只有「知己」，才能讓每個抉擇有所依據，
審時度勢，隨機應變。我們要思索各種可能性及後
果，進而作出明確的選擇。我們不妨定期和自己開
一場會，自我反思，並因應不同人生階段的需要，
確立各項短、中、長期目標。
過程中，我們需要透過不斷學習，增廣見聞，
包括涉獵教育專業以外的知識等。定期與同行分享
交流經驗，互相學習，反思不足，也對專業成長有
幫助。總之，教育環境瞬息萬變，只有與時並進，
才能保持競爭力，遇上任何挑戰也自能從容應付。
在校內日常工作中，我們不妨多嘗試不同崗
位，把握機會裝備自己，將專業技能融會貫通。無

報告書
教聯會回應
1.教育局應為教師、朋輩及家長提 盡 快 制 訂 「 守 門 人 」 具 體 方 案 ， 目 標
供有系統的訓練，加強及早識別 在 兩 年 內 達 至 每 校 最 少 有 一 名 「 守 門
人」。
及介入高危學生。
2.在中一及中四的銜接課程中，加 措施應推展至所有轉校生，並為教師提
強心理社交適應和調適能力的課 供輔導手冊，列出轉校生所需的學業及
心理支援。
題。
3.加強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知，以 期望當局推動相關的專業支援，邀請學
正面態度看待求助。
校分享成功經驗。

人生充滿挑戰，變幻無常。要面向挑戰，追尋
幸福的人生，只有不斷學習，做到知己知彼，訂立
明確目標，全面規劃未來，堅持到底，才能教出精
彩人生。

〔本報訊〕教聯會第18屆理事會已於2016年12月的會員大會上誕生，就職
禮將定於2017年2月26日下午3時於海景嘉福酒店舉行。

第18屆理事會名單

5.推動傳媒及新聞系學生以恰當及 本會曾呼籲傳媒報道自殺消息時勿過分
符合專業操守的方式報道自殺。 渲染，對報告書的建議表示欣賞。

主

報告沒提教育心理學家不足，促請當局
增加人手，及時識別和支援高危學生。

〔本報訊〕教聯會副主席蔡若蓮於1月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小學全日制的
原意，是讓學生完成上午的課堂後，下午參加另類學習活動，促進多元發展。
遺憾的是，當局雖提倡活動教學，但筆試評估未能跟上配合，導致課時不斷延
長，促請政府重新檢視全日制，並因應教學模式的轉變，改變評估方法，從根
本改善操練文化。

長︰黃均瑜

副會長︰周世耀
席︰黃錦良

副主席︰王 惠成、王潤強、朱國強、何世昌、杜家慶、林翠玲、胡少偉、
陳卓禧、梁俊傑、蔡若蓮
理

蔡若蓮不滿評估方式 扭曲小學全日制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左3）與副主席梁俊傑（右
1）要求教育局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

第18屆理事就職禮2月舉行

會

-

當然，在進行生涯規劃的同時，讓自己生活
平衡也十分重要，亦是教師最難實行的。老師工作
繁重，營營役役，有時難免會迷失自我，甚至忽略
自己的健康。工作以外，我們亦須找尋其他精神寄
託。善用閒暇，發展興趣，達至生活平衡，以健康
的精神面貌面對未來。

〔本報訊〕教聯會於1月
24日與教育局會面。主席黃
錦良指出，過去十年小學經
歷縮班殺校潮，加劇了學校
之間的競爭，扭曲了全日制
的原意，師生的負擔也愈來
愈重，促請當局全面檢討小
學全日制，並建議改善班師
比例、增加後勤支援人員、
改善教師待遇，以及開設
SENCO常額職位等。

4.加強教育界、社福界和醫學界跨 期望當局能夠深化三方的合作，拓展更
界別合作。
多支援服務。

6.

論如何，總抱着積極的態度接受挑戰，突破規限，
迎難而上，讓自己變得更好。

黃錦良促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
胡少偉向立法會教
  
育事務委員會反映關於
防止學童自殺的意見。

教聯會對防止學生自殺
委員會最終報告的回應
〔本報訊〕防止學生自殺
委員會早前公佈最終報告，
教聯會整體上認同報告書的
內容，副主席胡少偉在1月7
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上，表達了6點意
見，表列如下：

副主席 蔡若蓮

事︰丁 江浩、方建欣、王益鈞、王煒文、王藍容、王蠡、伍煥杰、
吳壁堅、李滿林、李曉迎、冼文標、周劍豪、周錦鋒、林伯強、
林春曦、林海明、洪志傑、洪連杉、胡家偉、唐祖堯、張琳、
梁子穎、許詩禮、郭奕、陳靖逸、陳壇丹、陳錦雲、勞麗雲、
曾憲江、湛婉媚、馮漢賢、馮劍騰、黃鑑明、楊定邦、楊惠儀、
楊詠盈、潘笑蘭、蔡明福、蔡麗芳、鄧飛、黎家鴻、盧巧藍、
蕭一龍、賴德輝
（依姓名筆劃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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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義教之旅

心靈收穫豐盛

香港即將落實15年免費教育，讀書識字於我們就如天賦人權。可是，世界上仍有
不少偏遠貧困的地方仍然未有完整的教育機制，即使有學校，其設備和師資都十分參
差。在基督書院任教英文科的吳慧妮老師，透過「香港教師夢想基金」資助，去年暑假
到柬埔寨義教兩星期，身體力行，服務當地學童，同時讓自己重新反思教育的意義。

本報記者麥家羲

「KKO」學校
吳慧妮老師一直以來都有
到落後地區「義教」的想法，直
至一次柬埔寨旅行，被當地的畫
面深深觸動。吳老師從導遊口中
得知，當地教育非常落後，由政
府營辦的學校動輒50多人一班，
加上當地教職員薪金偏低，學歷良
莠不齊，教師缺課的情況嚴重，令
她十分感慨。回港後，她對此念念
不忘，直到一天，在教員室上看到
夢想基金的海報，於是申請在暑假遠
赴柬埔寨，身體力行服務當地學童。

想基
教師夢
港
香
過「
義教。
老師透
柬埔寨
到
吳慧妮
假
年暑
助，去
金」資

下課後，學生會在空
地上赤着腳踢
球，雖然物質貧乏，
但卻十分滿足和快
樂。

在陌生的環境教學，他們一開始嘗試了很多方
法，最後發現學童對word card、玩遊戲等有「互動
性」學習方法的成效最大。「與香港相比，當地設施
可謂極之簡陋，但孩子學習時卻十分投入，這點在香
港並不常見。」
間課室。

KKO只有一個操場和幾

吳老師在一間NGO的協助下，來到一所位於暹
粒市近郊，離城市15分鐘車程，名為「KKO」的學
校。「KKO由慈善團體創辦，地方十分之小，只有
一個操場和幾間課室。該校校長只有27歲，學生的
年紀則由6歲至18歲不等，都是來自附近村落的小朋
友」。KKO的課程只有英文、編織及機器維修等科
目，課堂完全免費，也沒有校規，學生只需要在既定
的時間到達課室便可。「課室結構十分之簡單，加
上處於山區，一旦遇上打風落雨，課堂便會受到影
響」，義教的其中一天，正正遇上壞天氣，結果只有
少數學生能來到學校。

互動最有用
吳老師在KKO負責教授英文，同行還有兩位來
自澳洲及一位來自英國的義工。他們兩個星期以來共
接觸了60多個學生，年紀由6歲至18歲不等，大多都
是貧困子弟。「這裏的同學都是自願到來上課，假如
課堂太過沉悶，他們便會離開，因此必須想方設法，
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暹粒是一個旅遊城市，當地人
從小都習慣使用英文，可是學生程度不一，唯有花上
更多功夫以應對差異。

      KKO的校長知道吳老師是專業教
師，特別邀請她為當地的其他教師舉
行工作坊，以分享教學經驗。最後，
工作坊共有十多位教師出席，當中一
些更是從遠處的村落到來。

義教反思
柬埔寨之行，讓她反思教師的真正角色，也深刻
反省個人的局限和專長。「出發之前，根本沒有時間
反思何謂教育，我們只為了考核和分數，日以繼夜地
拼搏。但今次在陌生環境教學，不但令義教的夢成
真，更讓我重新感受到教育的意義，以及執起教鞭的
初衷。」吳老師說。
一個又一個滿足和快樂的笑臉，令她感到實實在
在的幸福。當地設施雖落後，但學生依然保持積極的
態度，對學習充滿熱誠。我們的教育，花費數了以千
萬計去發展電子學習、添購設備，但成效卻似乎不如
當地的「一塊黑板、一支粉筆」，我們的社會，是否
應重新反思教育的意義？

雖然資源匱乏，吳老師卻感受深刻：「所謂
『學習』，有時只需要一塊黑板、一支粉筆便成
事。」

義工旅行
近年義工旅行（volunteer tourism）興起，不少人
都希望在遊歷的同時服務他人，務求有不一樣的體
驗。但吳老師再三強調，義工服務並非為滿足自己，
而是要幫助別人，故此必須了解當地人需要，並確保
自己有足夠能力。「在KKO義教的義工，並非所有
人都有相關經驗，授課時可能會力有不逮，這樣對學
生並無好處。另外，不時有一些旅客會遠道而來，然
後在學校四處拍照，接着一聲不響便離開，這種『獵
奇』的態度令學生和老師都十分反感。」

一個又一個滿足和快樂的笑臉，令吳老師感到
實實在在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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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沒回應核心訴求
〔本報訊〕行政長官梁振英在1月18日公布任內
最後一份施政報告。教聯會欣賞當局推出促進教育公
平的措施，並採納了本會的建議，推出中學教師帶薪
境外進修計劃、加強中史及傳統文化教育、改善火柴
盒式校舍的設施，並開始關注自資專上院校收生的危
機。但施政報告沒有回應教育界的核心訴求，包括全
面檢討小學全日制、重推中學「肥雞餐」等，本會表
示失望。

教聯會主席黃錦良不滿施政報告對小學教育着
墨極少，「小學同工已累積了相當怨氣，如果政府
依然坐視不理，下一個炸彈將會在小學爆發！」他認
為最急切是要全面檢討小學全日制，並指小一人口將
於2019年大幅回落，當局須及早應對後雙非的縮班危
機，實施類似中學的「三保」政策，並改善小學同工
的待遇，逐步與中學看齊。
副主席蔡若蓮不滿現屆政府沒有將教育放在重要
位置，認為當務之急，是教育界需要一位關心和重視
教育的特首，並委派教育專業的局長，帶領香港走出
困局。她又促請政府重推中學「肥雞餐」，並全面檢
視教師人手編制，改善班師比例，「要培養人才，不
能只增加教師工作量，而不額外增撥資源，否則老師
將百上加斤。」她說。

左起：教聯會副主席胡少偉、主席黃錦良、副主席
蔡若蓮。

副主席胡少偉表示，「特首不一定要懂教育，但
必須重視教育。人心回歸，順利落實一國兩制，全部
都跟教育有關。」他又要求當局盡快落實防止學生自
殺委員會的建議，並在兩年內達至每校最少有一名
「守門人」，讓高危學生得到及時支援。

第二屆「教聯盃—教師籃球聯賽2017」開鑼

首場賽事由五角撒（白衫）對O-United（藍衫）。

〔本報訊〕第二屆教聯
盃已經於1月21日在長沙灣體
育館正式開鑼。開球禮由教
聯會副主席朱國強主持，當
日共進行了10場賽事。2017
年共有24隊來自91間學校共
367位同工參加，較2016年的
18隊來自39間學校，共250位
同工，有顯著增幅。本年度
的賽事總場數為84場，預計
需要激戰到4月才有結果。

教聯會五大訴求
面檢討小學全日制，包括改善小學班師
① 全
比例、減少上課節數、增加學位教席、改
善同工待遇。

② 重推資助中學「肥雞餐」，全面檢視教師
人手編制、改善班師比例，以騰出空間關
顧學生。
快落實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建議，制訂
③ 盡
「守門人」訓練具體推行方案，兩年內達
至每校最少有一名「守門人」。

④ 協助自資院校過渡收生危機，放寬自資院
校招收非本地生的上限，簡化私立院校課
程評審機制。

⑤ 及早應對後雙非縮班危機，立即規劃及落
實類似中學的「三保」政策，確保不殺
校，不減教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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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作品精選

環球風情

攝影師：周美娟老師

攝影師：黃漳銘老師

拍攝地點：雲南昆明市翠湖公園
簡介：昆明市居民早晨除了到公園做晨運外，還會餵飼海鷗。

拍攝地點：廣西陽朔
簡介：「桂林山水甲天下 陽朔山水甲桂林」這句話就引領了我們跟學生
到陽朔來一趟單車旅遊，看到了美不勝收的奇山美景，跟他們一
起穿山過水，再一嚐青春的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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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評估學生的自殺傾向？
精神科醫生

楊 楊 教 室

心靈品書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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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龍杰

最近，學生自殺問題又成熱議。要正確評估學生的自殺傾向，從而對
症下藥，首先要做的是對自殺意念的祛魅化（Demystification）—直至今天
仍有很多人相信，假如直接詢問病人有沒有自殺念頭，只會將「自殺是解
決難題的方法」這一想法，植入病人的思想當中—但這是沒有精神醫學
根據的錯誤觀念。很多研究顯示，絕大部分有自殺念頭的情緒病患者，自
殺之前都曾向最少一個身邊的人透露自己的自殺念頭，假如那個收到求助
訊號的人是你，那就不要放過介入的機會。
假如病人的自殺念頭只是一閃即逝，風險還不算高，但假如自殺的念
頭長駐心頭，那就另當別論。另外，以下也是一些自殺風險的高危指標：
有確切的自殺計劃、自殺方法的危險性極高、已有周詳預備、防止別人發
現的舉措、留下遺書等等。
舉個例子，假設一位病人，患有長期的抑鬱病，長期困於自殺的思緒
中，已訂立了周詳計劃，打算引開家人，在家中燒炭和割脈，亦已買了炭
和𠝹刀，更已安排好遺囑和寫好遺書，那即使還未真正進行自殺行為，自
殺的風險亦相當之高。
自殺風險評估不是一個一次性的工作，而是一個長期的觀察，但要記
住，風險高不等於會出事，風險低的病人遇上意外（如一時衝動時剛好在繁
忙的馬路邊），也會出現悲劇的結局。除非將病人24小時關在家中看守，如
何在嚴密監察和病人自由中作取捨，永遠是預防自殺工作的永恒兩難。

豆腐雜菜串燒
材料
豆腐（硬）
紅椒
青瓜
茄子
花生醬
乳酪
葵花籽油
長籤

2件
1個
半個
半個
4湯匙
5湯匙
2湯匙

配汁
葵花籽油
蔥
紅椒
蒜頭
酸青瓜
茄紅醬
俄勒岡
鹽及胡椒粉作調味

1湯匙
4湯匙
1個
1粒
1條
11/2
  杯
1 茶匙

方法
1.  預熱焗爐180℃。
2. 豆腐、紅椒、青瓜、茄子切件。
3. 茄子烚三分鐘，盛起冷卻備用。
4. 將 豆腐，花生醬及乳酪混合，醃30分
鐘。
5. 用 長 籤 串 起 豆 腐 、 紅 椒 、 青 瓜 及 茄
子，將餘下的花生醬汁掃在串燒面。
6. 焗15分鐘（在5分鐘時翻邊一次）。
7. 熱 油 ， 加 入 蒜 頭 、 蔥 及 紅 椒 炒 至 軟
身，加入酸瓜、茄紅醬、俄勒岡及調
味，慢火煮10分鐘。
8. 將 串燒放在碟上，配汁淋在串燒面，
熱食。

註：可用青椒、番茄、薯仔、南瓜、節瓜、磨菇或鮮蝦（去殼）及一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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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地圖

高中組優異獎：聖芳
濟書院陳柏基老師、
羅啟泰同學和鍾鈞宏
同學。

教聯會「豆香美饌敬雙親」得獎作品

媽媽，心太軟！

（豆腐味朱古力心太軟）

材料：

菜式介紹：

雞蛋（大）
蛋
黑朱古力（70%）
白朱古力
豆腐
豆漿

6隻或
12隻
300克
250克
6磚
150毫升

調味料
牛油
糖
低筋麵粉
糖霜
棉花糖
杏仁
糖霜裝飾
士多啤梨醬
牛油溶液

240克
150克
180克
6湯匙（裝飾用）
少許（裝飾用）
少許（裝飾用）
少許（裝飾用）
少許（裝飾用）
少許（掃蛋糕焗盤用）

  「媽媽，心太軟！」
是一款「中西合璧」的甜
品，將豆腐加進心太軟之
中，嘗試crossover出與別
不同的口味。黑朱古力苦
澀，寓意母親的辛勤和刻
苦；白朱古力甜美，正好
表達母親的溫柔與耐性。
甜品做法看似簡單，但其
實豆腐和心太軟都是極之
「柔軟」的食物，因此製
作時必須小心翼翼，不論
用料、比例還是焗製的時
間都要絲毫不差。

做法：
「白朱古力豆腐蛋糕漿」部分
1. 把白朱古力放入碗內隔水煮溶，再加入牛油（約180克）直至
完全溶解。
2. 在另一個碗內打發3隻大蛋（或6隻雞蛋），再加糖直至出現微
微企身效果。
3. 將白朱古力漿與蛋漿混和。
4. 將豆腐磨成蓉，然後加進白朱古力漿。
5. 用隔篩把麵粉篩到白朱古力蛋漿內，攪拌至均勻，備用。
「黑朱古力豆腐蛋糕漿」部分
1. 將黑朱古力放入碗內隔水煮溶，然後加入牛油直至完全溶解。
2. 在另一個碗內打發3隻大蛋（或6隻雞蛋），再加糖直至出現微微企身效
果。
3. 將黑朱古力漿與蛋漿混和。
4. 把豆漿加進黑朱古力漿內。
5. 用隔篩把麵粉篩到黑朱古力蛋漿內，攪拌至均勻，備用。
「媽媽，心太軟！」部分
1. 焗 爐預熱至攝氏200度，將白朱古力漿倒入焗盤約1/4滿，然後焗3分
鐘。
2. 把 黑朱古力漿加到已預熱的白朱古力漿，然後再鋪上一層白朱古力
漿。
3. 焗9分鐘，然後把焗盤翻轉，取出蛋糕。
4. 掃上糖霜，再加上杏仁、棉花糖及士多啤梨醬裝飾，即可享用。

免費 甜品一客

 （$68） HAFIE

美食地圖 x 哈妃大優惠
由2月20日至3月20日，凡到哈妃惠顧滿
$150，再讚好此帖文（請掃瞄QR code），再
按分享，即可獲哈妃贈送廚師時令甜品一客
（$68）。限量100個，送完即止！

「美食地圖」與甜品店
「哈妃」
（HAFIE）合作，
送出精緻時令甜品100個！

哈妃地址：北角天后歌頓道1號
*教聯會和哈妃保留隨時修改、暫停或取消此優惠的
酌情權，而毋須事前通知。如有任何爭議，教聯會
和哈妃保留最終決定權。

消閒好去處
Our Gallery x Kamiya Art Gallery
──福山一光「畫僧」展覽
位於灣仔集成中心的Our Gallery，首次與日本Kamiya Art Gallery合作，即日起至4月1日
展出以「畫僧」為題，日本當代水墨畫家福山一光的代表作品。福山刻意選用傳統技法
和物料，創作出融合精神與自然的山水畫，從而體現禪宗思想與日本藝術情感。

Panorama《大觀》
HKDI Gallery由即日起至4月2日，舉辦德國著名設計師Konstantin Grcic的個人展覽《大
觀》（Panorama）。Konstantin獲譽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設計師之一，是次展覧共分四個
主題展區，分別透過大型裝置，展出Konstantin的創作物件、設計原型及手繪畫作。

LONG TIME NO SEE︰左鄰右里•虛擬再聚
PMQ元創方由即日起至3月31日，舉行「LONG TIME NO SEE︰左鄰右里‧虛擬再聚」
展覽，將「舊香港」文化、建築和生活面貌，以及前已婚警察宿舍的鄰里生活重現眼
前。是次展覽的重點聚焦於一幅大型壁畫，它捕捉了中環多個地標建築的歷史面貌，訪
客只需下載指定手機應用程式，便可觀賞到實景動畫，體驗古今交錯的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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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免費參觀團
內

容：參觀賽馬會「生命．歷情」體驗館、
呼援及關懷服務中心、銀齡館
日
期：3月18日（六）
時
間：上午11時
集合地點：九龍何文田忠孝街60號愛民廣場一樓F42
費
用：全免
報
名：https://goo.gl/jMn9l6
查
詢：2963 5191楊楚恩小姐 /		
2963 5195郭志樂先生
體驗館網頁：LJC.schsa.org.hk

《開運》
作者：李衛銘、陳貝蒂。
$98  會員價$78

《一指神功與太極心法治療》
（第三次版）
作者：尹慶源（中華文教交流服務中心出版）。
$98 會員價$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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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的生日禮物為聖安娜餅券（6件）一張。

湛江純玩4天直航團

香港寵物節2017暨國際寵物用品博覽

出發日期：4月14日（五）
團
費：會員$2,490 小童$2,180（12歲以下）
天數
行程
住宿
第1天 香港（乘搭上海航空）→湛江→迷你珊瑚館→晚餐「馳名湛江雞 湛江皇冠假日酒店
宴」
（5星級或同級）
第2天 早餐→湖光岩世界地質公園→午餐「蠔門三食宴」→萬達廣州 湛江皇冠假日酒店
灣步行街→寸金公園→東風海味市場→晚餐「傳統簸箕坎宴」（5星級或同級）
第3天 早餐→前往雷州→雷祖祠→雷州古剎「天寧寺」→午餐「雷州 雷州樟樹灣溫泉大酒店
半島風味宴」→石狗文化博物館→入住溫泉酒店→晚餐「酒店（準5星級或同級）
特色鳳梨宴」→夜遊茂德公古城
第4天 早餐→外觀維多爾天主教堂、廣州灣法國公使署舊址→湛江特
產手信店→午餐「蒜茸蒸沙蟲宴」→金沙灣海灘→湛江→香港
承辦旅行社：新城旅遊，牌照號碼：353361
報名及查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2963 5195郭志樂先生

「防失眠、耳水不平衡、耳鳴、偏頭痛、抗抑鬱」湯水試飲講座
內
講
日
時
地
名
費
報
查

容：講解預防及舒緩失眠、耳水不平衡、耳鳴、頭暈、偏頭痛及抗
抑鬱的食療湯水，即場試飲，並派發食療湯譜，即學即用。
者：吳贊明先生（現任亞洲食療協會主席、資深養生食療食譜專家）
期：3月18日（星期六）
間：下午4時
點：教聯會17樓會所
額：50人（會員優先報名）
用：全免
名：https://goo.gl/dL5s5p
詢：2963 5190楊楚恩小姐 /2963 5195郭志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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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寵物節匯聚了世界知名寵物食品和用
品品牌，會場超過400個展覽攤位，產品琳
琅滿目，同場更舉辦超過20場精彩活動，
詳情如下：
日 期：2月24至25日（星期五至六）
中午12時至下午9時
	2月26日（星期日）
中午12時至下午8時
地

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號展覽館

於現場售票處出示有效會員證，即可享有
「二人同行一人免費」優惠（購買入場門券
時必須二人同行方可享有此優惠，每張會
員證只限使用一次）。有關展覽會詳情，請
瀏覽www.petshow.com.hk。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享折扣優惠，
優惠期至12月31日。

德善堂中醫
提供全面而專業的中醫服務，針對婦科、兒科、內科、痛症
科、皮膚科，配合針灸、拔罐等治療，嚴選優良藥材及顆粒沖
劑，安全可靠。現凡出示有效教聯會會員證，可享折扣優惠，
優惠期至12月31日。

長者安居協會「平安服務」
教聯會會員惠顧長者安居協會的服
務可享以下優惠：
1.「平安手機 」服務
額外免費獲贈2個月平安手機 服
務，另加送$100超市禮券。
2.「平安鐘 」服務
以優惠價$1,200享用首12個月平安
鐘服務，另加送$50超市禮券。
3.「隨身寶3 」服務
只須預繳$1,740，除可享用6個月隨
身寶 服務外，另免費獲贈多1個月
的服務，以及加送$50超市禮券。
優惠期由即日起至6月30日，查詢：
2952 1824 /5110 9805（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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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